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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9起
特價雙人內艙房 (每位 / 包機票)

郵輪簡介 
載客量：  2,850人 
噸位：  122,000噸 
船員人數： 1,271人 
翻新日期： 2015年

17天15晚南美精選之旅 
(2020年 巴西 -「里約熱內盧森巴嘉年華」

 精緻新月號(CelebrityeClipse)

出發日期：2020年2月14日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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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起，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溫哥華
出發日期

內艙
雙人房

海景
雙人房

海景露臺
雙人房

2月14日 $3179起 $3579起 $3699起

郵輪行程
2月14-15日 從溫哥華飛往布宜諾斯艾利斯, 抵達後送往酒店自由活動

2月16日 中午送往郵輪碼頭登船, 自行辦理登船， 於船上住宿一晚

2月17日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Argentina

2月18-19日 海上巡遊 Cruising 

2月20日 巴西 山度士港 (聖保羅)Santos (Sao Paulo), Brazil 

2月21日 巴西 伊利亞貝拉 Ilhabela, Brazil

2月22日 巴西 布齊奧斯 Buzios, Brazil 

2月23-25日
巴西 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Brazil 
(一年一度全球矚目盛事 - 「里約熱內盧嘉年華 2020」) 

2月26-27日 海上巡遊 Cruising 

2月28日 烏拉圭 埃斯特角城 Punta Del Este, Uruguay

2月29日 烏拉圭 蒙特維的亞 Montevideo, Uruguay

3月1日 布宜諾斯艾利斯碼頭離船, 專車送往機場, 飛返溫哥華 

• 溫哥華至布宜諾斯艾利斯經濟客艙來回
機票

• 14晚精緻新月號南美郵輪假期
• 1晚布宜諾斯艾利斯洲際酒店或同級
• 陸路來回交通安排(機場/酒店/碼頭)

價格包括：

• 機票燃油稅、機場稅約CA$740
• 郵輪碼頭稅及政府費大約CA$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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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亮點：

一年一度全球矚目盛事
「巴西里約熱內盧嘉年華 2020」 

此行程預留3天2夜，讓您親臨現場觀賞
穿著色彩斑爛舞衣，配戴華麗頭飾的森巴
女郎巡遊匯演，慶祝活動由晚上9時至翌
日早上，全程感受熱情澎湃的森巴巡遊，
絕對不容錯過。
* 客人可自費參加郵輪之岸上觀光團

費用

價格為每位以加元計算



行程簡介 

注意事項

Punta del EsteMontevideo
Buenos Aires

São Paulo
Rio de Janeiro
Búzios

Ilhabela

ATLANTIC OCEAN

• 以上價格為每位加元價，按指定艙位和具體出發日期，優惠價格僅供參考，售完即止。價格及行程如有更改，世運旅遊不另行通知。
• 價格不包括郵輪服務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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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人需用本票或現金交付團費，一經確認，團費恕不退還。
• 因匯率調整或因成本調漲，本公司於收到訂金或團費前保留調整團費之權利 。團友在繳付全數團款後，將不受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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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ise Code : CGGTC-CEL-EC-RIO-14N-FEB2020-ST-SS Issued on: Oct 08, 2019

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Argentina)
阿根廷首都融合了美洲原住民、西班牙殖民地、意大利、法國、英國等等不同的文
化，當地共有300家劇院和160家博物館。在港口附近探索法式新古典主義國家藝術
博物館，或參觀位於中央區，裝潢精美的歌劇院。布宜諾斯艾利斯同時亦走在設計
潮流的尖端，你可在這裡瘋狂購物。在港口附近的 Galerías Pacifico 購物中心尋找
服裝、珠寶和藝術品，或者在時尚的 Recoleta 街區尋找精品店。搜羅原住民皮革、
古董和手工藝品。從典雅的19世紀酒吧到現代咖啡店和餐廳，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
飲食就有如皇室一般的享受。細味當地一種名為maté的茶，千萬不要錯過著名的牛
排和優質的馬爾貝克紅酒。

聖保羅 (山度士港) (Sao Paulo (Santos), Brazil)
巴西東南部這座擁有近2000萬人口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大的都會之一。這座繁華的大都市，距離山度士港約34英里，融合了眾
多文化，除了是日本以外最多的日本人口定居的地方，還有意大利人、阿拉伯人、德國人等等不同的人以此為家。前往市中心
的保利斯塔大道 (Avenida Paulista)，參觀聖保羅藝術博物館。該博物館收藏了倫勃朗、畢加索、雷諾阿、德加和許多巴西知名
藝術家的偉大作品。全巴西最好的餐館差不多都在聖保羅營業，而當地的流動美食車亦別有風味，使聖保羅的美食豐富而多樣
化。

伊利亞貝拉 (Ilhabela, Brazil)
伊利亞貝拉名家的意思就是「美麗的島嶼」。而她也的確配得起這個名字：火山峰、美麗的海灘、熱帶叢林和多達360個瀑布。
由巨嘴鳥、卷尾猴、沉船殘骸和山脈所組成的生態圈，受 UNESCO 所保護，是潛水、遠足及衝浪愛好者的最愛目的地。

布齊奧斯 (Buzios, Brazil)
這個半島海灘度假勝地因為碧姬芭杜的緣故，自1960年代起便極受歡迎。當地擁有二十多個海灘，當中以東側的普拉亞海灘更
受衝浪和風帆愛好者的喜歡。划船、潛水和衝浪均是這裡最受歡迎的活動，對於初學者而言，這裡也設有一流的學校和教練。
新鮮的海鮮和該鎮最受歡迎的酒吧也是這個地方的重點推介。

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Brazil)
以其壯觀的風景和海灘文化而聞名的里約熱內盧，一直給人的感覺都是很隨性 - 除了一連四天的狂熱森巴嘉年華。從舒格洛夫
的山頂到國家公園中的科爾科瓦多，遊客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到這城市令人嘆為觀止的自然美景。如果沒有試過乘搭纜車或
徒步遊覽瓜納巴拉灣的360度美景，就不算得上到過里約熱內盧。在全市23座海灘當中，到處都有人曬日光浴、游泳、衝浪和
騎單車。遊客可以在 Churrascaria 皇宮享用美味傳統燒烤，佐以巴西特有的雞尾酒 Caipirinha；前往國立歷史博物館，探索迷
人的歷史遺跡、巴西的珍寶收藏，例如唐佩德羅二世的寶座及油畫等。

埃斯特角城 (Punta Del Este, Uruguay)
如果南美洲特意興建了一個可與蔚藍海岸 (Riviera) 相媲美的度假勝地，那肯定就是埃斯特角城。漫步於 Calle Gorlero 別緻的商
店和畫廊；或者在在海濱咖啡店，度過一個輕鬆的下午，觀察各式各樣的途人，享受南美洲最具特色的海濱景致。

蒙特維的亞 (Montevideo, Uruguay)
蒙得維的亞是一座完全現代化的城市，但卻擁有豐富的藝術傳統，到處都是一種名為 Estancias 的南美特色鄉郊小屋。如果你想
大吃特吃，幾乎每家餐廳都可以供應美味的牛排。

布宜諾斯艾利斯里約熱內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