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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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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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出航日期 內艙雙人房 外艙雙人房 露臺雙人房 雙人套房 

5月1日 A $1499起 $2069起 $2539起 $2739起

5月8日 B $1429起 $1969起 $2369起 $2639起

5月15日 B $1429起 $2099起 $2639起 $2839起

5月22日 B $1559起 $2329起 $2799起 $2999起

5月29日 B $1699起 $2529起 $2859起 $3269起

6月5日 B $1789起 $2569起 $3349起 $3549起

6月12日 B $1899起 $2639起 $3299起 $3569起

6月19日 B $1899起 $2769起 $3329起 $3569起

6月26日 B $1899起 $2699起 $3239起 $3569起

7月3日 B $1969起 $2839起 $3299起 $3639起

7月10日 B $1969起 $2799起 $3299起 $3529起

7月17日 B $1969起 $2769起 $3299起 $3569起

7月24日 B $1969起 $2809起 $3279起 $3569起

7月31日 B $1899起 $2809起 $3169起 $3499起

8月7日 B $1769起 $2699起 $3099起 $3499起

8月14日 B $1769起 $2639起 $2969起 $3439起

8月21日 B $1699起 $2569起 $2899起 $3369起

8月28日 B $1629起 $2499起 $2839起 $3299起

9月4日 B $1559起 $2429起 $2769起 $3239起

9月11日 B $1509起 $2379起 $2649起 $3119起

9月18日 B $1429起 $2299起 $2499起 $3039起

9月25日 A $1469起 $2269起 $2479起 $3009起

$1429 起
雙人內艙房 (每位 / 已包稅)

郵輪簡介 
載客量：  4,004人 
噸位： 168,028噸 
船員人數： 1,716人 
首航日期： 2018年4月

8天7晚阿拉斯加之旅
(捓挪威郵輪最大型豪華郵輪、來回西雅圖)

 挪威至樂捓號 (NorwegiaN Bliss)

西雅圖來回(世運提供免費來回溫哥華往返長途巴士)
出發日期：2021年5月至9月 (逢週六出發)

費用費用(每位)(每位)

世運旅遊提供免費來回溫哥華至西雅圖郵輪

碼頭長途巴士車票，以下為最低參考價格

行程A所停港口 (8天7晚)：
西雅圖 - 海上航行 - 朱諾 - 史凱威 -  
冰河灣 (巡航) - 凱契根 - 維多利亞 - 西雅圖

行程B所停港口 (8天7晚)：
西雅圖 - 海上航行 - 凱契根 - 朱諾 + 道斯冰
川 (巡航) - 冰峽角 - 海上航行 -  
維多利亞 - 西雅圖

Latitudes Rewards 會員尊享 
世運獨家雙重優惠

世運獨家提供旅遊保險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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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任何證明取消行程，可索償團費總數75%
保費只需$157起，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保費只需$157起，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郵輪公司提供 Free at Sea 或 本國居民特惠
等不定期額外優惠，敬請進店查詢



行程簡介 
溫哥華 (Vancouver, BC) - 西雅圖 (Seattle, WA) 

乘坐長途巴士由溫哥華往西雅圖郵輪碼頭登船。

海上巡航

朱諾 (Juneau, AK)

朱諾被稱為“阿拉斯加的巔峰體驗”，部分原因在於其無與倫比的冰川景觀，如特雷西手臂峽灣，朱諾冰原和冰川灣
國家公園。 可坐皮划艇在該地區眾多受保護的水道暢遊，乘坐飛機觀光，遊覽歷史悠久的市中心或嘗試淘金。

雄偉的門登霍爾冰川（Mendenhall Glacier）位於朱諾外近12英里處，值得一遊。

史凱威 (Skagway, AK)

從1896年到1897年的一年，這個沿著內部通道的偏遠小鎮從幾個帳篷成長為一個擁有2萬人口尋求金錢的城市。 今
天，遊客可尋找其他大自然歷史 - 在史凱威迷人的木板路上體驗昔日，這木板行人道上佈滿了複製淘金熱天的建築。

阿拉斯加內航道 (Inside Passage)

駛向聯合國世界遺產 - 冰川灣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 這裡擁有330萬英畝的自然奇觀，擁有壯麗的冰川，白雪皚皚
的山脈以及豐富的鳥類和野生動物。 乘坐阿拉斯加遊船，體驗冰川灣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的壯麗冰川和野生動物。

凱契根 (Ketchikan, AK)

在被譽為「世界三文魚之都」的凱契根，您將會品嚐到有生以來所吃過最新鮮的三文魚。此地亦是刻有世上最多的圖
騰收藏之特里吉族人的發祥地。如果您喜歡冒險的話，那麼划獨木舟、遠足穿過茂密雨林的自然教育徑或到荒野探險
後，再享用一頓豐盛的蟹宴將使你無法抗拒凱契根的獨特魅力。 

維多利亞 (Victoria, CA)

漫步於令人驚嘆的布查特花園（Butchart Gardens）寬敞的草坪，擁有異國情調的植物，不同尋常的綠色植物和精緻
的噴泉。探索歷史悠久的堡壘廣場，唐人街的寶藏以及內港木板人行道上的眾多景點。

西雅圖 (Seattle, WA) - 溫哥華 (Vancouver, BC)

靠岸後乘坐長途巴士由西雅圖郵輪碼頭返回溫哥華。

注意事項
• 以上價格為每位加元價 (已包括郵輪政府費、碼頭稅約共$843)，按指定艙位和具體出發日期，優惠價格僅供參

考，售完即止 
• 價格不包括郵輪服務費 (每人每日大約US$15.5、套房每人每日US$18.5)、郵輪上自費膳食及酒水費用及任何個人

消費 
• 指定艙房數量有限，如果售罄則需繳納附加費用。價格及行程如有更改，世運旅遊不另行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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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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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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