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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离1939-1945年间，发生在太平洋上,导致37多个国家

和地区参战，波及15亿人口、交战双方动员兵力在6000万以上

，历时三年零几个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80年了,它带

给人类无法磨灭的伤痛，但它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

80年后，我们决定踏上西太平洋北马群岛-塞班岛和天宁岛，

开启一场追忆这段尘封历史太平洋二战探索精彩旅程，珍贵的

假期就应该用最精彩的方式度过，给孩子一场玩耍与学习相结

合的完美旅行!

不止是精彩，更是一次收获！
“The longest Journey is journey inward”- 最长的旅程是内心的旅程



行程亮点: 不只是精彩，更是一次收获

太平洋二战-塞班&天宁探索之旅

塞班&天宁双岛探寻 二战遗迹深度探寻 北马大学战争历史讲座 探索博物馆



A.美国文化专题讲座：
特邀北马大学教授专题讲座

B.探索美国海岛：
跟教授一起同游塞班，寓教于乐，近
距离了解历史

C.探索北马博物馆：
由大学教授全程陪伴游览北马里亚纳

博物馆，追忆二战历史文化故事。

课程结束会由NMC大学教师为每一位学生

颁发官方课程结业证书，并官方合影。

特别亮点行程特邀老师：
Professor 
Barry Wicksman

Professor 
Mr.Arthur De Oro

执教于北马大学社会经济学科超过25年之
久，毕业于纽约长岛大学。对美国政治与经济
，北马里亚纳群岛历史经济和亚洲地缘政治学
有多年深入的学术研究。

北马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

现就任于北马大学社区发展处，部门负责国
家管理委员会继续教育计划和赠款管理。毕业
于美国关岛大学，曾在美国军队、美国公立大
学和社区学院担任教育和行政职位超过25年
。对美国与北马当地文化经济深有研究。

北马大学社区发展处负责人



行程亮点一
走进北马大学-二战历史文化学讲座

TINIAN

我们精心打造了“走进大学，与北马大学老师面对面”
互动环节。

以孩子为中心的体验式学习，旨在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个
学习和了解美国海岛历史文化的机会，浸泡式环境中全
方位听说英语，提高整体英文沟通水平；体验美国文化
，拓展视野。

北马里亚纳大学学习讲座
CNMI History lecture



讲座地点：北马里亚纳大学
Northern Marianas College

浸泡式环境中全方位听说英语。
深度了解北马群岛: 历史/ 人文/文化/二战。
与美国大学老师面对面亲身接触。

由NMC大学教师为每一位
学生颁发官方课程结业证书



二战战争纪念博物馆

深度追思：在二战中阵亡的美军将士纪念园区
深度了解：二战珍贵历史资料

行程亮点二
文化学习-二战遗迹深度学习

北马里亚纳博物馆

深度学习：查莫罗和卡罗莱纳人的过去与现在
西班牙，日本，德国统治时期的故事
马里亚纳艺术，第二次世界大战
解放与重生,德日西收藏品。



行程亮点三
跟大学老师一起同游塞班岛

SAIPAN

作为太平洋最重要的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日美两军为争夺该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参观路线： 鸟岛-万岁崖-自杀崖-日军最后司令部-
忠魂碑-美国战争纪念国家公园

塞班岛-历史与海的故事
DISCOVER SAIPAN



跟北马里亚纳大学老师

一起游塞班

了解塞班，一定要去探索他背后的历史，我们
独家邀请北马里亚纳老师带队学生进行一次有
意义而深刻的环岛观光，实地全面了解过去的
历史。

目标收获：
与北马大学老师带队一起游览塞班，在行走的
世界课堂上探索、思考，寻找答案。



行程亮点四
双岛探索之天宁岛-追求战争探索行程

TINIAN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及第二颗原子弹由美国军机从天宁
岛起飞投向日本广岛及长崎，从而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结束。
探寻改变世界历史之地路线:神奇喷洞-原子弹装载遗址-
美军登陆海滩-塔家屋-卡丘纳海滩浮潜

天宁岛-改变世界历史之地
DISCOVER TINIAN



世界五大奇景
神奇喷洞

Blow Hole 
3500年历史酋长

王宫殿塔家屋
Taga House

改变历史之地
原子弹装载遗址

Atomic Bomb Loading Pit

美军登陆海滩
丘鲁海滩

Chulu Beach



参考行程：MU北京飞塞班(6天&7天) / UO香港直飞塞班(5天&6天)

周二

周六

周六

航班

MU
7天6晚

UO
5天4晚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天

启程
到达

返程
大学讲座

返程

天宁岛
一日游

参考日程方案

军舰岛
二战纪念公园

跟老师环岛

到达

大学讲座

天宁岛
一日游 二战纪念公园

跟老师环岛
自由 行 返程

MU763 北京-塞班 16:55-00:30+1  MU764 塞班-北京 01:30-06:00

UO42   香港-塞班 21:30-04:25+1  UO43    塞班-香港 05:40-08:40

UO&M
U
6天5晚

备注：如遇周四出发的航班，二战纪念公园周日关闭开放，不可安排

启程
天宁岛
一日游

跟老师环岛

二战纪念公园

启程
到达

大学讲座
军舰岛



备注：如遇周三和周四出发的航班.二战纪念公园周日关闭开放，不可安排

其他出发城市推荐行程：
上海出发：3U上海直飞塞班（6天5晚）3U8674 上海-塞班 22:10-04:20+1  3U8648 塞班-上海 05:40-08:40 

广州出发：3U广州直飞塞班(6天5晚)    3U8645 广州-塞班 19:55-04:20+1  3U8645 塞班-广州 04:30-07:55 

周一

周六

周日

航班

3UGZ
6天5晚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启程
到达

返程
大学讲座 二战纪念公园

跟老师环岛

启程
到达

大学讲座

跟老师环岛

二战纪念公园
返程

启程
跟老师环岛

二战纪念公园

3USH
6天5晚

3USH
6天5晚

天宁岛
一日游

军舰岛

天宁岛
一日游

军舰岛

天宁岛
一日游

军舰岛 返程
到达

大学讲座



出发地出发直飞塞班

直航直达，飞行时间
约4-5小时即刻到达
西太平洋美属海岛-塞
班，开始壹段精彩的
夏令营体验之旅。

参考日程方案：
UO：5天4晚/6天5晚.   MU:6天5晚/7天5晚

DAY 1 DAY 2

上午:上午稍作休息，调整
时差。

下午：走进北马里亚纳大
学,开展太平洋二战历史讲
座,跟老师面对面交流。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酒店午餐
晚上：欢迎晚宴-悦泰海鲜餐

DAY 3

全天(每天6小时)：
乘坐直升飞机从塞班机场出
发前往天宁岛进行二战遗迹
探索一日游。

早晨:酒店早餐
午餐：天宁岛午餐
晚餐： 团餐



参考日程方案：
UO：5天4晚/6天5晚.   MU:6天5晚/7天6晚

DAY 4 DAY 5 DAY 6&7

全天：
户外活动军舰岛一日游

推荐活动：
香蕉船，跳伞，自驾租车
UTV.Seatouch，上天入地活动应
有尽有。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军舰岛午餐
晚餐：团餐

备注：
选择5天行程,今日结束返程

备注：

选择6天行程，今日结束返
程
选择7天行程，自由安排行
程

返程回国

上午：跟北马大学老师一起
游览塞班北部环岛，在老师
栩栩如生的带队下深度了解
塞班的故事。(8:00-11:00)

结束行程后，去参观北马群
岛博物馆(11:00-12:00)

下午：美国国家纪念公园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团餐
晚上：结束晚宴（悦泰第一晚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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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出发地往返塞班机票
住宿：全程住宿及热带风情早餐
接送：安排接送服务
餐食：行程所含餐食,欢迎晚宴
活动：北马大学老师带队北部环岛观光

天宁岛一日游参观
北马里亚纳大学老师历史文化学习讲座
军舰岛（含午餐）（5天团不含）

学习：二战博物馆，战争探索博物馆参观。
赠送：大学讲座官方颁发结业证书
备注：北马大学老师游环岛&大学讲座(最低参团人数需10人以上)

1.推动和普及青少年历史知识，让孩子了解历史。
2.培养青少年对历史与过去的意识。
3.美属海岛：浸入式深度文化交流互动。
4.特色学习：以海岛为独特学习背景。
5.浸泡式环境中全方位听说英语。

壹次“微”游学，壹次大成长.

行程包含： 体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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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对象

年龄范围：7-18岁青少年（可家长陪同）

营地周期：北京直飞塞班 周二出发 6天5晚行程 周六出发7天6晚

香港直飞塞班 周六出发5天4晚行程 周二出发6天5晚
如遇周三/周四航班出发，二战博物馆周日关闭，不可安排。

招募人数：10-20人

备注：北马大学老师游环岛&大学讲座&天宁岛探索一日游(最低参团人数需10人以上)



• 【夏日召集令】

• 太平洋塞班二战穿越之旅
• TRAVEL WITH US FOR THE BEST DE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