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挪威幸福
幸福號～阿拉斯加冰河灣國家公園(內灣
內灣)7 晚
★ 費用說明：
郵輪費用：

NT$ 48,900
900 (包含港口稅)內艙房

費用不含： 不含船上小費,不含簽證費用
不含簽證費用，不含機票，不含陸地行程

阿拉斯加遊輪從華盛頓州西雅圖出發 7 晚
•

出 發，2019 年 5 月 5 日

•

商供應挪威郵輪

•

船 名 Norwegian Bliss
行程

日期

港口

到達

離開
下午 3:30

2019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2019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
2019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

西雅圖
在海上
朱諾

下午 2:30

晚上 11 點

2019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

史凱威

上午 7:00

晚上 8:15

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CRUISE GLACIER BAY

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凱契根

上午 6:00

下午 1:00

2019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
2019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

維多利亞，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加拿大
維多利亞
西雅圖

晚上 7:30
上午 6:00

晚上 11:59
-

★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
／西雅圖國際機場
住宿：xx
早餐 X：

中餐 X：機上餐食

晚餐 O：

★ 第 2 天 西雅圖→挪威幸福
幸福號【遊輪 15:30 啟航】
與挪威幸福號的美麗邂逅
找出自己喜歡的表情，擺出專屬於您的
擺出專屬於您的 POSE，讓船上專業攝影師為您留下美麗記憶
讓船上專業攝影師為您留下美麗記憶!放下行
囊，稍做休息後，參觀遊輪上請自行
請自行各項硬體設施。在全船所有人都參加救生演習後
在全船所有人都參加救生演習後，遊輪
於鳴笛中緩緩離開碼頭。隨即展開這令人興奮的阿拉斯加豪華遊輪之旅
隨即展開這令人興奮的阿拉斯加豪華遊輪之旅。
。
貼心提醒
1. 請將您的行李繫上船艙行李條，遊輪上的工作人員會將您的行李送至您的房間
請將您的行李繫上船艙行李條 遊輪上的工作人員會將您的行李送至您的房間
2. 請檢查房間內的設施是否可正常使用，若有問題請告知您的專屬領隊
請檢查房間內的設施是否可正常使用
3. 提醒您攜帶一件小外套，適應早晚的溫差
適應早晚的溫差
4.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行程表
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
住宿：內艙兩人一室

早餐 O：飯店早餐

中餐 O：豪華遊輪

晚餐 O：豪華遊輪

★ 第 3 天 內灣巡遊
【特別推薦】美食饗宴，幸福萬歲
英式下午茶，提供您美味的蛋糕、三明治、餅乾與水果，佐上英式紅茶，伴隨午後灑下的陽
光，悠閒又愜意，完美午茶時光莫過於此!
【特別推薦】Show Time!公主劇院
晚晚都上演著不同的表演節目，內容包羅萬象如歌舞秀、魔術、模仿秀、雜耍等。動人的歌
聲、精湛的舞藝，極盡奢華的卡司陣容，加上高科技的舞台聲光音效，讓您一堵媲美百老匯
的精采表演。
【特別推薦】香檳瀑布晚會
也許您一輩子都不曾參加過，由幾百個香檳酒杯堆疊，各國貴賓穿著代表自己國家的服飾，
燕尾服、晚禮服、和服紛紛出籠，輪番登高倒香檳接受拍照，留下一生中難得的回憶!
特別說明
1. 本日為海上航行，公主遊輪精選各種表演節目並提供豐富的娛樂空間，各種不同輕鬆好玩
課程，讓您不虛此行，即使只待在船上，也能享受!別害怕走出房門，親朋好友甚至陌生人
同樂，讓您的假期留下精彩回憶！
2.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
貼心提醒
1. 香檳瀑布晚會為船長晚宴的重頭戲之一，請於當晚穿著您最美麗、最帥氣的正式服裝出席
(男士請穿著西裝、女士請穿著洋裝或禮服)
★以上為建議行程
住宿：黃金公主號 Golden Princess 內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豪華遊輪

中餐 O：豪華遊輪

晚餐 O：豪華遊輪

★ 第 4 天 朱諾【遊輪 14:30 抵達、23:00 啟航】
棉田豪冰河
一趟與冰河近距離接觸的知性與感性之旅。遊客中心放映室述說著冰河形成的點點滴滴，傾
聽冰在流動、裂開時發出的聲響；形成於 3000 年前的小冰河時期，為典型的後退冰川，距
離朱諾市區約 19 公里，從朱諾冰原流出後，流入棉田豪湖。您會對眼前這已經歷千百年的
冰河景觀，升起一份對大自然的崇敬，非常值得觀賞。
羅伯山纜車
以壯麗的風景區為號召，搭乘纜車登上海拔兩千呎的山頂觀景台，是您瞭解朱諾的最好起
點，沿途從高空欣賞遊輪碼頭、朱諾全景，同時放眼整個朱諾山與道格拉斯島所圍成的朱諾
谷地，氤氳嫋嫋彷彿世外桃源。現在所乘坐的纜車，是以前的人所留下來再重新改建的喔!
淘金小鎮─朱諾
美國阿拉斯加州的首府，別名『小舊金山』，19 世紀淘金熱潮開啟城市繁榮，以淘金拓荒
史及萬年冰川聞名於世，處處充滿溫馨熱鬧的氛圍，鮮艷的旗飾，記載著歷史，襯托著美麗
山水，描繪出朱諾的款款風情。想拜訪朱諾這個古老小城，除了搭飛機就只能靠遊輪了。
貼心提醒
1. 【知識家】在美國有三處地方被政府刻意經營成各具不同地區文化的藝術之都，朱諾為其
一，其次是夏威夷的茂宜島以及美國最南端的基維斯特
2. 【旅遊達人推薦必遊景點】紅狗沙龍 (Red Dog Saloon)：朱諾淘金熱潮時期，在充滿淘金夢
的人來人往中，紅狗沙龍酒吧是淘金客尋花問柳的溫柔鄉，也適時扮演著金迷紙醉的角色，
為成功者慶功，也為沒有成功的淘金客撫慰其心靈；今天的紅狗沙龍景物依舊，是觀光客尋

找昔日的痕跡，作一個淘金夢的好地方
3. 大多為步行參觀，建議穿著舒適好走的鞋子
4. 今日下船請記得攜帶雨具，以備不時之需
1. 貴賓快樂採購的時刻，在這小鎮中尋寶，可以找到許多受歡迎的伴手禮喔
★以上為建議行程
住宿：黃金公主號 Golden Princess 內艙兩人一室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豪華遊輪

中餐 O：豪華遊輪

晚餐 O：豪華遊輪

★ 第 5 天 史凱威 【遊輪 06:00 抵達、17:00 啟航】
【特別推薦】百年一覺淘金夢 ‧史凱威
阿拉斯加與加拿大之間重要的門戶，往北可到達加拿大育空特區的白馬市，往東南可通朱
諾。在 1898 年克朗代克淘金潮期間，成為最繁榮的淘金古鎮之一。曾超過二萬人繁華風光
過的熱鬧城市，如今已成寞落的小鎮，但仍保留有淘金熱潮時仿舊的建築、古老的馬車、尋
金客揹的行李箱，走在史凱威的木製步道上還可感受到百年前的懷舊味道。
【特別推薦】白色隘口之旅
專車沿著白色隘口鐵道路線，行駛在貫穿美、加兩國公路上，這條經典路線亦是昔日淘金客
由史凱威往返加拿大育空的熱門淘金路線，沿途可觀賞過去冰川底部奇景、瀑布、山谷等風
景，感受昔日淘到黃金的喜悅景象全都猶如時光倒流般的湧現。
【特別推薦】北極兄弟館
建於 1899 年，為當時淘金者的集會場所，由幾萬塊百年漂流木排列出精密鑲嵌的花色圖案
搭建而成，斑駁的痕跡，刻劃著歲月，堆積著曾經的歷史，現成為博物館，展示了阿拉斯加
先民的生活面貌，鑲著天然金塊的淘金盤等物品。
【特別推薦】淘金博物館
市中心的克朗岱克淘金國家歷史公園於 1976 年取得認證，對 1897-1898 年克朗岱克淘金潮間
的歷史多有保存及註解。存放許多淘金時代使用過的舊物供遊客參觀或採以立牌的方式解
說，一百年前的淘金熱彷彿只是相隔不遠的情節！

★以上為建議行程
住宿：內艙兩人一室
早餐 O：豪華遊輪

中餐 O：豪華遊輪

晚餐 O：豪華遊輪

★ 第 6 天 冰河灣國家公園巡航 (一天只允許兩艘遊輪進入)【11:00 ~ 19:30 巡
航】
【世界遺產】冰河灣國家公園
當航行到此時，別忘了找個好位子，靜靜欣賞千年冰河峭壁，碩大的冰塊崩解脫離冰河，直
衝藍色海洋，近乎垂直的冰崖崩裂而下的冰山，浮躺於藍色冰河灣裡，形成了陽光下晶瑩剔
透的奇特天然冰雕，冰河灣國家公園內有 16 條冰河流入海中，其中 4 條潮水冰河至今仍活
躍的崩解出冰山；這一片生氣盎然的冰河世界，比起原先想像的靜謐來得熱鬧豐富，難得一
見的冰河曠世美景令人畢生難忘。
【世界遺產】冰河灣國家公園
阿拉斯加州最不容錯過的壯觀景致，特別聘請專業解說員登船講解，獨特的自然景觀和特殊
地理位置，除了飛機與船隻，沒有任何對外公路。基於保護的理由，每日只允許二艘大型遊
輪進入冰河灣國家公園參觀。
特別說明

1.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
貼心提醒
1. 請穿妥禦寒衣物，若您衣物不足，遊輪甲板有免費租借毛毯服務
2. 建議自行攜帶望遠鏡，將冰河灣美景盡收眼底
3. 今日請記得準備好您的相機，隨時按下快門，拍攝難得的曠世美景，每張相片都將會相當
精采
★以上為建議行程
住宿:內艙兩人一室
早餐 O：豪華遊輪

中餐 O：豪華遊輪

晚餐 O：豪華遊輪

★ 第 7 天 凱契根【遊輪 12:00 抵達、19:00 啟航】
【特別推薦】凱契根‧世界鮭魚之都
凱契根以無以倫比的如畫風光著稱，沿著一條唐卡士大道而建。這條道路沿著唐卡士海峽岸
邊，有部份還靠著石柱支撐而跨越海峽。很多商家和住家懸浮在水面上，或者緊靠著山坡而
建，有著迂迴的樓梯或是木頭的街道通到他們的前門。 凱契根是東南阿拉斯加的第一座城
市，比起其他港口都市，凱契根顯得小巧精緻，當地人笑稱這座城「三英里長、三條街
寬」。
【特別推薦】凱契根小溪街
過去最著名的紅燈區，色彩繽紛的木造房舍懸浮在水面上或緊挨著山坡，沿著唐卡士大道而
建，成為今日的觀光商店街。當時在凱契根曾有這樣的一個妙喻：此地是阿拉斯加唯一一
處，男人與鮭魚同時上岸來『產卵』的地方。
桃莉之家
嫩綠色木牆的桃莉之家，配合著紅屋簷及窗櫺非常醒目，現在這個曾經春光無限的妓院已改
成了小小的博物館，窗邊有不少展示品，有如一個小小的櫥窗秀，遙想當年，煙霧瀰漫的小
酒店中，鶯鶯燕燕頻頻招手。
印地安鏗傑族圖騰傳奇
「凱契根」之名最早起源於一個鏗傑族的字「Kitcxan」，當人煙尚未進駐，即有一支印第安
部落-鏗傑族所組成的漁村，語意「溪流宛如老鷹強勁的翅膀」，他們用圖騰柱記載家譜、
紀念祖先或首領，也用來描繪神話故事，是世界上最多圖騰的城市
特別說明
1. 下車參觀：凱契根小溪街、桃莉之家、原住民圖騰柱
貼心提醒
1. 今日下船請記得攜帶雨具，以備不時之需
2. 大多為步行參觀，建議穿著舒適好走的鞋子
★以上為建議行程
住宿：內艙兩人一室
早餐 O：豪華遊輪

中餐 O：豪華遊輪

晚餐 O：豪華遊輪

★ 第 8 天 內灣巡航
Work Out Time!
遊輪上提供許多精心挑選的活動課程，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是您運動的最佳首選，完善設施
及專業的指導員，讓您在使用上更得心應手；選擇在遊輪甲板上慢跑，一覽無遺的美麗海景
是您在一般慢跑中絕對體驗不到的樂趣，快換上運動服裝，一同來趟甲板慢跑之旅！
星空電影院

Ｃａｓｉｎｏ賭場樂
船上的娛樂場，是一個設施相當多的博弈空間，五光十色，相當華麗，設有不同種類的吃角
子老虎機，另外亦設有多種不同的桌上型遊戲，如：百家樂，輪盤，二十一點等。種類繁多
瞬間讓您有如置身於拉斯維加斯，快來一同感受一下！
特別說明
1. 本日為海上航行，遊輪精選各種表演節目並提供豐富的娛樂空間，各種不同輕鬆好玩課
程，讓您不虛此行，即使只待在船上，也能享受 別害怕走出房門，親朋好友甚至陌生人同
樂，讓您的假期留下精彩回憶！
2.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
貼心提醒
1. 進入健身房或有氧教室請務必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
2. ***未成年者不得進入賭場，請記住，小賭怡情，大賭傷身！***
3. 遊輪上的賭場一般只營業到晚間１２點，好好享受遊輪生活，才是主要的目的！（全日海
上航行日除外）
住宿：內艙兩人一室
早餐 O：豪華遊輪

中餐 O：豪華遊輪

晚餐 O：豪華遊輪

★ 第 9 天 西雅圖【遊輪 06: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住宿：飛機上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豪華遊輪

中餐 X：機上餐食

中餐 X：機上餐食

★ 第 10 天 桃園國際機場
旅途中的美景總是令人流連忘返，難忘的阿拉斯加冰河灣之旅在此謝謝您的參加! 因時差之
故，班機將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特別說明
1.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航班及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之權利
2. 根據遊輪協議書，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拒因素或基於旅客安全考量，可於未事先通
知的情況下，對行程中登船、抵/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更。若有上述的情況
發生，遊輪公司及本公司不負任何退款和賠償責任
住宿：甜蜜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X：

中餐 X：

晚餐 X：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
另行通知】
詳細行程歡迎來電諮詢
業務代表:楊玉山
☎02-25027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