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晚南加勒比挪烕郵輪之旅
•	5天4晚波多黎各悠然假期
•	溫哥華至波多黎各聖胡安經濟艙往返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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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起	(參考價	/	以出票日為準)

•	 郵輪碼頭稅及政府費約CA$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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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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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起，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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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8起

 內艙雙人房	(包含機票)

郵輪簡介
載客量：   4,100人
噸位：  155,873噸
長度：  1,081英呎
建造日期： 2010年
翻新日期 :  2015年

12天11晚挪威郵輪南加勒比海之旅
(7晚捓挪威郵輪愛彼號 + 4晚波多黎各悠然假期)

	挪威郵輪愛彼號      Norwegian Epic

郵輪行程

第1天 聖胡安登船     9:00PM啟航

第2天 海上巡航 Cruising

第3天 橋鎮 Bridgetown                         8:00AM - 5:00PM

第4天 聖露西亞 St. Lucia                         8:00AM - 5:00PM

第5天 巴斯特爾 Basse Terre                         8:00AM - 5:00PM

第6天 托爾托拉島 Tortola                             8:00AM - 5:00PM

第7天 聖托馬斯 St. Thomas                   7:00AM - 5:00PM

第8天
返抵聖胡安 San Juan
離船, 送往機場, 飛返溫哥華                                5:30AM靠岸

週三出發：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

費用
溫哥華出發日期

內艙
雙人房

海景露臺
雙人房

海景露臺
雙人套房

2019年12月04日 $2828 起 $3138 起 $3328 起

2019年12月18日 $2968 起 $3158 起 $3528 起

2019年12月25日 $3378 起 $3758 起 $4128 起

2020年02月12日 $2738 起 $3378 起 $3508 起

2020年02月19日 $2608 起 $3268 起 $3398 起

2020年03月04日 $2438 起 $2898 起 $3148 起

2020年03月11日 $3148 起 $3568 起 $3838 起

***請與本社職員查詢更多出發日期及費用***

郵輪行程	(2019.12.4 / 2020.2.19)

第1天 聖胡安登船     9:00PM啟航

第2天 海上巡航 Cruising

第3天 奧拉涅斯塔克 Oranjestad                8:00AM - 8:00PM

第4天 威廉斯塔德 Willemstad                    8:00AM - 8:00PM

第5天 海上巡航 Cruising

第6天 聖露西亞 St. Lucia                         12:30AM - 7:30PM

第7天 巴斯特爾 Basse Terre                         9:00AM - 4:00PM

第8天
返抵聖胡安 San Juan
離船, 送往機場, 飛返溫哥華                                5:30AM靠岸



注
意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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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需繳付訂金CA$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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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多黎各陸路觀光詳細行程>

[第1天]	溫哥華	-	波多黎各聖胡安
溫哥華出發，撘乘航班前往波多黎各聖胡安。抵達聖胡安機場後，安排專車前往酒店辦理入住手續。
酒店住宿：Comfort Inn / Howard Johnson酒店或同級

[第2天]	天文台	-	阿雷西沃燈塔歷史公園-	岩洞-海景海鮮餐	
【Arecibo Observatory】1963年11月1日正式在位于波多黎各的阿雷西沃山谷中開光（開始觀測），2016年之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單面口徑
電波望遠鏡。由史丹佛國際研究中心、国家科學基金與康奈大學管理。阿雷西博望遠鏡是固定望遠鏡，不能轉動，只能通過改變天線饋源
的位置掃描天空中的一個帶狀區域。天文台處於波多黎各的中心位置，環繞著熱帶雨林的氣息，讓人一下感受到自然風光和頂端科技的結
合;隨後參觀【Arecibo Lighthouse】阿雷西沃燈塔歷史公園，擁有民俗展覽，西班牙帆船，海盜洞穴，水族館，迷你動物園，兒童水上游
樂場，燈塔遺跡和無敵海景的公園。【Cueva Del Indi】岩洞是一個古老印第安人部落所留下來的，早在1493年哥倫布來到了波多黎哥之
前，就已經有了，擁有著最多的，最古老的筆劃岩石，還可以看到漂亮的大西洋的海浪，這裡是《加勒比海盜》3的取景點。結束之後導遊
將安排享用當地海景海鮮牛排餐,您還可以參加夜遊。

自費夜遊（$35/人）La Placita (酒吧街）是聖胡安一歷史悠久的地標，早上是和當地平民做農貿的市集，晚上就搖身一變成為全球旅客都
慕名而來的酒吧街，開的琳瑯滿目的酒吧，細步在這鬧市之中，與朋友品嚐細味出名的Pina Colada,Mojito,或者是Sangria.讓你立刻融入
和了解當地的西班牙風情。El Capitolio（國會大夏）是波多黎各眾多建築物裡最霸氣的政府機關，掌管當地人的命運，是三黨政權的戰
場。整座國會大廈利用大理石所建成，顯現波多黎各風光的一面，加上燈光效果，令大廈變得更氣派，大廈前放了9位曾到訪波多黎各而又
有貢獻的總統，了解這彈丸之地的美國歷史。

酒店住宿：Comfort Inn / Howard Johnson酒店或同級

[第3天]	Culebra	島遊艇出海浮潛-	海灘漫步	 	 	
乘坐遊艇前往【Culebra Island】俗稱	C	島。平民的價格，奢華的享受。會去到兩處地方浮潛，當地獨有的海龜更是一大亮點，壽命可活	
200	多年，與海龜同遊，更是別處海域無法比擬。深度體驗海底世界，海底景色如同童話幻境，到處都是彩色的魚和海洋生物，珊瑚處處
可見，彷彿置身於《海底總動員》裡面的情景一樣，都是人生難得的經歷，不能錯過，無需懂得游泳。在遊艇上，免費享用簡易的自助午
餐，美酒，美食和水果無限量供應。最後到達被評為全世界第二的海灘【Flamenco Beach】。猶如白砂糖般的沙灘和清澈見底的加勒比
海寶石綠色海水，清澈到能看到自己的腳，還能看到水底的珊瑚及海草。	必付費用（$114/人）

酒店住宿：Comfort Inn / Howard Johnson酒店或同級

[第4天]	百加得酒廠	-	La Guancha de Ponce	沙灘-夜遊熒光湖	
【BACARDI】是世界上最大的烈酒生產廠家，最有名的產品是朗姆酒，起源於古巴，標誌是一隻蝙蝠，Bacardi	就是創始人的姓。現在該
品牌百分之八十的朗姆酒，都在位於波多黎各的這家工廠生產。乘坐遊覽車到達參觀的地方，了解朗姆酒的歷史。再觀看	Bacardi	品牌歷
史的短片，隨後參觀模擬朗姆酒廠房的房間，嚮導會解釋朗姆的製造過程。最後來到酒吧，向調酒師學習雞尾酒的做法。並且免費品嚐特
別的雞尾酒。下午來到【La Guancha de Ponce】，一個擁有絕美境色一望無際的海港，並可觀看由大自然提供的免費水族館，附近也有
休閒的沙灘長廊並附設酒吧，令你在旅遊中感受真正的寧靜空間。結束後前往【Bio Bay】全稱	Bioluminescent Bay，顧名思義是“生
物發光”的海灣，傳說中的熒光湖。全世界只有五處	Bio Bays，其中兩處在澳大利亞，三處就在波多黎各！海灣裡有一種特殊的發光微
生物，在水受到攪動的時候就會發出熒光。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裡面的現場版，在湖上，伸手一觸，就能看到浮游生物發光，就像水力
的螢火蟲，非常美！很神奇。彷彿學會了什麼了不得的魔法，如此神奇的海域，讓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波多黎各最大特色，不容錯
過。		必付門票（$68/人）

酒店住宿：Comfort Inn / Howard Johnson酒店或同級

[第5天]	聖胡安	-	挪威郵輪

中午安排專車送往郵輪碼頭登船，開始7晚挪威郵輪南加勒比海之旅。

Cruise Code: CGG-NCL_EP_7N S.CARIBBEAN+SJU5_DEC19-MAR20-ST-SO             Issued on: Oct 29,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