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阿拉斯加+西雅图 11 日路线

【追寻北极光·邂逅西雅图】



行程特色：

※冰雪温泉小屋乐享极光

※直升机飞跃北极圈荣获探险证书

※狗拉雪橇体验疯狂乐趣

※寻访第一家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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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北京-西雅图-贶尔班克斯

沈阳机场集合乘机经中转地，转机前往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是

全球观赏北极光的胜地，一年之中有超过 243 天

的清晰夜空可以观看到北极光景象， 由于仅距离北极圈 310 公

里，并靠着山脉的屏障，可以避免恶劣天气， 而费尔班克斯的

珍娜温泉就是世界上观赏北极光的最佳地点之一，在每年九月

至五月，因此而声名远播。 要是极光在深夜或凌晨出现，当地

还提供电话叫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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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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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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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

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IATA 代码：SEA，ICAO 代码：KSEA）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塔科的一

个国际机场。该机场主要为西雅图和塔科马两个城市以及西雅图都会

区服务。 2011 年，机场全年共计运输了超过三千万名旅客，是全美

第 15 繁忙的机场。 拥有有飞往北美、欧洲、中东以及东亚的众多航

线。阿拉斯加航空将这一机场作为枢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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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17801 International Blvd, Seattle, WA 98158 美国

贶尔班克斯机场

地址

6450 Airport Way, Fairbanks, AK, 美国

到达方式

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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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贶尔班克斯

冰雕博物馆-极光勘测

享用早餐后，上午【冰雕博物馆】参观，（冰雕博物馆开放时

间 11:00）。午餐过后，下午 15:00 后出发前往北极光营地入

住星球小屋，我们的星球小屋正位于费尔班克斯市郊的【北极

光营地 Borealis Basecamp】 ，在没有建筑物遮挡的郊外山

上，远离城市灯光污染，您不仅可以观赏完整壮观的极光，还

有丰富的活动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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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光冰雕博物馆

Aurora Ice Museum

世界上最大的全年营业的冰博物馆

门票价格

15.00

开放时间

冬季

游玩时长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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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1 (907) 451-81

地址

56.5 Chena Hot Springs Road Fairbanks, AK 99711

到达方式

自驾

主页

chenahotsprings.com

星球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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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星球小屋正位于费尔班克斯市郊的【北极光营地 Borealis

Basecamp】 ，在没有建筑物遮挡的郊外山上，远离城市灯光污染，您

不仅可以观赏完整壮观的极光，还有丰富的活动供您选择。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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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贶尔班克斯

狗拉雪橇-雪地摩托-极光勘测今天您将享受充分自由的一天，

北极光营地为您准备了丰富多彩

的冬季活动可供选择。 在这里，您将会有充裕时间与雪橇犬亲

密接触。您将乘坐雪橇，跟这狗狗一起在山间探索阿拉斯加的林

海雪原。还可以乘坐雪地摩托尽情的在雪地上飞奔。该行程适合

各个年龄段，是为体验狗狗速度与激情的普通游客专门设计，尽

享舒适与安全的旅程。夜幕降临，在没有建筑物遮挡的郊外山

上，远离城市灯光污染，您不仅可以观赏完整壮观的极光，还有

丰富的活动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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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小屋

我们的星球小屋正位于费尔班克斯市郊的【北极光营地 Borealis

Basecamp】 ，在没有建筑物遮挡的郊外山上，远离城市灯光污染，您

不仅可以观赏完整壮观的极光，还有丰富的活动供您选择。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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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寇特福德

飞越北极圈-GOLDFOOT 极光勘测乘坐安全舒适的小飞机，从高空

俯瞰极地风光。抵达著名营地，

寇特福德营地（Coldfoot Camp），在美国最北端邮局寄一封明

信片。

时间安排：上午 10:00 出发前往市区，约 11:00 抵达并享用午

餐，约 40 分钟，午餐过后导游将送您前往飞机场，搭乘下午 1

点的飞机飞往 【寇特福德营地 Coldfoot Camp】机场。预计飞行

时间 1 小时 10 分钟。降落后，您将搭乘巴士前往【寇特福德营

地 Coldfoot Camp】，在这里您将有自由活动时间，即可以在美国

最北端的邮局寄明信片。夜幕降临是您还可以观测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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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贶尔班克斯-阿拉斯加-贶尔班克斯

车回费尔班克斯-白日北极圈-极光小木屋驱车返回费尔班克

斯，沿着著名的【道顿公路】，亲临【北极圈

标志牌】，宣告征服冰封的北极，并荣获一份【北极圈探险证

书】。途中游览北美第五大河流【育空河】，纵穿阿拉斯加南

北的【输油管道】，抵达探索神秘的北极地区，感受地球最原

始的地貌，偶遇极地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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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空河营地

Yukon River Camp

北美洲西北部大河,北美第三长河。源出加拿大境内落基山脉西麓，向

西北流经阿拉斯加，横贯育空高原，在高原西侧注入白令海。全长

3185 千米，流域面积 85 万平方千米。位于加拿大境内的上游地区，

河流深切高原，峡谷幽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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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河谷宽阔，蜿蜒曲折，干流发育有河曲带，宽达 46 千米，湿地广

布；下游与科尤库克河的下游共同形成一面积广大的河口三角洲，地势

低平，沼泽遍布，潮水可上溯 160 千米。以冰雪融水补给为主，7～8

月为洪水期，道森以下通航便利。但由于位置偏北，气候严寒，一年中

有 9 个月封冻，降低了其航运价值。下游河口富渔业资源。流域内自然

资源丰富，以森林、金矿、银矿著名。

这块比土耳其还要大的辽阔土地以前只有北美印第安人居住，直到 19

世纪中期才有欧洲裔的人(包括向东扩展的俄罗斯帝国的探险者)开始迁

入该地区，开始时是来做毛皮生意，後来则是寻找矿产财富。1896 年育

空河支流克朗代克(Klondike)河上发现金矿，吸引来大批的拓居者。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他关于北方淘金的小说中，称育空河为“母亲

河”，那里孕育着独特的北美文明，白人与印第安人曾在淘金热的大背

景下共同谱写生命的高歌。

门票价格

0.00

联系方式

+1 (907) 474-35

地址

Mile 56 Dalton Hwy Yukon River Crossing, AK 99701

到达方式

自驾

主页

yukonriverca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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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圈标志

Arctic Circle Sign

位于北极圈与道尔顿公路交界处的标志，再往北就是北极圈内

门票价格

0.00



D5

地址

Intersection of Dalton Highway and Arctic Circle

到达方式

自驾

珍娜温泉度假村

Chena Hot Spring Resort

设施完善的温泉度假村，距离 Fairbanks 有大概 60 英里的距离。有

专门看极光的小屋，如果运气好，在小屋等上一阵子就可以看到了。

联系方式

(907) 451-8104

地址

56.5 Chena Hot Springs Road,Fairbanks,AK 9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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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chenahotspr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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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贶尔班克斯-西雅图

费尔班克斯送机-西雅图接机-星巴克体验店-奇胡利博物馆-太

空针塔落日费尔班克斯送机，乘坐飞机前往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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贶尔班克斯机场

地址

6450 Airport Way, Fairbanks, AK, 美国

到达方式

自驾

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

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IATA 代码：SEA，ICAO 代码：KSEA）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塔科的一

个国际机场。该机场主要为西雅图和塔科马两个城市以及西雅图都会

区服务。 2011 年，机场全年共计运输了超过三千万名旅客，是全美

第 15 繁忙的机场。 拥有有飞往北美、欧洲、中东以及东亚的众多航

线。阿拉斯加航空将这一机场作为枢纽机场。

地址

17801 International Blvd, Seattle, WA 98158 美国

星巴克（全球第一家）

Origin of Starbu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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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星巴克咖啡是非常有名的咖啡连锁店，想喝到最纯正的星巴克味

道，就必须来西雅图的这家星巴克第一店。星巴克起源于西雅图，20 世

纪 70 年代，首家星巴克在派克市场开张，店名来源于赫尔曼.麦尔维尔

所创作的小说《大白鲸》，该部作品描述 19 世纪的捕鲸故事。对于一

家引进世界上最优质咖啡，供给那些饱受寒冷海风侵袭、渴不可耐的西

雅图人的店铺来说，“星巴克”这一带有海洋渔业特征的名称真是非常的贴

切。霍华德舒尔茨把星巴克带向了世界，从此星巴克便成为了家喻户晓

的品牌。星巴克第一店的店面小而古朴，立柱式铜牌是咖啡色的，橱窗

上悬挂着最原始的星巴克图标，墙面上挂的是世界地图和老照片，整体

氛围让人感觉淡雅而弥漫着浓郁的咖啡味。

小贴士：

开放时间:6:00-21:00

联系方式

+1 2064488762

地址

1912 Pike Pl, Seattle

到达方式

搭乘电车，在 Westlake 站下车。再往西直走约 5 分钟即到。也可以在

University 站下车，往东（往派克市场方向）走 5 分钟即到。



D6

奇胡利玻璃艺术馆

Chihuly Garden and Glass

该玻璃艺术馆内囊括了大量 Chihuly 的玻璃艺术品，展出分室内与室

外，是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

Chihuly Garden and Glass provides a look at the inspiration and

influences that inform the career of artist Dale Chihuly. Located at

Seattle Center, Chihuly Garden and Glass includes an Exhibition Hall,

the centerpiece Glasshouse and a lush Garden. The Exhibition Hall

contains eight galleries and three Drawing Walls, offering

visitors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Chihuly’s significant series
of work; the Glasshouse presents a suspended 1,400-piece,

100-foot-long sculpture; and the Garden is a backdrop for

four monumental sculptures and other installations.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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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傍晚的时候去，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展品是露天展示，这时候光就会

起到很神奇的效果。如果傍晚的时候去，既可以看到日光下的玻璃反射

的效果，又可以看到夕阳下玻璃的样子以及晚上灯光下所呈现的效果。

门票价格

常规票价(13-64 岁)$19

King County Special 13 岁以上$15

65 岁以上$17

4-12 岁$12

3 岁以下幼童免费

开放时间

周日至周四 11:00 – 20:00，周五周六 11:00 - 21:00。

地址

305 Harrison St Seattle,WA 98109

到达方式

搭乘公交 3/4/16/82 至 5th Ave N & Broad St 站下车，步行即可到达。或

者乘坐 Monorail 单轨观光电车至 Seattle Center 站下车即可。

主页

http://www.chihulygardenandg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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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太空针塔

Space Needle Seattle

位于西雅图的太空针塔(Space Needle，Seattle)是西雅图的地标之

一，在离地 520 英尺高的瞭望台和旋转餐厅里可以 360 度的观看西

雅图的全景，还包括雷尼尔山(Mt. Rainier)、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Olympic National Park)及普吉湾(Puget Sound)等。太空针塔是在

世界博览会开幕的第一天正式对外开放的，电梯也是在开幕前才装置

完成的，于 1993 年进行了改造，速度达到每小时 10 英里，搭乘电

梯从地面到观景台只需大约 40 秒钟左右。

门票价格

3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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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10:00-22:00

联系方式

+1 206-905-2100

地址

400 Broad St, Seattle, WA 98109 美国

到达方式

公交，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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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西雅图

市区游览-派克市场-凯里公园-华盛顿大学-飞行博物馆



D7

西雅图派克市场

SEATTLE PIKE MARKET

派克农贸市场或称派克市场，位于美国西雅图市中心的派克街，是全

美国最老的农贸市场。它以贩卖当地出产的农作物闻名，被称为“西雅

图心脏”。派克市场是西雅图最重要的观光景点，每年吸引 100 多万名

游客，以 2007 年的统计为例，共有 200 多个摊位、190 个手工艺工

匠和 240 个街头艺人。

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Pike Place Market PDA 85 Pike Street, Room 500 Seattle, WA 98101

到达方式

自驾公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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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公园

Kelley Park

凯利公园虽然小，但是却很巧，这里有动物园还有游乐场，是儿童的

天堂。

地址

-

主页

http://www.sjparks.org/regional/kelleypark.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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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海伦火山

Mount St. Helens

圣海伦火山是一座活火山，位于美国太平洋西北区华盛顿州的斯卡梅

尼亚县，西雅图市以南 154 公里，波特兰市东北 85 公里处，是喀斯

喀特山脉的一部分。山的名称来自英国外交官圣海伦勋爵，他是 18

世纪对此地进行勘测的探险家乔治·温哥华的朋友。圣海伦火山是包含

160 多个活火山的环太平洋火山带的一部分，因火山灰喷发和火山碎

屑流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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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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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1861 年创立至今，是美西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春季娇艳夺

目的樱花开满校园，众多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与现代化的美术馆交相辉

映，中央广场铺满红砖，还有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图腾柱，简直就是一场

建筑艺术的盛宴。

1. Suzzallo & Allen 图书馆

Suzzallo & Allen 图书馆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众多拱门镶嵌人物雕

塑，门柱与窗框都雕有复杂的花纹，二楼阅览室的彩色玻璃，在夕阳余

辉的映照下会发出淡蓝色的光芒。身处其中，就宛若来到了哈利波特中

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2. Burke 自然历史文化博物馆华盛顿大学正门的不远处就是 Burke

自然历史文化博物馆，门口有几个

高大的图腾柱，馆内展示许多珍贵的印第安文物，其中有图腾，独木

舟以及各式各样的手工制品。

3. Henry 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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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 Henry 美术馆与校园里的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形成鲜明的对

比，馆内经常举办以现代艺术作品为主的展览活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

以到官网查询或者去碰碰运气哦。

4. 春季满园樱花

春季是游览华盛顿大学的最佳时机，一整条路的樱花，通往校园正中的

Drumeller 喷泉，在哥特式建筑的映衬下，就好像穿越到了欧洲的小

镇，恬静和美。除了樱花，还有白玉兰、海棠花，各种花草树木争奇斗

艳，简直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自然博物馆。

门票价格

无需门票

开放时间

周一-周四：08:00-23:00 周五：08:00-18:00 周日：11:00-18:00

游玩时长

建议 2-4 小时

联系方式

+1-206-5439198

地址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 98105

主页

http://www.washingt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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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Olympic National Park

紧靠着太平洋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距离西雅图大约有三、四个小时车

程。国家公园里面可以感受到雪山的严寒，温带雨林的潮湿和海滨的温

暖，不同海拔梯度的风景，几乎可以在一次行程中都体会到。

小贴士：

开放时间:8:00-19:00，游客中心开放时间详见官网价格:15 美元/

车，七日有效。如果只在 101 号公路上绕行观景，不必购买门票。

门票价格

15 美元/车，七日有效。如果只在 101 号公路上绕行观景，不必购

买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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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公园全天全年开放，游客中心开放时间详见官网。

联系方式

001-360-565-3130

地址

3002 Mount Angeles Road Port Angeles，WA 98362

到达方式

建议自驾，也可以选择坐船，路线详见官网

主页

http://www.nps.gov/oly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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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波特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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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兮奥特莱斯

Portland Outlet

免税就是王道。

地址

1001 N Arney Road Woodburn,OR 97071

主页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110



D10

DAY10 西雅图-北京

西雅图乘机飞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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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

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IATA 代码：SEA，ICAO 代码：KSEA）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塔科的一个国

际机场。该机场主要为西雅图和塔科马两个城市以及西雅图都会区服务。

2011 年，机场全年共计运输了超过三千万名旅客，是全美第 15

繁忙的机场。 拥有有飞往北美、欧洲、中东以及东亚的众多航线。阿

拉斯加航空将这一机场作为枢纽机场。

地址

17801 International Blvd, Seattle, WA 98158 美国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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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沈阳

抵达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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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