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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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起，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 12晚挪威郵輪巴拿馬、南美北端之旅
• 4天3晚邁亞密酒店連早餐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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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包括：

• 機票燃油稅、機場稅CA$147起            
(參考價 / 以出票日為準)

• 郵輪碼頭稅及政府費約CA$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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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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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起

 內艙雙人房 (包含機票)

郵輪簡介
載客量：   3,998人
噸位：  169,116噸
長度：  1,094英呎
船員人數： 1,735人
首航日期 :  2019年11月24日

15晚巴拿馬及遨遊南美的北端郵輪之旅
(12晚全新挪威郵輪 + 3晚邁亞密假期)

 挪威永恆號      Norwegian E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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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觀光

第3天 西礁島

第4天 中午送往郵輪碼頭登船     5:00PM啟航

第5、6天 海上巡航 Cruising              

第7天 博奈爾 Bonaire                  8:00AM - 5:00PM

第8天 庫拉索 Curacao                 8:00AM - 6:00PM

第9天 阿鲁魯巴島 Aruba                  8:00AM - 6:00PM

第10天 聖瑪爾塔 Santa Marta                         9:00AM  -  6:00PM

第11天 卡塔赫納 Cartagena                           6:00AM  -  2:00PM

第12天 加敦湖 / 科隆 Gatun Lake/Colon          5:00AM  -  8:00PM

第13天 利蒙港 Puerto Limon                          8:00AM  -  6:00PM

第14、15天 海上巡航 Cruising

第16天
返抵邁亞密 Miami
離船, 送往機場, 飛返溫哥華                                7:00AM靠岸

溫哥華出發：
2021年1月至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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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 $1978 起 $2568 起 $3268 起

2021年1月29日 $2058 起 $2898 起 $3598 起

2021年2月26日 $2168 起 $3038 起 $3598 起

***請與本社職員查詢更多房價及費用***



注
意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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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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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L_EN_12N PANAMA CANAL+MIA4_JAN-FBE21-ST-SO             Issued on: FEB 10, 2020

邁阿密 (Miami)
邁阿密令人驚嘆的文化融合和華麗的城市環境使其成為一個值得一遊的地方。 參觀南海灘的時尚裝飾藝術區，小哈瓦那的卡勒奧喬，椰子林和
珊瑚山牆的超高檔社區以及大沼澤地獨特的生態系統。

克拉倫代克 - 博奈爾 (Kralendijk, Bonaire)
博內爾島的首府克拉倫代克，坐落在加勒比海中的一個島嶼。 這個景點提供豐富的水上活動，從珊瑚礁潛水到皮划艇，以至雙體船航行和4X4野
生動物園冒險。

威廉斯塔德 - 庫拉索 (Willemstad, Curacao)
漫步在這個古樸的海港小鎮上，您會以為您回到了舊阿姆斯特丹。 欣賞豐富多彩的荷蘭建築，並享受一流的購物。 您可以在17世紀的涼廊上放
鬆，品嚐以著名的庫拉索甜酒製成的飲料。

奧臘涅斯塔德 - 阿魯巴島 (Oranjestad, Aruba)
令人難以置信的白色沙灘和鈷藍色的海洋使阿魯巴島成為一個受歡迎的目的地。 在繁華的自由港小鎮奧拉涅斯塔德，透著九重葛，夾竹桃和芙
蓉的果子露色的荷蘭殖民時期建築簡直是風景如畫。那裡小型但內容豐富的博物館介紹了該島的歷史。

聖瑪爾塔 - 哥倫比亞 (Santa Marta, Colombia)
欣賞聖瑪爾塔迷人的海灣和受歡迎的海灘。 探索幾千年前佔領該土地的泰羅納人的古老文化。 漫步到大教堂，欣賞其美麗的建築並了解其悠久
歷史。

卡塔赫納 - 哥倫比亞 (Cartagena, Colombia)
古老的寨城卡塔赫納反映了征服者和海盜的動盪歷史。 攀登“拉斯壁畫”，盡享難忘的海港景色。 在這個迷人城市的鵝卵石街道上到處都是售
賣翡翠和皮革製品的商店。

巴拿馬運河/加敦湖 - 巴拿馬 (Panama Canal / Gatun Lake, Panama)
當您在巴拿馬運河過境路線上預定陸路旅行時，您會真正像噴氣式飛機一樣旅行，穿越這個海上奇觀的加勒比海入口。 當我們到達加敦湖，預
定了海岸遊覽活動的客人就可以下船，進行一次難忘的體驗，不僅可以看到美麗的風景，而且還可以帶您到科隆，在那兒，遊客們便可重新回到
船上。請注意，只有已預訂的岸上游客人才可以在加敦湖下船。 也歡迎大家在到達科隆後到處遊覽。

利蒙港 - 哥斯達黎加 (Puerto Limon, Costa Rica)
利蒙港以其多元文化社區和每年的節日狂歡慶祝活動而聞名。 近年來，該地區已成為生態遊客必遊的勝地。該地區獨特的地理和新熱帶氣候以
及豐富的雨林建構成了世界上最自然多樣的“生物圈”之一。 從利蒙出發，您可以遊覽各個方向的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當您停靠時，請多
加注意，因為許多客人反影，在港口的樹上靜靜地閒逛著樹懶！

港口鲁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