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雅圖阿拉斯加郵輪+西雅圖市區精華遊 12 天 11 晚 

 

出發日期：週三 /Departure Wed. 

 

四月：25 

五月：2，9，16，23，30 

六月：6，13，20，27 

七月：4，11，18，25 

八月：1，8，15，22，29 

九月：5，12，19 

 

團號：NSA12A  

行程特色： 

 挪威郵輪公司四星半豪华郵輪 Norwegian Pearl  

阿拉斯加簡介：阿拉斯加是人類發現並適應這個豐富多樣化的地理環境的歷程。從人類

踏上這塊土地開始，它就一直對生活在此間的人類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在美國各州中擁

有最長的海岸線。 我們的郵輪旅程，帶您來到—索亞冰川灣，經過美國阿拉斯加內海

航道，流覽野生動物濕地公園， 接觸維多利亞老英格蘭的風貌，揭示了令人難以置信

的阿拉斯加海岸線，您可以在阿拉斯加的冰川上行走，或者觀看鯨魚在你的眼前出沒，

或者在溫泉中放鬆心情，你可以自由地享受這樣的旅程。      

暢遊：奧林匹克國家公園，司諾蕾米瀑布，西雅圖德國村，凱奇坎，朱諾，冰河灣，史

卡格威，維多利亞 

       接送貴賓地點 免費接送時段 

西雅圖機場（SEA） 9:00 a.m. – 10:00 p.m. 

1. 團體免費機場接機：9:00AM - 10: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2. 個人自費接機：24小時，隨接隨走，第 1、2人$120 美元，每增加 1人，加 $10美

元。 

 

行程信息 

 

第一天：家園 Home – 西雅圖 Seattle  
我們的免費接機時間是早上 9點到晚上 10點，客人抵達西雅圖 SEA 機場後，请在航站

楼 1号行李提取處等候我们的导游，然后前往酒店休息。客人可以選擇自己安排第一天

剩餘的時間，也可以參加我們的早遊和夜遊，4人以上成團。 



 

【早遊】（12:00PM以前的航班）微軟總部 -- 華盛頓大學 

微軟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跨國科技公司，是世界 PC機軟件開發的先導，由比爾•蓋茨

與保羅•艾倫創辦於 1975年，公司總部設立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我們將前往著名的

微軟 92 號大樓，帶您走進一個全新科技時代（入內，如因特殊原因關閉不可入內），

並參觀世界最強公司的辦公園區（外觀不可入內），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創建於 1861 年，

位於美國西雅圖，是一所世界頂尖的著名大學，公立常春藤之一，是美國十所最頂尖的

研究型大學。華盛頓大學為全球最具創新力的公立大學第 1位，世界大學排名第 4 位。

2015 年 6月 18日，華盛頓大學、清華大學和微軟公司合作創建的全球創新學院簡稱 GIX 

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正式啟動。 大家將步入大學主校園區體驗華盛頓大學濃郁的

文化氣息，值得一提的是華大也是西雅圖最著名的賞櫻地。 

 

【夜遊】（6:00PM之前的航班）西雅圖漁人碼頭 -- 凱利公園 

前往西雅圖漁人碼頭，這裏有號稱全美國最高的水上摩天輪——西雅圖摩天輪 2012年 6

月 29 日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伊洛特港 57號碼頭正式開幕。凱利公園可看見西雅圖夜

色全景，俯視這個浪漫之都。這個公園是西雅圖市中心的照相點之一。如果西雅圖市中

心的照片裏有太空針塔的前景和 雷尼爾火山的背景，一般都是從這裏照出來的。 

 

針對早、夜遊座位操作： 

1. 如果客人在參團前預先支付早、夜遊費用，我們可以為客人確認位子。 

2. 如果客人有意參加早、夜遊但不想提前支付費用，我們將根據當天車輛空位來安排，

座位有限，售完即止。 

3. 早、夜遊行程 4人成團，如遇當天不足 4 人無法開團，我們會退回早、夜遊全款給

已付款的客人。 

住宿：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二天：西雅圖市區遊 

西雅圖是美國華盛頓州的一座港口城市，位於華盛頓州金縣，普吉特海灣和華盛頓湖之

間，是該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國太平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波音工廠，帶您走進全世

界最大的飛機製造商，【波音工廠】全面瞭解人類的航空歷史之外還可以參觀世界僅存

4架波音夢幻巨無霸 (Dreamlifter) 其中之一，進入工廠內部深度參觀所有 7 系飛機

組裝過程，三天打造一架奇跡，前所未有的親身體驗。【派克市場】，如今已發展成一

個重要的旅遊勝地，每年舉辦 200場商業活動，展出 190 種手工藝 ，設立 120個農產

品攤位和形形色色街頭表演藝人，最主要可以吃遍西雅圖特產美食，特別是世界上第一

家星巴克咖啡店位於此處。【太空針塔】是西雅圖的地標性建築之一。乘坐電梯上到觀

光層，這裏有免費的望遠鏡可以供遊客眺望遠處的景物。整個西雅圖市區美景、普吉特

海灣、瑞尼爾雪山盡收眼底。最值得一提的是可以體驗世界最先進的全息影像技術，讓

你驚喜滿滿。【奇胡利玻璃藝術花園】內囊括了大量 Chihuly 的玻璃藝術品，展出分室

內與室外這裏的玻璃藝術展品一個個婀娜多姿，形態各異，色彩斑斕，時而嬌艷，時而

粗曠，好像一個個生命在像人們展示著他們的活力，是無與倫比的視覺盛宴。【音樂及

科幻體驗館】，位於太空針腳下，其最初的想法來自於微軟的共同創始人 Paul Allen，

場館由先鋒派建築師 Frank Gehry所設計建造。明亮的色彩加之由 3000枚不銹鋼片和

鋁片組成的外表展現了音樂的力度與流動之美。以及帶您走進一個科幻的世界親身體驗



種種有趣的科幻遊戲，還可以非常幸運參觀美國最大體育聯賽 NFL超級碗總冠軍杯。【先

鋒廣場】，是美國規模最大的歷史建築保留區之一，西雅圖的起源地。每一棟建築都訴

說著當年西雅圖開拓先民的故事，標誌性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物帶您夢回 100年以前那最

熱鬧的商業中心。 

住宿：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三天：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坐落在奧林匹克半島上的奧林匹克國家公園(Olympic National 

Park) 是美國西部最著名的國家公園之一，遊人如織。公園面積廣袤遼闊，接近 100 萬

英畝，另外還有 900 多英里的徒步遊小道。在半島的正中央巍然聳立著壯麗的奧林匹

克山脈，60座冰山綿延不絶，光芒耀目。半島西部是生長著繁茂雨林的低谷。長達 73 英

里的太平洋海岸線保持著最原始自然的海岸風貌，奧林匹克國家公園擁有奇異的自然景

色和野生物種，熱愛大自然的遊客將在這裡找到夢想中的世外桃源。僅有幾個地點可以

開車進入，颶風崖 (Hurricane Ridge)登上海拔 2000米高空,俯視原始大森林，漫步天

際之間（如遇惡劣天氣，無法攀登颶風壓，我們會前往奧林匹克國家公園景區其他景點）。

新月湖(Lake Crescent) 碧水藍天充滿神秘色彩。傍晚，我們將乘坐渡輪從班布裡吉回

到西雅圖（如渡輪因任何特殊原因關閉或晚點，我們將開車返回西雅圖）。 

住宿：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四天：司诺蕾米瀑布 Snoqualmie Fall, 西雅图德国村  
在前往德國村之前途徑 Snoqualmie fall 司諾蕾米瀑布(30 分鐘)，為西雅圖東區最美

風景線,德國村－位在西雅圖東北部，約二個半小時車程的山區裡，是處洋溢著德國巴

伐利亞風情的山間城鎮，也是西雅圖近郊最受歡迎的觀光小鎮，無論是慶祝活動最多的

夏天、楓紅點點的秋天，還是掛滿耶誕燈飾的銀白冬天，這裡的氣氛隨時都充滿著歡樂，

深受遊客的喜愛。一年到頭的精彩活動 －遊客來到德國村，可以逛逛村裡共九十多家

商店，商店裡除了販賣具代表性的德國工藝品，像是咕咕鐘、胡桃鉗娃娃，還有各式來

自歐洲的精美工藝品， 讓人眼光撩亂。德國村裡還有多家餐廳提供純正的德式眼理，

像是名聞的德國豬腳大餐、德國香腸配黑啤酒等，都是遊客來到德國村必吃的美食。若

是也想 跟村民一樣嘗試不同的裝扮，村裡也有變裝寫真棚，讓遊客挑戰德國傳統服飾，

或是扮起開拓時代的牛仔或是風情萬種的酒吧舞女 

住宿：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五天：西雅圖碼頭登船 Seattle, 華盛頓州 Washington  
請根據船票上的時間提前 4 個小時抵達碼頭開始辦理登船手續。登船後就可以開始享

受郵輪公司提供的免費自助餐和娛樂設施。 

住宿：郵輪 

 

第六天：歡樂海上遊 At Sea  
航行於加拿大沿海，沿內灣航遊，群島羅列，在此豪華郵輪上您可盡情參與提供的各種

娛樂，使您在飽覽峽灣風光之餘。享受海上舉行的盛大宴會，從早晨到午夜連續不斷供

應的各式大菜，享盡口福，船上除了 酒、煙要自費外，其它的食物、自助餐及非酒精



飲料都免費供應，讓您暢快過癮。使您永遠不會忘記阿拉斯加海上的精美膳食。今日全

天遊輪將沿海灣巡遊，沿途奇岩異樹，鳥獸賓士其間，風光無限。 

住宿：郵輪 

 

第七天：凱奇坎 Ketchikan, 阿拉斯加 Alaska(自費上岸觀光）  

豪華郵輪抵達阿拉斯加州最南端的城市，這裡就是鮭魚的故鄉─凱奇坎，凱奇坎是阿拉

斯加州的第一座城市也是阿拉斯加州第三大的港都， 以鮭魚之城而聞名。凱奇坎的名

字，是克林基特族「射中的鷲翼」的意 思。擁有豐富的原住民歷史遺跡，1898─1901 年

凱奇坎陸續發現豐富 的金、銀、銅礦奠定了此城的經濟發展與城市規模，豐富的鮭魚

產量亦為其贏得“世界鮭魚之都”的美名。 

住宿：郵輪 

 

第八天：朱諾 Juneau, 阿拉斯加 Alaska(自費上岸觀光）  

今日豪華郵輪抵達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諾，朱諾是個依山面海的美麗海港城市。阿拉斯

加著名的掏金熱就是由此地開始，朱諾的金礦，已生產 了超過 8000 萬美元的黃金，

數量驚人。朱諾市就在淘金人潮，迅速湧入的情況下，急驟發展成一個新興的淘金城。

一如所有的金礦坑，當金盡之後，徒留下一片往事供後人唏噓。 冰河灣 Cruise past 

Sawyer Glacier Bay 郵輪巡遊於舉世聞名的阿拉斯加“冰河灣”，阿拉斯加冰河灣─

是您造訪阿拉斯加州時不可錯過的“大自然最偉大的奇景”。整個冰河灣國家公園包含

了 12 條冰河， 整個冰河灣最北緣，即是所謂的大太平洋冰 河 (Grand Pacific 

Glacier) ，它曾經一度佔據整個海灣，偉大而且壯觀的冰河景色，令您讚歎天地造物

之奇。從近乎垂直的冰崖所崩裂下來的冰河，點綴在冰河灣上，它是阿拉斯加州東南方

最生 動、振憾 人的自然景觀。 

住宿：郵輪 

 

第九天：史卡格威 Skagway, 阿拉斯加 Alaska(自費上岸觀光）  

今日豪華郵輪帶著您來到史凱威，在 1898 年克朗岱克淘金潮期間，人口由數百人暴漲

至２萬人，這裡曾經是淘金潮的門戶；然而到達加拿大育空地區的道森鎮 (Dawson City) 

─淘金地點，仍得通過其中最艱難 的山口(White Pass)，青山依舊，然而因金盡人空，

徒留下一片回憶。今日，走在史凱威的木制步道上還可感受到百年前的懷舊味道，此地

居民親切的問候觀光客，已經使得當年的艱辛隨歷史而去。 

住宿：郵輪 

 

第十天：歡樂海上遊 At Sea  
豪華郵輪宛如一個度假中心，你可盡情享受船上的設備如；游泳池，健身房， 三溫暖，

酒吧，兒童活動室等。船上每天精心安排不同的娛樂節目, 內容豐富多彩。精緻的餐食

從早到晚不間斷地提供,其他娛樂設施應有盡有,保證您物超所值。 

住宿：郵輪 

 

第十一天：維多利亞 Victoria,加拿大 Canada（自費上岸觀光）  



素有“花園城市”之稱的維多利亞市，是以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的名字命名，1862 年正

式建市，該市的格言是“永恆的自由”。如果說溫哥華是個喧鬧的大都市， 維多利亞

則是一個悠閒、溫文而雅的小城，是一 個散發著無比的魅力、世界聞名的城市。現代

化的城市設計，以及悠閑的生活情懷，都令維多利亞成為遊客必到之處。 

住宿：郵輪 

 

第十二天：回到西雅圖 Seattle, 華盛頓州 Washington  
今日豪華遊輪返回西雅圖。圓滿完成阿拉斯加八天七夜冰河之旅。  

溫馨提醒：郵輪結束後請預定 2:30PM 以後航班（國內），4:30PM 以後航班（國際）。 

 

參團說明 

景點說明:  

（1）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郵輪公司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退費說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郵輪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 

（2）出发前 30 天内（包括第 30 天）取消收取全款。 

費用不含: 景點門票費，郵輪小費，私人性質費用（如郵輪網路，酒水，洗衣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