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天7晚加拉帕哥斯群島南環之旅
日期：2021年全年啟航
ᎈ

5880起

$

雙人海景艙房/每位 (僅郵輪票價)

精緻遠征號 Celebrity Xp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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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起，
詳情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郵輪簡介
載客量:
噸位：
船員人數：
翻新日期 :

費用

48 人
2,842噸
68人
2018年9月

*10/11/16晚套裝行程
2020年6月30日之前預訂

(以加元雙人入住每位計算)

Deluxe
豪華海景房

2021
出航日期
01月31日
04月03日
12月04日

$5880 起
$6150 起
$7230 起
停泊港口

Xpedition
陽台套房

$7395 起
$7282 起
$8504 起

*2020年6月30日之前預訂
每房立減
海景房立減

套房立減

價格包括

第1天
第2天

登船: 巴特拉，加拉帕哥斯 - 北西摩島，加拉帕哥斯
南廣場，聖克魯斯 - 聖菲島，加拉帕哥斯

第3天

皮特角，聖克里斯托瓦爾 - 黑巴克里索港，聖克里斯托瓦爾

第4天
第5天
第5天
第7天

巴伊亞郵政局，加拉帕哥斯 - 鸕鷲點，加拉帕哥斯
伊麗莎白灣，加拉帕哥斯 - 蓬莫雷諾，伊莎貝拉
阿約拉港，加拉帕哥斯
加德納灣，加拉帕哥斯 - 蓬塔蘇亞雷斯 ，加拉帕哥斯

第8天

離船: 巴特拉，加拉帕哥斯

• 7晚精緻遠征號加拉帕哥斯群島郵輪假期船上餐點及飲料 包括指定酒類、啤酒和烈酒；
茶、 瓶 裝水、咖啡及茶, 免費 艙房點餐服務, 船上
娛樂 包括由加拉 帕哥 斯國家公園認可的自然學家
或由 名人郵輪 經驗 豐富 的員工提供的講座或節
目，國家公園門票與 加拉帕哥斯 群島旅遊卡費用,
巴特拉機場郵輪碼頭往返接送, 岸上觀光行程－各
類型活動與地點供您選擇 (每天2次), 浮潛用具，迷
你潛水衣、雙筒望遠鏡和行山杖, 船上服務費
• 港口費及其他政府稅項 C$1068 （只作參考並以報名
時作準。）

10/11/16晚海陸套裝行程增遊基多/秘魯- 使您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之旅更加難忘, 馬上預訂
免費機票 促銷活動：
促銷活動： 2020年6月30日之前預訂可獲免費美加出發來回機票*
10晚海陸套餐的前後配套行程一覽 每位 +$2,557 起 (按2021年1月30日出航日期
按2021年1月30日出航日期))

• 抵達厄瓜多爾基多 - 抵埗後，郵輪公司代表安排接送由機場前往酒店，客人可自行安排活動。.
• 基多市內觀光 - 早餐由酒店供應。在厄瓜多爾首都基多的導賞中，坐落於海拔9,350英尺上，您將站在世界公園和博物館中央的赤道上，驚嘆
於舊金山的修道院和 laCompañia 教堂。導遊人員將在整個基多岸上觀光逗留期間護送您，並為您提供私人禮賓服務。午餐欣賞壯觀的城市景
觀，並在當地的美食餐廳享用歡迎晚餐。
• 登船日 - 享用早餐後，前往機場乘坐航班至巴特拉，加拉帕哥斯。
•
~~ 7晚精緻遠征號Celebrity Xpedition®加拉帕哥斯群島南環之旅 ~~
• 離船日- 遊輪泊岸後，前往機場乘坐航班至基多。抵埗後，名人郵輪代表將陪同前往JW Marriott酒店， 時間許可的話，可以於下午選擇前往
在當地的工藝品市場遊覽 。 晚餐由酒店供應 。
• 回程日 - 享用酒店早餐後，名人郵輪代表將陪同前往機場。

ӖݽМᖂ۹
ღᡝȃོЅਡၽዩᓾட۹ȞཱႱघĪ

(604)248.7001

8899 Odlin Crescent

ӖݽМਢф֫
(604)248.8000

ҏШ១ၾᚊ
(604)637.2000

ҏШᝋවኄൟ
(604)718.9000

BC Travel Reg:#43111

BC Travel Reg:#43099

BC Travel Reg:#43098

Unit 1060
Aberdeen Centre

Unit 163 Metropolis
at Metrotown

Unit 1328
Crystal Mall

શ٨ѿ
(604)634.3000
3000 Central City

BC Travel Reg:#43113

港口介紹 Port Information
巴特拉,加拉帕戈斯 Baltra Island/Embarkation

鸕鷲點,加拉帕哥斯

巴爾特拉島，加拉帕哥斯登船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巴爾特拉島曾
擔任保衛巴拿馬運河的美軍基地。乘客將在那裡就見到名人郵輪。
從機場至登船，需乘坐一段短程巴士及充氣船艇。

Cormorant Point/Champion Islet, Floreana

北席摩島，加拉帕哥斯 North Seymour
北席摩島是巴爾特拉以北的一個小島，是加拉帕哥斯最大的軍艦鳥
群棲息地。乘客除了有機會看到雄性軍艦鳥的喉囊於繁殖期間會變
成鮮艷的緋紅色外，也可能會看到藍腳鰹鳥的求偶舞姿，而海獅和
陸鬣蜥也會在這片岩石地帶漫遊。岸上觀光選擇：岩石步行、坐充
氣船艇或短途步行，亦可參加海岸探索，乘坐充氣船艇遊覽沿岸觀
賞野生動物和地質樣貌，有經驗的浮潛者可在這進行深水浮潛。

南廣場,聖克魯斯 South Plaza
南廣場是在地質活動中隆隆升起而成。岩石島上滿佈有刺仙人掌，
更是陸鬣蜥、海鬣蜥及一群海獅的棲息地。岸上觀光選擇：短程散
步觀賞野生動物、植物群及地質。

聖菲島,加拉帕哥斯 Santa Fe
聖菲塔島是群島中最小的小島之一，僅有130公尺寬、由於海洋的
隔絕，使島上的動植物得以擁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在巴靈頓灣的小
沙灘上會發現大量的海獅在海灘上，並經常在海浪沖浪。島上的一
些特有物種包括大量的聖達菲仙人掌，加島鵟，加拉帕哥斯蛇，
水稻鼠，雀鳥和加拉帕哥斯知更鳥。還有是熔岩蜥蜴、軍艦鳥和
藍腳鰹鳥的棲息地。 聖菲加島鵟和陸鬣蜥一般在海濱藜叢漫步經
過，有些動物甚至會主動接近遊客。記得留意海獅和偶爾會出現的
海龜或魟魚。岸上觀光選擇：漫步，游泳，劃艇和充氣船艇之旅。
皮特角，聖克里斯托瓦爾 Punta Pitt, San Cristobal
被稱為聖克里斯托瓦爾最壯觀的景點，更是加拉帕哥斯群島中唯一
有機會觀賞到藍腳鰹鳥、紅腳鰹鳥、納斯卡鰹鳥及兩種軍艦鳥於同
一地區築巢的地點。岸上觀光選擇：坐充氣船艇、遠足或游泳。

黑巴克里索港，聖克里斯托瓦爾

Puerto Baquerizo Moreno, Santa Cruz
加拉帕哥斯群島的行政首府。岸上觀光選擇：參觀當地的口譯中
心、購物或快速步行觀賞美景，然後到口譯中心參觀。
巴伊亞郵政局,加拉帕哥斯 Post Office Bay, Floreana
這裡是1793年左右建立的郵桶所在地，當時的海盜、捕鯨者及其
他人可把他們的郵件放在這裡，讓出境船帶上。這項傳統仍維持至
今，遊客把明信片投入桶中，郵件便能安抵家中。弗羅里納男爵夫
人觀景台是觀賞弗洛里亞納獨特風景的理想場所，也是了解島上早
期定居者歷史理想地。乘充氣船艇圍繞“La Loberia” 時，乘客可
觀察到幾種海洋物種，如鷂鱝、海龜、海獅，鯔魚，或間加拉帕哥斯
企鵝。

弗洛雷納是加拉帕哥斯的第一個首府，更是查爾斯·達爾文與島
嶼官員見面的地點。這裡細小的鹹潟湖是火烈鳥、長腳鷸和白臉
針尾鴨的家，當中一個海灘更是高頻的海龜築巢地。岸上觀光選
擇：短途散步至潟湖及海龜築巢地、浮潛或游泳。此外，附近的
冠軍島提供了極好的海洋探險機會。進行浮潛時，熱帶魚比比皆
是，幸運的話，更會見到海龜、鰩、鯊魚，海星及海獅。至於乘
坐充氣船艇沿著岩石海岸線遊覽時，留意觀察海鳥如鰹鳥，鵜鶘
和軍艦鳥。紅嘴熱帶鳥的鳥巢多在大仙人掌下的縫隙裡，而非常
罕見的查爾斯嘲鶇亦棲息於這裡。

伊麗莎白灣，伊莎貝拉 Elizabeth Bay, Isabella
伊麗莎白灣是加拉帕哥斯最西邊的地方之一。乘客可乘坐
充氣船艇盡覽沿途優美風景，欣賞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和
紅樹林生態系統。
蓬莫雷諾，伊莎貝拉 Elizabeth Bay, Isabella
沿著美麗的岩石海岸，一片硬化的黑色熔岩上流佈淺水池，這裡
是水鳥和火烈鳥的棲息地。紅樹林岸邊更有機會看到海鬣蜥、海
龜、黃貂魚、鯊魚、企鵝，和無法飛行的鸕鶿。岸上觀光選擇：
漫步和充氣船艇之旅或延長版的充氣船艇之旅。

阿約拉港,加拉帕哥斯 Puerto Ayora, Santa Cruz
群島中的主要人口集中點，也是國家公園陸龜養殖中心和達爾文
研究站的所在地。乘客可參觀陸龜養殖中心並漫遊查爾斯·達爾
文研究站，亦有機會乘坐巴士前往高地，觀察野外巨龜並穿過熔
岩隧道。此外，乘客將有獨家機會參與聖克魯茲島高原的樹菊屬
造林項目。

加德納灣,加拉帕哥斯 Gardner Bay, Española Island
長長的白色沙灘和湛藍的海水讓這裡成為游泳、浮潛或放鬆的理
想地點。在水中，可以看到海龜、鰩、色彩繽紛的熱帶魚、海
獅，甚至是白鰭礁鯊。這也是一個海獅殖民地的家園。岸上觀光
選擇：沙灘漫步或游泳，有經驗浮潛者可進行深水浮潛。

蘇雷茲角,加拉帕哥斯 Suarez Point, Española Island
蘇雷茲角是加拉帕戈斯最古老的島嶼，擁有豐富的野生動物。乘
客預計可在這裡看到海獅、加拉帕哥斯鷹、海鬣蜥、藍腳鰹鳥和
納斯卡鰹鳥。岸上觀光選擇：長程的岩石步行尋找信天翁(三月至
翌年一月) 、觀賞噴水洞噴出如噴泉高度的水柱。

注意事項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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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艙房數量有限，如果售罄則需繳納附加費用。
郵輪報名預訂金，一經確認，恕不退還。請查看“郵輪取消時間表及適用條款，必需了解相關費用或罰款。
價格不包括郵輪上自費膳食及酒水費用，旅遊保險及任何個人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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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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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類促銷活動有限制條款及其他細則，報名時敬請查詢，如有變更或中止，不能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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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RTC-CEL-XP-Galapagos-7N-2021-S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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