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晚公主郵輪號北歐海上假期
• 2晚住宿哥本哈根The	Square酒店或同級
• 哥本哈根一天觀光巴士票
• 溫哥華至哥本哈根往返機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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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參考價	/	以出票日為準)

•哥本哈根酒店住宿城市稅

•郵輪碼頭稅及政府費大約CA$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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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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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8起

 雙人內艙房	(包含機票)

郵輪簡介
載客量：   3,660人
噸位： 141,000噸
長度： 1,083英呎
船員人數： 1,346人
首航日期： 2019年10月

15天13晚北歐、俄羅斯、波羅的海星空之旅
(11晚全新公主郵輪體驗 + 2晚哥本哈根優悠闲假期)

	星空公主號 Sky Princess

郵輪行程

第1/2天 從溫哥華飛往丹麥哥本哈根, 抵達後送往酒店自由活動

第3天 早餐後, 自由活動, 乘坐自助觀光巴士遊覽市內

第4天 中午送往哥本哈根碼頭登船  6:00PM啟航 

第5天 挪威 - 奧斯陸 10:00AM - 11:00PM

第6天 海上巡遊

第7天 德國 - 柏林(瓦爾內明德) 7:00AM - 9:00PM

第8天 海上巡遊

第9天 愛沙尼亞 - 塔林 8:00AM - 5:00PM

第10天 俄羅斯 - 聖彼得堡 6:30AM抵達

第11天 俄羅斯 - 聖彼得堡   6:00PM啟航 

第12天 芬蘭 - 赫爾辛基 7:00AM - 4:00PM

第13天 瑞典 - 斯德哥爾摩 7:00AM - 7:00PM

第14天 海上巡遊

第15天 返抵丹麥哥本哈根, 送往機場, 飛返溫哥華5:00AM靠岸

* 行程順序會因出發日期略有不同，最終行程以實際出發日期為準.

出發日期：2020年4月至2021年8月

費用
溫哥華出發日期 內艙雙人房 露臺雙人房 露臺雙人套房

2020年4月22日 $3198 起 $3598 起 $4238 起
2020年5月14日 $3448 起 $3858起 $4498 起
2020年6月16日 $3998 起 $4648 起 $5168起

2020年7月08日 $4158 起 $4808 起 $5328 起
2020年8月21日 $4228 起 $4888 起 $5398 起
2021年4月21日 $3618 起 $4318 起 $4968 起
2021年5月13日 $3938 起 $4768 起 $5478 起
2021年6月15日 $4498 起 $5588 起 $6428 起
2021年7月18日 $4758 起 $5858 起 $6688 起
2021年8月09日 $4548 起 $5648 起 $6478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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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起，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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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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簡介

丹麥	-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在12世紀時所創立，這個城市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由丹麥君主所興建、及有着文藝復興晚期與洛可可風格的建築寶庫。
被譽為北方威尼斯的哥本哈根，對這個稱號當之無愧。此城是建立於一群島嶼之上，如今城中點綴著優美的運河，並擁有北歐最迷人的建
築。欣賞哥本哈根的象徵、舉世知名的安徒生小美人魚像；漫步於咖啡館、餐館和已有500年歷史的房屋林立的Nyhavn舊港；前往知名
的Strøget街區，瀏覽一流的商店或參觀洛可可風格的阿美琳堡廣場；最重要的是，一邊品嚐當地美食的味道，一邊在歐洲其中一個最優
美的花園：Tivoli 花園中徘徊。

挪威	-	奧斯陸
奧斯陸是歐洲成長最快的首都城市，不過也是最綠意盎然、最環保的城市，這裡有許多風景如畫的公園，當地交通對環境友善，
而未受汙染的奧斯陸峽灣距離主要港口只要短短的航程。 奧斯陸精采景點有奧斯陸王宮（Royal Palace）、霍爾門科倫滑雪跳台
（Holmenkollbakken）和孟克美術館，美術館裡收藏著知名的作品「吶喊」和其他作品。

德國	-	柏林（瓦爾內明德）
柏林在歷史、藝術和文化方面，都足以與倫敦或巴黎匹敵。這座城市的特色建築包括勃蘭登堡門、經過修復的德國國會大廈及其宏偉的玻
璃穹頂、和令人驚嘆的博物館島。探索冷戰時期的熱門地點；參觀重現往日輝煌的勃蘭登堡門；或者漫步在Kurfurstendamm大街，並在
當地的咖啡廳品嚐咖啡。
瓦爾內明德是一個靠近進入羅斯托克的的港口的海濱度假勝地，她曾是中世紀組成漢莎同盟的城邦之一。從前的小漁村在19世紀時已變成
了一個水療中心和度假村；瓦爾內明德同時也是通往梅克倫堡和德國的鄉村的入口。

愛沙尼亞	-	塔林
就像她的鄰居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位處波羅的海的愛沙尼亞共和國已經歷經了一個動盪的歷史。這個小國曾被條頓騎士團、波蘭王子和俄
國沙皇征服和統治。足足有51年的時間，愛沙尼亞被蘇聯帝國所統治，直到蓬勃的自由運動引致愛沙尼亞在1991年獨立。與她的姐妹共
和國一樣，愛沙尼亞維持與西方傳統的關係，保留了拉丁字母、天主教和新教。塔林曾經是歷史悠久的漢莎同盟的一員；現在是愛沙尼亞
的政治、商業和文化中心。

俄羅斯	-	聖彼得堡
由彼得大帝於涅瓦河畔建立這座城的那一天開始，聖彼得堡便提供了一個歷史舞台給世人。縱然她的歷史較短 - 聖彼得堡比紐約還要年輕 
- 卻見證了俄國的興衰：三次驚天動地的革命及內戰、於二戰期間漫長而悲慘的圍攻：實際上聖彼得堡已成為俄國抵抗納粹入侵的象徵。
作為俄羅斯的西方門戶，聖彼得堡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都市之一。座落在涅瓦河畔，這城市的運河縱橫交錯。兩個偉大的建築師實現了彼
得大帝對建造聖彼得堡的願景：拉斯特雷利和卡羅•羅西。這裡豐富的建築有着一種混合了華麗俄羅斯巴洛克式教堂及新古典主義宮殿
的風格。聖彼得堡也是俄羅斯文化靈魂的所在地：價值連城的藝術品資料庫、大量詩人、音樂家和作曲家的居住地，包括了Pushkin及
Shostakovich。彼得大帝灌輸他對於建築物的狂熱予他的繼任者，使這個當時俄國的首都成為世界建築瑰寶之一。

芬蘭	-	赫爾辛基
也許他們的國家嚴酷的氣候鼓勵了芬蘭人對設計和藝術的愛與尊重。不管是什麼原因，人們也沒法否認赫爾辛基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
最具活力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被譽為「波羅的海之女」的芬蘭的首都，是一個充滿了優美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城市，引人注目的現代
建築和寬敞的大道有廣場和公園點綴着。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芬蘭培養出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創作人才，由作曲家Sibelius及建築師Eliel 
Saarinen、Eero Saarinen及Alvar Aalto。
作為芬蘭的商業和文化中心，赫爾辛基是62萬人的家。這裡許多新古典主義的建築均可追溯回由1809年開始的沙皇統治時期。芬蘭於
1917年獲得了獨立。

瑞典	-	斯德哥爾摩
瑞典首都及最大城市，亦是斯德哥爾摩省首府。瑞典王國政府、國會以及瑞典王室的官方宮殿都設在斯德哥爾摩。它位於瑞典的東海岸，
瀕波羅的海，梅拉倫湖入海處，風景秀麗，是著名的旅遊勝地。市區分佈在14座島嶼和一個半島上，70餘座橋樑將這些島嶼聯闲一體，因
此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譽。斯德哥爾摩市區為大斯德哥爾摩的一部分。從13世紀起，斯德哥爾摩就已經成為瑞典的政治、文化、經濟
和交通中心。斯德哥爾摩由於免受戰爭的破壞而保存良好，現在共有100多座博物館和名勝，包括歷史、民族、自然、美術等各個方面。
斯德哥爾摩也是一個高科技的城市，擁有眾多大學，工業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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