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 抵達費爾班克斯（Fairbanks - FAI） 

今天您將抵達擁有 10 萬人口的阿拉斯州第二大城市“北極光之都”費

爾班克斯，這裡是深入阿拉斯加各個內陸和北極圈探險的交通樞紐中

心。抵達後入住酒店休息。  

酒店名稱: Regency Fairbanks 或同級 

第二天 — 費爾班克斯（Fairbanks）市區遊 

計畫早上 9:00 從酒店集合出發，遊覽費爾班克斯老城區，參觀莫瑞斯

訪客中心、先鋒公園和黃金心臟公園。預計中午 12:00 回到酒店。如果

您想深入地瞭解費爾班克斯的淘金歷史，特別推薦費爾班克斯淘金體

驗*（自費）。                                          (早餐)  

自費專案：費爾班克斯淘金體驗* $59 /人 

酒店名稱：Regency Fairbanks 或同級 

第三天 — 費爾班克斯 - 迪納利一日遊 - 迪納利國家公園門口小鎮 

計畫今早 7:30 在費爾班克斯酒店集合，出發前往火車站，乘坐費爾班

克斯-迪納利段玻璃穹頂觀光列車*（自費）前往迪納利國家公園。開

啟迪納利國家公園入園精華遊*（自費）或 迪納利國家公園入園深度

遊*（自費），鑒於時間限制，只能二選其一參加。遊覽結束後入住迪

納利國家公園門口小鎮。                                 (早餐)  

自費專案：乘坐費爾班克斯-迪納利段玻璃穹頂觀光列車* 

$149/成人// $89/兒童（2-11 歲） 

自費專案：迪納利國家公園入園精華遊* $80/成人/$40/兒童（0-15 歲） 

自費專案：迪納利國家公園入園深度遊*$136/成人/$68/兒童（0-15 歲） 

酒店名稱：Denali Totem Inn 或同級 

第四天 — 迪納利國家公園門口小鎮 - 安克雷奇 

今天您可以在酒店睡到自然醒，隨後在迪納利國家公園門口小鎮自由

活動。推薦您參加當地特色輕戶外項目迪納利野外 ATV 全地形車探險*

（自費）。隨後計畫 13:00-15:00 從迪納利國家公園門口小鎮出發，約

19:00-21:00 抵達安克雷奇。   

自費專案：迪納利野外 ATV 全地形車探險* $115/單人// $175/雙人 

酒店名稱：Alex Hotel Anchorage 或同級 

第五天 — 安克雷奇（Anchorage）市區遊 

計畫上午 9:00 在酒店大堂集合，首先前往阿拉斯加原住民文化中心*

（自費）瞭解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文化習俗。隨後遊覽庫克船長紀念

碑，在觀景台可俯瞰庫克灣及阿拉斯加火車站及可遠眺 Mt. Susitna

山。隨後前往安克雷奇市中心的第四及第五大街的百貨公司和阿拉斯 

 

加原住民藝術家的藝術品店轉一轉，享受免稅州的購物樂趣。還可以

在市中心享用一頓午餐（自費），體味阿拉斯加冰川水滋養出的純淨

味道。預計 17:00 回到酒店。您還有機會參加傍晚出發的安克雷奇戶外

觀鳥健行之旅*（自費），在夏季不落的夕陽下感受安克雷奇郊區的景

色與魅力。                                            (早餐)  

必付專案：原住民文化中心* $25/成人 // $17/兒童（7-16 歲）(現場必付) 

自費專案：安克雷奇戶外觀鳥健行之旅* $79 /人 

酒店名稱：Alex Hotel Anchorage 或同級 

第六天 — 出口冰川（西沃德 Seward）一日遊 

計畫上午 8:00 從酒店出發，乘車沿美國國家風景公路-西沃德高速前往

西沃德。途中您將在習大大的拍照地點-白鯨點（Beluga Point）留下珍

貴的照片。抵達西沃德後，徒步遊覽位於基奈峽灣國家公園的出口冰

川。隨後您在西沃德有 1-2 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如果您想更多地瞭

解深水海洋生物，推薦阿拉斯加深水海洋生物中心*（自費）。預計

20:00-20:30 回到安克雷奇。                     (早餐)  

自費專案：阿拉斯加深水海洋生物中心* $25/成人// $13/兒童（4-12 歲） 

酒店名稱：Alex Hotel Anchorage 或同級 

第七天 — 軍港小鎮（惠蒂爾 Whittier）一日游 - 安克雷奇

（Anchorage - ANC）- 原居住地 

計畫上午 8:00 集合，前往軍港小鎮-惠蒂爾。穿過北美最長 4.05 公里的

鐵路公路兩用隧道-安東•安德森紀念隧道，抵達並遊覽惠蒂爾。您有

機會在惠蒂爾體驗冰川海洋生物遊船*（自費）或 冰川探索遊船*（自

費），鑒於時間安排，只能二選其一參加。預計 19:00-19:30 回到安克

雷奇。如果您意猶未盡，還可以參加安克雷奇城市夜遊*（自費）。隨

後您將乘坐酒店的機場班車前往機場，告別阿拉斯加。       (早餐)  

自費專案：冰川海洋生物遊船* $179/成人 // $119/兒童（2-11 歲） 

自費專案：冰川探索遊船* $125/成人 // $85/兒童（2-11 歲） 

自費專案：安克雷奇城市夜遊* $59 /人 

團號 雙人一間 三人一間 四人一間 單人房 

SFA7 $999 $939 $879 $1439 

發團日期： 2018 年 05 月 16 日-2018 年 08 月 31 日期間 每週三、五、日出發 

七天阿拉斯加夏季午夜陽光繽紛遊 

產品特色： 

（含）安克雷奇&費爾班克斯雙城遊覽，開啟人文城市風采之旅； 

（含）迪納利國家公園門口小鎮住宿，感受不一樣的木屋酒店風情； 

（含）世界級郵輪停靠良港 - 惠蒂爾小鎮一日遊，領略昔日軍港

魅力； 

（含）美國國家級最美風景公路 - 西沃德高速及西沃德小鎮遊覽，

跟隨奧巴馬總統的腳步，參觀著名的出口冰川； 



特別提示：1. 最後一天需要在前往旅遊景點前辦理酒店退房，請您合理安排時

間並辦理行李寄存手續；2. 根據您的參團日期不同，將為您安排不同的專案遊

覽順序，可參考文末附表；週三、週五出發的行程將在第三天安排費爾班克斯-

迪納利段火車，周日出發的行程將在第四天安排陶基納-安克雷奇段火車；3. 

建議最後一天安排 23:00 之後離開的航班；4. 自費專案詳情請參考文末附表。 

接機提示： 

※ 每個預訂單，提供一次酒店 24 小時機場免費巴士接機： 

預約酒店 24 小時機場免費巴士接機，需要向酒店工作人員提供如下資

訊，完成預約：接機時間、貴賓人數、貴賓姓名（中文拼音） 

酒店 24 小時機場免費巴士在完成預約後，需要大約 30 分鐘抵達機場；

酒店 24 小時機場免費巴士接機地點：費爾班克斯國際機場，“抵達出口

（Arrival EXIT）”門外。 

※ 根據您的需要，每個預訂單還可提供一次費爾班克斯機場的收費接機服

務，具體發車情況請以現場導遊確認為准，請將費用現場交給導遊： 

1) 指定時間 17:00 中文或英文導遊接機服務：此時間為導遊接機後離開機

場時間，非航班抵達時間  費用說明：30 美元/人/次，兩人起發車 

接機地點：費爾班克斯國際機場 1 號行李提取處旁 

接機標誌：客人姓名（中文拼音或英文） 

送機提示：  

※ 每個預訂單只提供安克雷奇機場一次酒店 24 小時機場免費巴士送機或者

送站服務。建議貴賓至少提前 2 小時抵達機場。 

集合地點：酒店大堂 預約酒店 24 小時機場免費巴士送機，需要向

酒店工作人員提供如下資訊，完成預約：離開時間、貴賓人數、貴賓姓名（中

文拼音） 

※ 貴賓也可自行乘坐計程車前往機場：從酒店至安克雷奇機場（機場代

碼：ANC），約 20-30 美元/部計程車。※ 根據您的需要，每個預訂單還可

提供一次收費的送機服務：  英文導遊：70 美元/人/次；  中文導遊：

100 美元/人/次。 

報名須知： 

1.此行程由當地專業中文導遊接待，最少參團人數為一人起，因此，您無需擔

心能否成行；2.我們強烈建議您收到我們的行程確認後再購買機票； 

3.報名截止日期為出發前 30 天；4.此行程需要您持有美國簽證；5.如果您的行

程有包括接、送機服務，請您預訂行程並經過我公司確認後，為便於我們提早

為您做好接應準備及相關車輛的安排，請您務必及時向我公司提供有效的航班

資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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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車輛及人員調配，我公司保留拒絕提供本身免費的接應或送機服務的權

利，為此帶來的不便，敬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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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需按照以

下規定執行：   

1. 出團日 30 天以前：延期或更改行程：不收取任何罰金 2. 出團日 30 天

（含）之內： 延期或更改行程，如遊覽內容涉及以下專案，需扣除此部分專

案費用及第一晚酒店費用後，退還剩餘團款或直接抵扣到變更的其他預訂行程

中，項目如下： 

- 冰川海洋生物遊船-    冰川探索遊船- 玻璃穹頂觀光火車 

- 迪納利國家公園入園精華遊-    迪納利國家公園入園深度遊 

- 迪納利野外 ATV 全地形車探險- 費爾班克斯淘金體驗 

免責條款： 

1. 不可抗力因素 

如受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且不限於：自然災害、政府或社會行為、意外事故或

故障等*）影響，以維護整個旅遊團遊客的安全與權益為第一前提的條件下，根

據現場實際情況，我方有權利採取相應措施，並進行適當的調整，如臨時更改

行程的時間或內容甚至取消部分或全部遊覽景點等等，並保留最終解釋權。 

自然災害：洪水、地震、冰雹、暴風雪、海嘯等等 

政府或社會行為：戰爭、罷工、遊行、政權交替、政策變化、恐怖分子威脅等

等意外事故或故障：交通工具如遊覽車等突發故障、遊玩設備突然損壞、交通

事故等阻斷道路通行等等 

2. 遊客原因 

遊客如因個人原因（包括且不限於疾病、意外事故、遲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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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無法參加的，我方

不承擔任何責任，不改期，不退款當日參團費用。 

3. 行程變更 

如果遊客需要在中途提前離團或行程中有其他個人安排，請務必在出團前 30

天以郵件或後臺等方式通知我司，以確保客人參團行程的具體安排。如未能在

規定時間內事先收到通知，我方將不對因行程順序改變而帶來的不便承擔任何

責任（如：延誤離開航班、無法在當地訪問朋友等），敬請體諒。 

費用包含： 

1.行程中參考酒店；2.惠蒂爾港口指定時間公主號郵輪接港一次； 

3.酒店 24 小時機場免費巴士送機；4.行程中包含的遊覽交通，及注明的門票；

5.酒店早餐及行程中注明包含的餐食。

費用不包含： 

1.全程機票或郵輪船票；2.行程描述以外的交通；3.非常規時間的接港送機；4.

午、晚餐及行程中注明需自理的餐食；5.自費專案；6.行程中未注明包含的遊

覽和門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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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元/人/天；請於行程當日將小費支付給您的導遊，以示對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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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size) 

Beds 或 1 張 King (Queen) Bed； 

2. 自費項目受天氣因素影響較大，如因特殊原因，導致項目未能順利出

行，將退還此行程費用； 

3.此行程中所包含的 “公主號郵輪接港一日游”、“陶基納小鎮一日遊”、“迪納利

一日遊”均為行程既定項目，如因您個人原因無法參加，則視為您自動放棄該項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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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A7 阿拉斯加夏季午夜陽光繽紛遊 7 天 6 夜 

附表 – 參考行程順序 

天數 

參團日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週三 
抵達 

費爾班克斯 

費爾班克斯 

市區遊 

費爾班克斯 - 

迪納利一日遊 

迪納利 - 

安克雷奇 

安克雷奇 

市區遊 

出口冰川 

一日遊 

軍港小鎮 

一日遊/離開 

週五 
抵達 

費爾班克斯 

費爾班克斯 

市區遊 

費爾班克斯 - 

迪納利一日遊 

迪納利 - 

安克雷奇 

安克雷奇 

市區遊 

軍港小鎮 

一日遊 

出口冰川 

一日遊/離開 

周日 
抵達 

費爾班克斯 

費爾班克斯 

市區遊 

費爾班克斯 - 

迪納利一日遊 

迪納利 - 

安克雷奇 

出口冰川 

一日遊 

安克雷奇 

市區遊 

軍港小鎮 

一日遊/離開 

附表 – 自費專案 

類別 名稱 價格 支付方式 備註 

門票 原住民文化中心 
$25/成人 

$17/兒童（7-16 歲） 
現場必付 

遊覽約 1 小時 

中文導遊 

門票 阿拉斯加深水海洋生物中心 
$25/成人 

$13/兒童（4-12 歲） 
現場可選 

遊覽約 1 小時 

中文導遊 

火車票 
費爾班克斯-迪納利段 

玻璃穹頂觀光列車 

$149/成人 

$89/兒童（2-11 歲） 
可預付 

全程約 4 小時 

中文導遊接送站，乘火車無導遊陪同 

火車票 
陶基納-安克雷奇段 

玻璃穹頂觀光列車 

$169/成人 

$109/兒童（2-11 歲） 
可預付 

全程約 3 小時 

中文導遊接送站，乘火車無導遊陪同 

遊覽項目 費爾班克斯淘金體驗 $59/人 現場可選 
往返全程約 2 小時 

中文導遊 

遊覽項目 迪納利國家公園入園精華遊 
$80/成人 

$40/兒童（0-15 歲） 
現場可選 

往返全程約 4-5 小時 

中文或英文導遊 

需另付$10/人國家公園門票費用 

遊覽項目 迪納利國家公園入園深度遊 
$136/成人 

$68/兒童（0-15 歲） 
現場可選 

往返全程約 6-8 小時 

中文或英文導遊 

需另付$10/人國家公園門票費用 

遊覽項目 迪納利野外 ATV 全地形車探險 
$115/單人 

$175/雙人 
現場可選 

往返全程約 2.5 小時 

其中 ATV 探險約 1.5 小時 

英文導遊 



遊覽項目 冰川海洋生物遊船 
$179/成人 

$119/兒童（2-11 歲） 
可預付 

往返全程約 5 小時 

含遊船西式盒裝午餐 

英文導遊 

遊覽項目 冰川探索遊船 
$125/成人 

$85/兒童（2-11 歲） 
可預付 

往返全程約 3.5 小時 

含遊船西式盒裝午餐 

英文導遊 

遊覽項目 安克雷奇城市夜遊 $59 /人 可預付 

往返全程約 2 小時 

贈送晚餐 

中文導遊 

遊覽項目 安克雷奇戶外觀鳥健行之旅 $79 /人 可預付 

往返全程約 3 小時 

贈送晚餐 

中文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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