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雅图阿拉斯加邮轮+西雅图市区精华游 12 天 11 晚 
 

团号：NSA12A  Norwegian Pearl （珍珠号）   

发团时间：星期三（5-9 月） 

阿拉斯加简介：阿拉斯加是人类发现并适应这个丰富多样化的地理环境的历程。从人类踏上这

块土地开始，它就一直对生活在此间的人类产生著深刻的影响。在美国各州中拥有最长的海岸线。

我们的邮轮旅程，带您来到—索亚冰川湾，经过美国阿拉斯加内海航道，浏览野生动物湿地公园，

接触维多利亚老英格兰的风貌，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阿拉斯加海 岸线，您可以在阿拉斯加的冰

川上行走，或者观看鲸鱼在你的眼前出没，或者在温泉中放松心情，你可以自由地享受这样的旅

程。 
 

行程：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家园 Home – 西雅图 Seattle 

客人抵达机场后，热情的导游会送客人前往他们的酒店休息。客人可以自行安

排第一晚剩余的时间，或者参加我们的夜游。（下午 5:00 前抵达的客人有机

会参加夜游）（自费：$25/人，小孩（3-12 岁）$15/人）。 

晚上 6点从酒店出发，前往西雅图码头区，这里有号称全美国最高的水上摩天

轮“西雅图摩天轮”（The Seattle Great Wheel）.同时我们会参观 2012 年 6

月 29 日正式开幕的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伊洛特港（Elliott Bay）码头（60分

钟）。之后我们会前往 Kerry Park，这里可以看见西雅图夜色全景，俯视这个

浪漫之都（40分钟）。这个公园是西雅图市中心的照相点之一. 如果西雅图市

中心的照片里有 Space Needle 的前景和 Mount Rainier 的背景. 一般都是从

这里照出来的.夜游时长：150-180分钟。 
 

住宿：comfort in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二天 西雅图市区游 Seattle City Tour 

西雅图是美国华盛顿州的一座港口城市，位于华盛顿州金县，普吉特海湾和华

盛顿湖之间，是该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区最大的城市。波音工

厂,带您走进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工厂全面了解人类的航空历史之

外还可以参观世界仅存 4 架波音梦幻巨无霸(dreamlifter)其中之一，进入工

厂内部深度参观所有 7 系飞机组装过程，三天打造一架奇迹，前所未有的亲身

体验（时长：2 小时）.派克市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每年举

办 200 场商业活动，展出 190 种手工艺，设立 120 个农产品摊位和形形色色街

头表演艺人，最主要可以吃遍西雅图特产美食，特别是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咖

啡店位于此处（时长：2 小时）。太空针塔,是西雅图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乘坐

电梯上到观光层, 这里有免费的望远镜可以供游客眺望远处的景物。整个西雅

图市区美景，普吉特海湾、瑞尼尔雪山。最值得一提的是可以体验世界最先进

的全息影像技术，让你惊喜满满。音乐及科幻体验馆, 位于太空针脚下，其最

初的想法来自于微软的共同创始人 Paul Allen，场馆由先锋派建筑师 Frank 

Gehry 所设计建造。明亮的色彩加之由 3000 枚不锈钢片和铝片组成的外表展现

了音乐的力度与流动之美（时长：2 小时）。以及带您走进一个科幻的世界亲

身体验种种有趣的科幻游戏，还可以非常幸运参观美国最大体育联赛 NFL 超级

碗总冠军杯。先锋广场，位于第一街和 Yesler 街交界的先锋广场依然保留 19

世纪淘金热而繁荣的街景：标志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物充满古香古色的味道，也

是西雅图古老诞生之地（时长：半小时）。 

住宿：comfort in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三天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Olympic National Park(往返车程：5 小时) 

坐落在奥林匹克半岛上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Olympic National Park) 是美国

西部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游人如织。公园面积广袤辽阔，接近 100 万英

亩，另外还有 900 多英里的徒步游小道。在半岛的正中央巍然耸立着壮丽的奥

林匹克山脉，60 座冰山绵延不绝，光芒耀目。半岛西部是生长着繁茂雨林的低

谷。长达 73 英里的太平洋海岸线保持着最原始自然的海岸风貌，奥林匹克国

家公园拥有奇异的自然景色和野生物种，热爱大自然的游客将在这里找到梦想

中的世外桃源。仅有几个地点可以开车进入，飓风崖(Hurricane Ridge)登上

海拔 2000 米高空 ,俯视原始大森林，漫步天际之间。新月湖 (Lake 

Crescent)，碧水蓝天充满神秘色彩（时长：3-4小时)。 

住宿：comfort in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四天 

 

司诺蕾米瀑布  Snoqualmie Fall, 西雅图德国村 (往返车程： 4 小时 ) 

在前往德国村之前途径 Snoqualmie fall 司诺蕾米瀑布(30 分钟)，为西雅图东

区最美风景线,德国村－位在西雅图东北部，约二个半小时车程的山区里，是

处洋溢着德国巴伐利亚风情的山间城镇，也是西雅图近郊最受欢迎的观光小

镇，无论是庆祝活动最多的夏天、枫红点点的秋天，还是挂满耶诞灯饰的银白

冬天，这里的气氛随时都充满着欢乐，深受游客的喜爱。一年到头的精彩活动

－游客来到德国村，可以逛逛村里共九十多家商店，商店里除了贩卖具代表性

的德国工艺品，像是咕咕钟、胡桃钳娃娃，还有各式来自欧洲的精美工艺品，

让人眼光撩乱。德国村里还有多家餐厅提供纯正的德式眼理，像是名闻的德国

猪脚大餐、德国香肠配黑啤酒等，都是游客来到德国村必吃的美食。若是也想

跟村民一样尝试不同的装扮，村里也有变装写真棚，让游客挑战德国传统服

饰，或是扮起开拓时代的牛仔或是风情万种的酒吧舞女（时长：2.5-3 小

时）。 

住宿：comfort in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五天 
下午起航 

西雅图码头登船 Seattle, 华盛顿州 Washington  

请根据船票上的时间提前 4个小时抵达码头开始办理登船手续。登船后就可以

开始享受邮轮公司提供的免费自助餐和娱乐设施。 

 

住宿：邮轮 用餐：午，晚 

第六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豪华游轮宛如一个易懂的度假中心，你可尽情享受船上的设备如；游泳池，健

身房，三温暖，酒吧，儿童活动室等。船上每天精心安排不同的娱乐节目, 内

容丰富多彩。精致的餐食从早到晚不间断地提供, 其他娱乐设施应有尽有,保

证您物超所值。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七天 

 

朱诺 Juneau, 阿拉斯加 Alaska(自費上岸观光） 

今日豪华游轮将驰往阿拉斯加著名的峡湾, 风景秀丽，两岸林木森森，再加上

海洋生物如鲸鱼，海狗，海獭等随时可能出现，好一幅安祥和平的图画。下午

抵达阿拉斯加首府朱诺，上岸后你可漫步参观游览市政中心，依山而建得住宅

区，及繁华的商业区。或是自费前往棉田豪冰河欣赏年轻不化的冰河奇景，您

也可以选择搭乘直升飞机或是小型飞机俯目群山峻岭纪冰川，湖泊及海湾的壮

丽景象，或是搭乘小船出港，追逐与鲸鱼，海豚的惊喜近距离接触。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八天 
 

史卡格威 Skagway, 阿拉斯加 Alaska(自費上岸观光） 

今日豪华邮轮带着您来到史凯威，在 1898 年克朗岱克淘金潮期间，人口由数

百人暴涨至２万人，这里曾经是淘金潮的门户；然而到达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道

森镇  (Dawson City) ─淘金地点，仍得通过其中最艰难的山口 (White 

Pass)，青山依旧，然而因金尽人空，徒留 下一片回忆。今日，走在史凯威的

木制步道上还可感受到百年前的怀旧味道，此地居民亲切的问候观光客，已经

使得当年的艰辛随历史而去。你可上岸自由游览这充满西部风情的淘金古镇，

或是自费前往船上安排的岸上观光活动，前往白险口欣赏白雪覆盖的壮丽山

岭，您也可以选择搭乘直升飞机或是小型飞机俯目群山峻岭纪冰川，湖泊及海

湾的壮丽景象。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九天 

 

冰河湾 Cruise past Sawyer Glacier Bay 

冰河湾国家公园(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计有 320 万英亩、18 处冰河、

12 个海岸冰河地形，独特的生态系和特殊地理位置，除了飞机与船只外，无任

何对外公路联络，在这阿拉斯加景色中最富戏剧化的一景，千年冰河峭壁海中

生起，硕大的冰块崩解，一阵如雷的隆隆响声后突然间脱离了冰河，冲入翻腾

的蓝色浪中，瞬间也激起冰河区里的所有生物： 飞鸟、海豹争相追逐冰裂所

激起的鱼群；或是近乎垂直的冰崖崩裂而下的冰山，浮躺在蓝色冰河湾里，成

了阳光下晶莹剔透的奇特冰雕。这一片生气盎然的冰河世界，比起原先的静谧

想像，确实热闹丰富得多。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十天 

 

凯奇坎 Ketchikan, 阿拉斯加 Alaska(自費上岸观光）  

豪华邮轮抵达阿拉斯加州最南端的城市，这里就是鲑鱼的故乡─凯奇坎，凯奇

坎是阿拉斯加州的第一座城市也是阿拉斯加州第三大的港都，以鲑鱼之城而闻

名。凯奇坎的名字，是克林基特族「射中的鹫翼」的意思。拥有丰富的原住民

历史遗迹，1898─1901 年凯奇坎陆续发现丰富的金、银、铜矿奠定了此城的经

济发展与 城市规模，丰富的鲑鱼产量亦为其赢得“世界鲑鱼之都”的美名。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十一天 

 

维多利亚 Victoria,加拿大 Canada（自費上岸观光） 

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维多利亚市，是以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

1862 年正式建市，该市的格言是“永恒的自由”。如果说温哥华是个喧闹的大

都市， 维多利亚则是一个悠闲、温文而雅的小城，是一个散发着无比的魅

力、世界闻名的城市。现代化的城市设计，以及 悠闲的生活情怀，都令维多

利亚成为游客必到之处。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十二天 
早上回港 

回到西雅图 Seattle, 华盛顿州 Washington 

今日豪华游轮返回西雅图。圆满完成阿拉斯加八天七夜冰河之旅。 

温馨提示：建议安排客人的航班於 12:30PM 以后离开,码头去机场的车程大约

45 分钟. 

无住宿 用餐：早 

 

 

温馨提示及参团须知： 

 

◎团费包含：接机，送机，酒店，车费，邮轮船费，政府稅及码头税。 



◎团费不包含：护照及签证费，导游小费（$8/人/天）；机票，全程餐费（赠送除外）；a) 旅游保险，酒店行李服务，

旅馆保险箱费用，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

饮品、烟酒等一切私人消费； 

b) 司机导游及交通工具超时工作费用；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

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机票加税费以及起始地到出发机场往返交通费； 

c) 全程单间差，旅途中的自费项目，邮轮公司收取的服务费$13.50/人/天，邮轮上参加的岸上游费用。 

  

◎ 导游（邮轮上不提供随团导游） 

 

◎特殊假期，费用可能会调整，请以本公司业务人员最后确认报价为准。此行程需要在下单前做价格的二次确认。 

 

◎取消行程费用：出发前 30 天内（包括第 30天）收取全额团费; 机票取消规则参照航空公司规定。 
 

◎本行程乃按一般旅游状况而定，本公司有权依特殊状况而改变行程价格或其他条件，恕不作另行通知 价格以定票时

间为準。 

 

◎行程中如发生意外以导致伤亡或其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铁路等运营机构所规定之条例，作为解决

依据，概与本公司无涉。 

 

◎本公司强力推荐客人在外旅游阶段购买旅游保险。 

 

◎邮轮前客人需要提前 4个小时抵达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