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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
出發日期

雙人內艙房 雙人外艙房 雙人陽台房

2019年
12月12日 $1499起 $1629起 $1699起

2020年
3月5日 $1499起 $1669起 $1829起

3月19日 $1819起 $1979起 $2139起

4月16日 $1499起 $1639起 $1759起

5月28日 $1589起 $1789起 $1899起

6月25日 $2059起 $2229起 $2399起

7月23日 $1799起 $2039起 $2129起

8月20日 $1489起 $1699起 $1819起

9月17日 $1439起 $1559起 $1739起

費用

溫哥華出發日期：2019年~2020年9月

$1439起

郵輪簡介
載客量:   3,690人
船員人數:  1,367人
噸位:   130,000噸 （夢想級Dream class）

長度:   1,004英呎
首航日期:  2011年5月
翻新日期:  2016年3月

10天9晚嘉年華郵輪東加勒比海之旅
 6晚東加勒比海郵輪+邁阿密4天遊

嘉年華魔力號 Carnival MagiC

日期 東加勒比行程

Day 1 溫哥華飛往邁阿密，
開始4天邁阿密岸上觀光

Day 2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觀光

Day 3 西礁島

Day 4 抵達勞德岱爾堡，並於當地登船
（5月起郵輪為邁阿密來回）

Day 5 海上航行 

Day 6 巴哈馬群島 - 半月礁

Day 7 大特克島

Day 8 多明尼加共和國 - 琥珀灣

Day 9 海上航行 

Day 10
郵輪返回郵輪碼頭，

後乘搭郵輪公司安排接駁巴士，
送往機場飛返溫哥華

雙人內艙房含機票

價格包括：
• 6晚加勒比海郵輪嘉年華魔力號
• 4天3晚邁阿密歡樂遊連經濟標準酒店住宿及早餐
• 溫哥華出發經濟客艙來回機票
• 機場-酒店-碼頭-機場接送
• 郵輪公司所包之餐食飲料及各類娛樂活動

注意事項
•客人需用本票或現金交付團費，預訂須交全款，團位一經確認，團費恕不退還。
• 郵輪/機票特價為指定艙房數量有限，如售罄則需繳納附加費用。 岸上遊等自費項目價格及行程如有更改，世運旅遊不能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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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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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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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運獨家提供旅遊保險優惠 :
無需任何證明取消行程，可索償團費總數75%
保費只需$158起，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12月12日出發改停巴哈馬群島-拿騷（不停半月礁），
不同出發日期停靠港口順序會有不同。



港口簡介

Cruise Code: CGGTC-CCL-MC-E.CAR6N+4DMIA-2019-2020-ST-SS    Issued on: Oct 31, 2019

邁阿密市區觀光 (Miami) 
前往美國最大的濕地保護區 - 大沼澤國家公園，自費乘坐草上飛風力船 (90分鐘)，穿梭在鱷魚密佈的沼澤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
時您可以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工作人員還會現場示範如何捕捉活鱷魚。然後前往珊瑚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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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鬱蔥蔥的林蔭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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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十八洞高爾夫
球場和獨具古羅馬風格的超大游泳池，讓貴胄名流們無不傾倒陶醉在這詩意後花園裡。小夏灣拿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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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風情。

半月礁 (Half Moon Cay) 
半月礁 (Half Moon Cay)原是一座荒島，因為擁有細膩的沙灘、清澈的海水以及天然地形，便成了嘉年華郵輪公司買下的一座私人島嶼，成為一
處郵輪延伸娛樂點。島上保持了淳樸的原始面貌，也建造了一些必備的旅遊設施，到這裡恐怕只能乘郵輪過來吧。上島入口的建築塗上了鮮艷
的色彩，童話般感覺。 遊客可自由在沙灘椅享受陽光与海灘，也可参加自費娛樂項目，比如騎馬和沙地摩托等。 

琥珀灣 (Amber Cove (Puerto Plata) Dominican Republic) 
琥珀灣Amber Cove是多米尼加共和國的郵輪港口，靠近北部海岸城市Puerta Plata。由嘉年華郵輪線建造，Amber Cove於2015年11月開業，
是各種活動的便利跳台，從浮潛旅行到附近山區的ATV冒險。該縣的這個地區是著名的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首先在新的世界定居的地方，這
裡有著名的充足的琥珀，從古老，石化樹汁的罕見的橙色寶石。海灣的歡迎中心有無數的商店，酒吧和餐館. 這裡的景點有哥朗王宮、聖馬利
亞.拉梅諾爾大教堂、達博卡-奇卡海灘等，這些都是遊人旅遊時，一定會去的景點，這裡讓人流連忘返，每年都吸引著成千上萬的遊客。 

大特克島 (Grand Turk) 
大特克島這個名字應該可以迷惑你：屬於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的大特克島，面積其實十分細小。縱然如此，但它依
然充滿了風景優美的景點和歷史魅力。乘搭嘉年華郵輪到達大特克島，這一個前點綴著古舊風車、青翠小徑和完美海灘的迷人島嶼。被原始的
珊瑚礁和大陸架陡峭的崖壁環繞之下，來好好地探索這個蔚藍色海洋上的一片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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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德岱爾堡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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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2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邁阿密市區遊
美國最大的濕地保護區─大沼澤國家公園（Everglades national pa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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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 Holiday Inn Miami West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3天] 西礁島 (天涯海角)
早上前往佛羅里達群島的末端——被譽為“美國天涯海角”的西礁島 (Key West) 在約4小時車程中（路況良好情況下），您將途經由長短不一的
42座橋和32個島嶼串連的公路，這曾是一座拉動經濟的鐵路線，也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觀”的佛州1號公路。沿途不再將是疲勞的車程，取而
代之的是無限的美景，彷彿賓士在海面。中途將會停留阿諾施瓦辛格的“真實的謊言”的拍攝地，著名的“七英里橋”。到達西礁島之後，“美
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也是距離古巴最近的點，可以自由遊覽每個景點，還可以自行參觀海明威的故居，您還可以在著名的白頭街
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紀念品。回程時，你可以欣賞到不一樣的黃昏景色。

刻意安排當地地道海鮮大餐，套餐包括：
1. 產量極少的本地石蟹鉗，該螃蟹不允許捕捉，捉到螃蟹只能取其鉗子，螃蟹必須放生。由於產量特別少，只有在本地極少高級餐廳才有銷

售，並不外銷。但品嚐過後，無一不贊不絕口，其味鮮美無比。
2. 邁阿密得天獨厚的海洋環境東臨大西洋，西臨墨西哥灣，南部就是加勒比海。所以，該地餐廳普遍推廣的“海豚魚”就是當地的特色美食深

海魚，肉質鮮美。也是我們套餐中的一大亮點。
3. 加勒比海無鉗七彩龍蝦，深海龍蝦與波士頓龍蝦不同，肉質更鮮，更脆。 
4. 海鮮湯，用本地多種新鮮海鮮按照比例調配而成的美味組合，鮮而香濃。再配上當地的蔬菜和米飯。成為旅程中的最美特色體驗。
酒店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 Holiday Inn Miami West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4天] 邁亞密 - 東加勒比海郵輪假期
上午自由活動，中午安排交通前往郵輪碼頭，登上嘉年華地平線號，展開您的加勒比郵輪假期

價格不包括
1. 機票燃油稅，機場稅CA$165 (參考價)，以出票日期為準
2. 郵輪碼頭稅及政府費大約CA$405，以出票日期為準
3. 膳食及任何旅遊簽證費
4. 岸上遊之自費項目及所有額外交通費用
5. 當地司機/導遊服務費大約每人US$10/天
6. 郵輪上之小費、服務費 (每人每天大約US$14.5，具體金額以

郵輪公司為準)、自費膳食及酒水費用、門票、各港口岸上觀
光團、各地簽證費用、旅遊保險以及個人性質消費。

7. 免費接送機時間為10am-10pm，可能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
班旅客。也可選擇自費接機，隨接隨走，每人US$40。

8. 價格包括欄中未提及的項目

邁阿密岸上遊自費項目 (US$) 成人 小童 (3-12歲)

邁阿密夜遊 $35起 $25起

海明威故居 $14起 $6起

大沼澤公園草上飛 $28起 $16起

邁阿密港灣富人島遊船 $28起 $20起

海鮮大餐體驗套餐 $35起 $35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