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斯加Alaska

2023

7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2023 -  5月至9月 星期六、星期日啟航*

美國 - 西雅圖 | 阿拉斯加 - 朱諾, 史開威, 冰川灣國家公園觀, 凱次坎 |加拿大 - 維多利亞

*尋夢公主號®航程恩迪科特臂峽灣和道斯冰川
  取代冰川灣國家公園
  尋夢公主號®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西雅圖 登船及離船

HK$ 6,389起
內艙房

HK$ 9,509起
露台房

HK$ 13,565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尋夢公主號® Discovery Princess®

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2022新船

請於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https://bit.ly/3vdVLDN) 查閱最新的郵輪資訊、建議及注意事項。 所有郵輪已升級至MedallionClass®

阿拉斯加深度遊 + +郵輪
觀景
火車

野外
度假屋

我們的野外度假屋設有四個，分別鄰近國家公園附近，共4款陸地行程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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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Princess® voyages may sail on the west side of Vancouver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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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塵囂冒險之旅
O� the Beaten Path 6 - 8 天

･ 深入阿拉斯加本土

･ 到訪費爾班克斯及/或
   安哥拉治

･ 在丹奈利國家公園學習
   自然歷史

･ 到訪基奈峽灣國家公園及/或

   朗格－聖伊利亞斯國家公園

   暨保護區

･ 包括部份觀光活動

豪華隨行之旅
Connoisseur 5 - 10 天

･ 提供頂級享受³

･ 到訪費爾班克斯或安哥拉治

･ 有專屬導遊隨行

･ 在丹奈利國家公園參加凍原
   荒野之旅

･ 到訪基奈峽灣國家公園及/
   或朗格－聖伊利亞斯國家公
   園暨保護區

･ 包括部份觀光活動

･ 包括大部分膳食

自由行之旅
On your own 3 - 4 天

･ 經濟之選

･ 到訪費爾班克斯或安哥拉治

･ 適合自由行旅客

･ 旅客可因應需要而自行安
   排行程

丹奈利探險家之旅
Denali Explorer 3 - 6 天
･ 最受歡迎

･ 到訪費爾班克斯或安哥拉治

･ 在丹奈利國家公園學習自然

   歷史

･ 包括部份觀光活動

7   阿拉斯加冰川峽灣天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2023 -  5月至9月 星期三、星期六啟航

加拿大 - 溫哥華 | 阿拉斯加 - 凱次坎, 朱諾, 史開威, 冰川灣國家公園觀, 學府峽灣觀, 

安哥拉治(惠提爾)

北行: 溫哥華 登船 | 安哥拉治 (惠提爾) 離船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至尊公主號® Grand Princess®

阿拉斯加 - 安哥拉治(惠提爾), 哈伯德冰川觀, 冰川灣國家公園觀, 史開威, 朱諾,  凱次坎 | 

加拿大 - 溫哥華

南行: 安哥拉治 (惠提爾) 登船 | 溫哥華 離船

*藍寶石公主號®9月6日 北行行程：
  哈伯德冰川取代冰川灣國家公園
#盛世公主號®南行行程： 冰峽點取代史開威 HK$ 5,765起

內艙房

HK$ 9,665起
露台房

HK$ 13,175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想深入體驗阿拉斯加當地的風土人情及捕捉野生動物蹤影，

可在7天的阿拉斯加冰川峽灣假期前或後參加我們陸地的行

程。乘搭公主郵輪獨家的Direct-to-the-Wilderness® 火車前往

阿拉斯加中心，並留宿在我們的野外度假屋探索丹奈利國家公園(Denali National Park)等著名景點及沉浸於壯闊美景之中。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A314,A315,8313,8314,H312,H313,A316,A317,8315,8316,H314,H315,A318,A319,8317,8318,H316,H317,A320,A321,8319,8320,H318,H319,A322,A323,8321,8322,H320,H321,A324,A325,8323,8324,H322,H323,A326,A327,8325,8326,H324,H325,A328,A329,8327.8328,H326,H327,A330,A331,8329,8330,H328,H329,A332,A333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X321,1315N,X322,1316N,X323,1317N,X324,1318N,X325,1319N,X326,1320N,X327,1321N,X328,1322N,X329,1323N,X330,1324N,X331,1325N,X332,1326N,X333,1327N,X334,1328N,X335,1329N,X336,1330N,X337,1331,X338,1332,X339,1333,X340,1334


觀: 觀光之旅

8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2023 -  5月5日

加拿大 - 溫哥華 | 阿拉斯加 - 凱次坎, 恩迪科特臂峽灣和道斯冰川觀, 朱諾, 史開威
錫特卡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溫哥華 登船及離船

HK$ 7,559起
內艙房

HK$ 11,069起
露台房

HK$ 14,579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7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2023 -  5月10日 | 9月20日

加拿大 - 溫哥華 | 阿拉斯加 - 朱諾, 史開威, 冰川灣國家公園觀, 凱次坎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溫哥華 登船及離船

HK$ 7,520起
內艙房

HK$ 10,484起
露台房

HK$ 13,214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7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2023 -  5月5日

加拿大 - 溫哥華 | 阿拉斯加 - 朱諾, 史開威, 恩迪科特臂峽灣和道斯冰川觀, 凱次坎

溫哥華 登船及離船

HK$ 7,208起
內艙房

HK$ 9,548起
露台房

HK$ 11,888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皇冠公主號® Crown Princess®

7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2023 -  9月24日

HK$ 6,311起
內艙房

HK$ 10,211起
露台房

HK$ 13,097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西雅圖 登船 | 溫哥華 離船

尋夢公主號® Discovery Princess® 2022新船

美國 - 西雅圖 | 阿拉斯加 - 凱次坎, 恩迪科特臂峽灣和道斯冰川觀, 朱諾, 史開威 | 

加拿大 - 溫哥華

立刻預訂

溫哥華 登船及離船

10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2023 -  5月23日 | 6月13*日 | 7月4, 25日 | 8月15日 | 9月5日 

加拿大 - 溫哥華| 阿拉斯加 - 錫特卡, 哈伯德冰川觀, 冰峽點, 朱諾, 史開威, 凱次坎

HK$ 8,495起
內艙房

HK$ 13,175起
露台房

HK$ 17,075起
迷你套房

皇冠公主號® Crown Princess®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 恩迪科特臂峽灣和道斯冰川取代哈伯德冰川 

5   阿拉斯加精選航線天

2023 -  5月1日

加拿大 - 溫哥華 | 阿拉斯加 - 朱諾, 凱次坎 

溫哥華 登船及離船

HK$ 4,985起
內艙房

HK$ 7,325起
露台房

HK$ 8,495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至尊公主號® Grand Princess®

https://www.princess.com/search-cruise/details/?voyageCode=A313
https://www.princess.com/search-cruise/details/?voyageCode=3310N
https://www.princess.com/search-cruise/details/?voyageCode=H311
https://www.princess.com/search-cruise/details/?voyageCode=X341
https://www.princess.com/search-cruise/details/?voyageCode=8312
https://www.princess.com/search-cruise/details/?voyageCode=3312N


盛世公主號® Majestic Princess®

10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2023 -  9月16日

加拿大 - 溫哥華| 阿拉斯加 - 凱次坎, 朱諾, 史開威, 冰峽點, 冰川灣國家公園觀, 

哈伯德冰川觀

溫哥華 登船及離船

HK$ 9,821起
內艙房

HK$ 16,061起
露台房

HK$ 19,181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11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2023 -  4月29日

加拿大 - 溫哥華 | 阿拉斯加 - 哈伯德冰川觀, 冰峽點, 朱諾, 史開威, 冰川灣國家公園觀 , 

錫特卡, 凱次坎
溫哥華 登船及離船

HK$ 9,275起
內艙房

HK$ 14,735起
露台房

HK$ 20,975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錫特卡取代史開威
# 凱次坎及史開威取代錫特卡及海恩斯
* 凱次坎取代錫特卡
~ 錫特卡取代史開威

10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紅寶石公主號® Ruby Princess®

三藩市 登船及離船

美國 - 三藩市 | 阿拉斯加 - 朱諾, 史開威, 冰川灣國家公園觀, 凱次坎 | 加拿大 - 維多利亞

前往冰川灣國家公園

2023 -  5月7日 | 6月6, 26日 | 7月6~日| 8月15日

美國 - 三藩市 | 阿拉斯加 - 朱諾, 史開威, 恩迪科特臂峽灣和道斯冰川觀, 凱次坎 | 

加拿大 - 維多利亞

前往恩迪科特臂峽灣和道斯冰川

2023 -  5月17日 | 6月16^日 | 7月16^日 | 8月25^日 | 9月4, 14日  

美國 - 三藩市 | 阿拉斯加 - 錫特卡, 海恩斯, 朱諾, 崔西峽灣觀 | 加拿大 - 維多利亞

前往崔西峽灣

2023 -  5月27日 | 7月26#日 | 8月5*日

HK$ 10,055起
內艙房

HK$ 14,735起
露台房

HK$ 19,805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觀: 觀光之旅

價錢以雙人房每位計算，包括政府稅項及港口服務費，並不包括機票費用。此單張內容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公主郵輪有權更改任何內容而不作另行通知。

princess.com 2952 8066 聯絡旅行社6898 8919

2023 -  5月12日 | 6月2, 23*日 | 7月14日 | 8月4*, 25日 | 9月15日 

11   阿拉斯加內灣航線天

溫哥華 登船及離船

HK$ 9,158起
內艙房

HK$ 13,838起
露台房

HK$ 17,738起
迷你套房

立刻預訂

皇冠公主號® Crown Princess®

加拿大 - 溫哥華 | 阿拉斯加 - 錫特卡, 哈伯德冰川觀, 冰峽點, 史開威, 朱諾, 凱次坎 |  

加拿大 - 維多利亞

   港口次序或有不同
* 海恩斯取代史開威 

https://www.princess.com/search-cruise/details/?voyageCode=8331
https://www.princess.com/search-cruise/details/?voyageCode=H310N
https://www.princess.com/search-cruise/details/?voyageCode=3311N
https://www.princess.com/cruise-search/results?voyages=R313,R314,R316,R315,R318,R317,R319,R320,R323,R321,R322,R324,R325,R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