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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團費 :   港幣 $122,999.00 起每位 
         港幣 $66,999.00 起每位 (不包括香港至美國來回機票) 
 

團費包括 :  團費不包括 : 
國泰航空商務客艙往返洛杉磯  (由洛杉磯至安克拉治來回採用阿拉

斯加航空商務客艙) 
每天午餐及晚餐 

每天酒店早餐 簽證費用 

華語導遊兼任司機服務費 燃油附加費及機場稅 (港幣 $3,012) 

觀光專用(5 座)小型車  酒店內之雜項(如電話費,洗衣費等) 

行程所列之觀光入場費  
 

交通資料﹕乘坐國泰及阿拉斯加航空(CX N AS)往返 (註︰航班資料最後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香港  洛杉磯 CX884 約中午 12:55 起飛 / 於同日早上 11:10 抵達 

洛杉磯  安克拉治 AS462 約中午 14:50 起飛 / 於同日下午 17:28 抵達 

安克拉治  洛杉磯 AS154 約下午 11:30 起飛 / 於同日晚上 18:40 抵達 

洛杉磯  香港 CX885 約中午 12:55 起飛 / 於翌日晚上 18:55 抵達 

 

 

第一天 
香港 > 洛杉磯 (機程約 12 小時 15 分鐘) > 安克拉治  

(機程約 5 時 45 分鐘) 
安克拉治 (Anchorge) : 是阿拉斯加第一大城，安克拉
治。號稱「人間最後一塊淨土」，她位於阿拉斯加南部，
是該州第一大城，全州 72 萬的人口中，有一半以上人
口住在該巿。安城西邊濱鄰太平洋的海灣，東邊則有壯
麗的洛磯山脈，風景相當漂亮，市區內棋盤式的街道，
整齊寬敞，是個典型的美國城巿。 
是日本社提供專車以從機場接往市內餐館享用晚膳 , 
餐後返回酒店休息。 
住宿 : Sheraton Anchorge Hotel & Spa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二天 
安克拉治 > 阿拉斯加動物園 > 迴轉灣公路 > 基奈

國家森林 > 庫克灣海岸公路 > 荷馬 

阿拉斯加動物園 (Alsaka Zoo) : 觀賞北極熊、大棕熊

（陸上最大獵食動物）、黑熊、北極狼、北美馴鹿、高

山雪羊、麋鹿、麝香牛、白頭鷹等阿拉斯加特有生物。 

迴轉灣公路 ( Turnagain Arm) : 全美國家景觀公路之
舒華德公路路段之一及於 2000 年由美國交通部票選為

全美最美麗公路。沿途由高聳筆直且覆蓋著白雪的極帶

杉林、北太平洋平靜無波的海灣、綿延數千里的冰河，

以及一望無際的極地野花所組成，風景美不勝收。 

基奈國家森林 (Kenai Forset National Park) : 此保

護區亦為棕熊、黑熊、麋鹿、野狼、白頭鷹和其他野生

動物之鄉。綿延流經保護區的基奈河，以國王鮭和牛奶

藍的美麗河水聞名。 

 

庫克灣海岸公路 (Cook Inlet Coastal Highway) : 右
邊海面上常有北極白鯨、海狗、海豚等會向您打招呼；
左邊則是國家公園的美麗森林，沿途風光目不暇給，蔚
藍的天空、壯闊的雪山、冰河與冰原、蒼鬱濃綠的黑杉
林、五顏六色綿延數百公里的極地野花及湛藍的海水，
平靜如鏡的太平洋洋面，將天空及陸地上的景緻倒影，
一一反射在洋面上，這就是人間仙境。在這段公路上，
處處是景點，隨處可拍照，每張照片皆可作為明信片。 
住宿 : A Memorable Experience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三天 

荷馬 > 天空景觀道路 > 阿拉斯加海島和海洋訪客中

心 > 藝術街碼頭 > 荷馬 

天空景觀道路 (Sky View Highway) : 沿途上五彩繽

紛綻放的野花將翠綠的山脈妝點得多彩豔麗，海灣兩側

綿延不斷的冰河山脊，十分遼闊壯麗，從高處鳥瞰整個

湛藍海灣全景，海天連成一色，美景讓人屏息，彷彿置

身仙境。 

阿拉斯加海島和海洋訪客中心 (Alaska Islands and 
Ocean Center) : 內有海鳥劇場，使您置身於阿留申群

島的生活中。 
住宿 : A Memorable Experience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http://www.leisurelytou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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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荷馬 > 羅斯河 > 出口冰河 > 舒華德 

俄羅斯河 (Russian River) : 可看到大量鮭魚迴游、人

們忙於捕捉和灰熊開口等魚的場面。  

出口冰河 (Exit Glacier) : 你可以直接走上去，看到冰

河內部呈現深藍色，時而還可聽到冰河斷裂時所發出的
嘶嘶作響聲。冰河彷彿一條從高山流向深谷，流經一段

地勢落差極大的大河一樣，氣勢磅礡，萬馬奔騰。只是

這河裏流著的是堆積數萬年的冰而不是水，這種靜態的

衝擊，讓您彷彿經過一條時光隧道，回到地球形成時的

冰河時期，並且’時’和’光’都停下來了，這樣的場

面，讓人們心裏產生靜態的無比震撼。 

入住 : Holiday Inn Express Seward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五天 

舒華德 > 基奈冰峽灣國家公園 > 安克拉治 
基 奈冰峽 灣國 家公園  (Kenai National Fjords 
Park)  : 乘坐遊輪巡遊國家公園。沿途觀賞壯麗的冰
崩景觀及豐沛的海洋動物，如成群的各種鯨魚群、海
豚、海狗、海獅、阿拉斯加企鵝和有毛海獺，以及多種
且大量的水鳥。沿途均為高山地形的海岸所包圍，高山
上全被白雪所覆蓋，山與山則為注入太平洋的冰河。每
艘船上，而且，船長擅長於搜尋各種野生海洋動物和水
鳥的出沒，更會即時廣播讓遊客欣賞拍照，也會詳細解
說各種海洋生物的特性。 
入住 :  Sheraton Anchorge Hotel & Spa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六天 
安克拉治 > 公園景觀道路 > 塔基納 > 丹奈利國家
公園 
塔基納（Talkeetna） : 位於 Mt. McKinley 南方約 150

公里處，人口約 740 人，是先前採礦人和捕獸人出發

攻頂的基地和交換收獲品的巿集。該鎮以南甚為平坦，

但一河相隔的北邊則為北美最高峰和美國聖山 Mt. 

McKinley(高度 6,194 公尺)，第二高峰 Mt. Froker(高

5,303 公尺)和高 4,442 公尺的 Mt. Hunter，構成綿延

數百公里的雪山、冰河和聖山交織而成的奇景，令人心

中興起一股莫名的震撼。 
麥金尼山觀景奌 (Mt. McKinley Outlook) : 她可算是

美國人心中的聖山和全北美洲第一高峰，客人可在此遠

眺聖山之雄偉景色。 

入住 : McKinley Chalet Resort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七天 

丹奈利國家公園 > 遊園公車 > 北極苔原 > 艾爾生
遊客中心 

丹奈利國家公園和保護區 (Denali National Park)  :  

是美國最大的國家公園之一，成立於 1917 年。擁有超

過 24,585 平方公里的保育地，這個地區內還有 40 多

座冰山。Denali 在阿拉斯加語中有【偉大】的意思。

丹奈利國家公園是世界最大的生態保育區，區內擁有

750 種開花植物、39 種哺乳類動物、165 種鳥類、10

種魚類。北美灰棕熊、麋鹿、北美馴鹿、道爾山羊和狐

狸也是區內常見的動物。生態。 
遊園公車 (Park Tour Bus) : 此車不設站牌、隨叫隨停

的。遊園公車上可觀賞兩旁的天然景觀。隨時都有可能

有野生動物出現，其中以棕熊、黑熊、麋鹿、山羊最為

常見。 

入住 : McKinley Chalet Resort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八天 

丹奈利國家公園 > 喬治公園紀念碑 > 莫里斯湯普森

文化及遊客中心 > 阿拉斯加大油管 > 費爾班克斯 

> 晚上探索北極光 
莫里斯湯普森文化及遊客中心  (Morris Thompson 

Cultural and Visitors Centre) :  展示阿拉斯加中部

內陸各個種族、自然景觀和四季變化等地方特色。另

外，該中心還會播放介紹關於極光形成和零下 40 度生

活的艱辛等影片。 
阿拉斯加大油管 (Alaska Oil Pipeline) : 這條由北極
洋岸的普羅灣到威廉王子灣的瓦爾迪斯的大油管，是為
了將北極洋海底儲存的大量原油，快速且廉價的從冰凍
的北極，輸送到石油消費區。該管全長八百英哩(1,280
公里)，其中一半埋在地下，另一半則位處北極永凍冰
層，因不穩必需高架在地上，再由一付龐大支架穿過永
凍冰層，到達堅固的地質。可算是一項艱巨一工程。 
入住 : Minnie Street Bed and Breakfast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九天 

費爾班克斯 > 復古蒸汽遊輪 > 北方極地博物館 >

聖誕老公公的家 >費爾班克斯> 晚上探索北極光 
復古蒸汽遊輪 (Classic Steam Boat Cruise) : 在河上

欣賞費爾班克斯珍娜的優美，尤其此時正值深秋。此時

阿拉斯加的深秋，將各種樹葉的顏色：黃、橘、紅、綠

等色交織得明亮刺眼。沒有楓葉的 ”阿拉斯加之秋”

對秋天的詮釋，絕對讓您對 ”秋天”的定義有個全新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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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極地博物館 (Artic Circle Museum) : 觀賞各種
極地展示：凍原、石油、北極光、愛斯基摩人等原住民
文化、淘金史和各種極地特有的野生動物。館內有一間
獨特的聽音室，您可安靜推門入室，閉上雙眼用心細細
聆聽北方極地春夏秋冬的季節變換，日月星辰的升起落
下，冰川雪水孕育滋潤著大地的生生不息。 
聖誕老公公的家 (Santa Clause Home) : 客人可和聖
誕老公公合影。館內擺設著目不暇給、種類繁多的聖誕
裝飾品，可在此寫張明信片捎給親友，蓋有當地郵戳，
是來自遙遠北極村的溫暖祝福。也可寄給自己，作為自
己送給自己的聖誕節祝賀。 
入住 : Minnie Street Bed and Breakfast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十天 

費爾班克斯 > 喬治公園紀念碑 > 公園景觀道路 > 
安克拉治 
喬治公園紀念碑 (George Park Monument) : 客人
可在此停車處，眺望阿拉斯加山脈和多條河流交織匯集
的美麗和澔瀚。 
公園景觀道路 (Park View Highway) : 從不同的角度
及時間，再次在景觀公路上，欣賞阿拉斯加山脈壯麗的
雪山群景色。 
住宿 : Sheraton Anchorge Hotel & Spa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十一天 

安克拉治 > 洛杉磯 (機程約 5 小時 10 分鐘)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坐加阿拉斯加航空前往洛

杉磯。 

(洛杉磯機場至酒店之接送由酒店以 shuttle bus 形式

提供) 
住宿 : Westin Hotel Los Angeles Airport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餐推介 : 費用自理。                                        
晚餐推介 : 費用自理。                             
 

第十二天 

洛杉磯 > 香港  (機程約 12 小時 15 分鐘)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坐國泰航空客機直航返回香港。 

(酒店至洛杉磯機場之接送由酒店以 shuttle bus 形式

提供) 
住宿 : 於航機上  
早餐於住宿酒店                                    
午晚餐於航機上。                                        
 
 

 

 

第十三天 
香港 

是日早上安抵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