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考航班 
去/回程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去程 23:55 19:55 桃園國際機場 TPE 溫哥華國際機場 YVR 長榮航空 BR10 

回程 02:00 04:40+1 溫哥華國際機場 YVR 桃園國際機場 TPE 長榮航空 BR09 

- 以上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時間及轉機點以說明會資料為最終確認 - 

 



夜夜舒眠是公主遊輪對你真摯承諾，維持一貫的高品質，所有艙房都堅持採用 100%埃及棉製寢具，鬆軟溫
暖。陽台艙面積為 6.5 至 7.7 坪，舒適精美，內部設施一應俱全。還含有一個約 1.3 坪的私人陽台讓您在

艙房內盡情領略迷人海景。 
 

 

（住宿） 

 
 
最後一晚，在公主遊輪的中庭
廣場，舉行氣球歡送大派對。 
「氣球派對」是一種西化的社
交方式，氣球派對就是通過氣
球這個載體將快樂傳遞的一種
方式。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溫哥華國際機場 

【溫哥華】被票選為世界上最美麗與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之一，其電影製片業發達，是北美洲繼洛杉磯、紐約之後
第三大製片中心，素有北方好萊塢之稱。 

※貼心提醒： 

1.飛行參考時間：桃園國際機場→１０小時３０分→溫哥華 

2.第一天搭飛機，建議您穿著寬鬆的衣服及舒適的鞋子 

3.由於航程關係，請攜帶口罩、眼罩、空水瓶、保暖外套，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4.出發前，請至本公司參加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5.如有特殊餐食(不吃牛、雞、羊、海鮮、蛋奶素或嚴格素)，請務必於團體出發日前10天告知 

6.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之先

後順序或旅遊路線，敬請貴賓們諒解。 

 

餐食 早餐：Ｘ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中式消夜 

住宿 Pacific Gateway Hotel at Vancouver Airport 或同級 

 

第二天 溫哥華→維多利亞【喬治亞海峽渡輪之旅、布查花園、維多利亞市區觀
光、中國城、省議會大廈、雷鳥圖騰公園、MILE 0】→溫哥華★此為台中廣

播專屬行程 

 【喬治亞海峽渡輪之旅】今日將搭乘豪華渡輪(航行時間約1小時30分)從溫哥華出發，前往芬芳四溢的“花園城市”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省會維多利亞，途中您可盡情欣賞喬治亞海峽迷人的海景風光，城市中彌漫著優雅的英國風

采，19世紀的建築充份反映出英國文化對此地的影響。如今市民日常生活仍舊因襲著英國傳統。 

  【布查花園】極負盛名的布洽花園位於維多利亞市北邊，園內有系列的規劃出不同型態的園區。每個主題都值得您

細細品味，不論是壯麗的低窪花園還是盛放的玫瑰園、雅致的日本庭園以及唯美的義大利花園，更不論是賞花還是

欣賞此地的造景，都能讓您大飽眼福。您可對照花卉手冊上的圖鑑來辦認花種，若您對拈花惹草有興趣，也幾乎都

能在布洽花園內的禮品找到唷。★【布查花園花餐】特別安排在花園享用西式餐食。 

  【維多利亞市區觀光】參觀英國風味濃厚的維多利亞市包括：【中國城】、【省議會大樓】、及【雷鳥圖騰公園】，

並可在橫加國道一號公路的終點【MILE 0】拍下值得紀念的照片。觀光結束後將搭乘渡輪，離開維多利亞返回溫哥

華。 

 

餐食 早餐：Ｘ 午餐：布查花園花餐           晚餐：日式風味餐 

住宿 Pacific Gateway Hotel at Vancouver Airport 或同級 

 

第三天 →溫哥華【加拿大廣場、飛越加拿大４Ｄ模擬行電影】→遇見黃金公主
遊輪 Golden Princess【遊輪預計 16: 30 啟航】 

今日早餐後搭乘渡輪返回溫哥華前往【加拿大廣場】1986年世界博覽會的展

覽場地，狀似揚帆的蓬頂式建築，取其為海洋城市之義，是溫哥華市中心的標

志性建築，其設計與雪梨歌劇院和丹佛國際機場的外部類似，獨樹一格的海濱

白色五帆標誌與蔚藍海天互相輝映，讓人不禁想一窺究竟! 

  【飛越加拿大FlyOver Canada ４D模擬飛行電影】是加拿大首座配合大球幕

的動感飛行劇院，影片內容來自惠斯勒的電影團隊，以一整年的時間飛過東

芬蘭拉布拉多省的冰河，再往西至魁北克省滿山火紅的楓樹林，穿過多倫多

霓紅夜景，再掠過壯觀的尼加拉瓜大瀑布等拍攝著名美景。加上了微風吹拂、

水霧及不時散出的氣味特效，讓您充分感受加拿大的壯麗風光。 

 【與黃金公主號的美麗邂逅～】找出自己喜歡的表情，擺出專屬於您的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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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專業領隊參觀遊輪上各項硬體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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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 

   1. 今天前往碼頭辦理登船手續，碼頭人數眾多，請您耐心等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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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行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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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D飛行劇院，需身高滿102公分以上方可體驗，如未達身高則每人退$20加幣，敬請見諒！ 請於報名付訂時即告知您的業
務方能退費TKS。 

 

預計登船時間 12:00 啟航時間 16:30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 黃金公主遊輪 Golden Princess 陽台艙艙兩人一室 
 

第四天 內灣巡遊 
 今天全日航行於海上，早上沒有morning call，您可以睡到自然醒，也可以自遊自在的享受早餐時光。遊輪上歡樂

氣氛總是讓人情不自禁地參與各項豐富活動。在飽覽絢麗風光之餘，還可以讓身、心、靈全部徹底放鬆。入夜了，

可參加豪華遊輪為貴賓們精心舉辦的盛大歌舞宴會，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無限歡樂和美好時光，您將永遠不會

忘記這段精采航程。★當天晚上將會在遊輪的中庭廣場舉行船長歡迎晚宴（請穿著正式服裝參加），其中香檳瀑布

是公主遊輪船長歡迎晚宴派對最大的特色。從高處傾瀉而下的香檳瀑布奇景，是公主遊輪獨家安排歡迎旅客登船的

神聖儀式。在金碧輝煌的中庭廣場以200多個高腳杯堆疊出超過1層樓高的玻璃金字塔，旅客將受邀登高至塔頂，高

舉酒瓶將香檳倒下，船上專業攝影師將為旅客記錄下這歷史性的一刻。 

※ 貼心提醒 

船上活動請依據『每日中文行程表』為準，您可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參加！(領隊會於前一晚將翻譯好的每日中

文行程表發送至各位貴賓手上) 

 

餐食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 黃金公主遊輪 Golden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五天 朱諾JUNEAU(黃金打造的首府)→棉田豪冰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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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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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狗沙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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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行程為獨立規劃，車輛安排將毋須與他人合車，非一般遊輪團體均要合車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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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多為步行參觀，建議穿著舒適好走的鞋子。 

 3.下船請記得攜帶雨具，以備不時之需。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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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輪抵達時間 12:00 遊輪啟航時間 22:00 

餐食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 黃金公主遊輪 Golden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岸上景點 朱諾小鎮步行街。 

門票景點 棉田豪冰河、羅伯山纜車 

 

第六天 史凱威SKAGWAY【繁榮百年淘金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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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隘口之旅】特別安排專車沿著白色隘口鐵道路線，行駛在貫穿美、加兩國的克朗代克公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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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來

到美、加邊界屬於 B.C.省的白色隘口時，19 世紀淘金客為了找尋黃金，不辭辛勞翻山越嶺到加拿大育空領地，昔日淘

到黃金的喜悅景象全都猶如時光倒流般的湧現，白色隘口傳奇之旅值得您身歷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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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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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傍晚返抵遊輪碼頭。 

(本日可事先預約，自費搭乘直升機自空中俯瞰萬年冰河奇景，並降臨冰河上親自觸摸萬年冰川。US349.95 全部行程

約 2 小時,包括冰川健行專用登山鞋及背心、安全簡報、直升機單趟飛行 20 分鐘(來回共 40 分鐘)、冰上健行 40 分鐘) 

 

 

 

 

 

 

 

 

 

※ 貼心提醒 

1.今日要穿越美、加邊境，下船請記得攜帶護照正本以供檢查！ 

2.峽谷山上氣溫較低，請備足禦寒衣物、雨具，若天氣晴朗，請帶太陽眼鏡。 

3.今日行程多為步行，建議穿著舒適好走的鞋子。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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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輪抵達時間 07:00 遊輪啟航時間 20:30 

餐食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 黃金公主遊輪 Golden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岸上景點 史凱威火車站、北極兄弟館、克朗岱克史績國家公園旅客服務中心、紅蔥酒吧 

特別安排 白色隘口之旅 

 

第七天 冰河灣國家公園巡航【體驗震撼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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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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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將於遊輪上專屬空間舉行台中廣播

聽友活動。 

※ 貼心體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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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輪抵達時間 06:00 遊輪啟航時間 15:00 

餐食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 黃金公主遊輪 Golden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特別安排 世界遺產～冰河灣國家公園巡航 
 

第八天 凱契根KETCHIKAN【小溪街、桃莉之家、原住民圖騰柱、伐木工人秀、
纜車】 

【世界鮭魚之都‧凱契根】阿拉斯加第一城的美譽，並以「鮭魚之城」

而聞名，加上終年多雨，山腰上雲霧飄渺，山頭上一片積雪，整個

城市看來煙雨迷濛別具獨特風情，因此也有「紅雨鞋」的趣稱。是

阿拉斯加第四大，最早被發現之淘金古鎮之一，附近印第安圖騰中

心及鮭魚溯溪等景勝。這座城市，最早的市區沿著鹿山山腳，建造

在突出水邊的木椿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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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鏡頭一條街‧小溪街】緊鄰在遊輪碼頭邊的，就是棋跨在凱契

緊鄰在遊輪碼頭邊的，就是棋跨在凱契根河上的小溪街，這裡是凱

契根昔日的紅燈區，包括黑瑪莉、桃莉之家等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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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綠色木牆‧桃莉之家】紅屋簷及窗櫺非常醒目，時當年妓院，小

小的櫥窗邊有不少展示品，有如一個秀，遙想當年，煙霧瀰漫的小酒店中，鶯鶯燕燕頻頻招手，昏黃的燈光下，水

手們聚集在此。 

 【印地安鏗傑族－圖騰故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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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纜車來回，登上Cape Fox Lodge，自高處遠觀凱契根遊輪碼頭美景。 

 【伐木工人秀】現場除了展現精湛的伐木工藝之外，透過有趣的精采表演秀進而深入了解伐木過程與方法，寓教於

樂增添旅遊樂趣。 

 

遊輪抵達時間 09:00 遊輪啟航時間 18:00 

餐食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皇冠海鮮餐廳 

住宿 黃金公主遊輪 Golden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岸上景點 凱契根小溪街、桃莉之家、原住民圖騰柱 

特別安排 伐木工人秀、凱契根纜車 
 

第九天 海上巡航 



 今日航行於海上，遊輪上歡樂氣氛總是讓人情不自禁地參與各項豐富活動。在飽覽美麗景致之餘，還可前往甲板上

的原木跑道慢跑、散步，迎接晨曦，來個日光浴，也可前往健身房、水療養顏美容中心、按摩池，好好舒鬆筋骨。

今天您一點都不會無聊，建議您可參閱『每日中文活動表』，選擇喜歡的活動參加或盡情享受精緻美饌、下午茶或

前往酒吧喝杯飲料，聽聽音樂、聊聊天。也可逛逛精品名店享受海上購物樂趣，或前往體驗海上賭場小賭一下或參

加有趣的賓果遊戲等。千萬不可錯失參與遊輪上各項免費活動或設施的機會。入夜後別忘了前往『公主劇院』欣賞

精彩的歌舞表演，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晚上將在公主遊輪的中庭廣場，舉行氣球歡送大派對。「氣球派對」是一

種西化的社交方式，通過氣球這個載體將快樂傳遞的一種方式。 

 

※特別叮嚀：今日全日航行於海上，煩請優先參照由我們特別提供的『中文每日活動表重點整理～來計畫您一整日海

上的精彩生活！領隊同時將協助規劃一系列相關建議活動，出了房門不知道去哪？快來集合跟領隊一同歡樂！ 
 

餐食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於遊輪上享用         晚餐：於遊輪上享用 

住宿 黃金公主遊輪 Golden Princess 陽台艙兩人一室 
 

第十天 溫哥華【蓋士鎮、迷你彩虹船、格蘭維爾島、卡皮拉諾吊橋公園、史丹
利公園、溫哥華 OUTLET】／溫哥華國際機場 

今日離船後，開始展開溫哥華市區觀光行程。溫哥華的發源地～【蓋士鎮】至今街道仍保留古色古香的景觀，這一帶

的紀念品商店幾乎是連成一片，想買些帶有當地特色的紀念品可得在這用心逛逛，當然也別忘了和全世界第一座蒸汽

鐘合影留念。★特別安排搭乘小巧可愛的迷你彩虹船前往曾在紐約獲得最佳市集的格蘭維爾島。 

【格蘭維爾島】此島猶如縮小版的溫哥華，約十五公頃大的小半島，擁有二百多家特色商店及琳瑯滿目的蔬果、海鮮

和各式食材的◎公共市場 Public Market；也有街頭藝人表演，含括文化、藝術、吃喝玩樂等各個層面，沿岸停靠的

遊艇和風帆將整個半島包圍起來，形成具有動態美的風景，坐在市場西北角享受陽光，眺望英倫灣 English Bay 美景，

更是最受遊客歡迎的景點。 

【卡皮拉諾吊橋公園】是溫哥華最古老的觀光景點，這裡有全世界最長的步行吊橋，吊橋長度約 136 公尺，公園被吊

橋分為東西兩側，一共大致有 4 個部分：吊橋、懸崖漫步、樹上漫步、散步道，公園內還有原住民圖騰等等藝術作品

可以參觀。（台中廣播專屬行程） 

【史丹利公園】，它是北美最大的公園，加拿大人稱它是北美的肺；除了賞花之外亦可以觀賞印地安人的圖騰柱以及

橫跨海灣的獅門大橋，和紐約中央公園的氣勢不相上下。 

【溫哥華 OUTLET】，讓您有最後衝刺時間，由 McArthurGlen 集團與溫哥華機場管理局合資成立。McArthurGlen

集團是歐洲頂尖的設計品牌奧特萊斯零售專家，如今也把此精品風搬進溫哥華。（台中廣播專屬行程） 

★晚餐安排【中式龍蝦海鮮餐】，享用豐盛的海鮮龍蝦料理，為此行程畫下完美的句點。餐後搭乘專車前往溫哥華

機場搭機返回國門。飛航越過國際換日線於次日抵達國門，夜宿機上。 

※ 貼心提醒： 
 1.今日結束愉快的遊輪海上假期 
 2.隨團領隊將協助您辦理離船手續，因人數眾多，請耐心等候及配合 
 

遊輪抵達時間 07:30 預計離船時間 10:00 

餐食 早餐：於遊輪上享用 午餐：港式飲茶 晚餐：中式海鮮餐 

住宿 機上 

岸上景點 蓋士鎮、迷你彩虹船、格蘭維爾島、卡皮拉諾吊橋公園、史丹利公園、溫哥華 OUTLET 
 
 



第十一天 溫哥華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揮別溫哥華拾起充滿回憶的行囊帶著滿足的身心靈，再見了加拿大！今日登機返回台灣，因為飛越國際換日線，夜

宿於機上。您可在機上享受空服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彩的電影，更可以呼呼大睡，直到回到溫暖的家。飛行

參考時間：溫哥華→１２小時０５分→桃園 
 

餐食 早餐：機上餐食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 機上 

 

第十二天 桃園國際機場 

 因時差之故，班機將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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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再忙也要去旅行喔！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餐食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Ｘ 

住宿 溫暖的家 

 

【本公司保有因航空公司及遊輪公司及國外當地旅行社之更動而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以上行程及參考航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售價：NT$139,900 元/人 

早鳥優惠：每人折扣 10,000 元， 

限 2019/1/31 前報名付訂金 

 

 

 

 

 

 

 

 
此報價已包含： 

1.全程導遊領隊/司機/船艙小費/機場接送費 

2.升等郵輪付費餐廳用餐一餐(價值 29 美元)， 

再額外贈送每人一張餐廳抵用券(價值 29 美元)， 

餐卷可於遊輪上自由使用(需請領隊協助預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