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洋郵輪推出更多阿拉斯加精彩航程 

小型郵輪可前往更多港口  展開獨特難忘的探索體驗 

 
 

香港，2019 年 4 月 10 日–以滋味餐饗和獨特航線譽滿全球的大洋郵輪現推出一系列精彩獨特的

航遊體驗，以嶄新方式暢遊美國的最後邊疆──阿拉斯加。大洋郵輪將停泊更多港口和停留更長

時間，讓賓客欣賞阿拉斯加截然不同的一面。航線會從三藩市、西雅圖、蘇厄德（Seward）和溫

哥華出發，非常方便。熱愛探險的賓客可以按需要選擇 7 天、10 天、11 天、12 天或 14 天行程，

除了以西雅圖或溫哥華為起點及終點的來回行程，亦可選擇往返溫哥華和蘇厄德、西雅圖和溫哥

華、三藩市和溫哥華，以及溫哥華和洛杉磯的旅程。行程內容豐富，將帶賓客參觀眾多必到目的

地，並會停靠較大型郵輪無法靠岸、人跡罕至的港口，如海恩斯、科迪亞克、魯珀特王子港、蘭

格爾和納奈莫（Nanaimo）。 

大洋郵輪總裁兼行政總裁 Robert Binder 表示：「乘搭大洋郵輪前往阿拉斯加的賓客可以享受獨特

和正宗的阿拉斯加風情。我們安排了很多岸上觀光活動，讓賓客能以地道方式探索阿拉斯加，留

下難忘回憶。」 

 

停留更久，探索更多 

大洋郵輪是次推出的航程無出其右，停泊更多港口和停留更長時間，令旅客可以悠然觀光，或盡

情探索阿拉斯加獨特的自然風貌。大部分時間，大洋利嘉特號會在清晨抵達港口，並在傍晚 6 時

或較後時間離開，有時更會停留至晚上 11 時。利嘉特號全程會停靠多達九個港口，而且差不多所

有航程出發時都會經過壯麗的哈伯德冰川（Hubbard Glacier）。另外，在 2020 年出發的六個航程

亦會遊覽哈伯德冰川和學院峽灣（College Fjord），沿途欣賞 20 個嘆爲觀止的冰川。 

 

一系列獨特體驗 

徒步及乘坐直升機探索冰川 

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諾外圍的 Mendenhall 冰川巍峨壯觀，是一條移動緩慢的冰河，自 19 世紀後期

以來便吸引 John Muir 等不少自然學家到訪。賓客將有機會乘坐最多搭載五至六人的現代渦輪直

升機升空探險，飛越崎嶇不平的地貌，快速駛近冰川。在直升機上，賓客可從高空俯瞰靛藍冰隙、

造型奇特的冰釘、迷人冰瀑布和高低起伏的岩石峭壁，例如像匕首般直插天際的山峰 Mendenhall 

Towers。降落後，賓客會穿上舒適和抓地能力強的特製冰靴，徒步跨越冰川。隨團導遊更會帶領

賓客攀登最安全有趣的路徑，前往附近的優美景點，並沿途講解有關冰川形成、生命周期和冰川

對附近地貌的影響等豐富資訊，啓發思考。除了阿拉斯加，賓客再找不到另一個可以乘搭直升機

攀上冰川的地方。 

 

 

  



在白令海捕蟹 

「Aleutian Ballad」是阿拉斯加其中一艘傳奇捕蟹船，曾於 Discovery 頻道節目《驚濤蟹浪》

（Deadliest Catch）中亮相。與節目中的驚險狀況不一樣，賓客只會在風和日麗時從克奇坎登上該

船，出發前往平靜的受保護近岸水域，一睹阿拉斯加東南部的迷人景色，觀賞海峽兩岸的小島、

沿岸高聳入雲的延綿山脈和波光粼粼的原始水域。賓客可以在舒適溫暖的船上細聽在這個海上工

作的人與死神搏鬥的驚險故事。在下層，船員會從深海拉起長長吊纜和捕蟹籠，籠內除了螃蟹外，

還有鯊魚、八爪魚、海蝦和石頭魚等海洋生物。船員會將獵物小心放進船上的水族箱，讓賓客觀

賞和互動，然後再將它們安然無恙地放歸大自然。 

 
一嚐俄羅斯下午茶 

阿拉斯加曾為俄羅斯的屬地，直至 1867 年才易手美國。除了帝俄時期的首府錫特卡外，阿拉斯加

州內各地的建築物和風俗都深受俄國文化影響。在科迪亞克，Kodiak Inn 酒店便延續了俄羅斯的傳

統，提供由經典的英式下午茶演變以來的傳統俄式下午茶，深受賓客歡迎。俄式下午茶沒有鬆餅

和迷你三文治，取而代之的是羅宋湯、俄羅斯茶點和「pirozhkis」餡餅。賓客可以一邊享用美食，

一邊欣賞當地樂隊 Balalaika Players 演奏傳統俄國音樂。除了俄式下午茶這一大亮點，行程中還包

括參觀科迪亞克的漁業經濟的中心罐頭廠街（Cannery Row）、俄國東正教教堂和當地畫廊。 

 

划獨木舟暢遊冰峽點 

賓客會從冰峽點（Icy Strait Point）沿岸的沙灘出發，乘坐雙人獨木舟前往 Port Fredrick 附近的受

保護水域。體驗全長兩小時，賓客會一邊划艇，一邊遊覽質樸天然、彷彿人間淨境的港灣和海灣。

沿途，賓客可以呼吸更清新的空氣，飽覽更翠綠的海岸景致，在更平靜的海面觀賞更多姿多彩的

野生動物。另外，獨木舟的路線是座頭鯨覓食的路徑，隨團導遊會傳授觀鯨的秘訣，讓賓客把握

罕有機會，近距離一睹鯨魚潛水獵食或從水中探頭浮潛窺視的身影。此外，冰峽點水域營養豐富，

是殺人鯨、海獅、江豚、海獺和海豹的棲息地。除了這些大型生物，賓客亦將有機會遇見禿鷹，

欣賞它俯衝而下以鷹爪捕魚的英姿。 

 

乘坐噴射船遊覽冰湖和冰河 

蘭格爾是傳統阿拉斯加人生活的地方。賓客將可乘坐噴射船遊覽蘭格爾附近佔地 50 萬英畝的

Stikine-LeConte Wilderness，深入探索這片受知名美國自然學家 John Muir 尊崇的荒野。 

特別定制的噴射船會帶領賓客橫越美國境內水流最湍急的通航河流斯蒂金河（Stikine River）。船

艙內提供暖氣，與室外隔絕，是冰河探險的絕佳載具。除了遠方山脈的壯麗景色，沿途還有機會

看見路過的麋鹿、野熊或野鹿，觀察三文魚在河中繁殖，以及細聽瀑布飛流而下的淙淙水聲。順

著河流前進，船隻會來到被高聳花崗岩峰包圍的狹窄湖泊 Shakes Lake。大大小小的冰山散佈在湛

藍的湖上，如鑽石般璀璨奪目，非常迷人。接著，賓客會在一個精心挑選的荒原登岸，近距離欣

賞周遭環境的壯麗景色，然後返回船上，享用美酒和芝士，懷著興奮愉快的心情啓程返回蘭格爾。 

 

 
乘坐耳目一新的郵輪前往阿拉斯加 

大洋郵輪利嘉特號設有 324 個煥然一新的套房及艙房，配搭重新設計的公共空間，是所有航行阿

拉斯加水域的郵輪中唯一一艘配套全面提升的郵輪。大洋郵輪斥資 1 億美元進行名為

「OceaniaNEXT」的大規模改造計劃，利嘉特號的優化工程便屬計劃的一部分。翻新後，郵輪裝有

全新意大利水晶吊燈，換上出自 Baker 和 Donghia 的名師設計家具，並選用 Rubelli 和 Kravet 的原

創布料和飾面，營造出奢華瑰麗的感覺。船上最多僅招待 684 名賓客，由 400 名受過專業訓練的

船員提供服務，保證能滿足所有賓客的需要。利嘉特號的裝潢時尚典雅，設有四間自由入席的特

色餐廳，為賓客呈獻「頂級海上美味」體驗。另外，船上還建有世界級健身中心和水療中心、八

間酒廊和酒吧，以及充滿蒙地卡羅風格的賭場，設施豐富齊全。 



2019 年重點航程 

10 天冰川花園之旅（6 月 19 日出發，由西雅圖前往溫哥華） 

途經蘭格爾、朱諾、史凱威、錫特卡、克奇坎和維多利亞 

 
11 天邊境野生動物之旅（7 月 26 日出發，由西雅圖前往溫哥華） 

途經克奇坎、朱諾、哈伯德冰川、冰峽點、史凱威、魯珀特王子港和維多利亞 

 
14 天自然奇觀之旅（8 月 6 日出發，由溫哥華前往西雅圖） 

途經蘭格爾、錫特卡、冰峽點、蘇厄德、科迪亞克、史凱威、克奇坎、魯珀特王子港和維多利亞 

 
2020 年重點航程 

12 天西北絕景之旅（5 月 2 日出發，由三藩市前往溫哥華） 

途經阿斯托里亞、克奇坎、錫特卡、哈伯德冰川、史凱威、朱諾、蘭格爾和維多利亞 

 
11 天迷人阿拉斯加之旅（5 月 14 日出發，往返溫哥華） 

途經克奇坎、朱諾、史凱威、錫特卡、冰峽點、蘭格爾和維多利亞 

 
10 天阿拉斯加名勝之旅（5 月 25 日出發，由溫哥華前往西雅圖） 

途經克奇坎、朱諾、史凱威、哈伯德冰川、冰峽點、錫特卡和納奈莫 

 
14 天冰川峽灣之旅（6 月 4 日出發，往返西雅圖） 

途經克奇坎、冰峽點、哈伯德冰川、學院峽灣、蘇厄德、科迪亞克、朱諾、錫特卡、蘭格爾和維

多利亞 

 
7 天醉人景色之旅（6 月 18 日出發，往返西雅圖） 

途經克奇坎、冰峽點、錫特卡和維多利亞 

 
11 天淘金探索之旅（6 月 25 日出發，由西雅圖前往溫哥華） 

途經克奇坎、朱諾、史凱威、哈伯德冰川、錫特卡、冰峽點、蘭格爾和維多利亞 

 
7 天宏偉冰川之旅（7 月 6 日出發，由溫哥華前往蘇厄德） 

途經克奇坎、冰峽點、史凱威、朱諾和哈伯德冰川 

 
10 天冰川野生之旅（7 月 13 日出發，由蘇厄德前往溫哥華） 

途經學院峽灣、哈伯德冰川、冰峽點、朱諾、史凱威、錫特卡、克奇坎和納奈莫 

 
7 天夏日景致之旅（7 月 23 日及 8 月 24 日出發，由溫哥華前往蘇厄德） 

途經克奇坎、冰峽點、海恩斯和朱諾 

 
11 天峽灣森林之旅（7 月 30 日出發，由蘇厄德前往溫哥華） 

途經學院峽灣、哈伯德冰川、冰峽點、朱諾、海恩斯、錫特卡、克奇坎、魯珀特王子港和納奈莫 

 
14 天邊境冰川之旅（8 月 10 日出發，由溫哥華前往蘇厄德） 

途經克奇坎、蘭格爾、朱諾、史凱威、海恩斯、冰峽點、錫特卡、哈伯德冰川、學院峽灣、科迪

亞克和荷馬 

 



10 天冰川探索之旅（8 月 31 日出發，往返溫哥華） 

途經克奇坎、冰峽點、朱諾、史凱威、哈伯德冰川、錫特卡和納奈莫 

 
12 天冰川之旅（9 月 10 日出發，由溫哥華前往洛杉磯）  

途經克奇坎、朱諾、哈伯德冰川、錫特卡、魯珀特王子港、維多利亞和阿斯托里亞 

 
更多詳情，請登上大洋郵輪網頁、瀏覽航程簡介、聯絡各大旅行代理或致電香港及亞洲區辦事處

+852 2165 6010。 

 
 
OceaniaNEXT 簡介 

OceaniaNEXT 將帶來一連串大規模改造項目，呈獻更臻完美的航遊享受。賓客將登上非凡蛻變的

大洋利嘉特號級別郵輪，盡享精心打造的特色餐饗體驗、頂級海上美饌及多姿多彩的岸上觀光行

程，踏上更精彩難忘的旅程。 

 
 
大洋郵輪簡介 

大洋郵輪以滋味餐饗和獨特航線譽滿全球，旗下六艘奢華私密的郵輪可載客 684 人至 1,250 人。

大洋郵輪的航程經過精心設計，超過 450 個停靠港遍佈歐洲、阿拉斯加、亞洲、非洲、澳洲、新

西蘭、美國紐英倫、加拿大、百慕達、加勒比海、巴拿馬運河、大溪地和南大平洋，並會推出長

達 180 日的環遊世界之旅。 

 
 
 
傳媒查詢，請聯絡： 
嘉希傳訊－香港 

陳巧宜 (Chloe Chan)   

何淑欣 (Nancy Ho) 

電話：+852 2810 0532 

電郵：chloe.chan@ghcasia.com 

nancy.ho@ghcasia.com        

嘉希傳訊－新加坡 

吳苑怡 (Yuinyi Ng)  

謝敏惠 (Joleena Seah) 

電話：+65 6723 8161 

電郵：yuinyi.ng@ghcasia.com 

joleena.seah@ghcasia.com 

嘉希傳訊－上海 

蔣必慧 (Renee Jiang)  

電話：+86 21 5213 3030 

電郵：renee.jiang@ghc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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