團號

季節
平季

YK7

增開

日期
09/16-11/19/2019 & 12/02-12/17/2019
01/01/20-01/19/2020 & 02/03-03/31/2020
02/09,16, 23, 25/2020 & 03/01, 08, 15, 22/2020

旺季
增開

11/20-12/01/2019 & 12/18-12/31/2019
01/20-02/02/2020
12/24/2019

雙人一間

三人一間

四人一間

單人房

$1269/人

$1249/人

$1229/人

$1619/人

$1349/人

$1329/人

$1309/人

$1699/人

2019 年 9 月 16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間 每週四發團
產品特色：
【極光探索】含全程 4 次極光觀測：

1 次珍娜溫泉度假村泡著溫泉看極光；(含冰雕博物館門票)

1 次特色酒吧極光木屋小資體驗 或 山頂木屋 360°極光全景體驗；

1 次北緯 66°育空河極光營地北極圈環帶看極光；

1 次凍腳鎮回程極地巴士北極光動態追蹤；
【極地探秘】極地巴士深入北極圈，入住北緯 66°育空河極光營地，360°遙望星空，追
蹤舞動極光
【深度雙城】探秘費爾班克斯，活力安克雷奇，一年四季風景不同，處處令人驚喜
【純粹邊疆】搭乘北極光號列車穿越邊疆腹地，與北美最高峰並肩同行
【特色體驗】有機會體驗當地冰雪項目：探索千年冰川，徒步馬塔努斯卡，乘狗拉雪
橇追尋童年或冰上捕魚感受原始生活

。抵達迪納利火車站後，導遊將在車站接您前往迪納利國家公園冬季訪客中心進行
參觀遊覽，訪客中心內附設有一間小型博物館，其內附設有一間小型博物館，在此
可以瞭解迪納利國家公園自然、生態等方面的資訊，還可以觀看公園短片“心動
Denali”(約 20 分鐘)，展示這座“美麗靈動”山脈的季節變幻、風景風貌、野生動物
等，更有機會在此獲取珍貴的國家公園紀念圖章。迪納利國家公園于 1917 年建立，
是繼黃石公園之後美國第二個國家公園，也是世界上連續受保護時間最長的一個生
態保護區。遊覽結束之後，乘車前往費爾班克斯，預計於 20:00 到達酒店辦理入住。
夜幕降臨時，為避免城市光害，計畫於 22:00 乘坐北極光班車前往我們精心甄選的北
極光觀測木屋——特色酒吧極光木屋 或 Clear Summit 山頂極光木屋，溫暖守候北極
光（第 1 次極光觀測）。預計于次日淩晨 02:00 抵達酒店休息。

(早餐)

酒店名稱：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 Bridgewater Hotel

第一天 — 抵達安克雷奇 (ANC)
今天您將抵達阿拉斯加州第一大城市安克雷奇（Anchorage），這裡是“最後邊疆”
的經濟中心，也是阿拉斯加州第一大交通樞紐。抵達後入住酒店休息（阿拉斯加各

第四天- 費爾班克斯市區遊- 北緯 66°育空河極光營地住宿 2 天 1 晚之旅– DAY1
今天您將在酒店享受悠閒的上午時光。預計下午 13:00 指定酒店出發，首先安排您享
用亞式午餐。隨後前往著名的北極村（North Pole），又稱為“聖誕老人之家”，為

酒店下午 15:00 之後可以辦理入住手續）。
酒店名稱：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或 Comfort Inn Downtown Ship Creek

了營造聖誕老人家鄉濃厚的聖誕氛圍，這裡特別搭建了 16 公尺高的巨大聖誕老人雕

第二天 —安克雷奇坦納根海灣仙境一日遊

像，2 公尺高的北極熊和麋鹿雕像，周圍的許多公共設施也都帶有耶誕節的印記，

預計上午 10:00 指定酒店出發，乘車前往坦納根海灣（Turn-again Arm），晶瑩閃耀的

令人仿佛置身於童話世界。之後您將跟隨導遊來到位於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校

幽蘭冰川與綿延起伏的楚加奇山脈（Chugach Mountains）相輔相依，置身其中恍如人

區內的北方極地博物館*，這裡是遊客探知神秘北極世界和早期當地人真實生活的最

間仙境。沿途在習大大的拍照地點-白鯨點（Beluga Point）留下珍貴的照片。隨後抵

佳去處。博物館外形以白色線條與弧形呈現，擬造了北極地區常年積雪覆蓋的場

達 Alyeska 滑雪度假村，在這裡您可乘坐觀景纜車*（自費）到達山頂欣賞雪山的美

景，在陽光照射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是費爾班克斯的地標性建築之一。館內分為

景。隨後返回安克雷奇市區享用亞式午餐，下午前往城市西北部的地震公園和庫克
船長紀念碑（整體約 30 分鐘），這裡是欣賞及拍攝庫克灣美麗景色的絕佳地點。在
安克雷奇市中心第四及第五大街的百貨商場和阿拉斯加原住民藝術家的藝術品商店
享受免稅州的購物樂趣（約 1 小時），獨具特色、琳琅滿目的紀念商品，絕對讓您
處處有驚喜，流連忘返。預計 16:00 回到酒店。

(早/午餐)

酒店名稱：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或 Comfort Inn Downtown Ship Creek
自費專案：冬季冰川直升機觀光之旅*（約１小時）
自費專案：升級馬塔努斯卡冰川徒步之旅*（含往返酒店交通）
第三天 —安克雷奇 – 迪納利國家公園- 費爾班克斯 (FAI)
預計早上 7:50 指定酒店出發，導遊將送您前往安克雷奇火車站，乘坐北極光號列車
（安克雷奇-迪納利 8:30-15:55），前往迪納利國家公園（Denali National Park）。冬季
的北極光號列車在阿拉斯加名氣十分響亮，僅在週末行駛，沿途經過阿拉斯加山脈
，迪納利山，其行駛速度不快，讓您輕鬆悠閒的欣賞窗外阿拉斯加內陸的壯麗景色

不同的展廳，不但對北極地區地理環境變化及歷史變遷有著詳盡的介紹，還陳列著
一些我們只能從書本中看到的北極珍貴動物標本（Blue Babe、猛瑪象、高達近 3 米
的棕熊等），格外吸引遊客們的注意。隨後送您回到酒店休息。（如遇北方極地博
物館閉館，將安排您參觀莫瑞斯文化體驗中心，並現場退還您$12 北方極地博物館門
票費用）預計 17:30 于酒店大堂集合，開啟北緯 66°育空河極光營地住宿 2 天 1 晚之
旅（DAY1）。乘車抵達營地木屋後，您將在這裡隨心所欲的盡情欣賞北極光，還可
以體驗當地原住民生活！（第 2 次極光觀測）

(早/午餐)

自費專案：狗拉雪橇體驗*（含往返酒店交通）
住宿: 北緯 66°育空河極光營地 Yukon River Camp
第五天 —北緯 66°育空河極光營地住宿 2 天 1 晚之旅 – DAY2
計畫上午 10:00 開啟北緯 66°育空河極光營地住宿 2 天 1 晚之旅（DAY2），駛離北緯
66°育空河極光營地，完成陸路跨越北極圈-到訪凍腳鎮-極光追蹤的精彩行程！乘坐
湯瑪斯極地巴士（Thomas Arctic）沿阿拉斯加最偏遠、最具挑戰性的道路之一的道頓

公路向北極圈進發。道頓公路全程 414 英里，是“世界十大死亡公路”之一，只有

報名須知：

獲得專業運營許可資格的車輛才允許進入道頓公路行駛。沿途可以一覽北極原始荒

1. 此產品費用為打包價格，如客人無法參加其中部分專案、行程或已含的各項服務

野的苔原地貌風光，還有機會偶遇北美馴鹿、北極狐、狼、熊、麝香牛等野生動

，則視為自動放棄，不退還任何費用。2. 我們強烈建議您收到我們的行程確認後再

物。北極圈（Arctic Circle）是北緯 66°33′的虛擬線，是北溫帶和北寒帶的分界線。

購買機票；3. 請您至少於出團日期前 10 天提供航班資訊、電話號碼，否則無法發送

北極圈標誌著在此以北的地界會有極晝和極夜現象發生。在北極圈內夏季極晝之

最終出團通知；4. 如果您未及時向我公司提供準確的航班資訊，由此造成未能及時

時，太陽不會從地平線消失；冬季極夜之時，太陽不會從地平線上升起。今天您終

做好車輛及/人員調配，我公司保留拒絕提供已包含的免費接機或送機服務的權利，

於親臨這裡—北緯 66°33′緯線與道頓公路的交匯點，站在阿拉斯加境內的北極圈地

為此帶來的不便，敬請諒解；5. 阿拉斯加州境內因防火要求不能加床，每間酒店房

標旁合影，並榮獲一份【北極圈探險證書】，為您的旅行生涯留下深刻的記憶，亦

間標準配置為 2 張 Queen (Full-size) Beds 或 1 張 King (Queen) Bed；

為您的北極圈之旅畫上完滿的句點。途中您還將觀賞到人類又一項偉大而艱難的創

參團須知：

舉——縱穿阿拉斯加南北的輸油管道。隨後您前往阿拉斯加北極圈以北 100 公里的

1. 此行程需要您持有帶有本人照片的有效證件，如：帶有美國簽證的護照，美國居

凍腳鎮（Coldfoot），在這裡您將有充分的時間仰望北極的天空，呼吸北極的空氣，

民身份證，美國駕照等；2. 行程的先後順序將根據入團日期以及當地天氣等情況有

還有極地郵局可以讓您親手為您的親朋好友寄送一張明信片，為他帶去一份來自北

所變化，遊覽內容不變，展示行程僅供參考，請以最終出團通知為准；3. 如行程內

極的純淨問候！接下來在乘車返回費爾班克斯途中，導遊會選取三處視野開闊的地

標注時間與導遊現場通知時間有出入，請以導遊通知時間為准 4.觀測極光期間，嚴

點停靠，邀您等待再次與北極光的不期而遇，預計于次日淩晨 02:00-03:00 抵達費爾

禁使用相機或手機閃光燈功能；5. 阿拉斯加冬季溫度較低，請您按自身狀況準備保

班克斯酒店休息。（第 3 次極光觀測）

暖衣物，如：羽絨服、抓絨衣、帽子、圍巾、防滑雪地靴、墨鏡等；6. 道頓公路

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 Bridgewater Hotel

Dalton Hwy 全程嚴禁遊客在公路中間停留，由此造成任何安全事故，遊客需自行承擔

第六天 — 珍娜溫泉極光之旅 – 費爾班克斯

，建議您下車觀光時在公路一側欣賞極地景色；7. 北極圈相關行程常規配置為湯瑪

預計晚上 18:30 指定酒店出發，開啟珍娜溫泉極光之旅（溫泉費用已含），這裡因有

斯極地巴士（Thomas Arctic），如遇當天行程人數少於 8 人時，則按實際人數配備其

著神奇功效的治療溫泉、絢爛的北極光、先進的再生能源工程和冰雕博物館等景致

他相應車型，如因特殊原因調整其他車輛將不再另行通知；8. 出於安全原因考慮，

而聞名遐邇，幾乎成為每位到訪阿拉斯加遊客的必玩景點之一！參觀目前全球唯一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將不能進入戶外的岩石溫泉區，可在室內按摩池中體驗溫泉；9.

全年開放的冰雕博物館*（門票費用已含），由一千噸冰雪建造而成，展覽著歷年來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參團，需要至少一名成年人全程陪同，或提交由監護人簽字的免

世界級冰雕大賽冠軍們精雕細琢的作品，其中的桌椅、用具等全部由冰打造。您還

責聲明；10. 如您未及時預訂行程中相關的自費專案，團上可與導遊聯繫預訂，此費

可以在冰酒吧台品嘗一杯雕刻精美的冰制酒杯中的 Apple Martini*（自費，須年滿 21

用將以現金形式收取；11. 客人如因個人原因（包括且不限於疾病、意外事故、遲到

周歲）。您不僅可以在室外純天然礦物質泉水池中放鬆身心，當夜幕降臨時更有機

等）未能按照約定的集合時間和地點與導遊匯合，而錯失上車機會導致行程項目無

會一邊泡湯一邊看極光，享受水汽氤氳中抬眼便能望見絢麗的北極光的獨特體驗。

法參加的，當日參團費用無法退還，溫馨提示： 請您至少提前 10-15 分鐘到達集合

（第 4 次極光觀測。如您當天因自身原因不便體驗溫泉，視同自願放棄該項目，費

地點

用無法退還）預計次日淩晨 02:00 左右回到費爾班克斯酒店休息。

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且不限於：自然災害、政府或社會行為、意外事故或故障、道

(早餐)

您可以在出發前 1-2 天撥打緊急聯繫電話，再次確認集合時間和地點 12. 受

酒店名稱：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 Bridgewater Hotel

路阻斷等）影響，以維護整個旅遊團客人的安全與權益為第一前提的條件下，根據

自費專案：雪地摩托*（英文導遊，含往返酒店交通）

現場實際情況，我方有權利採取相應措施，並進行適當的調整，如臨時更改行程的

自費專案：湖上木屋冰釣燒烤之旅*（英文導遊，含往返酒店交通）

時間或內容甚至取消部分或全部遊覽景點等，並保留最終解釋權。相關旅遊費用無

第七天 — 費爾班克斯（Fairbanks）— 原居地

法退還，由此產生的額外費用（如：酒店延住，車導服務，用餐，機票改簽等）需

行程內容： 今日您將搭乘酒店班車前往機場，告別阿拉斯加。

(早餐)

由客人自行承擔；

接機提示：

改簽政策：

※費爾班克斯機場 – 指定酒店 免費接機服務：

由於交通工具、設備故障、政府罷工、客人疾病、突發意外、天氣變化等不可抗力

每個訂單提供一次抵達當天費爾班克斯機場免費接機服務，請下單時預訂，未明
示預訂或未提供航班資訊，則無法為您提供接機服務

或其他個人原因導致客人無法準時參團，建議您可將此行程轉給他人使用，我司也
可免費為您提供變更客人預訂的服務，如您確實需要將行程變更或延遲，我們將盡

接機時間：13:00 – 21:00（航班抵達時間）

力協助您減少損失，但無法為您承擔此部分費用，具體規則如下：出團日 14 天以前

接機地點：安克雷奇國際機場，抵達（Arrival）1 號門外

：延期或更改行程：不收取任何罰金 *** 出團日 14 天（含）之內： 延期或更改行

接機標誌：阿拉斯加之旅

程，需扣除第一晚酒店費用及已預訂的項目費用後，剩餘團款轉至變更後的訂單中

航班抵達時間相近的客人將乘坐同一班次的接機班車，可能會造成您在機場短時

費用包含：1. 行程描述中的參考酒店或同級酒店；2.

指定時間內的機場接機服務

間的等待，請您多多諒解

；3. 當地專業導遊服務（15 座及以下用車時為司兼導服務）4. 行程中注明包含的遊

離團提示：

覽交通及門票；5. 部分酒店早餐及行程中已注明包含的餐食。

1. 阿拉斯加當地酒店慣例退房時間為中午 12:00，請以酒店實際要求為准

費用不包含：1. 其他地區往返阿拉斯加的交通及未包含的阿拉斯加內陸段交通；2.

2. 乘坐美國境內航班，請您至少提前 2 小時抵達機場 3. 為避免發生誤機風險，請

導遊送機服務；3. 自費項目及行程中未包含的遊覽和門票；4. 行程中已注明未包含

安排行程最後一天早上 7:00 之後離開的航班 4. 每個訂單提供一次酒店 24 小時機場

的餐食；5. 基於阿拉斯加當地小費標準，您可視導遊的服務品質支付小費，小費標

免費巴士送機或者送站服務，請提前與酒店工作人員預訂 -需提供資訊：房間號、

準如下: 接機服務：5 美元/人/次；北極光觀測木屋：5 美元/人/次；珍娜溫泉極光之

姓名拼音、人數、離開時間 5. 行程結束後，如您計畫繼續在費爾班克斯停留，可提

旅：7 美元/人/次；費爾班克斯日間行程：7 美元/人/次；北極圈相關行程：15 美元/

前選擇酒店延住）

人/天；安克雷奇日間行程：10 美元/人/天請于行程當日以現金形式將小費支付給您
的導遊，以示對導遊工作的認可與鼓勵。

自費專案表：
名稱

產品季

價格

預訂方式

備註

坦納根海灣仙境游升級馬塔努斯卡冰川徒步

9/16/2019-04/08/2020

US$130/人

可預付

2 人起發團

如果您希望在安克雷奇停留期間體驗阿拉斯加冬季特色戶外活動，可另付$130/人將原有行程升級為馬塔努斯卡冰川徒步*預計早上 8:00 在酒店大堂集合後，您將乘車前往
馬塔努斯卡冰川（Matanuska Glacier），在專業嚮導的帶領下進行冰川徒步體驗（約 2 小時）。馬塔努斯卡冰川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可以乘車抵達的冰川，被歸類為山谷冰
川，其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就像一條河流覆蓋在山谷中，從楚加奇山脈向北蜿蜒流至葛蘭高速公路，是安克雷奇和葛籣納倫之間最熱門的路邊景點。約一萬年前，馬塔努
斯卡冰川開始後退至現在的位置，並在近二十年裡沒有明顯變化。由於山谷冰川的地貌特徵，冬季比周邊地區更容易出現陽光明媚的天氣，因此馬塔努斯卡冰川是很多
冰川徒步者的不二之選。且這片區域因為冰川和綿羊山的加成，成為阿拉斯加景色最壯麗和令人驚歎的地區之一。預計 16:00-17:00 結束行程。
9/16/2019-04/08/2020

冬季冰川直升機

US$399/人

可預付

2 人起發團

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將載您搭乘觀光直升機直入雲霄，飛往阿拉斯加山脈上空，白雲在山巒間迴旋繚繞，令人禁不住感歎大自然的神奇與偉大，當飛機降落在積雪覆蓋的
山頂，眼前是一片雪白遼闊的山谷冰川，冬季冰封絕壁，白雪閃耀，眺眼望去，美景盡收眼底，您可以走出機艙，站在山峰上被冰封和積雪包圍，得到前所未有的觀賞
體驗。並用相機為這段難忘的飛行之旅留下精彩的畫面。（此項目僅限參加“安克雷奇坦納根海灣仙境一日游”的客人報名）
Nov. 2019- Mar. 2020

安克雷奇北極光追蹤

US$159/人

現場購買

2 人起發團，視當晚天氣情況發團

夜幕降臨時，為避免城市光害，計畫於 22:00 跟隨專業導遊一起乘車前往安克雷奇郊外追蹤北極光，導遊將根據氣象報導帶您一起尋找最佳的北極光觀測地點，隨車配備
熱飲，為您在夜晚的戶外觀測提供溫暖保障。預計于次日淩晨 02:00 抵達酒店休息。如遇天氣不適合極光觀測，將於當日 18:00 前通知取消行程並退還該專案費用。
Alyeska 滑雪度假村觀景纜車票

03/16-10/7/2019 & 11/22/2019-04/08/2020

US$32/人

具體開放日期根據度假村纜車維護整修
現場購買
進度相應調整

北極光觀測木屋

2019.09.16-2020.04. 初

$79/人

具體起始及結束日期將根據當地天氣溫

可預付

度有所調整

計畫於 22:00 乘坐北極光班車前往我們精心甄選的北極光觀測木屋——特色酒吧極光木屋 或 滑雪場 Clear Summit 山頂極光木屋，溫暖守候北極光。預計于次日淩晨 02:00
抵達酒店休息。特色酒吧極光木屋：酒吧位於費爾班克斯北郊約 40 公里，周邊少有居民，絕無光害，是上佳的北極光觀測地點！使這間酒吧名聲大噪的是客人在酒吧屋
頂和牆壁上留下一美元紙幣，紙幣上寫下祝福或許願，經年日久，貼滿酒吧的紙幣已多達上萬美元。酒吧內部還以當地動物標本、老爺車裝飾，散發著濃濃西部狂野氣
息。滑雪場 Clear Summit 山頂極光木屋： 遠離城市光害的滑雪場 Clear Summit 山頂 360 度全方位北極光拍攝地，除了備有桌椅暖氣及熱飲，木屋內還安置了極光動態監測
大螢幕，您可以在室內隨時瞭解極光動態，溫暖輕鬆地等待北極光的出現。
秋季狗拉 ATV 體驗

2019.09.16-2019.11.15

$139/人

可預付

具體起始及結束日期將根據當地天氣溫

冬季狗拉雪橇體驗

2019.11.16-2019.04 初

$139/人

可預付

度有所調整

預計上午 10:30 在酒店大堂集合，阿拉斯加當地人帶您開啟狗拉雪橇體驗及文化展示中心之旅！在這裡您將親身體驗馳騁在阿拉斯加冰雪大地的無限樂趣（體驗約 20-25
分鐘）！雪橇犬兩兩一排，最前頭的領頭犬負責帶領方向，靠近座位的雪橇犬最健壯有力氣，兩位旅客在雪橇夫的陪伴下同乘一橇，雪橇在林間的道路上飛奔，飛濺起
白色的雪花，過程相當驚險刺激、樂趣橫生。在降雪量不足的日期（預計 9 月 16 日-11 月 15 日，具體時間將根據當地天氣及溫度調整），雪橇夫將用軟繩連著雪橇犬的
肩帶，讓犬隊拖拽一輛四輪 ATV 來替代雪橇（體驗約 5-10 分鐘）
英文導遊
雪地摩托

2019.12 初-2020.03 底

$159/人

可預付

具體起始及結束日期將根據當地天氣溫
度有所調整

阿拉斯加當地人將帶您體驗阿拉斯加雪地摩托之旅！它可是雪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速度可與普通小汽車媲美。與一般摩托車和汽車不一樣的是，雪地摩托不是靠車輪
驅動行駛，而是通過履帶旋轉來移動的，也正是由於履帶的關係，駕駛起來安全、穩健，更容易上手。您可以騎著它爬上雪坡、越過障礙，別人在雪地上小心翼翼的駕
駛，而您卻在大雪紛飛的豔陽裡玩速度！（建議攜帶並穿著戶外禦寒服裝、防水外衣褲、帽子、手套、舒適保暖的鞋子等，以免凍傷）
英文導遊

US$149/人
湖上木屋冰釣燒烤之旅

2019.11 初-2020.03 底

//US$129/童

可預付

具體起始及結束日期將根據當地天氣溫

（2-11 歲）

度有所調整（需另購釣魚執照$25/人）

計畫下午阿拉斯加人東恩 Don 帶您體驗阿拉斯加湖上木屋冰釣燒烤之旅！阿拉斯加每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江河湖泊封凍，一般在冰的厚度達到 8~10 釐米時，即可冰釣。
最主要是要注意安全，首先一點就是冰層厚度一定要 8 釐米以上方可登冰，否則冰層較薄時十分危險。由於水溫很低，魚的生理活動受影響很大，處於半睡眠狀態，對
外界影響的反應很遲鈍，所以警惕性很低，再加上有很厚的冰層覆蓋，減少了外界變化對魚類的影響。冰釣更是阿拉斯加當地人冬季熱衷的冰雪項目。待釣上魚之後，
冰釣嚮導東恩 Don 現場給每一位客人加工燒烤一條魚，讓您品嘗最新鮮的魚肉，隨後會把多調出的魚兒放生回雪湖。
冰雕博物館冰杯雞尾酒Apple Martini

2019.09.16-2019.04.08

$15/人

現場購買

須年滿21周歲，憑證件購買

**北極光是可遇不可求的，因為北極光受到大自然天氣影響不定時出現，所以無法保證您一定能看到北極光**
**如行程標注時間與導遊現場通知時間有出入， 請以導遊通知時間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