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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拿拿大大洛洛磯磯山山脈脈    22001199,,  99//88 夏夏季季出出發發團團  

班班芙芙鎮鎮、、露露易易斯斯湖湖、、溫溫哥哥華華、、國國內內段段雙雙飛飛、、阿阿拉拉斯斯加加郵郵輪輪經經典典十十六六日日 

 

 

--------------------------------------------- 

○○宿宿   露露易易斯斯湖湖五五星星面面湖湖連連泊泊、、維維多多利利亞亞帝帝后后五五星星、、溫溫哥哥華華五五星星兩兩晚晚 

六晚五星含露易斯湖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五星面湖兩晚及溫哥華五星上船前後各一晚+ 維多利亞帝后五
星+卡加利五星及班芙鎮上四星酒店，荷美遊輪旗艦船之一 Nieum Amsterdam 7 坪陽台艙(含陽台)Verandah 為主， 
9/8 出發團升級 Signature Suite 套房 11 坪 (含陽台)另加價 11000 每人/ 特別價 後一般船期 

○○食食   特特色色餐餐食食美美饌饌  佐佐以以  加加拿拿大大經經典典饗饗宴宴  
加拿大特色餐食安排： 露易斯湖酒店晚宴兩晚、露易斯湖村韓國料理、硫磺山頂景觀輕食午餐、班芙牛排餐、溫哥華
及維多利亞中式餐共三次、荷美阿拉斯加郵輪七天早午晚餐全包、 
洛磯山脈全程領隊(含遊輪)司機小費已含+全程遊輪七天房艙及餐飲服務人員小費全包(美金 13.5 每天)   

○○行行   加加拿拿大大航航空空溫溫哥哥華華進進出出++中中段段雙雙飛飛  路路線線順順暢暢++船船去去船船回回遊遊輪輪 

加拿大航空〜溫哥華進出 + 中段兩次，不拉車行程 順暢，景點完整不遺憾， 
阿拉斯加荷美遊輪旗鑑船之一 Nieum Amserdam 航段為溫哥華進出內灣航線(一般北上+飛機飛西雅圖, 會遇外海暈
船, 舟車勞頓)，內灣航線僅兩段各兩到三小時遇外海航行，較不暈船 

○○專專   專專業業導導覽覽  深深入入淺淺出出,,  不不走走馬馬看看花花 

洛磯山脈班芙國家公園〜共三晚住宿，國家公園旅遊景點完整，郵輪七天含支付岸上朱諾 Juneau 及 Ketchikan 克奇
坎兩市區約 60-90 分鐘旅遊費用，洛磯山脈及溫哥華門票含冰原雪車、溫泉洞、硫磺山纜車、布查德花園、大型渡輪
Swartz Bay-Tsawwassen、卡皮蘭諾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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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明細 9/8 出發團 
每人售價 遊輪艙等 遊輪艙等英文名 艙等座落樓層 遊輪第三四人 遊輪第三四人費用 

287,900 7 坪陽台艙 Balcony VA3/ 8F, N/A 艙等不可安排 

VB4/ 4,5 樓 可加第三四人 222,900 
+11000 11 坪套房艙 Signature Suite SS3/ 5,6 樓 N/A 艙等不可安排 

請洽詢 15 坪套房艙 Naptune Suite SA4/ 7 樓 可加第三四人 222,900 
早鳥折扣 
第一二人 

第一二人, 12/21 前(六個月前 高 20,000),  1/21 前(五個月前 高 16,000), 02/21 前(四個月前 高
13,000), 03/21 前(三個月前 高 10,000), 出發前三個內報名 高優惠 5000 

早鳥折扣 
第三人 

第三人, 12/21 前(六個月前 高 15,000),  1/21 前(五個月前 高 11,000), 02/21 前(四個月前 高
8,000), 03/21 前(三個月前 高 5,000), 出發前三個內報名無折扣 

費用含 
1. 含國際團體經濟艙來回及兩次國內團體經濟艙中段 
2. 洛磯山脈及溫哥華七晚住宿兩人一室, 遊輪七天房艙兩人一室 
3. 含全程領隊(含遊輪)及司機(洛磯山脈及溫哥華)小費 
4. 遊輪七天房艙及餐飲服務人員小費已含(美金 13.5 每天共七天 122 美金) 
5. 含付岸上朱諾 Juneau 及 Ketchikan 克奇坎兩市區約 60-90 分鐘旅遊費用, 美金 59 元內(多退少補) 
6. 含遊輪稅金 225 美金每人及碼頭稅金 235 美金每人(稅金共約 14300 已包含) 
7. 洛磯山脈及溫哥華行程所列之門票已包含 
 
注意事項: 
1. 少成團人數 16 人, 多人數 20 人 
2. 報名訂金每人 50,000 (含遊輪 350 美金訂金及洛磯山脈, 機票部份訂金),  
3. 遊輪部分可住宿第三及四人(牆壁掛床), 但洛磯山脈及溫哥華房型維持住宿兩人一室, 請注意! 
4. 如全程需求三人房, 遊輪部分可住宿第三人(牆壁掛床), 但洛磯山脈及溫哥華住宿以加床方式, 三人房售價第三人

不變, 第一第二人減 5000 每人, 請注意! 
5. 尾款繳清: 配合遊輪部份尾款出發前 76 天付清, 6/26 前請再支付 90,000, 升等艙等依加價加收, 總團費尾款出發

前一個月繳清,  
6. 台北溫哥華團體經濟艙來回可退費自理機票, 請洽詢業務, 兩次中段不退, 由團體統一操作中段 
7. 如加價升等加拿大航空商務艙, 請洽業務 
8. 表訂旅館與遊輪艙等以實際作業需求後取得為準或同級替代, 有落差以退價差為原則, 請諒解 
 
取消條件: 
1. 遊輪部份取消條件,  

出發前 75-57 天(約兩個月前)取消需罰款 350 美金,  
出發前 56-29 天(約一個月前)取消需罰款遊輪費用部份 50%,  
出發前 28-16 天之間取消需罰款遊輪費用部份 75%,  
出發前 15 天內取消需罰款遊輪費用部份 100%,稅金部份也無法取回,  
由於行程包含洛磯山脈及溫哥華部分, 依觀光局定型法契約另議. 請注意! 

2. 可以買遊輪取消保險 CPP(免責取消保險)依艙等每人: 269 美金/陽台艙,  299 美金/11 坪陽台套房艙, 399 美金/15
坪陽台套房艙, 可於出發前 24 小時以前(不含六日)取消, 可退回 80%之船費, 但 CPP 無法退回, CPP 須同時購買, 
不接受事後補買, 由於行程包含洛磯山脈及溫哥華部分, 依觀光局定型法契約另議. 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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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拿拿大大洛洛磯磯山山脈脈    22001199,,  99//88 夏夏季季出出發發團團  

班班芙芙鎮鎮、、露露易易斯斯湖湖、、溫溫哥哥華華、、國國內內段段雙雙飛飛、、阿阿拉拉斯斯加加郵郵輪輪經經典典十十六六日日 

 
《行程內容》 ★含門票入內參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文化遺產的城 鎮  ▼表示徒步遊覽 

日 次 行 程、餐 食、住 宿   

1  
9/8 
日 

台北／溫哥華機場／卡加利機場→18Km 卡加利 
15:55 
15:05 
11:45 
17:30 
18:15 
19:00 
 
 

台 北-溫哥華      AC18   1555/1145 (10hr40m) 加拿大航空 
溫哥華-卡加利     AC220  1505/1730 (1hr25m)  加拿大航空 
抵達溫哥華機場辦理出關手續後轉飛卡加利, 時差因素,當天抵達 
抵達卡加利機場 

搭車前往卡加利旅館 
安排旅館住宿前後安排晚餐 
午：×        晚：機上        晚：卡加利中式料理      
宿：5 ★ Hotel Le Germain Calgary 或同級   

2 
9/9 
一  

卡加利→126Km ≪世界遺產洛磯山脈班芙國家公園≫班芙、硫磺山

纜車、弓河瀑布 
08:30 
10:30 
11:30 
11:45 
 
12:30 
15:00 

出發前往班芙發源地溫泉洞 Cave & Basin 參觀 

參觀★▼ 溫泉洞 
前往班芙硫磺山纜 車  
抵 達 班芙硫磺山纜 車 安 排 搭 乘 ★▼ 硫磺山纜 車 前 往 硫磺山 Sulphur Mountain 山頂 

眺望美麗壯觀 弓河貫穿的班芙鎮 

午餐含自由時間硫磺山山頂探險拍照 

搭乘纜車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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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16:30 
17:00 
19:30 

搭車鎮內觀光途經▼ 弓河瀑布 Bow Fall 及▼ 驚奇點 Surprise corner 眺望知名百年班芙

溫泉大飯店 
弓河瀑布為當年瑪麗蓮夢露拍攝”大江東去 “的知名場景 
搭車前往酒店辦理入住 

班芙鎮自由活動 

晚餐前自由活動購物時間 

早：旅館西式    午：山頂 Café 景觀輕食午餐    晚：班芙牛排餐 

宿：4 ★ 班芙四星酒店 Mountain Royal Banff Hotel 或 Elk+Avenue Banff Hotel 

門票★溫泉洞、 硫磺山纜 車  

 

3  

9/10 

二 

班芙國家公園三大湖之旅→94Km 翡翠湖→7Km 天然橋→30Km 露

易斯湖村→14Km 夢蓮湖→14Km 露易斯湖 
08:30 
10:00 
11:30 
11:45 
12:15 
13:00 
15:00 
15:30 
 
16:30 
17:00 
19:30 

出發前往☆ ≪世界遺産≫▼翡翠湖 Emerald Lake 
抵達▼翡翠湖感受寧靜翠綠的湖水 
搭車前往天然橋 Natural Bridge 
抵達▼天然橋, 近距離見證大自然力量” 河流貫穿巨石 “形成的天然橋  
搭車前往露易斯湖村 
午餐 
出發前往冰河時期退縮後形成的夢蓮湖 
抵達☆ ≪世界遺産≫▼夢蓮湖 Moraine Lake 
小登山登上夢蓮湖眺望點感受壯麗的十山峰圍繞的夢蓮湖-曾經作為 20 加幣紙鈔背景 
出發前往露易斯湖 
抵達☆ ≪世界遺産≫▼露易斯湖安排酒店入住 

晚餐前自由活動 
早：旅館西式  午：韓國料理    晚：露易斯湖酒店晚餐 

宿：露易斯湖 5 ★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面湖房 
面湖房如房間數不足, 無法取得而以面山房替代, 售價每人每晚減 3500 
註: 夢蓮湖一般在 11 月至隔年六月上旬關閉, 六月上旬視雪融情況, 如未開放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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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11 

三  

露易斯湖≪冰原大道之旅≫→45Km 佩多湖→86Km 哥倫比亞大冰
原/阿薩巴斯卡冰川(搭乘冰原雪車) →129Km 露易斯湖 
08:30 
09:30 
10:15 
12:00 
 
13:30 
 
16:30 
18:30 
19:30 

搭車前往☆ ≪世界遺産≫哥倫比亞大冰原 Columbia Icefield 

☆ ≪世界遺産≫▼佩多湖 Peyto Lake 下車探訪對湖的顏色發出讚嘆的佩多湖 
順延哥倫比亞冰原大道途經烏鴉爪冰河 Crowfoot glacier、弓湖 Bow Lake 

抵達哥倫比亞大冰原之一的阿薩巴斯卡冰川 Athabasca Glacier 
午餐 
依★冰原雪車安排時間(排隊及搭車來回約 2hr-3hr )參訪哥倫比亞大冰原,  
(今天要準備穿足厚外套, 防滑鞋 踏上大冰原約 10-15 分鐘, 怕冷朋友可以待在雪車上)
搭車返回露易斯湖村酒店 
返抵酒店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哥倫比亞大冰原自助餐   晚：露易斯湖酒店晚餐 

宿：露易斯湖 5 ★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面湖房 
面湖房如房間數不足, 無法取得而以面山房替代, 售價每人每晚減 3500 
門票★冰原雪車 
註: 佩多湖一般在 11 月至隔年六月上旬關閉, 六月上旬視雪融情況開放 

 

5  

9/12 

四 

露易斯湖→203Km 卡加利機場／維多利亞機場→12Km 布查德花園

→22Km 維多利亞港 
09:00 
11:30 
 
13:40 
14:25 
15:00 
15:30 
 
 
 
18:00 
18:30 
19:30 

出發前往卡加利機場 

抵達卡加利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午餐搭機前自理 

卡加利-維多利亞  加拿大航空 1340/1425  
抵 達 維多利亞機場取行李後出關 
搭車前往布查德花園 Butchart Garden 
抵達★▼布查德花園 
布查德花園，是一個花卉展示園，坐落在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島的布倫活灣（Brentwood 

Bay），離省府維多利亞以北約 23 公里。花園的前身為一座石灰石採石場，佔地 5.26
公頃，由珍妮·布查德（Jennie Butchart）指導下於 1904 年至 1939 年間改建而成 
搭車前往北美 美中國城-維多利亞▼中國城 
晚餐 
晚餐後前往酒店入住 
早：旅館西式      午：搭機前自理     晚：維多利亞中式料理 

宿：5 ★ 維多利亞帝厚酒店 Fairmont Victoria Empress Hotel 或同級 
門票★布查德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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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13 

五 

維多利亞→33Km Swartz Bay 渡輪→1hr35m Tsawwassen 碼頭
→36Km 溫哥華、伊莉莎白女皇公園 
08:30 
10:30 
11:30 
 
12:00 
 
 
13:35 
14:30 
16:00 
 
 
 
 
18:30 
19:00 

上午徒 步 遊 覽 維多利亞港▼卑詩省省議會、 維多利亞帝后酒店 
搭車前往 Swartz Bay 史瓦茲碼頭準備搭大型渡輪前往溫哥華 Tsawwassen 碼頭 

抵達 Swartz Bay 碼頭 
渡輪: 遊覽車與大型卡車貨車及小型車皆可登船, 客人需到上層客艙乘坐 
預備搭 12 點★大型渡輪 12:00PM-13:35PM 
午餐享用船上自助餐 
下船後搭車前往溫哥華 
前往伊莉莎白女皇公園（Queen Elizabeth Park） 
抵達▼伊莉莎白女皇公園 
搭車前往溫哥華發源地 Gastown : 溫哥華的蓋士鎮，充滿歐洲風情的古老城區，喜歡懷

舊地點的旅人不能錯過的地方～1977 年建造、世界第一座的蒸汽鐘是 Gastown 的地

標，續徒步前往溫哥華另一地標，溫哥華阿拉斯加郵輪的起點加拿大廣場碼頭 Canada 

Place，夏季的溫哥華是阿拉斯加郵輪出發的大本營，下午四至六點，人們入續前來並興

奮的報到登船，登上期待已久的阿拉斯加郵輪之旅 
搭車前往餐廳 
晚餐後安排入住旅館 
早：旅館西式       午：船上自助餐含咖啡可樂  晚：溫哥華中式晚餐 

宿：溫哥華市中心 5 ★ The Sutton Place Vancouver Hotel 或同級 

門票★Swartz Bay-Tsawwassen 大型渡輪可容納 1600 人含組員 

7 

9/14 

六  

溫哥華史丹利公園、中國城→中午遊輪辦理報到→阿拉斯加第一天 
09:00 
 
10:30 
11:00 
11:30 

上午搭車出發前往溫哥華市內 大公園 ▼史丹利公園 Stanley Park，▼原住民圖騰, 可

眺望溫哥華都市建築線，再前往▼獅門大橋景觀眺望點 Prospect Point 拍照 
搭車離開史丹利公園經溫哥華 貴房地產之一的英國人灣 English Bay  

來到溫哥華▼中國城徒步導覽，溫哥華國父孫中山來訪募款多次 
預期碼頭登船手續耗時，無法船上午餐，先行享用午餐後再前往報到 



- 7 - 

12:30 
 
 
16:00 
17:00 
 
18:15 
20:30 

出發前往加拿大廣場遊輪碼頭 Canada Place 登船碼頭 

辦理報到及美國海關通關，抵達船艙後由船務人員引領帶進指定住宿房 
16:30 遊輪準備出發 
前往甲板感受大船出海經獅門橋遊向溫哥華灣一路北上 
團體會合後由領隊帶領下了解船上設施-表演廳，各種餐廳及泳池畔提供音樂及小點歡迎

自取後自由活動 
第一梯次晚餐入席 

表演活動開始, 各項表演以船上表演單為準 
賭場要第二天公海行駛才會開放 
早：旅館西式      午：中國城金邊河粉料理     晚：船上晚宴 

宿：荷美遊輪 Nieum Amsterdam /太一國際預訂房型 Verandah 陽台艙 7 坪 
註一 : 船上餐廳有多種選擇, 正式晚宴船費已包含, 但部份餐廳容納較小, 需付預約費

午晚餐預約費不同價, 請注意 

Nieum Amsterdam 為荷美遊輪第二大旗艦船, 長 936 ft, 可容納 2106 客人 
總樓層 11 層, 大小適中, 下岸旅遊排隊輸送較快, 船上自助餐也較不需冗長排隊 

  
太一國際預訂房型 Verandah 陽台艙 7 坪, 大小約 7 坪含陽台 / 每日小費 13.5 美金 
房間標配 : 荷美標誌級床墊與純棉床單/豪華華夫編織毛巾布浴袍/100%埃及棉毛巾/5 倍放大

化妝鏡與沙龍級吹風機/室內保險箱/ELEMIS 頂級沐浴品/免費提供新鮮水果/迷你吧/平面電視

內建影片選單/夜床服務/冰桶服務/迷你冰箱/床頭 USB 插孔 

------------------------------------------------------------------------------------------------------------------- 

如加價升級荷美遊輪 Nieum Amsterdam 套房艙 11 坪 Signature Suite / 每日小費

15 美金 

 
Signature Suite 套房艙, 大小約 11 坪含陽台 / 每日小費 15 美金 
還有 Neptune Suite, 大小約 15 坪含陽台, 加價費用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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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15 

日 

阿拉斯加第二天-全天海上航行不停靠 

 今天一整天往北行走，循溫哥華島內海持續北上 不停靠 
有機會甲板上散步運動時可眺望加拿大卑詩省海岸線原始林景觀 
享受船上的設施及提供的表演或參觀活動 
賭場只在公海時段開放, 請看每日行程表 
早餐: 自助式或正式餐廳早餐/須自行點菜 
午餐: 自助式或正式餐廳/須自行點菜 或 泳池畔簡易披薩或漢堡熱狗餐 
晚餐: 正式餐廳須著正式服裝連續七天 
宵夜: 自助式無國界美食含西式或主題式東南亞餐食 

9 

9/16 

一  

阿拉斯加第三天 >海上航行探訪 Tracy Arm Inlet 峽灣>阿拉斯加首府

○朱諾市 Juneau 探訪／停留 9 小時 
 今天持續北行，進入美國阿拉斯加水域， 

早上 9:30 抵達冰河退卻後的 Tracy Arm Inlet 峽灣 
停留約半小時後持續北行  
下午 1:00PM 抵達朱諾市 Juneau/阿拉斯加首府 
停留至晚上 10:00PM 開船/09:30PM 前務必返回船上 
上岸後自由活動, 船公司有提供多款自費活動,  
棉田豪冰河與鮭魚養殖場$$,  
棉田豪冰河與鮭魚養殖場及烤鮭魚餐$$， 
棉田豪冰河及朱諾雨林花園探險$$， 
棉田豪冰河橡皮艇河流探險$$$， 
礦坑探險及淘金$$， 
冰河海上飛機探險$$$$， 
直升機棉田豪冰河探險$$$$ 等等， 
享受船上的設施，賭場白天不開放 
早午晚餐宵夜安排相同 
建議上述自費活動，名額有限，上船後當天晚上完成報名 
$$ = Price between $0-$50 / $$= Price between $51-$100 / $$$ = Price between $101-$150 
/ $$$$ = Price over $151 
 
朱諾 /Juneau 是阿拉斯加州的首府，誕生於 1880 年，是 1867 年美國以 720 萬美元從俄羅斯手中買下

阿拉斯加後建立的第一個城市。 朱諾人口有三萬多，面積有八千多萬平方公里，是美國面積 大的首府，

也是全美第二大城市。美國面積 大的城市前四名都在阿拉斯加，第一大城市是阿拉斯加前首府錫特卡

Sitka，1906 年錫特卡由於捕鯨業和皮毛業的沒落而失去了作為首府的重要性，當時朱諾因欣欣向榮的金

礦開採業而成為阿拉斯加搶眼的重鎮，首府因此遷都朱諾。朱諾是美國本土的首府裡唯一一個沒有公路與外

界相連的城市，海空運輸方可抵達。阿拉斯加 著名的淘金熱就是從朱諾開始的。雖然現在朱諾周邊的金礦

已相繼關閉，但城市周邊的冰川氣勢磅礴獨具魅力，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觀光遊客。跟克奇坎一樣，朱諾常

年多雨，雲霧彌漫。八月的朱諾蒼翠若春，極目處處是盎然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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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拉斯加第四天○史凱威 Skagway 市探訪／停留 14 小時 
 今天持續北行  

上午 7:00AM 抵達史凱威鎮 
停留至晚上 9:00PM/8:30PM 前務必返回船上 
上岸後自由活動，船公司有提供多款自費活動， 
史凱威街車城鎮導覽$，  
掏金女 Walking tour 導覽$， 
掏金活動、狗拉雪撬、零下 40 度體驗 $$， 
白口森林火車$$$， 
白口森林火車及 Klondike 掏金熱公路及黃金營區探險$$$$， 
冰河直升機探險$$$$等等 
享受船上的設施，賭場白天不開放，公海上可能開放，見每日行程表 
早午晚餐宵夜安排相同 
建議上述自費活動，名額有限，上船後當天晚上完成報名, 
$$ = Price between $0-$50 / $$= Price between $51-$100 / $$$ = Price between $101-$150 
/ $$$$ = Price over $151 
 
史凱威/ Skagway 有阿拉斯加花園之城美譽的史凱威位於阿拉斯加內灣航道 北端，守衛著北方邊城的

粗曠原始，其壯美的蒼山碧水見證了一段關於阿拉斯加百年前淘金拓荒的歷史。1896 年，人們發現育空河

(Yukon River)與克朗岱克河( Klondike River)匯流處蘊藏著豐富的金礦, 淘金客聞風而至，在短短的兩年

內小鎮人口由數百人猛增到 2 萬人，自此拉開了著名的克朗岱克淘金熱。史凱威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被

稱為阿拉斯加淘金大門-----當時到阿拉斯加淘金 便捷的通路是先坐船到史凱威，淘金客們搭船就是從史凱

威上岸，再向北行經白口(White Pass)再到加拿大育空特區首府白馬(Whitehorse)，為圓淘金夢而歷經千

辛萬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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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阿拉斯加第五天≪世界遺産≫冰河灣之旅 Glacier Bay 探訪 
 今天持續北行來到 Inside Passage 北端的行程冰河灣 

上午 7:00AM 抵達☆ ≪世界遺産≫冰河灣國家公園 
停留至 4:00PM 
今天的行程為重中之重，冰河灣國家公園是各家阿拉斯加郵輪必爭之景點，每天限制船

隻進入數量, 遊輪在進入冰河灣國家公園之口時，會有駐紮在國家公園的導覽員登船引

領船隻駛入冰河灣，並沿途廣撥講解冰河灣生態 
享受船上的設施，賭場白天不開放，公海上可能開放，見每日行程表 
早午晚餐宵夜安排相同 

冰河灣國家公園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and Preserve）是位於美國阿拉斯加州南部的一個

國家公園。冰河灣國家國家公園 初於 1925 年 2 月 25 日設為國定公園。於 1979 年被 UNESCO 登錄為

世界自然遺產。1980 年 12 月 2 日，升格為冰河灣國家公園。1986 年，冰河灣國家公園被劃入生物圈保

護區。公園面積達 13,287 平方公里。冰河灣國家公園是熊、馴鹿、雪羊、鯨魚、水鳥等動物的棲息地。冰

河灣國家公園內沒有道路，因此主要的遊覽方式是通過遊船或飛機在空中游覽。儘管如此，平均每年參觀冰

河灣國家公園的遊客仍然達到 40 萬人（2006 年為 413,382 人）。 

12 

9/19 

四 

阿拉斯加第六天 克奇坎 Ketchikan 探訪／停留 8 小時 

 昨晚遊船離開冰河灣已開始南下，今早持續南下 
上午 11:00AM 抵達克奇坎鎮 
停留至晚上 7:00PM/6:30PM 前務必返回船上 
上岸後自由活動，船公司有提供多款自費活動  
Creek Street 徒步早年掏金熱潮時期，保留下來的風化區 Creek Street，溪流中隱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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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鮭魚迴流 
圖騰灣州立歷史公園導覽$，  
Saxman 原住民村及圖騰公園導覽$$， 
海上飛機峽灣探險$$$$， 
克奇坎出海船釣鮭魚$$$$， 
阿拉斯加大伐木秀及螃蟹吃到飽$$$， 
Totoosh 島海上獨木舟探險$$$$等等 
享受船上的設施，賭場白天不開放，公海上可能開放，見每日行程表 
早午晚餐宵夜安排相同 
建議上述自費活動，名額有限，上船後當天晚上完成報名 
$$ = Price between $0-$50 / $$= Price between $51-$100 / $$$ = Price between $101-$150 
/ $$$$ = Price over $151 
 
克奇坎 / Ketchikan 遊輪在內灣 Inside Passage 航行了整整一天后，抵達了著名的鮭魚之都克奇坎

(Ketchikan)。座落于阿拉斯加州 南端，依山面海景色如畫的小城，是美國 大州阿拉斯加的第一座城市。

克奇坎終年多雨多雲霧。盛夏八月，天空飄著濛濛細雨，海風吹來，有不勝寒涼之感。山頭雲霧繚繞，依山

而建的民居參差有致，掩映於一片蒼翠之中。空氣濕潤清新，能嗅出海風淡淡的鹹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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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阿拉斯加第七天 海上巡弋全天 

 今天一整天往南行走, 循溫哥華島內海持續南下，整天不停靠 
有機會甲板上可眺望海岸線景觀有機會可見鯨魚、海豚、白頭鷹 
享受船上的設施及提供的表演或參觀活動 
賭場只在公海時段開放，請看每日行程表 
早午晚餐宵夜安排相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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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抵達溫哥華→卡皮蘭諾吊橋→鮭魚養殖場→自由活動 
07:00 
09:00 
 
10:00 
10:30 
12:30 
13:00 
15:00 
 
 

遊輪抵達溫哥華，預期 9:00 左右前可下船 
搭車前往北溫哥華途經獅門大橋 Lions Gate Bridge-前往北溫▼鮭魚迴游養殖場 

抵達鮭魚迴游養殖場了解鮭魚如何迴流的生態 

搭車前往溫哥華百年景點卡皮蘭諾吊橋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抵達★▼卡皮蘭諾吊橋，有原住民圖騰，樹與樹之間聯接有天空步道 

搭車返回溫哥華安排午餐 

享用想念已久的中餐 

前往旅館安排住宿 
自由活動或拜訪親友或享受飯店休閒設施 
加拿大「Robson Street」是溫哥華歷史 悠久的購物大街，緊臨入住酒店。 
購物逛街或拜訪友人這個午後相當適合 
晚餐自理延續您的自由活動 
早：遊輪自助式早餐      午：溫哥華中式料理    晚：自理 

宿：溫哥華市中心 5 ★ The Sutton Place Vancouver Hotel 或同級 

門票★卡皮蘭諾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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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9/22 
日 

溫哥華→溫哥華機場／台北 

08:30 
09:00 
11:40 
 

前往溫哥華機場 
抵達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溫哥華-台北   AC17  11:40/14:15+1 (12hr10m)   加拿大航空 
早餐: 旅館西式     午：機上       晚：機上 

宿：機上    

16 
9/23 

一  

台北 
14:15 抵達桃園機場回到溫暖的家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太一國際旅行社及當團領隊可視實際情況調整安排）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5 樓 B 室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