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特色：1. 3 次極光觀測：1 次珍娜溫泉看極光；1 次極光營地極光觀

測；1 次北極圈追極光；2. 陸路探險北極圈，征服道頓公路，親臨北極
圈標誌: $258/人升級至飛去車回北極圈；3. 住宿珍娜溫泉度假村 
 
第一天 — 抵達費爾班克斯(FAI) 
晚上 21:50 乘坐【極光班車】前往【星球小屋極光營地 Borealis 
Basecamp】，乘車 1 小時（取決於實時路況）。預計於 23:00 抵
達，您可以先在【極光蒙古包】休息大廳休息，了解【星球小屋
極光營地 Borealis Basecamp】以及更多關於極光的知識。這裡提
供豐富的小吃，熱巧，咖啡，茶等，還有豐富中式棋牌遊戲，讓
您的等待不再無聊。02:00 集合，搭乘營地的【極光班車】返回
費爾班克斯市區，預計抵達時間 03:15，結束完美的一天。 
酒店名稱：Bridgewater Hotel 或同級 
溫馨提示： 
免費接機時間: 下午 13:00 pm----晚上 21:00 pm (需要事先提供航班
信息) 
●如您無法趕上 22:00PM 的極光班車，當日極光觀測將視為自動
放棄，不可改期。 
●每個預定單，提供一次極光巴士免費機場接機服務，免費接機
時間為下午 13:00 pm 到晚上 21:00 pm, 地點為一號行李提取處，
接上您後開往酒店辦理入住。 
●如果您沒有選擇我們的免費接送班車，亦可選擇酒店的免費機
場班車。請撥 Bridgewater Hotel 的酒店電話，搭乘酒店免費班車前
往酒店，憑有效證件入住酒店，時間為下午 3 點以後。預定時請
提供客人姓名及人數。預定成功後，需要 15-30 分鐘的等候時間。
巴士抵達地點為費爾班克斯機場“2 號出口 EXIT”。 
 
第二天 — 陸路探險北極圈 
早上您用完早餐，收拾好行李，提前退房。09:50 集合出發，一
路向北，在石油管線公園稍作停留（停留時間不少於 15 分鐘），
以了解更多關於這項偉大創舉背後的故事。我們會在費爾班克斯
最北端的加油站（Hilltop Gas Station）讓您使用洗手間以及購買零
食，為長途旅行做最後的準備。12:30 抵達道頓公路，正式踏上
美國地處最偏僻最危險的公路，您會在道頓公路的標誌牌下合影
留念，以紀念勇敢者的征程（停留時間不少於 15 分鐘）。14:20
會抵達育空河營地。在這裡稍事休息之後，我們將繼續出發。
16:50 抵達此次行程的終點站，北極圈標誌。我們將在此為您頒
發【北極圈探險證書】，紀念您征服極地的探索之旅（停留時間
不少於 15 分鐘）。回程時，我們會再次在育空河營地停留，讓
您休息放鬆以及使用洗手間。回程會包含 3 次在路邊停車等待極
光。23:00pm 之後抵達北極光營地，您可以在這裡自費添加【極
光觀測】行程（$30/人), 然後搭乘 2：00 am 的班車返回市區酒店
休息。如您沒有添加自費項目，稍作休息後，可直接搭乘我們的
班車返回酒店休息。預計 24:00 抵達費爾班克斯市區酒店。(早餐) 
酒店名稱：Bridgewater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 費爾班克斯市區遊覽和珍那溫泉溫泉之夜 
中午 12:50 在酒店大堂集合，導遊將會帶您前往餐廳享受亞式午
餐，13:45 集合前往位於北極小鎮的聖誕老人之家，您可以在這
里和巨大的聖誕老人合影，亦或是在小店裡選購您中意的紀念品，
15:15 您將乘車前往位於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分校的北方極
地博物館，了解更多阿拉斯加的自然歷史文化。17:00 返回酒店。
如果北方極地博物館關門，會前往 Morris Thompson 中心參觀，退
$12 每人。17:15 酒店出發，乘車 1 小時（取決於實時路況）前往

【珍娜溫泉度假村】。請提前備好珍那溫泉所用衣物。18:30 抵
達，我們的導遊會先帶您辦理入住手續，了解溫泉度假村，並為
您換取票證。您可以自行安排溫泉泡湯或參觀【冰雕博物館】的
時間。在冰雕博物館內，您還可以自費選擇品嚐【Apple Martini】
（自費$15 美元/杯，需年滿 21 周歲方可購買，購買時請出示有
效身份證件）。       (早/午餐) 
酒店名稱：珍納溫泉度假村 

 
第四天 — 自由活動，主題自選 
早上早餐自理，退房後安排巴士送您前往市區酒店。您可以選擇
9:30 分的巴士返回市區參加活動或者選擇 13:30 的巴士到達市區
剛好入住酒店。您也可以選擇我們豐富多彩的活動，我們為您準
備了豐富多彩的冬季活動可供選擇，詳情請查看附加服務。可自
費選擇狗拉雪橇（$129/人，起），雪地摩托（$149/人）等。       
自費專案詳情請看自費項目表。 
酒店名稱：Bridgewater Hotel Fairbanks 或同級 
 
第五天 — 離開費爾班克斯 
今天是您行程的最後一天，需要您將行李提前打包好。11 點之
前退房，可搭乘酒店免費機場巴士，搭乘返程航班，告別阿拉斯
加，結束完美的旅程。推薦航班：AS124 FAI-SEA 17:45-22:25。如
果您添加【冰湖釣魚】自費項目，可選購航班 AS128 FAI-SEA 00:30-
05:02。               (早餐)        

 
報名須知： 
1. 建議您收到確認後再購買機票。 
2. 如因您個人原因未順利通過美國海關，被遣返回國，概與本公
司無關，恕不退款. 
3. 出發前 1-3 天，取消行程，收取 100%團費； 
4. 出發前 4-7 天，取消行程，收取 50%團費； 
5. 出發前 8-10 天以上，取消行程，收取 30%團費； 
6. 此行程需要您持有美國簽證，建議您確保簽證有效並通過
EVUS 註冊，再購買本公司產品。 
7. 所有自費項目，如有意購買，強烈建議您在預定本行程時，一
同預定。如因天氣原因取消行程，公司將全額退款；如因個人原
因取消行程，恕不退款。 
8. 阿拉斯加天氣變化無常，導遊會對行程先後順序進行調整，但
不會取消行程。如果需要把行程的部分取消，本公司會退部分款，
最終解釋權歸本公司所有。 
9. 根據抵達日期不同，行程先後順序略有調整，行程中需要更換
酒店的話，請提前打包好行李。括號內為可以添加的自費項目時
間） 

團號  日期 雙人一間 三人一間 四人一間 單人房 

AEWCH 

平季 
8/21/2019-11/15/2019; 12/1/2019-12/15/2019;  

1/1/2020-1/20/2020; 2/3/2020-4/10/2020 
$868/人 $808/人 $748/人 $1288/人 

旺季 
11/16-2019-11/26/2019; 12/16/2019-12/31/2019; 

1/21/2020-2/2/2020 
$948/人 $888/人 $828/人 $1408/人 

發團日期：2019 年 08 月 21 日- 2020 年 04 月 7 日期間 每天發團 上述均為含稅外賣價格並以美元計算* 

極光經典自由行五天四晚 
 



 
改簽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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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力協助您減少損失，但無法為您承擔此部分費用。 
 
費用包含： 
住宿標準：全程 4 晚當地酒店雙人間，酒店房間為 One Bed or Two 
Bed； 
用餐標準：早餐為入住酒店早餐，含在酒店房費內。行程所標註
午晚餐。 
景點門票：  極光觀測門票；  珍那溫泉門票；  陸路探險北極
圈； 

 北方地極博物館；  冰雕博物館門票： 
 
費用不包含： 
• 珍納溫泉早餐。 
• 自費推薦項目：狗拉雪橇，雪地摩托，冰湖釣魚。 
• 行程列名以外景點或活動所引起的任何費用 
• 客人境外購物自行消費 
• 因個人要求，行程調整，天氣突變等所產生的超時費 
• 除司導外相關服務人員的小費，包含但不限於酒店服務生、
客房服務、旅遊項目飛行員、駕駛員、講解員等。 

 

 

 

 

 

 

 

 

 

 

 

 

 

 

 
 
自費項目表:  

地區 名稱 出發日期 價格 備註 

費爾班克斯 

星球小屋極光觀測 每天出團 US$79/人  

狗拉車 每天出團 US$99/人 8 月 21 到 11 月 15 號 

狗拉雪橇 每天出團   US$129/人 
預計開始時間是 11 月 16
號開始 

11:00 出發，搭乘班車前往【星球小屋極光營地-Borealis Basecamp】。12:00 抵達（取決於實時路況）。請在我們
的休息大廳稍事等待，當您的狗狗和樵夫準備好後，工作人員會到這裡來通知您，開始您 30 分鐘的狗拉雪橇體驗行
程。16:00 搭乘我們的班車返回費爾班克斯市區及各酒店，結束完美的一天。 
備註： 
• 兩人同乘一個雪橇。 
• 升級至狗拉雪橇-1 Hour Dogsledding Tour，升級價格: $60.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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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分鐘）。 
• 出發時間以出團通知為準。 
• 不含樵夫小費，建議：$5/人 • 不含司機導遊小費，建議：$5/人。 

雪地摩托 每天出團 US$149/人 
預計開始時間是11月16號
開始 

11:00 出發，搭乘班車前往【星球小屋極光營地-Borealis Basecamp】。12:00 抵達（取決於實時路況）。請在我們的
休息大廳稍事等待，當您雪地摩托準備好後，工作人員會到這裡來通知您，開始您 1 小時的雪地摩托體驗行程。16:00
搭乘我們的班車返回費爾班克斯市區及各酒店，結束完美的一天。 
備註： 
• 升級至 2 小時雪地摩托，升級價格: $100.00/人。• 兩人同騎，額外添加：$50。 
• 出發時間以出團通知為準。• 不含嚮導/教練小費，建議：$5/人。 

ATV 每天出團 US$145/人 8 月 21 到 11 月 15 號 

11:00 出發，搭乘班車前往【星球小屋極光營地-Borealis Basecamp】。12:00 抵達（取決於實時路況）。請在我們的
休息大廳稍事等待，當您 ATV 準備好後，工作人員會到這裡來通知您，開始您 1 小時的體驗行程。16:00 搭乘我們的
班車返回費爾班克斯市區及各酒店，結束完美的一天。備註：不含嚮導/教練小費，建議：$5/人；不含司機導遊小費，
建議：$5/人。 

冰湖釣魚 每週二、三、五、日發團 
US$149/人 

US$129/兒童（2-11 歲） 
不含釣魚證 US$30/人，預
計開始時間是 11 月 16 號 

13:00 出發，乘車 30 分鐘（取決於實時路況）抵達【冰湖釣魚】地點。13:30 開始您為時 3 小時的有趣行程，您將親
眼看到導遊在冰上為您打眼開洞，以及學習如何掛上釣餌，如何放線，掌握真正的冰釣技術。16:30 集合返回費爾班克
斯市區 17:00-17:20 返回費爾班克斯市區酒店及機場。 
備註: • 不含司機導遊小費，建議：$5/人； 不含釣魚嚮導小費，建議：$5/人。 

升級飛去車回北極圈 週二五日發團 US$300/人 英文導遊中文導遊送機 

珍娜溫泉 
冰雕博物館冰杯雞尾酒

Apple Martini 
週一四六發團 US$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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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