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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公主邮轮都很荣幸乘载宾客探索这片神奇的广袤之地，

搭乘公主邮轮的宾客比其他任何一家邮轮公司都多，

期待与您共同开启一次富有启发且精彩震撼的阿拉斯加之旅！

探索阿拉斯加

焕新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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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前往一个惊喜不断的目的地，

一定不要错过探索每一处精彩的机会，

您将如何“焕新而归”呢？

全新感官体验

本手册内容至印刷时为止均准确无误。或有变更，欲了解最新信息，敬请访问princess.com。

航行穿越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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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上图起顺时针：参加“现捕现烹”项目，享用“亲自取材”的美味晚餐；参加岸上观光垂钓之旅；震撼观鲸体验；乘坐直升机鸟瞰美景；定制您的海洋勋
章；享受“直达荒野”观景列车服务；入住丹奈利公主木屋；随处邂逅野生动物；参加崔西峡湾冰川探险家岸上观光之旅，沿途欣赏醉人美景。

巡航阿拉斯加
穿越广袤之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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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邮轮船上体验

34

岸上观光
增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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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阿拉斯加是一个梦幻般的度假胜地，也将是一次毕生难

忘且超越期待的探险之旅。阿拉斯加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无论是辽阔土地上

原生态的自然奇观、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还是丰富多彩的当地文化，这里

的一切都使阿拉斯加精彩非凡！而公主邮轮是真正领略这片广袤之地无限精

彩的最佳选择。

阿拉斯加
无与伦比
自然奇观

在甲板上观赏沿途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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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 很多人前往阿拉斯加就是为了一睹其众多著名冰川的风采。这个理由当之无愧。您将亲

眼目睹超现实感的蓝色冰河蔚然高耸，聆听冰川断裂落入潮水时震耳欲聋的巨响，没有

任何其他自然奇观比此更震撼人心。请前往第16页了解更多该地区冰川信息。

感受崔西峡湾的震撼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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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 我们的一生中有几次机会可见驼鹿在草地悠闲进食，群鹰在树顶筑巢栖息，鲸鱼在波

光粼粼的海水中嬉戏，棕熊在居住地觅食散步？阿拉斯加假期让一切成为可能！您可

以在海陆套装行程中观赏到丹奈利国家公园五大经典动物：棕熊、狼、驼鹿、白大角

羊和驯鹿。

观赏阿拉斯加丰富的野生动物，甚至有机会遇到棕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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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山峻岭 丹奈利国家公园的最高“焦点”—— 海拔6190米的丹奈利峰是北美第一高峰。公主邮
轮海陆套装行程将带您近距离领略这里激动人心的自然奇观以及朗格尔-圣埃利亚斯国
家公园等其他令人神往的目的地。

壮观的丹奈利峰——北美第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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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主邮轮
体验生机勃勃的广袤之地

公主邮轮屡获殊荣的“北上阿拉斯加”让您在船上即可体验当地特色及人文美食，久久沉

醉于广袤之地的每一个角落。您将真正了解这片奇妙大地并在假期过后满载而归！

“现捕现烹”项目准备新鲜食材

公主邮轮

独家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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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阿拉斯加

在主餐厅和特色餐厅享用新鲜的阿拉斯

加海鲜，或者来顶层甲板的烧烤吧品尝

阿拉斯加招牌美食，包括朱诺帝王蟹小

屋餐厅的螃蟹饼、凯奇坎阿拉斯加鱼屋

餐厅的鱼肉卷等。 

专属孩子们的阿拉斯加

青少年小乘客可以通过“小小护林员”、 
“致命捕捞”螃蟹分类大比拼等特色活

动，来体验专属于他们的阿拉斯加。

幼犬时光

史凯威最新一批的雪橇犬即将登上公主邮

轮！您可以跟它们合影，与主人互动，了

解他们怎样将幼犬训练成专业雪橇犬。 

现捕现烹

您来捕捞，我们来烹饪！参加公主邮

轮岸上观光垂钓之旅，我们的大厨将

根据您喜爱的口味为您献上一顿“亲

自取材”的美味晚餐。

真正的阿拉斯加人

为了让您体验真实的阿拉斯加生活，

公主邮轮精心安排并邀请当地知名人士

与大家见面，包括艾迪塔落德雪橇犬比

赛的首位女子冠军莉比 •瑞迪斯（Libby 
Riddles）、畅销书作家兼摄影家尼克• 扬
斯（Nick Jans）以及博学多识的船上自
然科学家以及幽默故事作家。此外，您

还可以体验阿拉斯加伐木工人的冒险生

活，了解图腾柱雕刻的历史演变。

《致命捕捞》的传说

来自探索频道人气节目《致命捕捞》， 
跟随“阿留申民谣号”大卫 •莱廷
（David Lethin）船长和他的船员
们，体验他们在白令海域捕蟹的冒险

经历。  

国家公园护林人

冰河湾国家公园是美国的瑰宝，公主

邮轮特此邀请国家公园护林人登船为

大家分享冰河湾国家公园的历史发展

和现今状况。

从左上图起顺时针：与船上阿拉斯加自然科学家互动；在中庭广场与可爱的雪橇犬幼犬玩耍；船上新鲜供应的蟹腿；青少年小乘客参加“小
小护林员”活动；在船上了解阿拉斯加伐木工人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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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不仅拥有传奇般的自然奇观，您会发现，她

魅力非凡的城市和小镇也同样让人流连忘返。搭乘内

湾航线探访沿途各海港，您将感受到阿拉斯加人民的

热情友好，每条街道、小巷、店铺仿佛都书写着曾经

一度辉煌的“淘金热”历史。

红宝石公主号内湾巡航

作为阿拉斯加地区首屈一指的邮轮公司，搭乘公主邮

轮探索阿拉斯加的客人比任何一家邮轮公司都要多。

众多阿拉斯加最震撼的冰川和迷人风光只能通过海路

才能观赏的到，而这才仅仅是完美假期的开始，公主

邮轮还将带您探索内陆的无限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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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完美邮轮假期
不可或缺的要素

邮轮出发港口..........................12

邮轮停靠港口..........................14

邮轮途经的冰川 .....................16

选择适合您的航线.................18

从左上图起顺时针：宏伟的土著文化标志；探索古香古色的凯奇坎镇；壮美的群山；令人难忘的观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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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图卢姆

西雅图

邮轮附加酒店套餐

邮轮港口出发

特色项目 
西雅图岸上观光

太空针塔

太空针塔专为1962年世博会

而建，登上塔顶，可将“翡

翠之城”壮美的自然风光一

览无余。

特色项目 
旧金山岸上观光

索诺玛酒乡

跨越金门大桥来到卡内罗斯

区和索诺玛镇，开启红酒品

鉴之旅，一个是北美红酒的

主要产区，一个以精品红酒

而闻名，探访当地酒庄，品

味不同风味的美酒佳酿。 旧金山 旧金山可谓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历史、顶级餐厅、精美的博物

馆、世界级购物场所以及标志性的浪漫气息，这一切造就了这座城

市的独特魅力。

在邮轮假期开启前或结束后，在这些出发港口充分放松身心！您可以选择提前到达

或者延长假期来探索城市，无需匆忙赶行程，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出行。

这座“翡翠之城”传承着远大愿景与实力。西雅图以多雨而闻名，

实际上与东海岸许多城市相比，其平均年降雨量尚属较少。皮吉特

湾、奥林匹克山等壮美的自然风光，加上便捷的周末启程时间，使

西雅图成为了一个开启或结束阿拉斯加邮轮假期的绝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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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 温哥华是一个拥有自己个性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加拿大最大

城市之一。它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大熔炉，包括让人印象深

刻的唐人街，这里同时坐落着众多景色优美的公园。

洛杉矶 这座“天使之城”一直徘徊在梦幻与现实之间。曾经的殖民

地历史如今已淡出人们的记忆，如今的洛杉矶是世界电影

和娱乐行业的中心，拥有丰富的种族多样性和绚丽多彩的文

化。

安克雷奇 詹姆斯.库克船长和乔治.温哥华是最早发现这个地区的欧洲人，
但直至阿拉斯加铁路建成，它才出现在地图上。如今的安克雷

奇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拥有震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在同

一天，既能游览博物馆，也能去观熊，试问世界上能有几个地

方可以体验到这种奇妙的经历呢？

特色项目 
温哥华岸上观光

斯坦利公园

斯坦利公园是城市中心一片

葱郁的热带雨林，生活着众

多野生动物、壮观的树木和

芬芳的花草。著名的图腾柱

也坐落于此。

特色项目 
洛杉矶岸上观光

农贸市场

来洛杉矶经典的农贸市场购

物和用餐。1934年，这里曾

是一片空地，农民们来此售

卖自己的农产品。如今，这

里已是备受欢迎的购物、餐

饮和娱乐好去处。

特色项目 
安克雷奇岸上观光

观光巴士之旅

登上巴士，开启历史和自然

观光之旅，了解安克雷奇的

过去和现在！

（惠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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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朱诺

特色项目 
朱诺岸上观光

门登霍尔冰川直升机观光之旅

搭乘直升飞机，飞跃门登霍

尔冰川壮观的冰裂和尖顶，

并亲自踏上这片巨大冰河，

感受震撼的魅力！

乘缆车登顶罗伯茨山，鸟瞰城市全景。采矿者乔.朱诺曾在加斯蒂
诺海峡边找到了三座大型金矿，并最终演变为如今的朱诺。观光之

余，务必留出时间感受当地的咖啡馆、美术馆和海鲜餐厅。如果您

的邮轮在朱诺安排深夜离港，那么定要借机好好享用一顿地道的阿

拉斯加晚餐！

特色项目 
冰峡点岸上观光

野生动物&棕熊寻踪之旅

前往阿拉斯加海岸，寻找

棕熊、白头鹰、锡特卡黑尾

鹿、陆地水獭等野生动物的

踪迹。
冰峡点 在阿拉斯加最大的特里吉特印第安村落附近坐落着独特的海港——

冰峡点。这里有一个由三文鱼罐头食品加工厂改建的博物馆，建于

2004年，展示着特里吉特部落丰富的土著文化遗产。来到这里，千

万别错过在港口附近的餐厅品尝当地特色菜肴，或在工艺品商店购

买本地阿拉斯加人制作的手工纪念品。如果您富有冒险精神，那么

一定要尝试下距离地面396米的世界最高滑索！

邮轮港口停靠

更多岸上活动

阿拉斯加众多航线中，邮轮在朱诺

或冰峡点深夜离港（21点或更晚），

让您有更多时间充分探索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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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凯威 在淘金热时期，史凯威曾是前往克朗代克的必经之地，当时这里人

口达到2万，遍布各类沙龙、舞厅和赌场。沿街漫步，或者乘坐“怀特-
育空铁路”老式列车前往克朗代克峰和育空，时光仿佛带我们回到了

克朗代克淘金热的繁华时期。

凯奇坎 凯奇坎最著名景观之一便是迷人的小溪街，淘金热时期这里曾是

镇上的红灯区。同样著名的还有位于萨克斯曼土著村和图腾公园

的古老图腾。此外，凯奇坎鲑鱼资源丰富，是垂钓爱好者的天堂。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是北美洲最具英伦风韵的城市，您可以去探访仙境般的布

查特花园，或者在小酒吧品尝一杯麦芽酒和炸鱼薯条。搭乘红色双

层观光巴士，探索这座迷人的都市，感受地道的英伦气息。

特色项目 
史凯威岸上观光

狗拉雪橇体验

来夏日训练营地体验阿拉斯

加最具代表性的狗拉雪橇运

动，与雪橇犬幼犬玩耍。

特色项目 
凯奇坎岸上观光

迷雾峡湾及荒野探险家邮轮

乘坐阿拉斯加速度最快的奢

华观景邮轮，探索震憾壮美

的自然奇观。

特色项目 
维多利亚岸上观光

布查特花园

自助导览观光这座著名的花

园，随后在当地餐厅品尝美

味可口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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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湾 
国家公园

您将体验

国家公园护林人将会登船

为您导览，并帮您识别座头

鲸、海獭、鼠海豚、麻斑海

豹、黑熊、野生白山羊、白

头鹰和海鸟等多样野生动物。

搭乘公主邮轮前往冰河湾国家公园的客人比其他任何邮轮公司都要

多，美得令人窒息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拥有马杰瑞冰川、约翰•霍普
金斯冰川等世界最壮观的潮汐冰川。冰河湾国家公园和它史诗般的

巨大冰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是阿拉斯加壮美

的国家公园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公主邮轮获特许授权进入冰河湾国家公园。

崔西峡湾 壮美的崔西峡湾绵延48公里，近四分之一海域被冰川覆盖。事实

上，这里拥有索耶冰川等阿拉斯加最大的冰川。巡航崔西峡湾，您

将经过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穿越险峻的花岗岩峭壁峡谷。

邮轮途经冰川

您将体验

穿越这片原生态的峡湾，您

将首先经过一片葱郁茂密的

森林，数条美丽的瀑布一泻

而下，随后将欣赏到淡蓝色

的壮观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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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德
冰川

北美最大潮汐冰川，远远望去，壮美纯净的淡蓝色哈伯德冰川令人

赏心悦目。当邮轮驶近，它高耸的冰墙着实震撼，巨大的邮轮显得

犹如沧海一粟。

学院峡湾 学院峡湾位于威廉王子湾西北角，1899年由铁路大王哈里曼考察

队发现。美国东海岸一些著名大学和学院赞助了这次考察活动，壮

美的学院峡湾及其冰川由此得名。大规模的冰川河流从崇山峻岭流

下，穿越河谷，绵延数里，并最终流入峡湾纯净的海水之中。

您将体验

这里有丰富多样的野生动

物，您可以观赏到鲸鱼、麻

斑海豹以及水獭嬉水，各种

海鸟优雅地在天空徜徉。

您将体验

观赏震撼人心的冰川断裂或

坠落场面，伴随着雷鸣般巨

响，无数冰柱同时落入海水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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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湾航线

体验20世纪的震撼奇迹，穿越现代世界最伟大的人造奇观！

您将体验到：

• 冰河湾国家公园，世界著名
旅游杂志《悦游》将其评为 
“世界七大邮轮奇观”之一。

• 在学院峡湾冰川带的16座
冰川或者阿拉斯加最长的

潮汐冰川——哈伯德冰

川，再次领略冰川壮景。

• 一路向北，航行500英
里，穿越阿拉斯加湾

直抵威廉王子湾。

• 巡游内湾时，探访淘金
热时期著名小镇。

适合您的航线选择 体验我们标志性的7日冰河湾航线，领略自然界最

震撼的壮观冰川。您将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文化遗产——冰河湾国家公园，亲眼目睹巨大无比

的冰川断裂壮景，聆听冰川断裂落入潮水时震耳

欲聋的巨响，欣赏学院峡湾或哈伯德冰川的迷人景

致。

全新推出海洋勋章假期

2018年5月16日于海岛公主号上首次亮相

详情请查看第40页

加拿大，温哥华 
和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惠蒂尔）之间往返

冰河湾国家公园巡航

所有港口时间可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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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峡湾

冰峡点

Island Princess
Alaska Voyage of the Glaciers (Van-Whit)_(NB) 018_R5_NL

朱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史凯威

阿拉斯加

加拿大

惠蒂尔

安克雷奇

阿拉斯加湾

冰河湾国家公园

内
   湾

Coral/Golden/Star Princess
Alaska Voyage of the Glaciers (NB) 018_R5_NL

学院峡湾

凯奇坎

朱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史凯威阿拉斯加

加拿大

惠蒂尔

安克雷奇

阿拉斯加湾

冰河湾国家公园

内
   湾

	1	安克雷奇（惠蒂尔）	 
	2	哈伯德冰川巡航  

	3	冰河湾国家公园巡航 
	4	史凯威  

	5	朱诺	  

	6	凯奇坎 
	7	内湾巡航 

	8	加拿大，温哥华

下午登船  20:30
15:00       20:00
09:15       19:30
07:00       20:30
06:30       16:00
10:00       18:00

早晨离船  

抵达时间	出发时间天数	港口

选择一个 
海陆套装行程
加入海陆套装行程，深度探索 
阿拉斯加内陆更多精彩！
请前往第30页查看更多行程选择

所有港口时间可能变化

阿拉斯加水獭 探索朱诺门登霍尔冰川

Island/Coral/Golden/Star Princess
Alaska Voyage of the Glaciers Southbound 018_R5a_NL

   内
  湾

朱诺

凯奇坎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史凯威

哈伯德冰川
（亚库塔特湾）

阿拉斯加

加拿大

惠蒂尔

安克雷奇

阿拉斯加湾

冰河湾国家公园

冰河湾航线
南下——	
安克雷奇（惠蒂尔）至温哥华

2018年出发日期

珊瑚公主号

5月16日（星期三）  
6月13日（星期三） 
7月11日（星期三）  

5月30日（星期三）  
6月27日（星期三）
7月25日（星期三）  

9月5日（星期三）
8月8日（星期三）  

7晚

8月22日（星期三）

黄金公主号

5月12日（星期六）  
6月9日（星期六） 
7月7日（星期六）  

5月26日（星期六）  
6月23日（星期六）
7月21日（星期六）  

9月1日（星期六）
8月4日（星期六）  8月18日（星期六）

海岛公主号	

5月23日（星期三）  
6月20日（星期三） 
7月18日（星期三）  

6月6日（星期三）  
7月4日（星期三）
8月1日（星期三）  

9月12日（星期三）
8月15日（星期三）  8月29日（星期三）

星辰公主号

5月19日（星期六）  
6月16日（星期六） 
7月14日（星期六）  

6月2日（星期六）  
6月30日（星期六）
7月28日（星期六）  

     
配有海洋勋章的航线 - 请查找蓝色圆点标注

8月11日（星期六）  
9月8日（星期六） 

8月25日（星期六）  

9月1日（星期六）

	1	加拿大，温哥华	 
	2	内湾巡航  

	3	凯奇坎 
	4	朱诺  

	5	史凯威	  

	6	冰河湾国家公园巡航 
	7	学院峡湾巡航 

	8	安克雷奇（惠蒂尔）

下午登船  16:30

18:00       20:30

06:30       14:00
08:00       21:00
07:00       20:30
06:00       15:00

早晨离船  

抵达时间	出发时间天数	港口

冰河湾航线
北上——	
温哥华至安克雷奇（惠蒂尔）

2018年出发日期

珊瑚公主号

5月9日（星期三）  
6月6日（星期三） 
7月4日（星期三）  

5月23日（星期三）  
6月20日（星期三）
7月18日（星期三）  

8月29日（星期三）
8月1日（星期三）  

7晚

8月15日（星期三）

黄金公主号

5月19日（星期六）  
6月16日（星期六） 
7月14日（星期六）  

6月2日（星期六）  
6月30日（星期六）
7月28日（星期六）  

8月11日（星期六）  8月25日（星期六）

星辰公主号

5月12日（星期六）  
6月9日（星期六） 
7月7日（星期六）  

5月26日（星期六）  
6月23日（星期六）
7月21日（星期六）  

8月4日（星期六）  8月18日（星期六）

深夜离港 t

	1	加拿大，温哥华	 
	2	内湾巡航  

	3	冰峡点 
	4	朱诺  

	5	史凯威  

	6	冰河湾国家公园巡航 
	7	学院峡湾巡航 

	8	安克雷奇（惠蒂尔）

下午登船  16:30

12:00       22:00
08:00       21:00
07:00       20:30
06:00       15:00

早晨离船  

抵达时间	出发时间天数	港口

冰河湾航线
北上（包含冰峡点）——	
温哥华至安克雷奇（惠蒂尔）

2018年出发日期

海岛公主号	

5月16日（星期三）  
6月13日（星期三） 
7月11日（星期三）  

5月30日（星期三）  
6月27日（星期三）
7月25日（星期三）  

9月5日（星期三）
8月8日（星期三）  

7晚

8月22日（星期三）

深夜离港 t

     
配有海洋勋章的航线 - 请查找蓝色圆点标注

在特定航线，邮轮从朱诺或冰峡点深夜离港（21点
或更晚），让您有更多时间充分探索港口。

	更多岸上活动

18:00       20:30

深夜离港 t

更多岸上活动 更多岸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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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Princess
7 Day Inside Passage(rt-Seattle)_018_R4_NL

崔西峡湾
（游览索耶冰川）

学院峡湾

冰峡点

朱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史凯威

阿拉斯加

加拿大

惠蒂尔

安克雷奇

阿拉斯加湾

冰河湾国家公园

内
   湾

西雅图

太平洋

美国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维多利亚

凯奇坎

Ruby Princess
7 Day Inside Passage (r/tSeattle)_018_R4_MB_NL

学院峡湾

冰峡点

朱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维多利亚

史凯威

阿拉斯加

加拿大

西雅图

凯奇坎

太平洋

冰河湾国家公园

内
   湾

美国

更多岸上活动

	 1	 西雅图															

	 2	 太平洋巡航	 		

	 3	 朱诺	 																														 

	 4	 史凯威	 																																

	 5	 冰河湾国家公园巡航                                                                 
	 6	 凯奇坎	 																							

	 7	 加拿大，维多利亚	 																																						

	 8	 西雅图

7晚

抵达时间	 出发时间天数		港口

06:00             20:15
06:00             15:00

早晨离船      

西雅图往返
包含冰河湾国家公园

下午登船				16:00

11:00             22:00深夜离港 t

07:00             13:00

2018年出发日期

红宝石公主号

4月28日（星期六）  
5月26日（星期六） 
6月23日（星期六）  

5月5日（星期六）  
6月2日（星期六）
6月30日（星期六）  

7月21日（星期六）  7月28日（星期六）

5月12日（星期六）  
6月9日（星期六）
7月7日（星期六）  
8月4日（星期六）

5月19日（星期六）  
6月16日（星期六）
7月14日（星期六）  
8月11日（星期六）

8月18日（星期六）  8月25日（星期六） 9月1日（星期六） 9月8日（星期六）
9月15日（星期六）  

更多岸上活动

	 1	 西雅图														

	 2	 内湾巡航	 		

	 3	 凯奇坎	 																														 

	 4	 崔西峡湾巡航	 																																

	 4	 朱诺                                                                 
	 5	 史凯威	 																							

	 6	 太平洋巡航	 																																						

	 7	 加拿大，维多利亚

	 8	 西雅图

7晚

抵达时间	 出发时间天数		港口

05:00            09:00
12:30            22:00

早晨离船      

西雅图往返
包含崔西峡湾

下午登船				16:00

06:30            15:00

深夜离港 t
06:00            17:00

2018年出发日期

翡翠公主号

5月20日（星期日）  
6月17日（星期日） 
7月15日（星期日）  

5月27日（星期日）  
6月24日（星期日）
7月22日（星期日）  

8月12日（星期日）  8月19日（星期日）

6月3日（星期日）  
7月1日（星期日）
7月29日（星期日）  
8月26日（星期日）

6月10日（星期日）  
7月8日（星期日）
8月5日（星期日）  
9月2日（星期日）

9月9日（星期日）  9月16日（星期日）

内湾航线
适合您的航线选择 内湾是世界最壮美的航道之一，公主邮轮每条阿拉斯加航线都

包含内湾行程。体验原生态天然景观，数不尽的小岛、挂冰冠

的险峰、高耸的花岗岩峭壁以及倾泻而下的瀑布，无不令人神

往。

您将体验到：

• 冰河湾国家公园或崔西峡湾冰
川之旅；

• 探访朱诺、史凯威和凯奇坎等知
名港口，体验寻访历史足迹的漫

步之旅、三文鱼垂钓之旅或冰川

徒步等岸上观光活动；

• 夜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维
多利亚，您可以参观世界闻名的

布查特花园，欣赏缤纷多彩的花

海。适用于部分航线。

• 周末出发，非常便捷。
在邮轮上欣赏沿途美景

19:00             23:59

所有港口时间可能变化

19:00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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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Princess
7 Day Inside Passage(Vancouver-Seattle)_018_R6_NL

朱诺

史凯威

阿拉斯加

加拿大

冰河湾国家公园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维多利亚

太平洋

凯奇坎

西雅图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温哥华

阿拉斯加湾

内
   湾

崔西峡湾
（游览索耶冰川）

美国

Golden/Emerald/Coral Princess
12 Day InsidePassage(rt LAX)_018_R7_NL

朱诺

史凯威
阿拉斯加

加拿大

冰河湾国家公园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维多利亚

太平洋

美国

凯奇坎

洛杉矶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温哥华

阿拉斯加湾

内
   湾

Grand Princess
10 Day Inside Passage(r/tSF)018_R2_MB_NL

学院峡湾

海恩斯 朱诺

史凯威

阿拉斯加

加拿大

旧金山

锡特卡

阿拉斯加湾

冰河湾国家公园

内
   湾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维多利亚

太平洋

美国

凯奇坎

崔西峡湾
（游览索耶冰川）

哈伯德冰川
（亚库塔特湾）

Island/Star Princess
7 Day Inside Passage (r/t Vancouver)018_R3_NL

凯奇坎

学院峡湾

冰峡点

朱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温哥华

史凯威

阿拉斯加

加拿大

惠蒂尔

安克雷奇

太平洋

冰河湾国家公园

内
   湾

更多岸上活动

	 1	 加拿大，温哥华															

	 2	 内湾巡航	 		

	 3	 朱诺	 																														 

	 4	 史凯威	 																																

	 5	 冰河湾国家公园巡航                                                                 
	 6	 凯奇坎	 																							

	 7	 内湾巡航	 																																						

	 8	 加拿大，温哥华

7晚

抵达时间	 出发时间天数		港口

07:00             20:30
06:00            15:00

早晨离船      

温哥华往返
包含冰河湾国家公园

下午登船				16:30

12:00             22:00 深夜离港 t

10:00            18:00

2018年出发日期

海岛公主号

5月2日（星期三）+  5月9日（星期三）+  5月5日（星期六）*  
星辰公主号

更多岸上活动

	 1	 旧金山															

	 2 -3	 太平洋巡航	 		

	 4	 凯奇坎	 																														 

	 5	 朱诺	 																																

	 6	 史凯威                                                                 
	 7	 崔西峡湾巡航	 																							

	 8	 内湾巡航	 																																						

	 9	 加拿大，维多利亚

	 10	 太平洋巡航	 																																						

	 11	 旧金山

10晚

抵达时间	 出发时间天数		港口

08:00            21:00
07:00            20:30

早晨离船      

旧金山往返
包含冰河湾国家公园或崔西峡湾

下午登船				16:00

06:30            14:00
深夜离港 t

05:00            10:00

2018年出发日期（包含冰河湾国家公园）

至尊公主号

5月6日（星期日）+  +     6月25日（星期一）+  +  8月14日（星期二）+   

至尊公主号

5月16日（星期三）  
7月5日（星期四）*  

8月24日（星期五）*  *  

5月26日（星期六）  
7月15日（星期日）
6月5日（星期二）+  

7月25日（星期三）
6月15日（星期五）*  *    

8月4日（星期六）

9月3日（星期一）+  +  9月13日（星期四）+  +  

* 哈伯德冰川景观巡航（亚库塔特湾）替换崔西峡湾景观巡航，海恩斯替换史
凯威，港口停靠顺序可能变化。
+ 锡特卡替换凯奇坎，港口停靠顺序可能变化
** 海恩斯替换史凯威，港口停靠顺序可能变化
++ 冰河湾国家公园景观巡航替换崔西峡湾景观巡航，港口停靠顺序可能变化

*  港口停靠顺序可能变化
+  在朱诺体验“更多岸上活动”
 

更多岸上活动

	 1	 洛杉矶															

	 2 -4	 太平洋巡航	 		

	 5	 凯奇坎	 																														 

	 6	 朱诺	 																																

	 7	 史凯威                                                                 
	 8	 冰河湾国家公园巡航	 																							

	 9	 内湾巡航	 																																						

	 10	 加拿大，维多利亚

	 11-12	太平洋巡航	 																																						

	 13	 洛杉矶

12晚

抵达时间	 出发时间天数		港口

09:00            22:00
07:00            20:30

早晨离船      

洛杉矶往返
包含冰河湾国家公园

下午登船				16:00

07:00            16:00
深夜离港 t

12:00            19:00

2018年出发日期

珊瑚公主号

9月15日（星期六）  4月27日（星期五）*  9月11日（星期二）+   
翡翠公主号 黄金公主号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替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港口停靠顺序可能变化
+ 港口停靠顺序可能变化，在朱诺没有安排“更多岸上活动”

更多岸上活动

	 1	 加拿大，温哥华															

	 2	 内湾巡航	 		

	 3	 凯奇坎	 																														 

	 4	 崔西峡湾巡航	 																																

	 4	 朱诺                                                                 
	 5	 史凯威	 																							

	 6	 太平洋巡航	 																																						

	 7	 加拿大，维多利亚

	 8	 西雅图

7晚

抵达时间	 出发时间天数		港口

05:00            09:00
12:30            22:00

早晨离船      

温哥华至西雅图
包含崔西峡湾

下午登船				16:00

06:30            15:00

深夜离港 t
06:00            17:00

2018年出发日期
翡翠公主号

5月13日（星期日）  

在特定航线，邮轮从朱诺或冰峡点深夜离港（21点
或更晚），让您有更多时间充分探索港口。	更多岸上活动

所有港口时间可能变化

07:00            14:00

2018年出发日期（包含崔西峡湾）

07:00            15:00

19:00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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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套装行程
探索丹奈利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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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从7晚冰河湾航线邮轮假期开始您的旅行， 
体验震撼的冰川和边境知名港口城镇。

住宿公主邮轮专属公主木屋，在岸上享受3晚或更
久的深度探索之旅，由此开始您的阿拉斯加假期。

体验公主邮轮独家“直达荒野” 
豪华观光列车。

乘坐公主邮轮独家“直达荒野” 
豪华观光列车，享受沿途宜人风光。

住宿公主邮轮专属公主木屋，在岸上享受

3晚或更久的深度探索之旅。

享受7晚冰河湾航线邮轮假期，体验震撼的冰
川和边境知名港口城镇，以此结束您的旅行。

领略阿拉斯加内陆风光的最佳方式就是加入公主邮轮海陆套装行程，体验7晚冰河湾航线邮轮之旅、豪华全景观光

列车以及数日阿拉斯加岸上之旅，还可下榻公主邮轮独有的公主木屋。您的旅程可以从邮轮开始，也可以始于内

陆观光。不同类型海陆套装行程，适合各种偏好及活动强度需求。

策划完美邮轮假期
不可或缺的要素

搭乘观光列车..........................24

住宿公主木屋..........................25

选择适合您的行程.................30

体验最精彩的岸上观光 .......34

南下航线
海陆套装行程

北上航线                                                   
海陆套装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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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观光列车

公主邮轮独家专属的“直达荒野”豪华观光列车，带您

往返于邮轮与丹奈利公主木屋之间。您将乘坐舒适的列

车，沿途欣赏阿拉斯加最美的旷野风光， 跨越诸多桥

“直达荒野”豪华观光列车

“直达荒野”观光列车标识

带有该标识的行程，提供往返邮轮与丹奈利公

主木屋间的独家豪华观光列车服务。

公主铁路标识

带有该标识的行程，沿途将欣赏到阿拉斯加美

景，并提供我们热情周到的公主邮轮特色服务。

公主邮轮“直达荒野”豪华观光列车

穿越广袤之地，欣赏沿途迷人景致

公主邮轮

独家打造

梁，穿越大草原，奔驰于崇山峻岭之间。公主木屋位于阿拉斯加

国家公园周边的最佳地理位置，您将在此过夜停留。前往公主木

屋途中，您可以来到列车露天观景台，欣赏阿拉斯加河谷风光如

画的迷人景致。

列车观光是所有海陆套装行程的最大特色之一，带您沿着阿拉斯

加铁路的原始线路，欣赏这片广袤之地的壮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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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公主木屋

穿越广袤之地，欣赏沿途迷人景致

公主木屋

从左上图起顺时针方向：在麦金利山公主木屋欣赏周边美景；邂逅驼鹿等多种多样的珍稀野生动物；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是开启丹

奈利国家公园探险之旅的最

佳场所。请前往第26页查看

更多详情。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是一个真

正的世外桃源，在此可以近

距离欣赏阿拉斯加最主要景

观之一——丹奈利峰的震撼

景致。请前往第27页查看更

多详情。

科珀河公主木屋
舒适温馨的科珀河公主木屋

距离朗格尔-圣埃利亚斯国
家公园仅4英里，并提供探

索该地区的各种趣味户外活

动。请前往第28页查看更多

详情。

基奈公主木屋
基奈公主木屋完美融合了静

谧祥和与探险体验，让您尽

享特色住宿。请前往第29页

查看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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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探险之旅的大本营

从左上图起顺时针方向：丹奈利峰公主木屋；尼纳纳河；尽享舒适客房。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位于美国丹奈利国家

公园入口仅1.6公里外，是前往探索这个
阿拉斯加顶级国家公园的最佳大本营。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依偎在风景如画的尼

纳纳河畔，在此可以将阿拉斯加壮美的

旷野风光一览无余。舒适且极具校园风

韵的野外旅馆提供系列优质的设施和服

务，并配有观光服务柜台，可以协助您

规划您的探索之旅。每天都有班车送您

前往丹奈利国家公园游客中心、荒野交

通中心以及马蹄湖。

旷野大冒险

加入各种精彩的观光之

旅，充分利用您在丹奈

利地区的时间，探索国

家公园。大多数海陆套

装行程都包含自然历史

之旅或者可以进一步升

级为冻原荒野之旅。

入住公主木屋

无论您心绪如何，这里总

有适合您的活动。依偎在

主楼大壁炉旁，享用一杯

暖心的咖啡，在观景台品

尝红酒的同时，饱览尼纳

纳河醉人风光，或者悠闲

地逛一逛商店和餐厅。

领略丹奈利

来休闲且雅致的鲑鱼王餐

厅，品尝新鲜的阿拉斯加海

鲜，或来到灰熊酒吧餐厅享

受休闲用餐体验。此外，也

可以试试猞猁溪披萨餐厅的

美味披萨，或者河流咖啡厅

的甜点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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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丹奈利峰之下

从左上图起顺时针方向：在观景台欣赏迷人景致；麦金利山公主木屋；院子里火炉边；丹奈利峰壮景。

在麦金利山公主木屋，您可以欣赏到震

撼的丹奈利峰壮景。2015年，麦金利山

更名为“丹奈利山”，更加凸显阿拉斯

加原住民文化的涵义。这家公主木屋位

于丹奈利国家公园内，距离北美第一高

峰仅64公里，拥有您所需求的一切：

浪漫美好的田园步道、宽广的观景平

台、温馨的室外火炉以及主楼壁炉边

温暖的沙发休息区等。麦金利山公主

木屋远离人烟，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

成为观赏山景和阿拉斯加旷野美景的

绝佳地点。

高山雄姿

坐在观景台，或者在院

子里，一边烤棉花糖，

一边慢慢欣赏北美第一

高峰的雄姿。登山勇士

们在我们全新的哈德逊

剧院分享他们征服丹奈

利峰的亲身经历。

温馨的家

除了周边的迷人景致和舒

适的客房，您还可以体验

在雅致的山景餐厅用餐，

或者在20320阿拉斯加烧

烤吧、营地酒吧餐厅和布

伦熊咖啡吧享受休闲用餐

体验。

精彩户外

在室内欣赏窗外美景的同

时，您还可动身去户外来一

次观光之旅，水上漂流、登

陆冰川以及垂钓等众多趣味

活动等待您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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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珀河公主木屋
风光如画的世外桃源

占地面积高达黄石公园六倍的朗格尔-圣
埃利亚斯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大的国家

公园，蔚为大观。而科珀河公主木屋绝

对是观赏公园美景的最佳地点。科珀

河公主木屋的建筑风格受临近的肯尼卡

特铜矿所启发，在此可以鸟瞰风光宜人

的科珀河全景，同时享受公主邮轮的招

牌舒适服务。前往这间公主木屋的路程

本身就是一个探险之旅，在丹奈利高速

或者在前往威廉王子湾的高速双体游艇

上，都可以欣赏到沿途震撼景致。

静谧与放松

在舒适的朗格尔屋内，您

可以在温暖的火炉边充分

放松。科珀河公主木屋周

边遍布着步道，可漫步于

此，欣赏迷人风光。木屋

每天的班车可以带您前往

朗格尔-圣埃利亚斯国家
公园游客中心和阿特纳文

化中心。

地道美食

在双河餐厅品尝直接从公

主木屋外科珀河新鲜捕捞

的美味三文鱼，或者在小

镇酒吧餐厅和蜻蜓咖啡吧

品尝休闲餐食。

冒险之旅

科珀河公主木屋提供三文鱼

垂钓、水上漂流、威廉王子

湾皮划艇、冰川巡航，喷气

快艇以及徒步等多种冒险之

旅，等待您来体验！

从左上图起顺时针方向：科珀河公主木屋；朗格-圣伊利亚斯国家公园的壮美风光；垂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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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奈公主木屋
山清水秀

对于居住在这片广袤之地的人们来说，

基奈半岛有“阿拉斯加的游乐场”之别

称，当地人通常以此作为他们短途旅游

休憩的首选。来到风光如画的基奈公主

木屋，您将会全面领略该地区的十足魅

力。基奈公主木屋被世界著名旅游杂志

《悦游 Condé Nast Traveler》评为“阿拉
斯加及太平洋西海岸12家最佳度假村”

之一。该地区最主要景观是占地2800平

方公里的基奈峡湾国家公园，拥有壮观

震撼的潮汐冰川。

木屋生活

正如传说中的旷野旅馆

一般，基奈公主木屋拥

有独幢小屋式的客房，

每间客房都拥有独立的

门廊和烧炭的火炉。您

可依偎在主楼大壁炉边

慵懒地读上一本书，或

者在观景台品尝一杯红

酒，不亦乐乎。

户外乐趣

在基奈公主木屋充满了户

外乐趣，包括基奈峡湾国

家公园日间巡航，以及在

基奈河享受阿拉斯加最好

的垂钓体验。

阿拉斯加美味

在基奈公主木屋享受多种用

餐体验。您可以在高雅的鹰

顶餐厅享用精美阿拉斯加美

食，或者来筏夫酒廊品尝休

闲小食、啤酒和鸡尾酒。

从左上图起顺时针方向：基奈河；基奈河公主木屋；欣赏壮美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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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行路线适合喜欢独立探索目的地

的游客，行程包含3至4晚岸上观光，

不提前安排游览活动，让您自由支配

所有时间。

丹奈利探险家之旅 

不仅可以体验到“丹奈利探险家之旅”的最精彩行程，

同时还可下榻位于基奈半岛的公主木屋，比邻基奈峡湾

国家公园，或是朗格尔-圣埃利亚斯国家公园科珀河畔公
主木屋。

远离尘嚣之旅

全程专业导游陪同，包含几乎所有餐食，升级版的

观光项目，一切都是最豪华的服务。尽享5至8晚岸

上观光之旅，除了丹奈利峰地区外，您还将前往科

珀河及基奈半岛等特色景点。

鉴赏家之旅

自由行

展开该折页可

以总览所有海

陆套装行程。Æ
海陆套装行程
公主邮轮拥有多种多样的海陆套装行程，将最精彩的岸上观光和邮轮行程相

结合，让您以最喜欢的方式领略阿拉斯加。本章节内容可以帮助您选择最适

合您的海路套装行程。

丹奈利探险家之旅是阿拉斯加海陆套装行程中最受欢迎的路线，它包括

一系列不同组合，符合各种兴趣爱好。体验7晚冰河湾航线邮轮之旅，

再结合3至6晚陆地行程。所有的行程都包括丹奈利国家公园自然历史探

索之旅，以及客轮观光和费尔班克斯第八淘金区之旅（开放期间适用）

。

从左上图起顺时针方向：丹奈利国家公园；黑熊；空中观光之旅；基奈峡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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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81-7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1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1晚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1晚
安克雷奇10 

晚A
天数

自由行和
海陆套装行程

丹奈利探险家之旅 
海陆套装行程

109 81-7天数

10 

晚B 1晚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1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1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

适用于 
自由行行程BBX*

9 + 1081-7天数

10 

晚C
1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及第八淘金区之旅

适用于 
自由行行程 

CAX和CBX*

1-7天数 8 + 9  10

10 

晚D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1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

天数 8 + 9  10  11

11 

晚E
1-7

1晚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1晚
安克雷奇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适用于 
自由行行程EBX*

天数 1-7 8 119 + 10

11 

晚F 1晚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1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

1-7 10 + 118 + 9Nights

11 

晚G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及第八淘金区之旅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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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尘嚣之旅 海陆套装行程

10 + 11 128 + 91-7天数

12 

晚H 2晚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1晚
安克雷奇

10 + 11 128 + 91-7天数

12 

晚I 2晚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1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

9 11 + 121081-7天数

12 

晚J 1晚
安克雷奇

1晚
麦金利山 
公主木屋

1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及第八淘金区之旅

10 + 11 12 + 138 + 91-7天数

13  

晚K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

2晚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10 + 11 12 138 + 91-7天数

13  

晚L 1晚
安克雷奇

1晚
麦金利山 
公主木屋

2晚
科珀河公主木屋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Voyage 
of the 
Glaciers
cruise

10 11 + 12 13 + 148 + 91-7天数

14 

晚N 1晚
麦金利山 
公主木屋

2晚
基奈公主木屋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及第八淘金区之旅

Voyage 
of the 
Glaciers
cruise

4 + 5 6 7 8-142 + 31天数

14 

晚M 1晚
麦金利山 
公主木屋

2晚
科珀河公主木屋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及 
第八淘金区之旅

1晚
丹奈利峰 
公主木屋

自然历史之旅

1晚
安克雷奇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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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行海陆套装行程不包含“直达荒野”观光列车服务、丹奈利峰国家公园自然历史之旅、客轮观光以及费尔班克斯第八淘金区之旅。

加拿大落基山脉之旅 海陆套装行程

鉴赏家之旅

阿拉斯加

 安克雷奇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海陆套装行程

“直达荒野” 
  观光列车标识

带有该标识的行程，提供往返邮
轮与丹奈利公主木屋间的独家豪
华观光列车服务。

公主铁路标识

带有该标识的行程，沿途将欣赏
到阿拉斯加美景，并提供我们热
情周到的公主邮轮特色服务。

2 + 3 4 + 5 6 - 121天数

12 

晚O 2晚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冻原荒野之旅

1晚
安克雷奇

10 + 11 12 + 138 + 91-7天数

13  

晚P 2晚
麦金利山公主木屋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冻原荒野之旅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及第八淘金区之旅

Voyage 
of the 
Glaciers
cruise

10 + 11 12 + 138 9 141-7天数

14 

晚Q 1晚
麦金利山 
公主木屋

1晚
安克雷奇

2晚
科珀河公主木屋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及 
第八淘金区之旅

1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冻原荒野之旅

Voyage 
of the 
Glaciers
cruise

5 9-156 + 7 + 83 + 41 + 2天数

15  

晚R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冻原荒野之旅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及 
第八淘金区之旅

1晚
麦金利山 
公主木屋

3晚
基奈公主木屋

Voyage 
of the 
Glaciers
cruise

10 + 11 12 + 13 14 + 158 + 91-7天数

15  

晚S 2晚
基奈公主木屋

2晚
科珀河公主木屋

2晚
费尔班克斯

客轮观光及 
第八淘金区之旅

2晚
丹奈利峰公主木屋

冻原荒野之旅

Voyage 
of the 
Glaciers
cruise

4 5 6 7 8-142 + 31 天数

14 

晚1 1晚
温哥华 
四季酒店

1晚
甘露市酒店

1晚
费尔蒙
贾斯珀公园
木屋酒店

1晚
费尔蒙
露易丝湖
城堡酒店

2晚
费尔蒙班夫温泉酒店

1晚
卡尔加里
费尔蒙
帕利斯尔
酒店

 费尔蒙贾斯珀公园木屋酒店

 甘露市酒店

 温哥华四季酒店

加拿大洛基山脉之旅

 卡尔加里费尔蒙帕利斯尔酒店

 费尔蒙班夫温泉酒店

 费尔蒙露易丝湖城堡酒店

 费尔班克斯

 科珀河公主木屋

 基奈公主木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冰河湾航线 
邮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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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最精彩的岸上观光

公主邮轮荣膺《西部旅行社TravelAge West》杂志“最佳岸上观光”称号，带您领
略最精彩的阿拉斯加。您可以在淘金探宝之旅试试运气，亲密接触雪橇犬、观熊或三

文鱼垂钓，参加空中观光之旅或探索当地图腾公园。我们引以为荣的岸上观光之旅，

不仅适合全家参加，同时也受到世界最有名的两家旅游媒体《探索频道》和《动物星

球》的倾情推荐。此外，《探索频道》和《动物星球》也为公主邮轮独家打造了系列

特色观光之旅项目，等待您来体验。近距离接触世界上最具魅力的生物和景观，开拓

视野，满载而归！

在阿拉斯加体验皮划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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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ED

全新推出“公主邮轮岸上观光最优惠价格保证”项目！

如果您预定公主邮轮的岸上观光，并在其他地方找到更

优惠的价格，我们会将差价的110%以船上消费抵用金形
式返还，供您在邮轮上使用，返还的金额一经消费，不

再予以退还。

更多详情和全部条款，敬请访问 princess.com/excursions 

丹奈利
哈士奇农场探访之旅

在这次激动人心的观光之旅，

探访艾迪塔落雪橇犬比赛冠军

杰夫 .金亲自运营的著名哈士
奇农场，感受野外的呼唤。邂

逅惹人喜爱的幼犬，了解怎样

打造一只冠军雪橇犬队伍。

朱诺
发现阿拉斯加鲸鱼

加入小型游客团队，乘坐调查

船，寻踪巨型座头鲸。行程确

保客人可以看见座头鲸。

朱诺
塔库小屋宴会及 
五座冰川水上飞机探索之旅

体验冰川空中观光之旅、偏远

的小木屋、旷野步道、野生动

物、美味可口的三文鱼大餐。

安克雷奇
基奈峡湾国家公园巡航

加入阿拉斯加最受欢迎的野生

动物和冰川邮轮之旅，前往基

奈峡湾国家公园观赏震撼的潮

汐冰川。

史凯威
克罗歇尔野生动物保护区

探访著名的奇尔卡特白头鹰保

护区中心地带的野生动物公

园，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和

互动

凯奇坎
阿拉斯加垂钓和野外用餐

在远离喧嚣的野外营地，尽享

一次地道的垂钓野餐之旅。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维多利亚
魁达洛古堡、托米尔山 
及城市观光

观赏维多利亚最著名的众多景

观，包括壮观的托米尔山以及历

史韵味十足的魁达洛古堡，这里

拥有39间完好保存的房间。

费尔班克斯
北极圈空中大冒险

千万别错过跨越北极圈的机

会！体验雄伟险峻的布鲁克斯

山脉。您将获得一张北极圈大

冒险官方证书。

最优惠
岸上观光

© 2017探索通信公司保留所有权利。《探索频道》、《动物星球》以及它们各自的标志均为探索通信公司商标。岸上观光及其时间安排可能发生变化。

在指定航线，邮轮从朱诺或冰峡点深夜离港
（21点或更晚），让您有更多时间充分探索
港口。

	更多岸上活动

价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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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主邮轮相伴，最佳体验之一便是每天都有无限新

的可能。您有充足的时间去体验船上所有轻松休闲的

场所、趣味十足的活动和引人入胜的娱乐节目。您可

以躺在泳池边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做，慵懒地享受日

光浴。当夜幕降临，更多精彩即将开始，船上各种各

样的娱乐，让您尽享难忘的夜生活！

欢迎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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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邮轮

独家打造

公主邮轮

独家打造

趣味之旅

百老汇金牌作曲家	

史蒂芬.施沃茨的	

魔法音乐剧

百老汇传奇作曲家史蒂芬 • 施沃茨（Ste-
phen Schwartz），曾凭借《魔法坏女
巫》、《福音》、《皮平》等音乐剧屡获

殊荣。施沃茨先生为公主邮轮独家打造原

创音乐剧《魔法迷恋》，将其经典曲目与

引人入胜的魔术表演完美融合！在红宝石

公主号和翡翠公主号上献映。 

princess.com/magictodo

星空影院

在泳池边找一个舒适的位置，拿上免费

的爆米花，大海之上，星空之下，露天

大银幕为您开启！您可以观赏热门大

片、聆听盛大音乐会、观看体育赛事。

中庭广场

华丽的中庭广场是邮轮上热闹非凡的核心

地带，一切精彩在此荟萃。无论是白天还

是夜晚，任何时候来这里，都可以欣赏

到音乐家们和身怀绝技街头艺人的精彩

演出，也可跟朋友来此喝一杯鸡尾酒或咖

啡，享受雅致的休闲时光。

新一届“海上好声音”

如果您和您的朋友拥有非凡的歌唱天

赋，那就快来参与国际著名电视音乐选

秀节目《海上好声音》的选拔赛，在舞

台上尽展歌喉，感受激动人心的现场表

演！princess.com/voice 

船上娱乐

激动人心的夜生活遍布整艘邮轮，您可

以在酒吧或酒廊品味现场钢琴和乐队表

演，在夜总会纵情热舞，此外还可以观

赏魔术和喜剧表演等节目。

免税购物

在公主邮轮享受愉悦的购物体验！您可以

找到众多知名品牌，如E�y珠宝、施华洛
世奇、香奈儿、倩碧、西铁城等。此外，

您还可以购买优质烈酒和公主邮轮纪念

品。船上所有商品均为免税。

拉斯维加斯式赌场

感觉运气极佳？来赌场感受刺激与活力！

激动人心的老虎机、二十一点、扑克、轮

盘、骰子等游戏，等待您来试试手气。

把握美好时光

每一天，您都可以尽情享受各种娱乐。

体验香槟艺术品拍卖会，参观船上画廊

或驾驶室，加入趣味十足的乒乓球或推

圆盘锦标赛等。

遇见“海上探索之旅”

博学的目的地专家带您深入探索即将到

达目的地的历史和文化，跟随经验丰富

船上自然科学家了解目的地本土动植物

的趣味知识。探索世界的同时，带您开

拓眼界，领略世界奇观！

休闲泳池

在淡水泳池中享受一丝清凉，或是在温

水按摩泳池中放松身心，都是绝佳体

验。泳池边有酒吧及小食服务，让您尽

享悠闲。 

princess.com/onboard

不同邮轮的场所及特色会改变，或将产生少许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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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之旅 公主邮轮

独家打造

公主邮轮

独家打造

柯提斯.史东
全新美食臻选
屡获殊荣的名厨兼知名餐厅老板柯

提斯•史东（Curtis Stone），以他
对新鲜食材烹饪理念的追求以及独

特的创造力，为公主邮轮独家打造

美味珍馐。在指定邮轮的主餐厅可

以品尝到“柯提斯特制”的各式鲜 
美菜品。您也可以红宝石公主号和 
翡翠公主号舒适高雅的臻享餐厅，

享用荟萃全球高档食材的六道式菜

肴。princess.com/curtis-stone

全新推出尊享酒水饮料套餐
公主邮轮尊享酒水饮料套餐，包括葡萄酒、鸡尾酒、啤酒、矿泉水、果汁、特

色咖啡等等，您的整个邮轮假期可以无忧无虑，随时享用饮品，物超所值！ 
princess.com/dining

阿拉斯加海鲜
美味可口的阿拉斯加招牌菜肴是所有阿拉斯加

邮轮航线的最大特色之一。您可以品尝到极致

新鲜海鲜，如野生三文鱼、阿拉斯加帝王蟹腿

以及鲜美滑嫩的大比目鱼。

休闲时光
在泳池边享用免费冰淇淋，再配上被《今日美

国》誉为“海上最佳披萨”的那不勒斯手抛披

萨。

浓情巧克力之旅
巧克力大师诺曼•洛夫亲自打造巧克
力美食臻选，满足您味蕾对巧克力

的渴望。您可以来主餐厅寻踪洛夫大

师的招牌甜点，也可以在地平线餐厅

品尝到美味的早餐酥点和晚餐甜品蛋

糕。princess.com/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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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之旅公主邮轮

独家打造

咸味鸡尾酒吧
可口休闲小食、精酿啤酒、 
“埃内斯托汉堡”（荣膺《邮

轮评论家》“海上最佳汉堡”） 
和高档威士忌是咸味鸡尾酒

吧的特色美食。所有菜肴均

由洛杉矶餐饮业界传奇人

物埃内斯托•内村（Ernesto 
Uchimura）亲手打造。名厨
埃内斯托是鲜味汉堡的前任

主厨，被《洛杉矶》杂志誉

为“年度主厨”。在红宝石

公主号和翡翠公主号上供应。 
princess.com/gastropub

莲花水疗
屡获殊荣的莲花水疗荣膺Spafinder Wellness 365TM“最佳邮轮水疗”称号，宾客可以在此

尊享各种优质的护理项目。试一下香氛热石按摩或者海洋排毒疗法，或者花上一天时间，享

受为您度身定制的护理疗程。最后在美容美体沙龙体验美发、美甲，或者为自己换一个新发型。 
princess.com/wellness

美酒时光
公主邮轮的优质藏酒远近闻

名，可谓海上之最。无论是

经济型还是高档型，甚至是

一应俱全的特级托斯卡纳

系列葡萄酒，公主邮轮为您

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来中

庭广场葡萄藤品酒吧品尝一

杯葡萄酒，或参加船上品酒

会，品鉴目的地特色佳酿。

圣殿成人休憩区
这里是甲板上奢华的世外桃

源，专为成人提供的休息区

域。您在泳池畔躺椅上放松

时，或者私享户外按摩时，

静谧使者为您带来清凉面

巾、休闲小食和饮品。阿拉

斯加航线提供“观景圣殿成

人休憩区”，让您尽享震撼

风光。

不同邮轮的场所会有所不同，或需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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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旅行新风潮

在配备海洋勋章的邮轮上，您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

界。海洋勋章假期不仅是一次邮轮旅行，它将会预

测您的需求、愿望和渴望，用个性化服务放大您的

度假体验，让您充分利用船上和岸上的假期时光！

海洋勋章及适用船队的
最新资讯，敬请访问 
princess.com/ocean

公主邮轮独家

全新亮相

帝王公主号

2017年11月13日

皇家公主号

2018年1月19日

加勒比公主号

2018年3月18日

海岛公主号

2018年5月16日

海洋勋章假期
全新推出

© 2017年嘉年华集团。邮轮体验访问网络、海洋勋章以及其商标为嘉年华公司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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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轻松度假体验
多种方式享受一次轻松、个性化的假期：

隐私保护 每位客人的个人信息都有加密，并不会存储在海洋勋章。此外，对于大多数服务，客人也可以设置为“仅供安全”。

海洋勋章

在配备海洋勋章的邮轮假期开启之前，您将会收到专属于您的免费个性化海洋勋

章。它是一枚硬币大小的可穿戴式设备，整个邮轮假期您都可以方便携带。您可以

定制勋章的颜色，还可以在上面激光雕刻您的名字、邮轮名称和航行日期。您可以

戴在手腕上、作为吊坠、夹在衣物上、用作钥匙链或者直接放在口袋里......尽可用您
喜欢的方式穿戴。海洋勋章看起来就像一个首饰，它可以链接到海洋指南针来为您

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轻松假期，我们也可以通过它来预测您的需求。

海洋指南针

将海洋指南针当作您的私人礼

宾员，您可以在船上任意地点

进行访问。海洋勋章可以根据

您提供的偏好，满足您的一切

需求，如向您推荐适合您的活

动和地点，同时还将提供邀请

及预订服务。使用海洋指南针

并不是惊喜之旅的必需品，然

而，若您参与得越多，您将在

航行中遇见更多令人兴奋的未

知可能，并且它将记住您的偏

好，以备您的下一次邮轮假期

使用！

迅速登船
无缝衔接的假期让您体验迅速登船，您

的专属海洋勋章甚至可以作为房卡开启

舱房。

指尖上的海洋勋章
您可以通过遍布邮轮的互动触屏、移动设

备，甚至客舱的电视屏幕，来访问海洋指

南针进行点餐、预约用餐、购物等等。

保持联络
如果您选择定位服务，海洋指南针功能

可以持续追踪您同伴在船上的位置，使

你们通过私信保持联系。

专属探险体验
想不想在下一个港口进行一次激动人心

的探险？或者来一次轻松悠闲的观光之

旅？海洋指南针会知晓您的喜好并推荐

最适合您的岸上观光项目。

美食和电影
通过海洋指南针的“此时此地”功能，

在座位上订餐或点饮料，这样您就不会

错过星空影院的精彩节目。

轻松购物
浏览公主邮轮免税商店网页，或者悠

闲的躺在客舱内，您都可以在几秒钟

内轻松完成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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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庆典

在公主邮轮举行庆典，让特

别的日子意义非凡。我们提

供庆典套装，无论是纪念

日、生日，或仅仅是想庆祝

美好假期，公主邮轮的优质

服务都会为您锦上添花。

princess.com/celebrations

家长之夜

公主邮轮的青少年活动中

心提供经济实惠的儿童看

顾服务，孩子们可以在此观

看电影或与其他小朋友们

一起玩耍，您则可以尽情享

受自己专属之夜！

适合3至7岁幼儿 适合8至12岁儿童 适合13至17岁少年

适合全家人的探险之旅

公主邮轮假期，是与您最重要的家人共享珍贵时光的最

佳方式。我们拥有多种多样的船上活动和岸上观光项

目，适合任何年龄的乘客，举家共享。

全新青少年活动中心

为您呈现我们全新设计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乘坐公主邮轮，各位探险家小朋

友可以在此玩乐、探索，并以多种全新方式享受欢乐！公主邮轮携手《探索

频道》，共同为3至17岁的小乘客们开发了各种趣味十足的活动课程和空间设

计，2018年将全面应用于我们的所有船只。princess.com/family

丛林木屋 山间木屋 海滨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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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属的岸上船长俱乐部
服务台电话专线

• 升级为公主邮轮白金级假期保护

 › 享受意外、疾病和医疗费用保险 
及行李/个人财物双重保险

 › 特殊取消抵用额升至100%

• 在邮轮上购买《映像》DVD 
享九折优惠

• 红宝石会员徽章

• 免费互联网抵用额*

• 优先办理登船

• 白金会员离船等候休息室

• 免费的《全航线手册》

• 白金会员徽章

忠诚会员丰厚奖励
您的忠诚值得获取非凡的奖励与认可，特此我们设立了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计划。您乘坐公主邮轮的次数越多，就能获取更多优惠。船长俱乐部

福利应符合船长俱乐部计划的条款规定，敬请访问princess.com/loyalty，阅读所有相关条款，获得关于会员福利的更多详情。

•  额外初始优惠/订金优惠

• 会员专属特惠

• 在线俱乐部中心SM

 › 备用计划

 › 好友推荐

 › 俱乐部账户

• 公主邮轮船长俱乐部SM杂志

• 船上“船长俱乐部会员” 
专属服务柜台

• 会员专享的船上活动
• 公主邮轮护照
• 黄金会员徽章

黄金级会员 红宝石级会员 白金级会员

首次旅程结束后即可获
得，并可以享受以下会员
福利:

自第4次公主邮轮旅行时
起，或邮轮旅行天数累计
达到31-50天，享受黄金
级会员的所有福利，此外
还包括：

自第6次公主邮轮旅行起，
或邮轮旅行天数累计达到51-
150天，享受红宝石级会员的
所有福利，此外还包括：

自第16次公主邮轮旅行起，
或邮轮旅行天数累计超过
150天，享受白金级会员的
所有福利，此外还包括：

菁英级会员

优选服务组合

• 免费的专业清洁、洗衣及 
擦鞋服务

• 优先登船

• 优先离船

优选折扣组合

• 精品店九折优惠

• 葡萄藤品酒吧免费品酒^

优选设施组合

• 免费使用迷你吧+

• 正式晚宴时豪华主厨小吃 
（应旅客要求）

• 套房客人洗浴用品

• 客舱内享用传统下午茶
（应旅客要求）

• 菁英会员徽章
* 互联网抵用额需要根据供应情况而定，不可与任何其他互联网优惠同时使用。
 ̂免费品酒仅适用于21岁及以上的菁英会员，且每次航程仅可享用一次。

+ 每间客舱仅可免费使用迷你吧一次，且仅适用于21岁及以上的会员。

公主邮轮
船长俱乐部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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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客舱

享受海上最佳住宿，提升出行体验。每当您结束一整天的阿拉斯加岸上观光行程再次回到邮轮

上，我们都希望您有回家的感觉。公主邮轮有各类设计优雅的客舱，从经济型的内舱到宽敞的套

房舱，都配有最好的服务和设施。我们的工作人员深知“热情友好”的涵义，与公主邮轮相伴，

您会体验到真正的宾至如归。

宾至如归

家庭乘客

除迷你套房舱和标准套房舱

外，较大的乘客团体可以选

择最多容纳8人的双卧室家

庭套房，或者预定连通式

客舱。

极致海景阳台用餐

伴随着海风，欣赏极致美景，

在户外享受一个绝妙浪漫的夜

晚或清晨美食之旅。鲜花、香

槟、四道式晚餐或美味早餐，

让您的体验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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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间公主邮轮客舱

都配有优质的标准

设施，包括：

对于寻求更大客舱空间和增值服务的乘客，公主邮轮宽敞的迷你套房舱和奢华的套房舱可

以满足您的需求。享用更大空间、柔软沙发床、独立休憩区域以及升级版的服务，从优先

登离船到免费享用迷你吧和升级版的浴室设施，不同类型的套房尊享不同级别的服务。

•  公主奢享睡床

•  舒适大床或双床

•  冰箱

•  液晶平板电视

•  带淋浴的独立浴室

•  100%纯棉高密织豪华床上用品

•  24小时免费客房服务^^

•  吹风机

•  电子保险箱

套房舱（带阳台）	

包含会所级迷你套房舱的全部

高品质设施以及：

•  豪华浴缸及独立私享淋浴设备

•  两扇落地玻璃门

•  带有柔软沙发床、座椅及两张小桌 
   台的独立休憩区

•  免费享用一次迷你吧++

•  宽敞的步入式衣柜

•  升级版浴室设施

•  免费享用莲花水疗的桑拿房+

•  干洗服务和免费清洁服务

•  登船日当天可免费享用特色餐厅晚 
   餐**

•  特色餐厅及岸上观光优先预定

•  到港优先离船

会所级迷你套房舱（带阳台）	

包含迷你套房舱的全部高品质

设施以及如下尊享服务：

会所级用餐礼遇*：

•  主餐厅专享用餐区

•  无需等待即可就坐用餐

•  更多餐食选择

•  专属服务人员

•  独一无二用餐环境

•  桌边备餐

升级版的设施和服务：

•  行程开始和结束时优先登船及离船

•  在房间内免费享用一瓶葡萄酒^

•  每晚可享用法式点心

•  奢华升级版浴袍princess.com/suites

princess.com/clubclass

迷你套房舱（带阳台）	

包含阳台舱的全部高品质设施

以及：

•  豪华阳台家具

•  带有二至四把座椅、小桌台及长软 
   椅的阳台

•  豪华浴缸及按摩淋浴头

•  落地滑动式玻璃门

•  独立休憩区

•  一杯欢迎香槟++

•  柔软沙发床

•  豪华床垫及枕头

•  两台液晶平板电视

•   我们位置最好的迷你套房舱

阳台舱	

邮轮前排客舱，可观赏美景，带

有一扇全景落地滑动式玻璃门。

海景舱	

包含公主邮轮全部高品质标准设

施以及光线充足的观景大窗。

内舱	

最经济的客舱，包含一张由双床

拼成的大床。

无障碍轮椅舱房	

内部有足以让轮椅全面回转的宽敞

空间，还有配备扶手和折叠式座椅

的无障碍淋浴间、易入式衣帽间

和方便轮椅进出的写字台。更多资

讯，敬请访问princess.com

注：具体设施及舱房景观仅供参考，具体情况根据具体船只而定。同种类舱房，因所属船只不同，其面积大小及设施配置可能有所差异。舱房面积大小，因其种类及所在层数不

同有所差异。若无特别注明，舱房景观皆无遮蔽。遮蔽不包括某些船体部分，如栏杆、分隔板及船只设备。阳台舱的景观依阳台的栏杆而定，阳台舱有两种不同的栏杆：铁制栏杆

及钢化玻璃栏杆。上层床铺及床梯承重均为113公斤。在可添加折叠床的房间里，本身配有两张下层床铺和一张上层床铺，如果您有需要，在可预约时段内预定，我们可为您添加

一张折叠床，每条航线的每一艘公主邮轮，都配有一定数量的折叠床。但请注意，使用折叠床会使您在舱房内活动不便。欲知更多详情，敬请咨询旅行社或访问princess.com。 
*早晚餐及海上航行日的午餐开放。 ^登船日提供半瓶红葡萄酒和半瓶白葡萄酒 ^^披萨送餐和饮品有额外收费，且价格不固定。 +仅适用于特定邮轮。桑拿房不适用于皇家公主
号、帝王公主号、盛世公主号、黄金公主号、至尊公主号、太平洋公主号、黎明公主号、太阳公主号和碧海公主号。**适用于6天及以上的行程 ++免费迷你吧仅供每间客舱年龄在21岁
以上的客人享用一次。欢迎香槟每位年龄在21岁以上的客人都可享用一杯。双卧室家庭套房不适用于珊瑚公主号和海岛公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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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主邮轮阿拉斯加航季船队包括7艘精品邮轮，从可以容纳超过2000位乘客的中型邮

轮，到可以容纳超过3000人的大型奢华邮轮，应有尽有。每一艘公主邮轮都可以提供我们招牌

的服务、臻至佳肴、趣味活动和动人心弦的娱乐。

载客量 3，080位乘客 2，600位乘客 2，200位乘客

阳台舱 超过800间 超过700间 超过700间

公主剧院

星空影院

圣殿成人休憩区

莲花水疗和健身中心

中庭广场

赌场

柯提斯•史东臻享餐厅（特色餐厅）

“柯提斯特制”招牌佳肴

咸味鸡尾酒吧（特色餐厅）
+

萨巴蒂尼意式餐馆（特色餐厅）

皇冠海鲜牛排馆（特色餐厅）

湾流餐厅&牛排馆

葡萄藤品酒吧

国际咖啡点心吧（24小时咖啡、点
心、三明治和小食）   ^

阿拉斯加船队

翡翠公主号

红宝石公主号

黄金公主号

至尊公主号

星辰公主号

珊瑚公主号

海岛公主号

+ 咸味鸡尾酒吧在舵手酒吧内，并只在晚间营业4小时
^ 不适用于珊瑚公主号
不同邮轮场所和餐食供应会有所不同，或需额外收费

查看甲板图了解更多详情，敬请访问princess.com/ships

（卡真/克里奥尔风味特色餐厅）



公主邮轮资讯速递（同业专刊） 公主邮轮看世界（海外航线）公主邮轮旅行大师（母港航线）

欲知更多详情

敬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主邮轮官方微信

或登录公主邮轮官网：princesschina.com

最佳
邮轮行程

《推荐》杂志
连续13年荣膺

最佳
岸上观光

《邮轮评论》

世界最佳
邮轮公司

《悦游》

最佳
乘客满意度

《西部旅行社》

最佳
海洋邮轮

《今日美国》

最佳
邮轮美食

《美食与美酒》

最佳
邮轮项目

《国际邮轮（英国）》

全 球 旅 行 大 师   公 主 邮 轮

您的专业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