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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留申野性生態。阿拉斯加棕熊捕鮭魚 14 日
「阿留申珍貴生態奇景」
，每年夏天在白令海的阿留申群島海域，交會著黑潮 Kuroshio Current 與冷
洋流的親潮 Oyashio Current，於海面下產生了海中漩渦，將海底的營養鹽都捲到淺浮層，因此出現
了大量的浮游生物。而營養價值豐富的浮游生物，吸引著魚群、座頭鯨、上萬隻的海鳥，形成令人讚
嘆的自然美景，您將透過鏡頭一窺美麗的生態景象。
阿拉斯加名為「熊的故鄉」
，又名為「北半球的塞倫加提」
，這裡的確有許多鳥類，海中有座頭鯨、白
鯨、小鬚鯨、海豚、海豹、海獺，而陸地則有一百零五種哺乳動物，包括北極態、花白旱獺、野大白
羊、棕色蝙蝠、飛鼠及殘暴的狼群。這裡有四百多種魚、將近三百種鳥類與七種兩棲類動物迴遊、遷
徒都得經過白令海、阿拉斯加。是一生一定要去的夢土。
基奈半島被稱為「生態與冰河樂園」
是因基奈半島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積被冰雪所覆蓋，當冰消退之後，會露出填滿海水的山谷，而這些被
冰河雕琢過的山谷，形成令人驚嘆的峽灣，所以，山脈、森林、湖泊、冰河等高低不平的地形橫亙其
上。海洋生物而聞名，如：鯨魚、殺人鯨、海豚、海獅、海豹及海瀨，更是極佳的賞鳥景點。
＜經典景點＞
 兩次搭乘水上飛機〜卡特麥國家公園(全球最美的棕熊大本營)。
 壯觀巨大冰河將挑戰您的感官極限。是由北極極地的破冰船生態旅遊方式，衍變出的陸路方式去
欣賞生態、冰河景觀，能深度於重點景區，又能省下更多費用。
 白令海的阿留申生態保護區〜近百萬隻海鳥棲息地及數十萬頭海豹大本營，俱極地野性美。
 綺麗壯觀的冰河景觀〜雄偉的 26 條大冰河、威廉王子灣、基奈峽灣國家公園。
 住宿阿利阿斯卡渡假村〜曾被美國滑雪雜誌 Skiing Magazine，票選為全美前 25 大的豪華渡假
村。
 出口冰河〜近距離欣賞冰河、不同形狀之冰柱、與神祕炫目的藍色光芒。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

費

出發日期

NTD469,000

商務艙追加

NTD88,000 起

---------------------------------------------單人房追加

訂金

報名截止日
NTD60,000
(七月最佳:棕熊捕鮭魚有二十隻、冰河崩裂多、阿留申群島生態動態多)

NTD
出發前 30 天

01. 台北  洛杉磯  安克拉治 CI 006 D 1710/1450(12h40m) + AS 157 D 1905/ 2325(5h20m)
今日傍晚搭乘豪華客機前往洛杉磯。並轉機前往阿拉斯加半島之大城—安克拉治，於機上可沿途欣賞
阿拉斯加山脈之冰雪景觀。於同日抵達，隨後，搭乘旅館交通車前往旅館。
＜旅館＞Anchorage Marriott Downtown or Sheraton Anchorag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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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安克拉治
早餐後，前往參觀阿拉斯加原住民中心（Alaska Native Heritage Center）於 1999 年落成，佔地近 11 公
頃。展覽廳內有阿拉斯加各族群原住民文化靜態展示，還有原住民藝術家現場製作手工藝品。下午市
區觀光：阿拉斯加表演中心，舊市政廳，風景優美之東尼諾爾斯步道，全世界最大水上飛機基地－胡
德湖空港機場等當地名勝。
＜旅館＞Anchorage Marriott Downtown or Sheraton Anchorage Hotel
03.安克拉治  金沙蒙  卡特麥國家公園 (棕熊大本營) 金沙蒙
AS 322 0940/1100+水上飛機 (第一次棕熊獵鮭魚)
上午搭機前往金沙蒙，先安置大行李於旅館內。隨後，搭乘水上飛機，前往卡特麥國家公園，於機上
俯瞰極美湖泊、森林景觀。抵達後，於棕熊生態保護區，欣賞世界最美鏡頭下的棕熊，於瀑布前及河
邊捕獵鮭魚之景觀，您將體會到 Discovery 及國家地理電視，拍出驚心動魄之捕獵鮭魚的珍貴畫面，
只有親臨目睹才能體會。不可遺漏小熊熊爬樹的鏡頭，母熊會在冬眠洞穴中產下 2-3 隻的小熊，小熊
需要依賴母熊兩年才能獨立，於河流旁有著母熊保護小熊熊的鏡頭。及欣賞日落色溫美景。
＜旅館＞King Salmoon Inn
04. 金沙蒙  卡特麥國家公園  金沙蒙  安克拉治 水上飛機 + KS289 1830/1940(第二次棕熊獵
鮭魚)
上午，再次搭乘水上飛機，前往卡特麥國家公園。漫步行於步道中，欣賞棕熊於一公尺高的瀑布上及
河邊捕獵鮭魚之景觀。鮭魚會逆流而上，棕熊會聚集在河口及瀑布捕食鮭魚， 爲了捕魚的地點而大打
出手，鮭魚多的時候棕熊可以隻挑熱量最高的魚頭、魚皮及魚卵吃，在旁等候最佳時機搶食的鳥，亦
是攝影師最愛的場景。晚上，搭機返回安克拉治。
＜旅館＞Anchorage Marriott Downtown
05. 安克拉治→出口冰河→200km 舒沃 Seward
早上，南行經基奈半島，進入被譽為全世界最美麗的迴轉灣景觀公路之一，沿六十五公里之哥伍德公
路欣賞坦納根海灣，沿途海峽美景搭配冰河奇景，平地沼澤與雄偉的高山交錯。下午，造訪★出口冰
河，屬基奈峽灣國家公園的一部分，是哈汀冰原溢出的一小個「出口」，哈汀冰原積將近四千平方公
里，是一個典型的「大陸型冰河」。健行於步道攝影冰河之邊緣，近距離欣賞著不同形狀之冰柱與呈
現出神祕炫目的藍色光芒、冰河的裂口與冰柱中閃耀的各種炫目的藍與綠。隨後，至基奈峽灣國家公
園之海路門戶〜席沃。
＜旅館＞Seward Windsong Lodge
06. 舒沃→基奈峽灣國家公園→舒沃
全日★搭乘冰河號遊船八個半小時(10:00/18:30)，前往拜訪壯麗的基奈峽灣國家公園，沿途是風景壯
麗的基奈半島海岸線，有機會見到野生的海獅，海豹、海獺與海鳥，及壯麗的哈丁冰原匯流出海的大
熊冰河出海口，您將近距離觀賞雄偉的冰河出海奇景，環山美麗的風景與五顏六色的遊艇交織出一幅
美麗的圖畫，這裡可以見到海獅，海豹，花魁鳥(太平洋海鸚)，晚餐於狐狸島。約 18:30 回至碼頭。
＜旅館＞Seward Windsong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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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舒沃→惠提爾/威廉王子海峽→哥伍德
今日★搭船暢遊威廉王子海峽五小時(12:30/17:30)，映入眼廉的峽灣美景，雄偉的 26 條冰河，波光粼
粼，美不勝收，近距離觀賞冰河前的冰山、浮冰成群連綿數百公尺的浩瀚景觀，及注意壯觀的冰河崩
裂景象，震撼人心。生態方面：躺仰在浮冰上的海豹群，或許您看到破水而出的座頭鯨、殺人鯨、白
腰鼠海豚及岩石上的阿拉斯加山羊。威廉王子海峽是阿拉斯加最不可錯過的「大自然最偉大的奇景」，
它是阿拉斯加最生動、振憾人的冰河自然景觀及生態保護區。
＜旅館＞Aleyska Resort
08. 哥伍德→安克拉治
早餐後，前往攝獵於波特谷間之★Big Game 阿拉斯加野生生態中心，您將近距離攝獵到駝鹿 Moose，
是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動物，馴鹿 Raindeer、北極馴鹿 Calibou、狼灌、大山貓、大角白羊。隨後前往
★Beluga Point，或許有機會可見追逐魚群的白鯨，令人十分驚艷，是觀賞基奈河口的白鯨絕佳位置，
每當初夏時期，白鯨魚群就會乘著潮水進入基奈河，遊客至此可以看見白鯨捕食鮭魚的畫面。傍晚，
搭機返回安克拉治，入住明日前往阿留申群島配套行程的旅館，並辦理登錄名單。
＜旅館＞Coast International Inn Anchorage
09. 安克拉治  聖保羅島 (阿留申群島生態保護區) 配套飛機 (4H)
早餐後，搭機前往阿留申群島生態保護區-聖保羅島。面積 197 平方公里。人口約 600 人。由火山作
用形成。發現者是 1796 年由俄國水手加夫里爾•普里比洛夫，1867 年和阿拉斯加一起歸屬美國。捕
獵海狗、海豹曾經是該地區的主要經濟活動，所產海豹皮、海狗皮非常有名。抵達後，入住旅館後，
即展開島上個個景區之生態攝獵，此群島位於陡峭的岩壁由大海中冒出，島與島之間海峽緊密狹窄，
原住民風味村落點綴其間，古老漁港是一座美麗的天然海港。此四天三夜之配套行程，將依團體之屬
性作不同生態攝影的安排。請捕捉極俱野性美的黃昏攝影風味。(備雨具，保暖衣物）。
＜旅館＞配套生態保護區旅館(僅有的旅館，乾淨衛生) 位於機場 公用浴室、公廁
10. 阿留申群島生態保護區
全日攝獵阿留申群島之島嶼美景與生態，群島是白令海中的美麗島嶼，沿途懸崖邊眾多海鳥雲集飛翔
蔚為大觀，此海洋匯流區海洋生物極為豐富，您將近距離欣賞紅面鸕鶿 redfaced cormorants、海鷗、
三趾鷗 black-legged kittiwakes，海鸚 Horned puffins 與花魁鳥 Tufted Puffin “姐妹花”棲息地。厚嘴
海鴉 thick-billed、海鴉 common murres、和冠海雀 crested auklets、小海雀 least auklets、白眉海雀 parakeet
auklets、長腮鬚海雀 Whiskered Auklets、北方軟毛海獅 northern fur seals，北方海獅 Steller sea lions，
海象 walruses，海獺 sea otters、極地藍狐 Arctic Blue Fox。(備雨具，保暖衣物）
＜旅館＞配套生態保護區旅館(僅有的旅館，乾淨衛生) 位於機場 公用浴室、公廁
11. 阿留申群島生態保護區
全日續欣賞海鳥生態及前往造訪太平洋海豹繁殖地、專業生態導遊會依團體需求再訪重要景區。
＜旅館＞配套生態保護區旅館(僅有的旅館，乾淨衛生) 位於機場 公用浴室、公廁
12. 阿留申群島生態保護區  安克拉治 配套飛機 (4H)
上午續欣賞海鳥生態及前往造訪太平洋海豹繁殖地、專業生態導遊會依團體需求再訪重要景區。下午
搭機飛返安克拉治。並轉機前往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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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克拉治  洛杉磯  台北
AS 150 0055/ 0710 (5H15M) + CI 005 D 1650/ 2105+1 (13h15m)
上午抵達洛杉磯後，下午搭機飛返家園。經國際換日線。夜宿機上。
14. 台北
於晚上，抵返國門。
***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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