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晚墨西哥全新嘉年華郵輪之旅
•	 5天4晚洛杉磯、拉斯維加斯、大峽谷假

期(包括大峽谷南緣及羚羊彩穴)

•	 溫哥華至拉斯維加斯/洛杉磯至溫哥華
經濟艙往返機票	

•	 機場	-	酒店	-	碼頭	-	機場免費接送

•	 行程列明之門票

價格包括：

•	 機票燃油稅、機場稅CA$144起	
(參考價	/	以出票日為準)

•	 郵輪碼頭稅及政府費約
CA$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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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不包括：

silkway.com

(604)718.9000
Unit 1328
Crystal Mall
BC Travel Reg:#43098

(604)637.2000
Unit 163 Metropolis
at Metrotown
BC Travel Reg:#43099

(604)472.3000
Unit 2738
Coquitlam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0

(604)634.3000
3000 Central City
BC Travel Reg:#43113

(604)248.7001
8899 Odlin Crescent

(604)248.8000
Unit 1060
Aberdeen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1

 

$1699起

 內艙雙人房	(包含機票)

郵輪簡介
載客量：   3,930人
噸位：  133,500噸
長度：  1,056英呎
船員人數： 1,450人
**將於2019年12月全新下水**

7晚墨西哥玍全新嘉年華郵輪之旅
+ 5天4晚洛杉磯、拉斯維加斯、大峽谷假期

	嘉年華全景號   Carnival Panorama

美西陸路觀光 + 郵輪行程

第1天
從溫哥華飛往拉斯維加斯, 抵達後酒店專車穿梳巴
士送往酒店, 自由活動

第2天 羚羊彩穴 / 馬蹄灣一天遊 (包早、午餐)

第3天 大峽谷(南緣)一天遊

第4天 拉斯維加斯回程洛杉磯, 洛杉磯半天遊, 送返酒店

第5天 中午送往郵輪碼頭登船     4:00PM啟航

第6天 海上巡航 Cruising

第7天 卡波聖盧卡斯 Cabo San Lucas                10:00AM - 7:00PM

第8天 馬薩特蘭 Mazatlan                                        8:00AM - 5:00PM

第9天 巴亞爾塔港 Puerto Vallarta                         9:00AM - 9:00PM

第10天 海上巡航 Cruising

第11天 海上巡航 Cruising

第12天
返抵洛杉磯 Los Angeles
離船, 送往機場, 飛返溫哥華                                9:00AM靠岸

逢週二出發：2019年12月至2020年11月

費
用 溫哥華出發日期

內艙
雙人房

海景
雙人房

海景露臺
雙人房

2019年12月17日 $2289 起 $2669 起 $3099 起

2020年01月07日 $1699 起 $1939 起 $2139 起

2020年02月18日 $1849 起 $2039 起 $2289 起

2020年03月10日 $1889 起 $2119 起 $2349 起

2020年04月14日 $1929 起 $2139 起 $2379 起

2020年05月05日 $1929 起 $2139 起 $2369 起

2020年06月02日 $2139 起 $2379 起 $2699 起

2020年07月21日 $2159 起 $2429 起 $2699 起

2020年08月25日 $1979 起 $2239 起 $2499 起

2020年09月15日 $1919 起 $2169 起 $2429 起

2020年10月27日 $1879 起 $2099 起 $2389 起

2020年11月10日 $1859 起 $2099 起 $2369 起

***請與本社職員查詢更多出發日期及費用***
郵輪碼頭稅、政府費及機場稅約$500



Best Western Plus
Commerce Hotel

(Los Angeles)

Excalibur 
Hotel & Casino
(Las Vegas)

注
意
事
項

•報名時需繳付訂金CA$1,000每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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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陸路觀光詳細行程>

[第1天]	溫哥華	-	拉斯維加斯
溫哥華出發，撘乘加航航班直航前往拉斯維加斯，抵達拉斯維加斯機場後，乘坐酒店免費穿梳專車前往酒店，晚上自由活
動。拉斯維加斯著名的拉斯維加斯大道是遊客可以在溫暖的沙漠之夜散步，參觀Bellagio Venetian，MGM Grand，The 
Mirage等最新，最奢華的賭場。或者在市中心漫步，觀看橫跨整條街道的耀眼燈光錶演。	全年都有特別的表演和表演，真正
讓拉斯維加斯成為一個永不休眠的城市。

酒店住宿：Excalibur賭場酒店或同級

[第2天]	馬蹄灣	/	羚羊彩穴（含簡單早餐、午餐及門票）
清晨在拉斯維加斯出發前往羚羊彩穴。由於雨水流入狹縫峽谷部分上方的大面積盆地。	隨著水湧入狹窄的通道，隨著時間的
推移，通道被侵蝕掉，使走廊更深入，形成您今天所看見的景象。陽光在砂岩牆壁上來回反彈，使岩石呈現出紅色，橙色，
紫色和許多其他顏色。	然後我們將參觀馬蹄灣，科羅拉多河的轉彎時間為270度。	步行不遠，景色很美及壯觀，令人驚嘆。	
晚上回拉斯維加斯。

酒店住宿：Excalibur賭場酒店或同級

[第3天]	大峽谷南緣（含門票）
大峽谷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的最壯觀的侵蝕例子之一。峽谷國家公園(Canyon National Park)是指定的世界遺產，
在浩瀚的景觀中為遊客提供無與倫比的體驗。

酒店住宿：Excalibur賭場酒店或同級

[第4天]	拉斯維加斯	-	洛杉磯
早上回程洛杉磯。停靠好萊塢的歷史地標，以及好萊塢星光大道，中國劇院和杜比劇院（現在是奧斯卡之家）和沃爾特迪斯
尼音樂廳。

酒店住宿：Best Western Plus Commerce 酒店或同級

[第5天]	洛杉磯	-	嘉年華郵輪

中午安排專車送往郵輪碼頭登船，開始7晚墨西哥全新嘉年華郵輪之旅。

Cruise Code: CGG-CCL_PA_7N MEXICO RT+LAXLAS4N_SEP19-NOV20-ST-SO             Issued on: Apr 22,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