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之约”2018-2019 阿拉斯加北极光季
安克雷奇（Anchorage）& 费尔班克斯（Fairbanks）
7 天 6 晚 双城全景游 (团号 NAF7)
坦纳根海湾仙境一日游 | 马塔努斯卡冰川徒步 | 珍娜温泉极光之旅
赠抵达费尔班克斯当日价值$35 的海鲜欢迎晚餐
极光观测不重样 1 人起订 保证出发
发团日期： 2018 年 09 月 16 日-2019 年 04 月 10 日期间 每天出发
房间标准

两人一房

三人一房

四人一房

单人房

平季价格

$899/人

$859/人

$799/人

$1259/人

旺季价格

$959/人

$919/人

$859/人

$1319/人

酒店升级

+$35/人/晚

+$35/人/晚

+$35/人/晚

+$50/人/晚

安克雷奇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或 Comfort Inn Downtown Ship Creek
参考酒店

费尔班克斯首住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 Westmark Fairbanks Hotel
费尔班克斯升级酒店：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Fairbanks 或同级
酒店升级仅限费尔班克斯市区酒店*

平 季：

旺 季：

2018 年 09 月 16 日

—

2018 年 11 月 14 日

2018 年 11 月 26 日

—

2018 年 12 月 17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2019 年 01 月 30 日

2019 年 02 月 11 日

—

2019 年 04 月 10 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

2018 年 11 月 25 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

2018 年 12 月 30 日

2019 年 01 月 31 日

—

2019 年 02 月 10 日

产品特色：
【极光探索】含 3 次极光观测：1 次泡着珍娜温泉看极光；1 次特色酒吧极光木屋小资体验；1 次山顶木屋 360°极光全景体验；
【贴心服务】摄影达人指导拍照技巧，称霸朋友圈；
【极地探秘】跨越北极圈，打卡北纬 66°33′地标，动态追光之旅；

【深度双城】探秘费尔班克斯，活力安克雷奇，一年四季风景不同，处处令人惊喜；
【特色体验】探索千年冰川，徒步马塔努斯卡；乘狗拉雪橇追寻童年；驾驶雪地摩托驰骋冰雪世界；冰上捕鱼感受原始生活；
【精选酒店】全程国际品牌连锁酒店，含酒店内早餐，免费 WIFI。
接机提示：
※

每个预订单，提供一次抵达当天安克雷奇机场指定时间免费中文导游接机服务。
请您准时与我公司导游汇合，届时如未按时出现，则视为您自动放弃。

※

接机地点：安克雷奇国际机场 4 号行李提取处旁

◼

接机标志：客人姓名（汉语拼音或英文）

◼

接机时间：15:30/16:30/19:00/21:30/22:30/00:30，为导游接机后离开机场时间，非航班抵达时间；

◼

请务必在出团前提供准确的航班信息，并保持通讯畅通；

◼

如航班无法按时抵达，请在飞机落地后及时联系当地紧急联系电话 +1-907-267-9888；

◼

T-Mobile 电话卡在阿拉斯加无法使用，请使用 T-Mobile 的客人提供其他联系方式。

您还可以选择如下方式前往酒店：
1)

2)

1)

※

◼

乘坐酒店 24 小时机场免费巴士前往酒店：
◼

酒店联系方式：机场免费直线电话或酒店联系电话预约接机；

◼

预约所需信息：接机时间、贵宾人数、贵宾姓名（汉语拼音）；

◼

预约接机地点：安克雷奇国际机场，“抵达出口（Arrival EXIT）”门外；

◼

班车抵达时间：完成预约后，酒店班车大约需要 30 分钟抵达机场；

乘坐出租车前往酒店：
◼

出租车接机地点：安克雷奇国际机场，“抵达出口（Arrival EXIT）”门外；

◼

从安克雷奇机场至市区酒店，约 20-30 美元/部出租车。

其他时间收费导游接机服务：
◼

英文导游：70 美元/人/次，

◼

中文导游：100 美元/人/次

安克雷奇酒店信息：
1)

2)

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

酒店电话：＋1- 907-248-8848

◼

机场直拨：触屏直播电话

◼

酒店地址：4411 Spenard Rd, Anchorage, AK99517

Comfort Inn Downtown Ship Creek
◼

酒店电话：+1-907-277-6887

◼

机场直拨：触屏直播电话

◼

酒店地址：111 W.Ship Creek Ave. Anchorage, AK99501

陆路跨越北极圈、飞越北极圈线路示意图

行程介绍
抵达安克雷奇（Anchorage，机场代码：ANC）

第一天

餐食安排：早午晚餐自理
参考酒店：Comfort Inn Downtown Ship Creek 或 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行程内容： 今天您将抵达阿拉斯加州第一大城市安克雷奇（Anchorage）
，这里拥有丰富的文化及历史底蕴，很多景点都是游客
的必选之地。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马塔努斯卡冰川徒步一日游

第二天

餐食安排：酒店早餐、午晚餐自理
参考酒店：Comfort Inn Downtown Ship Creek 或 Holiday Inn Express Anchorage

行程内容： 今天早上 8:00 在酒店大堂集合后，您将乘车前往马塔努斯卡冰川（Matanuska Glacier）
，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进行
冰川徒步体验（徒步约 2 小时）。马塔努斯卡冰川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可以乘车抵达的冰川，被归类为山谷冰川，其在
自身重力作用下就像一条河流覆盖在山谷中，从楚加奇山脉向北蜿蜒流至葛兰高速公路，是安克雷奇和格伦纳伦之间
最热门的路边景点。约一万年前，马塔努斯卡冰川开始后退至现在的位置，并在近二十年里没有明显变化。由于山谷
冰川的地貌特征，冬季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出现阳光明媚的天气，因此马塔努斯卡冰川是很多冰川徒步者的不二之选。
且这片区域因为冰川和绵羊山的加成，成为阿拉斯加景色最壮丽和令人惊叹的地区之一。游览结束后预计 16:0017:00 回到酒店休息。

温馨提示： 1. 请您务必穿着防滑保暖的鞋子，务必注意脚下的安全；
2. 徒步过程中请务必遵从向导要求，并且需要签署公园管理处要求的免责声明。
安克雷奇坦纳根海湾仙境一日游 - 自理交通至费尔班克斯 - 欢迎晚餐（Fairbanks，机场代码：FAI）

第三天

餐食安排： 酒店早餐、亚式午餐、阿拉斯加海鲜欢迎晚餐
酒店名称：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 Westmark Fairbanks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er

行程内容： 今天早上 9:00 在酒店大堂集合后，您将乘车前往坦纳根海湾（Turn-again Arm），晶莹闪耀的幽兰冰川与绵延起伏
的楚加奇山脉（Chugach Mountains）相辅相依，置身其中恍如人间仙境。您将在习大大的拍照地点-白鲸点（Beluga
Point）留下珍贵的照片。随后抵达 Alyeska 滑雪度假村，在这里您可乘坐观景缆车*（自费）到达山顶欣赏雪山的
美景。随后返回安克雷奇市区享用亚式午餐，随后游览世界最大且常年对公众开放使用的水上飞机场－厚德湖水上机
场，这里平均每日可以起落水上飞机 190 架次。前往位于库克湾旁的地震公园，这里是拍摄安克雷奇市区最佳的摄

影地点，是很多旅友们最爱的拍摄地。随后游览库克船长纪念碑，接下来您将在安克雷奇市中心第四及第五大街的百
货公司和阿拉斯加原住民艺术家的艺品店自由购物，独具特色、琳琅满目的纪念商品，绝对让您处处有惊喜，流连忘
返。预计 15:00-15:30 结束行程。
15:30 左右导游将送您前往安克雷奇国际机场，您需要自理交通前往阿拉斯加州第二大城市费尔班克斯。如果您的航
班在 19:00 前抵达费尔班克斯，将获赠阿拉斯加海鲜欢迎晚餐（日式铁板烧，品尝鲜贝，鲜虾，鲑鱼），导游接机后
将直接送您前往餐厅用餐。
特别提示： 今日行程不含安克雷奇-费尔班克斯交通，需要您提前自理！
接机时间：16:30-18:00 / 22:30-01:00+1；除这些时间到达，客人需自行乘坐酒店 Shuttle 入住酒店 或 自费乘
坐出租车前往入住酒店。下单时请备 注航班信息。
接机地点：费尔班克斯国际机场 1 号行李提取处旁, 紧急联系电话 +1-907-310-6346；
当夜幕降临时，为避免城市光害，计划于 22:00 乘坐北极光班车前往我们精心甄选的北极光观测木屋——特色酒吧
极光木屋 或 Clear Summit 山顶极光木屋，温暖守候北极光（第 1 次，费用已含）。预计于次日凌晨 02:00 抵达
酒店休息。
特色酒吧极光木屋：
阿拉斯加当地人雪莉 Shirley 带您体验狂野西部北极光酒吧木屋！雪莉 Shirley 与她的丈夫荣恩 Ron，经营这间酒吧
已逾 20 年，酒吧位于费尔班克斯北郊约 40 公里，周边少有居民，绝无光害，是上佳的北极光观测地点！使这间酒
吧名声大噪的是客人在酒吧屋顶和墙壁上留下一美元纸币，纸币上写下祝福或许愿，经年日久，贴满酒吧的纸币已多
达上万美元。酒吧内部还以当地动物标本、老爷车装饰，散发着浓浓西部狂野气息。
Clear Summit山顶极光木屋：
远离城市光害的 Clear Summit 山顶 360 度全方位北极光拍摄地，除了备有桌椅暖气及热饮，木屋内还安置了极光
动态监测大屏幕，您可以在室内随时了解极光动态，温暖轻松地等待北极光的出现。

费尔班克斯：
拥有10万人口的阿拉斯加州第二大城市费尔班克斯（Fairbanks），是深入阿拉斯加内陆和北极圈探险的交通枢纽中
心。费尔班克斯是全球观赏北极光的最佳胜地，一年之中有超过243天的清晰夜空可以观看到北极光景象，由于仅距
离北极圈310公里，并靠着山脉的屏障，费尔班克斯可以避免恶劣天气，也因此北极光的追寻者们都会聚集在这个最

易观测到北极光的城市。亦有很多新婚夫妇，因古老的传说“看见极光就会幸福一辈子”而选择此地作为蜜月度假的
目的地。
特别提示： 海鲜欢迎晚餐仅限抵达费尔班克斯当日安排，并于 19:00-19:30 由机场准时出发前往餐厅；如航班抵达较晚错过集
合时间，将视为客人自动放弃海鲜欢迎晚餐，不再另行安排也不做退款处理，敬请悉知。
费尔班克斯市区游览（圣诞老人之家、北方极地博物馆、含亚式午餐）- 珍娜温泉极光之旅

第四天

餐食安排：酒店早餐、亚式午餐、晚餐自理

参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 Westmark Fairbanks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er
行程内容： 今天您将在酒店享受悠闲的上午时光。计划 13:00 从酒店集合出发，首先安排您享用亚式午餐。导游先带领大家来到
著名的北极村（North Pole），又称为“圣诞老人之家”，为了营造圣诞老人家乡浓厚的圣诞氛围，这里特别搭建了
16 公尺高的巨大圣诞老人雕像，2 公尺高的北极熊和麋鹿雕像，周围的许多公共设施也都带有圣诞节的印记，令人
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之后您将跟随导游来到位于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校区内的北方极地博物馆*，这里是游客
探知神秘北极世界和早期当地人真实生活的最佳去处。博物馆外形以白色线条与弧形呈现，拟造了北极地区常年积雪
覆盖的场景，在阳光照射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是费尔班克斯的地标性建筑之一。馆内分为不同的展厅，不但对北极
地区地理环境变化及历史变迁有着详尽的介绍，还陈列着一些我们只能从书本中看到的北极珍贵动物标本（Blue
Babe、猛玛象、高达近 3 米的棕熊等），格外吸引游客们的注意。随后送您回到酒店休息。（如遇北方极地博物馆闭
馆，将安排您参观莫瑞斯文化体验中心，并现场退还您$12 北方极地博物馆门票费用）
计划 17:30 从酒店大堂集合出发，您将跟随经验丰富并配有专业卫星通讯电话的导游，开启珍娜温泉极光之旅（含
温泉票），这里因有着神奇功效的治疗温泉、绚烂的北极光、先进的再生能源工程和冰雕博物馆等景致而闻名遐迩，
几乎成为每位到访阿拉斯加游客的必玩景点之一！参观目前全球唯一全年开放的冰雕博物馆*（自费），由一千吨冰雪
建造而成，展览着历年来世界级冰雕大赛冠军们精雕细琢的作品，其中的桌椅、用具等全部由冰打造。您还可以在冰
酒吧台品尝一杯雕刻精美的冰制酒杯中的 Apple Martini*（自费，须年满 21 周岁）。您不仅可以在室外纯天然矿物
质泉水池中放松身心，当夜幕降临时更有机会一边泡汤一边看极光，享受水汽氤氲中抬眼便能望见绚丽的北极光的独
特体验。（第 2 次，费用已含）（如您因特殊原因不便体验温泉，请于行程当日告知带队导游，我们会为您将温泉票
替换为等值的冰雕博物馆门票，具体安排请在团上与导游确认）预计次日凌晨 02:00 左右回到费尔班克斯酒店休息。
为了丰富您的旅行，我们特别推荐您参加如下自费项目：
自费专案： 狗拉雪橇体验及文化展示中心之旅*（含往返酒店交通，往返全程约 2 小时）
预计上午 10:30 在酒店大堂集合，阿拉斯加当地人莱斯莉 Leslie 带您开启狗拉雪橇体验及文化展示中心之旅！莱斯
莉 Leslie 20 年前从美国本土来到阿拉斯加生活，这位超级爱狗的女士，从饲养两条阿拉斯加雪橇犬开始，已发展为
多达 50 只狗狗的狗拉雪橇体验及文化展示中心。随着阿拉斯加州的年度体育赛事——阿拉斯加国际狗拉雪橇大赛风
靡全球，莱斯莉更是开放自己雪橇犬的训练场地，培训年轻的雪橇夫，并为游客提供狗拉雪橇的雪橇体验，获取的收
入均为参加狗拉雪橇国际各大赛事做准备！莱斯莉也因为支持年轻雪橇选手、帮助他们筹集资金，而成为当地备受尊
重的人物。莱斯莉的狗拉雪橇文化展示中心，用图片、音像、实物等多种方式，向游客展示狗拉雪橇这一阿拉斯加当
地人自古以来的交通工具使用方式，及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还会安排您与可爱的狗狗亲密接触。
在这里您将亲身体验驰骋在阿拉斯加冰雪大地的无限乐趣（体验约 20-25 分钟）！雪橇犬两两一排，最前头的领头犬
负责带领方向，靠近座位的雪橇犬最健壮有力气，两位旅客在雪橇夫的陪伴下同乘一橇，雪橇在林间的道路上飞奔，
飞溅起白色的雪花，过程相当惊险刺激、乐趣横生。
特别提示： 在降雪量不足的日期（预计 9 月 16 日-11 月 15 日，具体时间将根据当地天气及温度调整），雪橇夫将用软绳连着雪

橇犬的肩带，让犬队拖拽一辆四轮 ATV 来替代雪橇（体验约 5-10 分钟）。通常狗妈妈会在初秋的时候生下小狗宝
宝，幸运的话您还有机会与刚出生的小狗互动、合影！莱斯莉还会带领大家参观狗舍，讲解阿拉斯加雪橇犬的历史、
饲养、训练等情况，您还能亲自与雪橇夫一起套上一支狗队，感受雪橇犬队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的协作精神。

费尔班克斯自由活动

第五天

餐食安排：酒店早餐、午晚餐自理
参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 Westmark Fairbanks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er

行程内容： 今天白天您将在费尔班克斯享受悠闲的一天。当夜幕降临时，为避免城市光害，计划于 22:00 乘坐北极光班车前往我
们精心甄选的北极光观测木屋——特色酒吧极光木屋 或 Clear Summit 山顶极光木屋，温暖守候北极光（第 3 次，
费用已含）。预计于次日凌晨 02:00 抵达酒店休息。
特色酒吧极光木屋：
阿拉斯加当地人雪莉 Shirley 带您体验狂野西部北极光酒吧木屋！雪莉 Shirley 与她的丈夫荣恩 Ron，经营这间酒吧
已逾 20 年，酒吧位于费尔班克斯北郊约 40 公里，周边少有居民，绝无光害，是上佳的北极光观测地点！使这间酒
吧名声大噪的是客人在酒吧屋顶和墙壁上留下一美元纸币，纸币上写下祝福或许愿，经年日久，贴满酒吧的纸币已多
达上万美元。酒吧内部还以当地动物标本、老爷车装饰，散发着浓浓西部狂野气息。
Clear Summit山顶极光木屋：
远离城市光害的 Clear Summit 山顶 360 度全方位北极光拍摄地，除了备有桌椅暖气及热饮，木屋内还安置了极光
动态监测大屏幕，您可以在室内随时了解极光动态，温暖轻松地等待北极光的出现。
白天您还有机会参加如下自费项目，三项自费只能选择其一报名（报名成功后将退还当晚极光木屋费用$79/人）：
自费专案： 陆路跨越北极圈极光追踪之旅*
中文导游，车去车回，往返全程约16小时
预计上午10:30从酒店出发，乘坐托马斯极地巴士（Thomas Arctic）沿阿拉斯加最偏远、最具挑战性的道路之一的
道顿公路向北极圈进发。道顿公路全程414英里，是“世界十大死亡公路”之一，只有获得专业运营许可资格的车辆
才允许进入道顿公路行驶。沿途可以一览北极原始荒野的苔原地貌风光，还有机会偶遇北美驯鹿、北极狐、狼、熊、
麝香牛等野生动物。途径北美第五大河流育空河，还将观赏到人类又一项伟大而艰难的创举——纵穿阿拉斯加南北
的输油管道。最终您将亲临阿拉斯加北极圈（北纬66°33’）地标，并荣获一份【北极圈探险证书】，为您的旅行生涯
留下深刻的记忆，亦为您的北极圈之旅画上完满的句点。在乘车返回费尔班克斯途中，导游会选取三处地势较高、视
野开阔的地点停靠，邀您等待再次与北极光的不期而遇，预计于次日凌晨02:00-03:00抵达酒店休息。
➢

阿拉斯加本地 30 年运营经验，专业北极圈旅游公司提供服务，1000 万美元高额商业运营保险

➢

运营车辆均含阿拉斯加州本地车牌及当地专业司机驾驶，具有丰富的北极圈道顿公路驾驶重型车辆经验

➢

严格执行美国交通部 D.O.T.专业司机驾驶电子记录

➢

托马斯极地巴士 Thomas Arctic，美国校车底盘，超重车身，最短轴距，确保安全的商业运营

➢

由加拿大埃德蒙顿极寒地区专业造车厂再次重度改装：


72 小时自动独立供暖及地板加热系统



超大空间座椅间隔并配备 120 度倾斜高靠背皮座椅



车载卫星电话、车载卫星通讯系统 CB Radio，确保紧急救援



防雾双层玻璃



配备车载洗手间

➢

道顿公路沿途、费尔班克斯-北极圈中间点育空河营地，配备救援人员，多一份安全保障

➢

专属育空河营地餐厅，有机会品尝“极地红烧牛肉面”

自费专案： 飞越北极圈极光追踪之旅*（中午出发）
中文导游送机，飞机去乘车回，飞行单程约1.5小时，汽车单程约10小时
预计上午11:30从酒店出发，前往机场搭乘小型观光飞机前往冻脚镇（Coldfoot）。您将从空中俯瞰到阿拉斯加极地
苔原壮阔的雪景。抵达后您可以在冻脚镇的极地邮局亲手为您的亲朋好友寄送一张明信片！预计下午16:00乘坐托马
斯极地巴士（Thomas Arctic）从冻脚镇出发，沿着著名的道顿公路返回费尔班克斯。途中游览输油管道、育空河，
并将亲临阿拉斯加北极圈（北纬66°33’）地标，荣获一份【北极圈探险证书】，为您的旅行生涯留下深刻的记忆，亦
为您的北极圈之旅画上完满的句点。在乘车返回费尔班克斯途中，导游会选取三处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地点停靠，
邀您等待再次与北极光的不期而遇，预计于次日凌晨02:00抵达酒店休息。
（若因天气原因导致此项目无法出行，将退
还此项目费用，当日自由活动）
自费专案： 飞越北极圈极光追踪之旅*（早上出发，含布鲁克斯山脉极地游）
中文导游送机，飞机去乘车回，飞行单程约1.5小时，汽车单程约10小时
预计早上7:30从酒店出发，前往机场搭乘小型观光飞机前往冻脚镇（Coldfoot）。您将从空中俯瞰到阿拉斯加极地苔
原壮阔的雪景。抵达后您可以在冻脚镇的极地邮局亲手为您的亲朋好友寄送一张明信片，还可以在营地餐厅自费享用
热乎乎的午餐。中午12:00左右开启布鲁克斯山脉极地游，15:00左右回到冻脚镇。预计下午16:00乘坐托马斯极地巴
士（Thomas Arctic）从冻脚镇出发，沿着著名的道顿公路返回费尔班克斯。途中游览输油管道、育空河，并将亲临
阿拉斯加北极圈（北纬66°33’）地标，荣获一份【北极圈探险证书】，为您的旅行生涯留下深刻的记忆，亦为您的北
极圈之旅画上完满的句点。在乘车返回费尔班克斯途中，导游会选取三处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地点停靠，邀您等待
再次与北极光的不期而遇，预计于次日凌晨02:00抵达酒店休息。
（若因天气原因导致此项目无法出行，您可以选择如
下两种方式：①退还此项目费用，当日自由活动；②退还此项目和“陆路跨越北极圈极光追踪之旅”差价，安排您参
加当日的“陆路跨越北极圈极光追踪之旅”）
布鲁克斯山脉极地游：（英文导游）
离开冻脚镇沿着道顿公路再次向北，深入极地，朝着北美最北的布鲁克斯山脉行进。北极之门国家公园（Gate of Arctic
National Park）就在道顿公路西侧，这是美国最北的国家公园，也是最难以抵达的国家公园之一，这个广袤的区域
生存着了数以万计的北极驯鹿。这些大型鹿种长着极漂亮的鹿角，它们在苔原上产下幼崽，并在这里度过夏天。随着
冬季来临，数千头驯鹿会成群结队向南迁移，来到数百公里外的聚食场，有幸的话，客人可以目睹这一世界奇景-北
美驯鹿大迁徙。车行20几英里，沿途视野逐渐开阔，您将领略到真正的极地风光与地貌。公路笔直冲向我们此行的终
点——苏卡帕克山（Sukakpak Mountain），
“Sukakpak”是爱斯基摩语，意为“捕貂夹子”，当地人用一个小木棍
支撑着一块斜放的大石头，就是一个简易的捕貂器。苏卡帕克山由于形状看上去非常像捕貂器而得名，同时被怀斯曼
镇的居民称为“磁铁”，据说即使是在极光活动微弱，连怀斯曼都看不到的夜晚，苏卡帕克山上空也会爆发迷人的北
极光。折返途中您将来到道顿公路沿线唯一的居民村落-怀斯曼（Wiseman）。怀斯曼四周群山环抱，其间有科尤库

克河（Koyukuk River）流过。村庄建于1908年，目前常年居住人口只有14人，当地居民过着打猎、种菜的自给自
足、悠闲自在的生活。

费尔班克斯自由活动

第六天

餐食安排：酒店早餐、午晚餐自理

参考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Fairbanks 或 Westmark Fairbanks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er
行程内容： 今天您将在费尔班克斯享受悠闲的一天。您有机会参加如下自费项目，三项自费均可同时报名：
自费专案： 雪地摩托*（英文导游，含往返酒店交通，往返全程约 2 小时）
阿拉斯加当地人索齐 Somkey 将带您体验阿拉斯加雪地摩托之旅！做得了时尚玩具，扮得了我心狂野，它可是雪地
上最快的交通工具，速度可与普通小汽车媲美。与一般摩托车和汽车不一样的是，雪地摩托不是靠车轮驱动行驶，而
是通过履带旋转来移动的，也正是由于履带的关系，驾驶起来安全、稳健，更容易上手。您可以骑着它爬上雪坡、越
过障碍，别人在雪地上小心翼翼的驾驶，而您却在大雪纷飞的艳阳里玩速度！什么？没有驾驶证？！No，No，No！
驾驶雪地摩托不需要“持证上岗”。所以，来吧，踏上踏板，打开制动，握好手把，在森林、旷野的雪地中风驰电掣，
秀一把雪地摩托，燃爆你的肾上腺！
（建议携带并穿着户外御寒服装、防水外衣裤、帽子、手套、舒适保暖的鞋子等，
以免冻伤）
自费专案： 湖上木屋冰钓烧烤之旅*（英文导游，含往返酒店交通，往返全程约4小时）
计划下午阿拉斯加人东恩 Don 带您体验阿拉斯加湖上木屋冰钓烧烤之旅！阿拉斯加每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江河湖
泊封冻，一般在冰的厚度达到 8~10 厘米时，即可冰钓。最主要是要注意安全，首先一点就是冰层厚度一定要 8 厘米
以上方可登冰，否则冰层较薄时十分危险。由于水温很低，鱼的生理活动受影响很大，处于半睡眠状态，对外界影响
的反应很迟钝，所以警惕性很低，再加上有很厚的冰层覆盖，减少了外界变化对鱼类的影响。冰钓更是阿拉斯加当地
人冬季热衷的冰雪项目。待钓上鱼之后，冰钓向导东恩 Don 现场给每一位客人加工烧烤一条鱼，让您品尝最新鲜的
鱼肉，随后会把多调出的鱼儿放生回雪湖。
（此项目需购买钓鱼执照，游玩当日导游会协助您购买，执照费：$25/人）
自费专案： 北极光观测木屋*（含往返酒店交通，往返全程约 4 小时）
当夜幕降临时，为避免城市光害，计划于 22:00 乘坐北极光班车前往我们精心甄选的北极光观测木屋——特色酒吧
极光木屋 或 Clear Summit 山顶极光木屋，温暖守候北极光。预计于次日凌晨 02:00 抵达酒店休息。
特色酒吧极光木屋：
阿拉斯加当地人雪莉 Shirley 带您体验狂野西部北极光酒吧木屋！雪莉 Shirley 与她的丈夫荣恩 Ron，经营这间酒吧
已逾 20 年，酒吧位于费尔班克斯北郊约 40 公里，周边少有居民，绝无光害，是上佳的北极光观测地点！使这间酒
吧名声大噪的是客人在酒吧屋顶和墙壁上留下一美元纸币，纸币上写下祝福或许愿，经年日久，贴满酒吧的纸币已多
达上万美元。酒吧内部还以当地动物标本、老爷车装饰，散发着浓浓西部狂野气息。
Clear Summit 山顶极光木屋：
远离城市光害的 Clear Summit 山顶 360 度全方位北极光拍摄地，除了备有桌椅暖气及热饮，木屋内还安置了极光

动态监测大屏幕，您可以在室内随时了解极光动态，温暖轻松地等待北极光的出现。
餐食安排：

第七天

费尔班克斯（Fairbanks）- 原居住地
餐食安排： 酒店早餐、午晚餐自理

行程内容： 今日您将搭乘酒店班车前往机场，告别阿拉斯加。
特别提示： 1. 行程顺序将根据您选择的出发日期或其它原因有所调整，行程内容不变；
2. 为避免发生误机风险，请安排最后一天早上 7:00 之后离开的航班；
3. 自费项目详情请参考文末附表。
送机提示： 建议贵宾至少提前 2 小时抵达机场
※

每个预订单，提供一次酒店 24 小时免费巴士送费尔班克斯机场或送费尔班克斯火车站服务。

※

◼

送机集合地点：酒店大堂

◼

预约所需信息：离开时间、贵宾人数、贵宾姓名（汉语拼音）

您还可以选择如下方式前往机场：
◼

乘坐出租车：从酒店至费尔班克斯机场（机场代码：FAI），约 25-35 美元/部出租车；

◼

收费的送机服务：英文导游 70 美元/人/次；中文导游 100 美元/人/次。

**北极光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北极光受到大自然天气影响不定时出现，所以无法保证您一定能看到北极光**
**如行程标注时间与导游现场通知时间有出入， 请以导游通知时间为准**

参团说明
报名须知：
1.

此行程由当地专业中文导游接待，最少参团人数为一人起，因此，您无需担心能否成行；

2.

建议至少提前7天报名；飞越北极圈行程12.18-12.31期间需要二次确认；

3.

我们强烈建议您收到我们的行程确认后再购买机票；

4.

此行程需要您持有美国签证；

5.

如果您的行程有包括接、送机服务，请您预订行程并经过我公司确认后，为便于我们提早为您做好接应准备及相关车辆的
安排，请您务必及时向我公司提供有效的航班信息；

6.

如果您未及时向我公司提供准确的航班信息，由此造成未能及时做好车辆及人员调配，我公司保留拒绝提供本身免费的接
应或送机服务的权利，为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免责条款：
1.

不可抗力因素

如受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且不限于：自然灾害、政府或社会行为、意外事故或故障等*）影响，以维护整个旅游团游客的安
全与权益为第一前提的条件下，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我方有权利采取相应措施，并进行适当的调整，如临时更改行程的时
间或内容甚至取消部分或全部游览景点等等，并保留最终解释权。
自然灾害：洪水、地震、冰雹、暴风雪、海啸等等
政府或社会行为：战争、罢工、游行、政权交替、政策变化、恐怖分子威胁等等
意外事故或故障：交通工具如游览车等突发故障、游玩设备突然损坏、交通事故等阻断道路通行等等
2.

游客原因
游客如因个人原因（包括且不限于疾病、意外事故、迟到等）未能按照约定的集合时间和地点与导游汇合，而错失上车机
会导致行程项目无法参加的，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改期，不退款当日参团费用。
特别提醒游客注意：

3.

a)

请您至少提前10-15分钟到达集合地点；

b)

您可以在出发前1-2天拨打紧急联系电话，再次确认集合时间和地点。

行程变更
如果游客需要在中途提前离团或行程中有其他个人安排，请务必在出团前30天以邮件或后台等方式通知我司，以确保客人
参团行程的具体安排。如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事先收到通知，我方将不对因行程顺序改变而带来的不便承担任何责任（如：
延误离开航班、无法在当地访问朋友等），敬请体谅。

费用包含：
1.

行程描述中的参考酒店或同级酒店；

2.

免费接机时间内的导游机场接机及 24 小时酒店免费巴士送机服务；

3.

行程中包含的游览项目、交通及门票；

4.

全程酒店早餐及行程中包含的其它餐食。

费用不包含：
1.

其他地区往返阿拉斯加的交通及未包含的阿拉斯加内陆段交通；

2.

免费接送机时间以外的导游接送机服务；

3.

自费项目及行程中未包含的游览项目及门票；

4.

行程中未包含的餐食；

5.

附加服务；

6.

基于阿拉斯加当地小费标准，您可视导游的服务质量支付小费，小费标准如下：
➢

接机小费：5 美元/人/次

➢

安克雷奇日间行程：10 美元/人/天

➢

费尔班克斯日间行程：5 美元/人/次

➢

珍娜温泉极光之旅：10 美元/人/次

➢

北极光观测木屋：5 美元/人/次

➢

北极圈相关行程：15 美元/人/天

请于行程当日将小费支付给您的导游，以表示对导游及司机工作的认可与鼓励。
特别说明：
1.

阿拉斯加州境内因防火要求不能加床，每间酒店房间只有 2 张 Queen (Full-size) Beds 或 1 张 King (Queen) Bed；

2.

自费项目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大，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项目未能顺利出行，将退还此行程费用；

3.

此行程中包含的酒店、游览项目、门票和餐食，如因您个人原因无法参加，则视为您自动放弃，不退还任何费用。

4.

根据您的参团日期不同，将为您安排不同的项目游览顺序。

自费项目参考价格表

（所有自费项目，请在预定行程时一同预定）

名称

产品季

价格

北极光观测木屋

2018.09.16-2019.04.10

$79/人

秋季狗拉 ATV 体验

2018.09.16-2018.11.15

$99/人

冬季狗拉雪橇体验

2018.11.16-2019.04 初

$129/人

备注

具体起始及结束日期将根据当地天气
温度有所调整
英文导游

雪地摩托

2018.12 初-2019.03 底

$149/人

具体起始及结束日期将根据当地天气
温度有所调整
英文导游

湖上木屋冰钓烧烤之旅

2018.11 初-2019.03 底

$149/人

具体起始及结束日期将根据当地天气
温度有所调整（需另购钓鱼执照$25/
人）

陆路跨越北极圈极光追踪之旅

飞越北极圈极光追踪之旅
（中午出发）
飞越北极圈极光追踪之旅
（早上出发，含布鲁克斯山脉游）
Alyeska 滑雪度假村观景缆车
珍娜温泉度假村冰雕博物馆
珍娜温泉度假村冰杯鸡尾酒
Apple Martini

2018.09.16-2019.04.10

$239/人

Package 淡季参团

$459/人

Package 旺季参团

$499/人

2018.09.16-2019.04.10

$539/人

2018.09.16-2018.10.07

$30/成人

2018.11.22-2019.04.10

$15/6-12 岁儿童

2018.09.16-2019.04.10

$15/人

2018.09.16-2019.04.10

$15/人

中文导游
英文导游
中文导游送机
英文导游
中文导游送机
英文导游
中文导游送机
导游不陪同
具体开放日期根据度假村缆车维护整
修进度相应调整

进入冰雕博物馆可选

*北极圈相关行程需提前报名并完成支付
*上例门票价钱只供参考，门票价钱会因季节而作出变动，并不另行通知。

www.FengniaoTrav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