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光星球屋六天五晚
團號

AEWYK

日期

雙人一間

單人房

平季

8/21/2019-11/15/2019；12/1/2019-12/15/2019；
1/2/2020-1/21/2020；4/1/2020-4/10/2020

$1158/人

$1658/人

旺季

11/16-2019-11/26/2019; 12/16/2019-12/21/2019;
1/29/2020-3/31/2020

$1238/人

$1758/人

節假日

11/27/2019-11/30/2019; 12/22/2019-1/1/2020;
1/22/2020-1/28/2020

$1368/人

$2018/人

發團日期：2019 年 08 月 21 日- 2020 年 04 月 10 日期間 每週二，週五，週日發團 上述均為含稅外賣價格並以美元計算*
產品特色：1. 4 次極光觀測：1 次星球小屋躺著看極光；1 次珍娜溫泉
看極光；1 次極光觀測小屋；1 次 Yukon 河營地躺著等待極光；2. 星
球小屋極光營地極光觀測、美味亞式午餐；3. 可自費入住在珍娜溫泉
酒店，泡著溫泉看極光，享受不一樣的浪漫。4. 深入北極圈，升級居
住在極圈線附近。
第一天 — 抵達費爾班克斯(FAI)
22:00 PM - 02:00 AM 星球小屋極光營地【極光蒙古包】極光觀測 - 晚上
22:00 PM 準時出發，乘坐極光巴士前往北極光營地等待極光的出現。您
可以在休息大廳休息，了解【北極光營地】以及更多關於極光的知識。
如果極光還未出現，您在這不僅可以看到極光的科普影片，同時提供豐
富的小吃，熱巧克力，咖啡，茶等，還有豐富中式棋牌遊戲，讓您的等
待不再無聊。計劃 02: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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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AM，結束愉快而難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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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計劃上午 10:00 AM 在市區酒店集合出發，一路向北，預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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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4:20 會抵達育空河營地（Yukon River Camp）。在這裡稍事休
息之後，我們將繼續出發。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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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回程，預計 20:00) 回到育空河營
地，入住育空河營地，您有整晚的時間在育空營地等待極光。 (早餐)
酒店名稱：育空河營地 Yukon River Camp
溫馨提示：
1. 行程時間較長，請提前做好準備，歡迎您自備小吃、零食或其他食
物；2. 沖水洗手間僅在：育空河營地，北極光營地；3. 除北極光營地
外，該行程全程無手機信號覆蓋；
費用不包含：司機導遊小費（每人 20 美元，如果您對導游本次的服務
滿意，請您在抵達育空河營地時嚮導遊支付小費，以示肯定）；午餐
和晚餐費用
第三天 — 自由活動，主題自選
11 點從 Yukon River Camp 出發返回市區，預計 15:00 抵達費爾班克斯(可
以添加自費項目。
自費專案詳情請看自費項目表。
酒店名稱：Bridgewater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 費爾班克斯市區遊，珍娜溫泉療養，冰雕博物館
預計中午 12:45 在酒店大堂集合，導遊將會帶您前往餐廳享受亞式午餐，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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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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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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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

從 Bridgewater 酒店出發，乘車 1 個半小時（取決於實時路況）前往【珍
娜溫泉度假村】。預計 18:30PM 抵達，我們的導遊會先帶您了解溫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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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30AM 在溫泉度假村的【活動中心（Activities Center）】集合返回費爾班
克斯市區。
(早/午餐)
酒店名稱：Bridgewater Hotel 或同級(可自費入住 Chena Hot Springs Resort）
溫馨提示：
1. 請自備泳衣、浴巾、拖鞋以及零錢（更衣室儲藏櫃租賃費用）；2.
如您選擇今晚升級到珍娜溫泉酒店，則需要您出發前收拾好行李，將
隨車一起到珍納溫泉；3. 冰雕博物館開放時間：19:00 PM 4. 請謹慎選
擇 Apple Martini，如之後要泡溫泉，不建議飲用；5. 如有心腦血管疾
病，請合理安排溫泉泡湯時長；6.室外溫泉池禁止 18 周歲以下未成年
人前往；7. 珍娜溫泉度假村無電話信號覆蓋，可在度假村接待大堂或
活動中心自費購買無線網絡，每小時 1 美元，僅限一台設備使用；
8. 溫泉集合地點：活動中心（Activities Center）；費用不包含： Apple
Martini，珍娜溫泉度假村內的無線網絡費用；以及其他由個人原因產生
的費用, 司機導遊小費（市區遊每人 10 美元，珍娜夜遊每人 10 美元，
極光營地到市區單程 5 美元）， 如果您對導游本次的服務滿意，請您
在抵達北極光營地時嚮導遊支付小費，以示肯定）。
第五天 — 自由活動，主題自選
早餐之後打包好行李，退房後，搭乘上午 11：00 am 的極光巴士前往北
極光營地。今天您將享受充分自由的一天，北極光營地為您準備了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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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摩托（$149/人）等。 如您前一晚選擇自費升級入住在
珍娜溫泉酒店，則需要搭乘早上 9:30 AM 的班車返回市區，然後乘坐 11:00
AM 的班車前往極光營地。
(早餐)
溫馨提示：若前一天升級入住 Chena Hot Springs Resort, 今日則不含早
餐。
酒店名稱：Borealis Basecamp 星球小屋
第六天 — 返回原居地
今天是您行程的最後一天，需要您將行李提前打包好。上午 11:00 am 退
房後，您可以搭乘中午 12：00 pm 的班車前往機場，建議預定 AS 124 下
午 17:37 PM 的航班飛離費爾班克斯機場。如客人的航班預訂的是次日凌
晨 AS128 00:30 AM 的話，則可以自行選擇參加自費項目如冰湖釣魚或者
其他活動，結束後送您到機場結束這場愉快而難忘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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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天內，取消行程，收取 100%團費；
4. 出發前 30 天以上，取消行程，收取 50%團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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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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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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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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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不包含： 1. 自費推薦項目：雪鞋徒步體驗，雪地自行車，狗拉雪
橇，雪地摩托，冰湖釣魚等。 2. 如自費升級入住在珍娜溫泉酒店，早餐
費用自理。 3. 行程列名以外景點或活動所引起的任何費用。 4. 客人境
外購物自行消費。 5. 因個人要求，行程調整，天氣突變等所產生的超時
費。 6. 除司導外相關服務人員的消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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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務必於指定時間前 10
分鐘到達酒店大堂，耐心等候。由於還要接其他客人，本公司導遊只會
等待您 5 分鐘，如您因個人原因沒有按時出現，將視為放棄免費接送服
務以及您預定的行程，本公司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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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宿標準：全程 4 晚當地酒店雙人間，Bridgewater 酒店房
間均為 One Bed or Two Beds；星球小屋房間內為 One Bed or Two Beds，可
自費添加折疊床。育空河營地最多只能是 2 人同住。2. 導遊服務：當地
專業導遊服務；3. 用餐標準：早餐為入住酒店自助早餐，含在酒店房費
內，行程所標註午晚餐 4. 景點門票：極光觀測門票；冰雕博物館； 珍
娜溫泉門票；陸路探險北極圈；北極地博物館

自費項目表:
名稱
星球小屋極光觀測

產品季
每天出團

價格

備注：

US$79/人

不含釣魚證 US$30/人，預計開始
時間是 11 月 16 號
【冰湖釣魚 ice fishing】在阿拉斯加，每年 11 月底到次年的 3 月，江河湖泊封凍，一般在冰的厚度達到 8~10 厘米時，即可冰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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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封的湖面上，我們為客人專門搭建了小木屋，以躲避阿拉斯加冬日刺骨的寒風。在依山傍水的湖上，一邊欣賞美麗的自然風光，呼吸最潔
淨的空氣，享受幽靜平和的自然環境。您可以跟隨經驗豐富的導遊學習釣魚技巧，體驗不一樣的冬季活動。如有您有機會可以釣上魚，我們可以協
助您將釣上來的魚現場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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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雕博物館冰杯雞尾酒
週一四六發團
US$15/人
須年滿 21 周歲，憑證件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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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洲探險家來到阿拉斯加之前，狗拉雪橇就已經成為阿拉斯加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儘管幾個村鎮之間距離很遠，但是跟隨狗隊旅行依然是最
佳的交通方式。如今，當地人仍然依賴狗隊打獵和出行；愛好者們也非常喜歡與這人類最好的朋友一同去野外探索，這更是一項著名的體育賽事。
在這裡，您將會有充裕時間與雪橇犬親密接觸。您將乘坐雪橇，跟這狗狗一起在山間探索阿拉斯加的林海雪原。
該行程適合各個年齡段，是為體驗狗狗速度與激情的普通遊客專門設計，盡享舒適與安全的旅程。不僅如此，您還有機會了解到阿拉斯加哈士奇，
狗拉雪橇，以及相關賽事的知識。還有作為人類的好朋友，這些可愛的小生靈是如何與他們的主人一起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請在我們的休息大廳稍事等待，準備好後，工作人員會到這裡來通知您，開始您體驗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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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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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拉斯加漫長的冬季，雪地摩托是當地最酷炫的交通方式以及娛樂方式。馳騁在阿拉斯加一望無際的林海雪原內，帶來不一樣的愉快與刺激。騎
上 60 分鐘的雪地摩托車（獨立駕駛），在專業教練手把手的指導下，初學者也能簡單明了的掌握駕駛技巧，在雪地上飛馳而過，飽覽阿拉斯加冰原
風光，感受冰雪世界的魅力所在。請在我們的休息大廳稍事等待，準備好後，工作人員會到這裡來通知您，開始您體驗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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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拉斯加的秋季，全地形車（ATV）是當地最酷炫的交通方式以及娛樂方式。馳騁在阿拉斯加一望無際的曠野內，帶來不一樣的愉快與刺激。騎
上 60 分鐘的 ATV（獨立駕駛），在專業教練手把手的指導下，初學者也能簡單明了的掌握駕駛技巧，在山間上飛馳而過，飽覽阿拉斯加秋天的風
光，感受其繽紛的魅力所在。備註：● 不含嚮導/教練小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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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娜酒店升級價格，費用包含珍納溫泉度假村返回費爾班克斯交通，珍納溫泉度假村不含免費酒店自助早餐，早餐敬請自理：

Bridgewater Hotel

單人一間

雙人一間

三人一間

$260.00/人

130.00/人

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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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