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晚嘉年華郵輪西礁、科蘇梅爾之旅
+ 3天2晚邁亞密假期
溫哥華出發：
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

798

$

起

ᎈ

內艙雙人房 (包含機票)

嘉年華勝利號

silkway.com

Carnival Victory

價格包括：

郵輪簡介
載客量： 		
噸位：		
長度：		
船員人數：
翻新日期 :

•
•
•
•
•

2,764人
101,500噸
893英呎
1100人
2018年初

4晚加勒比嘉年華郵輪之旅
3天2晚邁亞密酒店連早餐
1天邁亞密觀光遊
溫哥華至邁亞密經濟艙往返機票
機場 - 酒店 - 碼頭 - 機場免費接送

價格不包括：
• 機票燃油稅、機場稅CA$108起            
(參考價 / 以出票日為準)

• 郵輪碼頭稅及政府費約CA$270        
(參考價)

•
•
•
•

郵輪服務費 (每人每日大約US$14.5)
郵輪上自費膳食及酒水費用
所有陸上行程用餐
任何個人消費

費用

行程表
第1天

從溫哥華飛往邁亞密, 抵達後專車往酒店, 自由活動

溫哥華出發日期

內艙
雙人房

海景
雙人房

海景露臺
雙人房

第2天

參觀大沼澤公園 / 珊瑚閣 / 小哈瓦那 / 南沙灘

2019年09月07日

$938 起

$988 起

$1068 起

第3天

中午送往郵輪碼頭登船

4:00PM啟航

2019年10月05日

$798 起

$838 起

$968 起

第4天

西礁 Key West

7:30AM - 1:30PM

2019年11月02日

$958 起

$998 起

$1128 起

第5天

科蘇梅爾 Cozumel

12:00PM - 10:00PM

2019年12月07日

$1018 起

$1068 起

$1168 起

第6天

海上巡航 Cruising

2020年01月25日

$888 起

$958 起

$1048 起

第7天

返抵邁亞密 Miami
離船, 送往機場, 飛返溫哥華

2020年02月01日

$1098 起

$1158 起

$1278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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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248.7001
8899 Odlin Cr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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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本社職員查詢更多出發日期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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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060
Aberdeen Centre

Unit 163 Metropolis
at Metrotown

Unit 1328
Crystal Mall

Unit 2738
Coquitlam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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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634.3000
3000 Central City

BC Travel Reg:#43113

邁亞密陸路觀光詳細行程
[第1天] 溫哥華 - 邁亞密
溫哥華出發，撘乘航班前往邁亞密機場，安排專車前往酒店辦理入住手續。自由活動。
酒店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提供免費早餐）

[第2天] 大沼澤公園 / 珊瑚閣 / 小哈瓦那 / 南沙灘灉
大沼澤國家公園（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美國最大的濕地保護區，您將乘坐特有的交通工具 - 草上飛風力船，去體驗大沼澤散發的
自然魅力同時也將了解沼澤地的生態，野生動物和植物，當然還有沼澤的主人 - 鱷魚，工作人員還會現場演示和鱷魚的一些互動表演，您將有機
會抱起鱷魚寶寶，最後會有機會和鱷魚寶寶合照，給這段沼澤地的旅行畫上完美的句號。

珊瑚閣 - 是最早先規劃再建設的社區，這裡的建築群均是由珊瑚和貝殼來做牆面，故被譽為“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欣賞盡是異國風情的豪華
宅邸以及美國地標建築 -“比爾提莫酒店“（外觀）。
小哈瓦那 - 這裡是著名的古巴區，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必來這裡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嚐古巴特色雪茄，咖啡，三明治，感受中南美
洲的異域風情。
貝塞德 - 海濱市場(自費)乘坐遊輪，遊覽邁阿密，飽覽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遠眺邁阿密下城區第二大金融中心。
南沙灘 - 欣賞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那裡有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上百座“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傑作以及南海灘的海濱大道帶給您最放鬆的旅
遊體驗。
酒店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提供免費早餐）
[第3天] 邁亞密 - 加勒比海
上午自由活動，中午安排交通前往郵輪碼頭，登上嘉年華勝利號，展開4晚西加勒比郵輪假期

港口简簡介
西礁（Key West）
西礁是一個充滿陽光，充滿樂趣的地方；棕櫚樹蔭的街道兩旁，排列著色彩繽紛的小木屋，復古的沙龍和盛開的熱帶花卉，以及19世紀建築的老
城區。

科蘇梅爾（Cozumel）

注意事項

科蘇梅爾擁有一流的潛水及浮潛體驗、沙灘、海洋生物的探索機會、植物園、小徑和聖米格爾鎮的商店。一個位於瑪雅懸崖邊的遺址 - 圖倫就
在附近的大陸俯瞰着加勒比海。貝里斯城是中美洲國家貝里斯的最大城市，也是該國的舊都和貝里斯區的首府。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貝里斯
城共有人口49,040；但非官方估計該市有70,000人甚至更多。貝里斯市位於貝里斯河河口，加勒比海沿海。

•報名時需繳付團費60%訂金(一經確認不可退還)。出發100天前需繳付全數款項，客人需用本票或現金繳付全款。
•客人需用本票或現金交付團費，一經確認，團費恕不退還。
•價格僅供參考，按指定艙位和具體出發日期，所列為優惠價格，售完即止， 如果售罄則需繳納附加費用。
•更多出發日期，價格及細節請向世運專業旅遊顧問諮詢
•旅客需自備有效旅行簽證（包括護照和各出入國境簽證及所需文件）。有效期從回程之日起必須不少於6個月。如旅途有所延誤不能成
行，本公司概不負責，所付款項恕不退還
•為保障旅客利益，請在報名時購買相關旅遊保險，詳情其參考世運旅遊服務條例，並請咨詢世運專業郵輪顧問
•郵輪公司保留增加燃油附加費之權利，如有任何不可預知的因素，郵輪公司保留更改行程的權利
•本公司亦保留以上價格因匯率波動而調整的權利，恕不預先通知
•如有任何異議，世運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詳情致電世運旅遊或瀏覽www.silkway.com
Cruise Code: CGG-CCL_VI_4N KW COZ+MIA3L_SEP19-FEB20-S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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