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斯加『冰川健行。遇見幸福極光』１０天 
 
 
 
 
 
 
 
 
 
 
 
 
 
 
 
極光在科學的解釋中，是太陽風與地球磁場碰撞發生的放電現象～ 
在離地球六十英里遠的天空，織出一道電子光河，釋放出一百萬兆瓦的光芒～ 
古羅馬的時代人們則相信...極光是勇士戰死後仍不息爭鬥的刀光劍影！ 
古老的中國有著這樣形容...在北斗七星的周圍，有一個光芒萬丈的光環... 
而對於北美洲的民族來說...極光就像是精神生活的一部份...是巨人幫漁夫照明而執起的火把... 
這種種的傳說及故事，隱約提醒著我們尊重大自然並懷著敬畏與感恩的心 ︿︿ 
 
極地幸福規劃  
★於極光重點區域費爾班克斯住宿四晚，並安排極光觀測小屋三晚 
★於安克拉治幸福享用阿拉斯加特產「帝王蟹料理」，肥美的蟹肉入口，令人吮指回味。 
★ 安排北極熊阿普的家「阿拉斯加動物園」 
★ 別具特色的『幸福極光之旅』，精緻觀測小屋備有暖氣、咖啡及茶讓你溫暖的迎接幸福極光。 
★ 體驗『溫泉泡湯』並有機會觀賞極光的奇幻美景。 
★ 品味純淨阿拉斯加冰所做的『冰杯特調雞尾酒』＆ 參觀「聖誕老人之家」與老公公合影留念。 
★ 前往西雅圖『PREMIUM OUTLET』，可在此大肆採購一番，以平價的價錢購到美國知名品牌。 
多元美食。豐富味蕾： 
★ 安克拉治大啖『Glacier Brew House 阿拉斯加帝王蟹料理』。 
★ 輕鬆享用珍娜溫泉度假村內美味『牛排餐或鮭魚排餐』。 
 
出發日期：2019 年 11 月 23 日、12 月 21 日 
         2020 年 1 月 4 日、2 月 8 日 
參考航班：（CX）國泰航空。 



天 數 起飛地 抵達地 航班號碼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1天 

台北TPE 香港HKG CX451 19:35 21:40 2時05分

香港HKG 西雅圖SEA CX858 23:55 20:00 12時05分

西雅圖SEA 費爾班FAI AS103  23:30 02:20 3時50分

第8天 安克拉治ANC 西雅圖SEA
AS104 14:00 18:30 3時30分

或DL2855 15:20 19:42 3時22分

第9天 西雅圖SEA 香港HKG CX857 00:05 05:25+1 13時20分

第10天 香港HKG 台北TPE KA486 08:00 09:45 1時45分

 
第 一 天 台北／香港/西雅圖／費爾班 

今日收拾起簡單的行囊帶著愉快又興奮的心情來到機場，飛往香港轉機前往西雅圖，想想在
機上看它個幾部電影，再小睡一會兒～我們就要抵達美國西岸三大城之一的「西雅圖』。由
於飛越國際換日線，於同日抵達後隨即轉機飛往阿拉斯加極光之都『費爾班』～是該州第二
大城市。於 1902 年因淘金而興，因位處高緯度，是北美洲最接近北極圈的主要城市，冬寒
且漫長，夏涼而短，並有永晝與永夜的現象。而今晚將連續安排三晚住宿於遠離市區，光害
較小區域，將會有更多的機會欣賞北極光。今晚...讓我們一同仰望夜空，期待綠光精靈的出現！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機上 
住宿: Bridgewater Fairbanks 或 Best Western Pioneer Park Inn 或 Westmark Fairbanks 
Hotel 或同級 

 
第 二 天 費爾班（北方極地博物館）－北極村－費爾班（極光觀測小屋） 

北方極地博物館 Museum of the North:極地博物館位於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分校內，其建
築師 Joan Soranno 以傳達阿拉斯加這塊淨土的意象為理念，藉由創新的空間設計來引起訪
客們對阿拉斯加山脈、冰川和育空河以及北極光的想像。在這座二層樓的博物館裡，一樓是
常設展覽，包含了阿拉斯加原生動植物生態的展示以及當地人與自然的互動。二樓為阿拉斯
加當代藝術家們的作品展覽。參觀完後對阿拉斯加的風土民情都會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北極村 City of North Pole 與聖誕老人的家 Santa Claus House:在距離費爾班東南邊 20 公
里的北極市，有一棟極具節慶氣氛的聖誕老人之家，在此除了可找到各式與聖誕節相關的飾
品、服裝，還有為乖小孩和”不那麼乖”的小孩準備的聖誕老人親筆信，可當場從設置的的
郵筒寄出。此外，聖誕老公公也會不定時的出現與遊客合照！ 
晚間為避免城市光害，將前往距市區一段距離，且備有桌椅暖氣及熱飲的★極光觀測小屋靜
待北極光的出現。 
◎下車參觀：聖誕老人之屋。 
☆門票安排：阿拉斯加大學北方極地博物館、極光觀測小屋。 
△車程參考：費爾班－約 30 分鐘（30 公里）－北極村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西式自助餐 晚餐：韓式風味火鍋餐 
住宿: Bridgewater Fairbanks 或 Best Western Pioneer Park Inn 或 Westmark Fairbanks 
Hotel 或同級 

 
第 三 天 費爾班（阿拉斯加大油管）－珍娜溫泉渡假村（冰雕博物館、珍娜溫泉泡湯、 
     極光觀測小屋）－費爾班 

阿拉斯加大油管 Alaska Oil Pipeline:這條縱貫阿拉斯加 1,287 公里的大油管從北極海的普拉
德霍灣出發，經費爾班到南部阿拉斯加灣的瓦爾迪茲由船運輸油。油管在地表會融化的凍土
區是架空興建的，但在需要埋藏的地方，例如與公路交匯點或雪崩高發點，就會把管道埋在
包上了一層冷凍絕緣層的坑中。另一個特色就是管道在地面是「之」字走向的，這種設計為
管道應付地震和熱漲冷縮預留了空間。 
冰雕博物館 Ice Museum:位於珍娜溫泉度假村園區內的冰雕博物館，館內常保攝氏零度以下
的低溫以保存館內的冰雕作品與冰製”家具”，訪客可參觀全用冰製成，配有四個小房間的
冰雕旅館，也可以在冰雕酒吧上，品嚐一杯由『冰杯』裝的青蘋果特調雞尾酒。( 註：依據
美國法令，年滿 21 歲者方可飲酒，故未滿 21 歲貴賓參團團費扣台幣 250 元。) 
珍娜溫泉泡湯 Chena Hot Springs:一百多年前被淘金客發現的珍娜溫泉，直至今日還持續提
供遊客們均溫攝氏 40 度的天然溫泉水。當夜間天氣晴朗的時候，在露天溫泉泡湯時就有機會
看到天頂閃現的極光喔。( 註：請自行攜帶游泳衣享受室內及露天溫泉泡湯樂。因天氣寒冷
顧及旅客安全，露天溫泉區規定年滿 18 歲以上方可前往。)  
晚餐後在珍娜溫泉渡假村附屬的★極光觀測小屋靜待北極光的出現，於凌晨返回費爾班。 
◎下車參觀或行車經過：阿拉斯加油管。 
☆門票安排：冰雕博物館、珍娜溫泉泡湯。 
△車程參考：費爾班－約 1 小時 20 分鐘（110 公里）－珍娜溫泉度假村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鐵板燒 晚餐：渡假村內西式料理 
住宿: Bridgewater Fairbanks 或 Best Western Pioneer Park Inn 或 Westmark Fairbanks 
Hotel 或同級 

 
第 四 天 費爾班（整日自由活動、極光觀測小屋）－ 

早餐後，您有自由活動的時間可以感受這個美麗的奇幻大地，可自行前往大型超市自由遊逛，
補充各式日常用品與食物，也可以在費爾班市街找到阿拉斯加特有的一些紀念品與伴手禮。
或者利用今天依個人喜愛參加不同的自費極地活動如狗拉雪橇、雪地摩托車、冰釣等等冬季
極地特有的活動，可深入體會阿拉斯加的自然生態之美。 
自費推薦：費爾班狗拉雪橇（自費金額每人 140 美金、酒店往返全程約 3-4 小時）我們精心
挑選具有專業執業資格、面積達 280 英畝廣闊場地帶的狗拉雪橇訓練營，讓您親身體驗馳騁
在阿拉斯加冰雪大地的無限樂趣。我們還會安排遊客與可愛的愛斯基摩犬親密接觸，場主還
會帶領大家參觀狗舍，講解阿拉斯加雪橇犬的歷史、飼養、訓練等情況，並且您還能親自與
雪橇夫一起套上一支狗隊，感受雪橇犬隊團結一致親密無間的協作精神。 
自費推薦：費爾班雪地摩托車駕駛（自費金額每人 160 美金，身高須滿 120 公分；酒店往返
全程約 2 小時，騎行時間約 1 小時）若想感受在冰雪覆蓋的皚皚原野上的速度與激情，就一



定不能錯過雪地摩托駕駛體驗。我們將帶您前往專屬場地，開啟一段飛馳電掣、充滿趣味和
挑戰的雪地摩托駕駛體驗之旅。經驗豐富的嚮導在為您進行簡明的駕駛培訓和須知講解後，
您就可以駕駛著雪地摩托在茫茫的山巒和銀色森林間穿行，中間還可以稍適停留，飽覽沿途
美景，體會最真實的快感和自由。 
自費推薦：冰釣（自費金額每人 150 美金，酒店往返全程約 5-6 小時）每年大約 11 月中至
次年 3 月底江河湖泊封凍，一般在冰的厚度達到 8~10 釐米時，即可行冰釣活動。由於水溫
很低，魚的生理活動受影響很大，處於半睡眠狀態，對外界影響的反應很遲鈍，所以警惕性
很低，再加上有很厚的冰層覆蓋，使外界的影響顯得很遲鈍，減少了外界變化對魚類的影響。 
晚餐後為避克城市光害，將前往距市區一段距離，且備有桌椅暖氣及熱飲的★極光觀測小屋
靜待北極光的出現。 
☆門票安排：極光觀測小屋。 

早餐：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 Bridgewater Fairbanks 或 Best Western Pioneer Park Inn 或 Westmark Fairbanks 
Hotel 或同級 

 
第 五 天 費爾班－丹奈利國家公園（生態科學研究所）－瓦希拉（艾迪塔羅狗拉雪橇總部） 

黃金心臟公園 Golden Heart Park:費爾班又稱為阿拉斯加的黃金心臟；更是印地安人與白人
的民族大鎔爐，位於珍娜河畔黃金心臟公園巨大的雕像，象徵民族融合所展現出來的活力！ 
莫里斯湯普森文化中心 Morris Thompson Cultural and Visitors Center:緊鄰著黃金心臟
公園，佔地八百四十平方公尺的文化中心，其中的常設展覽廳運用各式場景展現阿拉斯加的
自然、文化、旅遊的歷史和特色，在這裡也可以索取可現場蓋戳章的極光證書。 
生態科學研究所 Murie Science & Learning Center 內部設有遠古時代化石，北美馴鹿角、
大麋鹿角、狼皮等可以實際用手觸摸！ 
※如遇美國聯邦政府停擺，則中心關門無法參觀，退費每人 5 美元。 

艾迪塔羅狗拉雪橇總部紀錄著每年狗拉雪橇競賽冠軍隊伍；從安克拉治到諾姆遠達 1,046 英
哩的長途比賽，是人類與雪橇狗體能極限與忍耐度的終極考驗，更是狗與人親密關係的最佳
證明！ 
※此景點遇美國聯邦政府停擺，則中心關門無法參觀，退費每人 5 美元。 

 
◎下車參觀或行車經過：黃金心臟公園、莫里斯湯普森文化中心、艾迪塔羅狗拉雪橇總部。 
☆門票安排：丹耐利生態科學研究所 
△車程參考：費爾班－約２小時１５分鐘（２００公里）－丹奈利國家公園 
      丹奈利國家公園－約３時１５分鐘（３１５公里）－瓦希拉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西式料理 
住宿：Best Western Lake Lucille Inn 或同等級。 

 
第 六 天 瓦希拉（馬塔努斯卡冰川健行）－安克拉治 

馬塔努斯卡冰川健行體驗(共約二小時)：在專業冰川嚮導帶領下進行冰川徒步體驗。馬塔努斯
卡冰川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冰川，被歸類為山谷冰川，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就像一條河流覆蓋在



山谷中，約一萬年前，此冰川開始退至現在的位置，並在近二十年裡沒有明顯變化。由於山
谷冰川的地貌特征，這裡比週邊地區更容易出現陽光明媚的天氣，因此馬塔努斯卡冰川是很
多冰川徒步者的不二之選。而這片區域因為冰川和綿羊山的加成，成為阿拉斯加景色最壯麗
和令人驚嘆的地區之一。註:請您務必穿著防滑保暖的鞋子。 
☆門票安排：馬塔努斯卡冰川健行。 
車程參考：瓦希拉－約 1 小時（７５公里）－安克拉治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日式料理 
住宿：The Lakefront Millennium 或 Crowne Plaza 或 Fairfield Inn & Suites  或同等級 

 
第 七 天 安克拉治－迴轉灣景觀公路－阿利斯卡渡假村（登山景觀纜車）－ 
     安克拉治（第五大道購物區） 

迴轉灣景觀公路沿途海峽美景，平地沼澤與雄偉的高山交錯，譽為全世界風景最美麗的景觀
公路之一。 
登山景觀纜車，約在 7 分鐘左右的時間，從壯麗的美景中登上海拔 2,300 英呎高的山頂，俯
瞰由旅行者雜誌票選為全美最佳風景渡假村之美麗景緻（若遇滑雪場積雪量不足未營運，則
每人退費 15 美金）。 
第五大道購物區，整個區域是安克拉治最熱鬧的購物區，紀念品商店，購物中心林立，在此
購物還可享免稅的優惠。 
☆門票安排：登山景觀纜車。 
◎下車參觀或行車經過：迴轉景觀公路、第五大道購物區 
車程參考：安克拉治－約 1 小時（６０公里）－阿利斯卡渡假村     

早餐：飯店內 午餐：山頂纜車站簡餐 晚餐：西式帝王蟹腳料理 
住宿：The Lakefront Millennium 或 Crowne Plaza 或 Fairfield Inn & Suites  或同等級 

 
第 八 天 安克拉治（動物園、水上飛機場）／西雅圖 

阿拉斯加動物園觀賞特有的阿拉斯加生物：北極熊、雷鳥、大麋鹿、麝香牛、阿拉斯加山羊、
紅狐狸...等阿拉斯加特有生物，這些特有生物各有應付極地寒冷氣候的特殊生活方式與生理結
構。 
水上飛機場長年對外開放使用，目前，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水上飛機基地 。 
午後前往機場搭機飛返『西雅圖』，抵達後準備搭機飛往香港。。 
☆門票安排：阿拉斯加動物園。 
◎下車參觀或行車經過：水上飛機場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機場發放餐費 USD15
住宿：機上 
 

第 九 天 西雅圖/香港 
班機將飛越國際換日線，今晚夜宿於機上。您可在機上享受空服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
采的電影，更可以呼呼大睡，直到抵達香港。 

 



第 十 天 香港/台北(高雄) 
今日抵達香港轉機飛返台北(高雄)，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
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再忙也要去
旅行喔！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各出發日期之行程順序，將視極光列車班次日期而調整】 

【本公司保有因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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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