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斯加 --北極光冬季經典團
團號

秋季
5天4夜
5D4N-DD

雙人一間

日期

平季

旺季

09/01-09/15/2017
09/16-11/15/2017
11/27-12/18/2017
01/03-02/09/2018
11/16-11/26/2017
12/19-01/02/2018
02/10-03/31/2018

單人房

三人一間

$979

$879

$1419

$799

$739

$1059

$849

$789

$1109

發團日期： •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每天發團)
B. 飛越北極圈極光追蹤之旅(升級價： 279 美元/人)

第一天 — 抵達費爾班克斯 -歡迎晚餐
導遊接機後將帶您前往參加我們為您特別安排的 阿拉斯加海鮮歡

搭乘小型觀光飛機飛離費爾班克斯，飛越那道極具標誌性紀念意

迎晚餐 ，並在晚餐結束後請您參加我們的參團說明會，期間導遊

義的北極圈，從空中俯瞰阿拉斯加極地苔原的雪景和人類又一項

將為您詳盡地講解之後的行程安排及北極光攝影知識，隨後返回

偉大而艱難的創舉，縱穿阿拉斯加南北的輸油管道。躍過連綿的

酒店稍事休息。 當夜幕降臨時，為避免城市光害，計畫于 22:00

山脈飛機緩緩地降落在阿拉斯加北極圈以 100 公里的小鎮：凍腳

乘坐北極光班車前往位於郊外的北極光觀測木屋 （第 1 次，費

鎮（科特福德 Coldfoot），這裡擁有極地郵局，在這裡親手為您

用已含，欣賞北極光。預計于次日淩晨抵達酒店休息。

的親朋好友寄送一張明信片! 您還可以自費參加凍腳鎮嚮導組織

(晚餐)

酒店名稱：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同級

的極地健行,雪鞋漫步,原住民村莊參觀等專案(具體安排請詳詢當
地導遊)。下午乘坐巴士沿著著名的道頓公路返回費爾班克斯。途
中游覽輸油管道及育空河，您終於親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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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旁合影，榮
獲一份【北極圈探險證書】。

(早餐)

酒店名稱：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同級
第三天 — 費爾班克斯自由活動
今日，您將在費爾班克斯享受輕鬆的一天。當夜幕降臨時，為避
免城市光害，計畫于 22:00 乘坐北極光班車前往北極光觀測木屋
（第 3 次，費用已含），等待北極光的出現。 預計于次日淩晨
02:00 抵達酒店休息。為豐富您的行程內容，我們特別為您推薦
阿拉斯加的冬季經典必玩自費專案：狗拉雪橇自駕體驗、狗拉雪
橇體驗之旅和雪地摩托（三項自費均可同時報名）。 (早餐)
自費專案：狗拉雪橇自駕體驗（含往返酒店交通）
產品季：2017 年 12 月 1 日-2018 年 4 月初
預定優惠價:239 美元/人（現場報名價 259 美元/人）
自費專案：狗拉雪橇體驗之旅（含往返酒店交通）
第二天 — A. 陸路跨越北極圈極光追蹤之旅

產品季： 2017 年 9 月 1 日-11 月 30 日

今天上午我們將乘車駛離費爾班克斯，沿阿拉斯加最具挑戰性的

預定優惠價：109 美元/人（現場報名價 119 美元/人）

道路之一的道頓公路，向北極圈進發。沿途可以一覽北極原始荒

產品季：2017 年 12 月 1 日-2018 年 4 月初

野的苔原地貌風光，還有機會在途中見到馴鹿、北極狐、狼、
熊、麝香牛等野生動物。 途中我們還將遊覽北美第五大河流育空

預定優惠價： 139 美元/人（現場報名價 149 美元/人）
自費專案：雪地摩托（全程英文導遊，含往返酒店交通）

河，之後我們將會縱穿阿拉斯加南北的輸油管道，最終您將親臨

產品季：2017 年 12 月初-2018 年 3 月底

阿拉斯加北極圈（Arctic•Circle，北緯 66°33’）地標，並榮獲一份

預定優惠價： 199 美元/人（現場報名價 219 美元/人）

【北極圈探險證書】。預計于次日淩晨 02:00 抵達酒店休息。

酒店名稱：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同級

第四天 — 費爾班克斯市區遊覽

溫馨提示：•

上午從酒店乘車出發，導遊先帶領大家來到著名的北極村，又稱

※ 酒店升級：在此行程基礎價格之上，您只需另加 25 美元/人/

為「聖誕老人之家」，如果「聖誕老人」沒有「外出忙碌」，

晚，即可享受費爾班克斯段全程升級至 萬豪旗下酒店：

您還有機會與「聖誕老人」合影哦。之後您將跟隨導遊來到位於

※ 提前入住：如果您的抵達日期在參團當日淩晨或前一天，您可

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校區內的北方極地博物館，這裡是遊客

以在預定酒店的基礎上，以優惠的價格預定一晚前延住酒店。

探知神秘北極世界和早期當地人真實生活的最佳去處。博物館外

※ 接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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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預訂單，提供行程第一天指定時間內，在費爾班克斯機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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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免費中文導遊接機服務。

築之一。遊覽完畢，將特別安排您享用亞式午餐。 隨後送您回到

1)免費接機地點：1 號行李提取處靠門口位置旁 Tour Desk 旅遊

酒店休息。 （如遇北方極地博物館閉館，將安排您進行北方極地

櫃檯

博物館外觀遊覽，並參觀遊覽莫瑞斯訪客中心，無差價退還）

2)免費接機標誌：「阿拉斯加之旅」接機牌

為了豐富您的旅行，我們特別推薦您體驗在阿拉斯加當地豐富多

3)免費接機時間：17:00 及 23:00，此時間為導遊接機後離開機場

彩的自費專案，鑒於時間安排，兩項自費您只需選取一項報名即

時間，而非航班抵達時間，導遊會提前 15 分鐘抵達指定接機地點

可。

與您匯合。請您準時與我公司中文導遊匯合，享受免費接機服

(早/午餐)

自費專案：珍娜溫泉極光之旅（含溫泉票、往返酒店交通）

務，屆時如未按時出現，則視為您自動放棄。

產品季：2017 年 9 月 1 日-2018 年 4 月 5 日
預定優惠價： 129 美元/人（現場報名價 149 美元/人）
自費專案：北極光觀測木屋（含往返酒店交通）

費用明細：•
1.行程中參考酒店；

產品季：2017 年 9 月 1 日-2018 年 4 月 5 日

2.常規時間內的機場接機；

預定優惠價：79 美元/人（現場報名價 115 美元/人）

3.行程中包含的遊覽和門票：2 晚北極光觀測木屋、1 次陸路跨越

酒店名稱：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同級

北極圈極光追蹤之旅、1 次費爾班克斯市區遊覽；
4.酒店早餐及行程內標明的餐食；

第五天 — 費爾班克斯（ Fairbanks）— 原居地

5.獲贈夜光【北極光證書】；

在約定的時間，導遊將在酒店大堂等候，將您送至機場，搭乘航

6.獲贈【北極圈探險證書】。

班返回原居地。

報價不包含：•
1.行程內未標明的餐食；
2.自費專案；
3.非常規時間的機場接機；
4.行程中不包含的遊覽和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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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費標準：日間行程：5 美元/人；夜間北極光觀測行程：5
美元 /人；溫泉極光之旅：10 美元/人；北極圈一日游：15 美元/
人。 請于行程當日將小費支付給您的導遊，以表示對導遊及
司機工作的認可與鼓勵。
特別說明：•
1.阿拉斯加州境內因防火要求不能加床，每間酒店房間只有 2 張
Queen•Beds 或 1 張 King•Bed；•
2.自費專案受天氣因素影響較大，如因特殊原因，導致專案未能
順利出行，將退還此行程費用；•
3.此行程中所包含的「阿拉斯加海鮮歡迎晚餐」、「北極光觀測
木屋」、「陸路跨越北極圈極光追蹤之旅」、「費爾班克斯市區
游」以及行程內標明的餐食為行程內既定專案，如因您個人原因
無法參加，則視為您自動放棄該專案，不退還任何費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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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根據您的參團日期不同，將為您安排不同的專案遊覽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