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lkway.com

(604)718.9000
Unit 1328
Crystal Mall
BC Travel Reg:#43098

(604)637.2000
Unit 163 Metropolis
at Metrotown
BC Travel Reg:#43099

(604)472.3000
Unit 2738
Coquitlam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0

(604)634.3000
3000 Central City
BC Travel Reg:#43113

(604)248.7001
8899 Odlin Crescent

(604)248.8000
Unit 1060
Aberdeen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1

2020年出航日期 內艙雙人房 露臺雙人房 雙人迷你套房 

5月30日 $2884起 $3973起 $4298起

6月13日 $3502起 $4599起 $5296起

6月27日 $3641起 $4679起 $5344起

7月11日 $3692起 $4730起 $5356起

7月25日 $3726起 $4796起 $5221起

8月08日 $3732起 $4796起 $5292起

8月22日 $3394起 $4499起 $4824起

9月5日 $3429起 $4470起 $5002起

 

$ 2884 起
特價雙人內艙房 (每位 / 已包稅)

郵輪簡介 
載客量：  3,560人 
噸位：  141,000噸 
船員人數： 1,346人 
首航日期： 2013年6月
翻新日期： 2018年12月

7晚阿拉斯加公主郵輪冰川之旅
+ 4晚觀光火車公主木屋大自然探索之旅 

 

 皇家公主捓號 (Royal PRincess)

出發日期：2020年5月至9月(逢週六出發)

費用

行程特色

• 阿拉斯加海陸空全接觸深度觀光行程
• 兩大冰川亮點 : 

1) 少數郵輪允許遊覽的原始冰川灣 
2) 世界最大潮水冰川的學院峽灣

• 乘坐阿拉斯加觀光火車欣賞大自凇然景色
• 入住4晚阿拉斯加酒凇店(兩晚迪納利公主自然生態度假村

及一晚麥金利峰公主自然生態度假村)

• 迪納利半天自然生態遊
• 享受公主郵輪無縫貼心行程及陸路交通
• 包括安克雷奇至溫哥華回程經濟艙機票

世運獨家提供旅遊保險優惠 :
無需任何證明取消行程，可索償團費總數75%
保費只需$305起，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行程簡介 
第一天：溫哥華 (Vancouver, BC)   <啟航4:30PM> 

中午在溫哥華郵輪碼頭登船。

第二天：海上巡航

在郵輪上享受各種娛樂設施及餐飲服務，亦可倚傍著圍欄欣賞阿拉斯加海上大自然景色。

第三天：凱契根 (Ketchikan, AK)   <停泊06:30AM - 03:00PM>

凱契根被稱為阿拉斯加的「第一城」，因為它是旅客往北前進時所到達的第一個主要社
區。凱契根坐落在一個小島上，開始時是一個印弟安人的釣魚營地。「凱契根」來自特領
吉族(Tlingit)語，意思是「展開的翅膀的雄鷹」--源自小鎮附近的一座瀑布。

在20世紀初，當黃金使阿拉斯加為聲名鵲起時，漁業和伐木業於凱契根迅速發展。這些行
業的增長使得這一內航道港口成為阿拉斯加的第四大城市。旅客們會被凱契根豐富的道地
遺產所吸引，包括圖騰遺產中心 (Totem Heritage Center) 裡世界上最古老的圖騰柱收藏
品。基於當地豐富的三文魚數目，凱契根也是一個海釣天堂。風景秀麗的小鎮及其周邊地
區，尤其是 Misty Fjords National Monument，會使觀光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天：朱諾 (Juneau, AK)  <停泊8:00AM - 9:00PM>

在這個阿拉斯加的首府，您有機會(自費)乘坐直昇機到達一大片開闊的冰川及體驗精彩刺

激的狗拉雪橇冒險旅程。朱諾完美地平衡着野外及都市的氣氛，同時亦是壯麗無比的文丹賀

爾冰川及共包括38座冰川的朱諾冰原的所在地。

第五天：史凱威 (Skagway, AK)   < 停泊7:00AM - 8:30PM>

史凱威位於朱諾以北103英里，距離育空地區懷特霍斯以南110英里。 街道位於內部通道的最北端，街道兩旁是木板橋和修復過的建築物，看起
來就像100年前一樣。它的歷史和壯觀的自然環境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觀光和娛樂。 它擁有一流的餐飲選擇，豐富的購物場所，獨特的娛樂場所
和三個非常精美的博物館。

第六天：冰川灣國家公園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AK) <海上巡航6:00AM - 3:00PM>

公主郵輪是少數允許遊覽冰川灣原始水域的郵輪之一，這是我們為期7天的冰川航行之旅的亮點。 它位於在朱諾以西，這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國
家公園和保護區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壯觀的潮水冰川，如瑪格麗冰川，它經常將巨大的冰塊落入大海。 這冰川灣國家公園及其史詩般的冰巨人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第七天：學院峽灣   <海上巡航 6:00AM - 8:30PM >

在1899年的一次研究探險中發現了威廉王子灣的西北角，壯觀的學院峽灣及其冰川以著名的東海岸學校的名字命名，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潮水
冰川及壯麗的白雪皚皚的山脈，綿延數英里的河流，從山脈穿過山谷，蜿蜒流入峽灣的原始水域。在那裡，您將有機會觀看令人敬畏的冰川產
生過程，或將巨大的冰柱落入大海，因為它們會以雷鳴般的飛濺降落，是千載難逢的體驗。不容錯過！在夏季期間，還有機會看見40噸重的座
頭鯨在峽灣水域捕撈的情況。

第八天：安克雷奇, 惠蒂爾 (Anchorage, Whittier, AK) - 迪納利國家公園(Denali National Park)  凇<靠岸0:30AM>

靠岸後，早上直接安排乘坐觀光火車為您展開一個美妙的旅程，路上舒適輕鬆地欣賞壯麗的大自然風景和享受體貼入微的公主服務。住宿迪納
利公主自然生態度假村(Denali Princess Wilderness Lodge)讓您在阿拉斯加的第一晚感受煥然一新體驗。 青蔥的小徑連接各個地方購物和在這
個度假村環境中用餐。 無論您身在何處，都是無盡的自然風光。(午、晚餐自費，凇可另購用餐套票)

第九天：迪納利國家公園(Denali National Park, AK)

今天您可有一整天的時間進入美國最好的國家公園之一的迪納利國家公園。早上安排自然歷史之旅探索及介紹當地的動物，植物和地質特徵
的精彩行程。下午則可從旅遊諮詢台選擇您喜愛的自費遊覽活動，或者在旅館放鬆身心。住宿迪納利公主自然生態度假村 (Denali Princess 
Wilderness Lodge)。(早、午、晚餐自費，凇可另購用餐套票)

第十天：迪納利國家公園(Denali National Park, AK) - 麥金利峰 (Mt. McKinley, AK)

早上乘坐舒適的觀光巴士前往麥金利峰，途中的美景讓人目不暇給。但當中最引人目的，肯定是高二萬多呎的北美第一高峰 - 麥金利峰，亦是
今晚所入住旅館的所在地。旅館距離Talkeetna小鎮一個小時的車程，當地亦是各路登山人士預備攀登麥金利峰的大本營及補給點。入住麥金利
峰公主自然生態度假村 (Mt. Mckinley Princess Wilderness Lodge - Talkeetna)。(早、午、晚餐自費，凇可另購用餐套票)

第十一天：麥金利峰 (Mt. McKinley, AK) - 安克雷奇 (Anchorage, AK)

早上可選擇您喜愛的自費遊覽活動，或在當地自由遊覽，觀賞大自然的美景。下午乘搭觀光巴士前往安克雷奇。入住安克雷奇市內酒店。 (包豐
富午餐 / 早、晚餐自費 ，凇可另購用餐套票)

第十二天：安克雷奇 (Anchorage, AK) - 溫哥華(Vancouver, BC)

安排搭乘航機飛返溫哥華，愉快行程完滿結束 !

注意事項
• 以上價格為每位加元價（已包括郵輪政府費、碼頭稅、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約加元770），按指定艙位和具體出發日期，優惠價格僅供參

考，售完即止 
• 價格不包括郵輪服務費（每人每日大約US$14.5）、郵輪上自費膳食及酒水費用及任何個人消費 
• 指定艙房數量有限，如果售罄則需繳納附加費用。價格及行程如有更改，世運旅遊不另行通知 
• 更多出發日期，價格及細節請向世運專業旅遊顧問諮詢 
• 旅客需自備有效旅行簽證（包括護照和各出入國境簽證）。護照有效期從回程之日起必須不少於6個月。如旅途有所延誤不能成行，本公

司概不負責，所付款項恕不退還 
• 為保障旅客利益，請在報名時購買相關旅遊保險，詳情其參考世運旅遊服務條例，並請咨詢世運專業郵輪顧問 
• 郵輪公司保留增加燃油附加費之權利，如有任何不可預知的因素，郵輪公司保留更改行程的權利
• 如有任何異議，世運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詳情致電世運旅遊或瀏覽www.silk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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