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lkway.com

www.silkway.coma JTB Group company

本拿比麗晶廣場
(604)718.9000
Unit 1328
Crystal Mall
BC Travel Reg:#43098

本拿比鐵道鎮
(604)637.2000
Unit 163 Metropolis
at Metrotown
BC Travel Reg:#43099

高貴林
(604)472.3000
Unit 2738
Coquitlam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0

素里市
(604)634.3000
3000 Central City
BC Travel Reg:#43113

列治文總店
團體、會展及旅遊獎勵專店（敬請預約)

(604)248.7001
8899 Odlin Crescent

列治文時代坊
(604)248.8000
Unit 1060
Aberdeen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1

費用

$2289起
雙人內艙房

郵輪簡介
載客量:   4,180人
噸位:   168,666噸
長度:   1,141英呎
首航日期:  2015年4月22日

帝王公主號 Regal PRincess

• 7晚帝王公主號郵輪假期
• 7天6晚金牌美東遊連酒店住宿
• 溫哥華–紐約市來回機票 
• 機場 - 碼頭 - 酒店 - 機場接送

價格包括：

Cruise Code: CGGTC-PCL-RG-CANENG-7N+ECAN-7D-ST-KK Issued on: March 05, 2019

注
意
事
項

‧報名時需繳付訂金CA$900每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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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僅供參考，按指定艙位和具體出發日期，優

惠價格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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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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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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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
格
不
包
括

‧機票燃油稅及機場稅CA$180 (參考價)，以出票日期為準
‧郵輪碼頭稅約CA$500
‧美東遊岸上門票 (詳見背頁)
‧膳食及任何旅遊簽證費
‧當地司機/導遊服務費 (建議每人每天U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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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哥華出發日期 內艙雙人房 露臺雙人房 雙人套房

2019年9月21日 $2339起 $2869起 $3679起

9月28日 $2299起 $2889起 $3669起

10月5日 $2299起 $2869起 $3669起

10月12日 $2289起 $2879起 $3549起

10月26日 $2319起 $2899起 $3689起

不同出發日期所停靠之港口次序或略有不同，詳情敬請查詢

溫哥華出發日期：2019年9月-10月

7晚加拿大新英倫郵輪+美東金牌7天遊

日期 行程簡介

Day 1 從溫哥華飛往紐約

Day 2 抵達紐約，送往曼哈頓或布魯克林碼頭，
登上帝王公主號

Day 3 新港市 Newport, Rhode Island

Day 4 波士頓 Boston, Massachusetts

Day 5 巴爾港 Bar Harbour, Maine

Day 6 聖約翰 Saint John, New Brunswick

Day 7 哈利法斯 Halifax, Nova Soctia

Day 8 海上航行

Day 9 郵輪返抵紐約，隨即開始7天美東之旅

Day 10 紐約市區遊覽 (全天)

Day 11 紐約 - 普林斯頓 - 費城 - 蘭卡斯特 - 
華盛頓 D.C

Day 12 華盛頓一日遊

Day 13 華盛頓特區 – 康寧 –尼亞加拉瀑布

Day 14 尼亞加拉瀑布– 波士頓

Day 15 波士頓 – 紐約，飛返溫哥華

金牌行程十大特色：
1. 可升級入住時代廣場正中央萬豪酒店Marriott Marquis*
2. 入住瀑布內酒店，步行5分鐘到瀑布或走路過去加拿大
3. 兩天紐約、兩天華盛頓DC，行程更深度更輕鬆
4. 內進美國國會深度參觀參眾兩院最高權威
5. 內進瀑布「風之洞」親臨瀑布腳下領洗全身
6. 進入阿米西人部落，探索與世隔絕、無電世外桃園生態圈
7. 三大名城夜遊：紐約時代金融中心不夜城；DC首都政治中

心五角大樓；美加邊境七色瀑布+煙花。
8. 三大世界級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美國航天航空博

物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9. 三所常春藤名校：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

學！
10. 哈佛在校學生帶你深度遊哈佛。



自由角郵輪碼頭接船
接船後可於晚上自費參加紐約夜遊：

【時代廣場】五彩廣告、巨型熒幕、霓虹交錯，還有充滿活力的時尚男女，無不彰顯著都市繁華與浪漫。【洛克菲勒中心】五彩旗飄揚於夜空中。停留在紐約
對岸的【哈德遜河畔公園】包攬曼哈頓整個夜景，吹著和煦的微風，放眼望向水面，波光粼粼燈火閃閃，彷彿時光停滯，讓人細細品味夜色，並記下這夢幻般
的瞬間 (請於出發前報名)。

住宿: Doubletree / Hyatt 或同級

紐約市區遊覽（全天）
領略繁華的【時代廣場】，乘船於【哈德遜河】上遊覽【曼哈頓】，從平面的角度再次感受曼哈頓繁榮富裕，並與【自由女神】和【布魯克林橋】攝影留念。
深入參觀【大無畏號】航空母艦和【協和號】超音速客機和各種戰機，領略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超強實力。參觀收藏無數珍寶的【大都會博物館】和【中央公
園】，紐約億萬豪宅區就在同條街道上。乘坐電梯，登上紐約市第一地標【新世貿中心一號大樓的頂樓】，在高空中鳥瞰曼哈頓，可見所有著名大樓【帝國大
廈】和【聯合國大廈】、【特朗普大廈】；下樓後參觀造價40億美元的【飛鳥車站】，建於舊世貿的兩個紀念水池。 漫步世界金融中心【紐約股票交易所】所
在地【華爾街】、世界文化遺產【三一教堂】、與象徵牛市的【銅牛雕塑】合影。在車上途經遊覽：【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等著名景點……

住宿: Doubletree / Hyatt 或同級

紐約 - 普林斯頓 - 費城 - 蘭卡斯特 - 華盛頓 D.C
前往參觀【普林斯頓大學】，是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前往費城，參觀【國家獨立歷史公園】。沿着鵝卵石鋪就的街道前行，寂寂的【自由鐘】矗立在剛經修
葺的自由鐘中心，雖無聲卻彷彿歷史的鐘聲縈繞於耳。穿過年代久遠的【獨立廳】，瞻仰【國會廳】，見證了現代民主的建立以及《獨立宣言》和《憲法》的
誕生。前往蘭卡斯特，造訪【阿米希人村莊】。以拒絕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參觀阿米希人住家、市集、馬車、農場，看到保留原始自給自足的
生活方式。晚上可自費參加華盛頓夜遊，參觀創建於1789年的【喬治城大學】，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海軍陸戰隊戰爭紀念碑】塑像是根據二戰中海軍
陸戰隊在硫磺島升起美國國旗的照片所建造。【美國空軍紀念碑】造價達3000萬美元，毗鄰五角大樓，是整個華盛頓區域唯一可以近距離看到五角大樓的一個
地點，同時也是唯一可以在高處俯望五角大樓911紀念碑的位置。

住宿: Hilton / Radisson或同級

華盛頓一日遊
【白宮】是美國歷屆總統的住所和辦公地 (外觀)。世界名人堂【總統館】與總統奧巴馬、特朗普等名人合影，當然少不了模擬總統辦公室。於【林肯紀念堂】
瞻仰這位受人愛戴的前總統；裝飾精美的牆上鐫刻著出自這位傑出人物的名言警句，令人產生醍醐灌頂之感。【越南戰爭紀念碑】上刻著烈士的名字，簡單而
感人。【朝鮮戰爭紀念堂】緬懷逝去的先烈，栩栩如生的士兵雕塑，描述了戰爭的緊張和壯烈。車上途經【傑弗遜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
碑】等…

之後可自費參加【華盛頓深度遊】，將有導遊提供全程深度講解：入內參觀【美國國會大廈】，是美國聯邦政府最高立法機構，亦是參議院、眾議院的所在
地，美國總統亦在此宣誓就職 (如關閉，改為外觀)。入內參觀【美國國家圖書館】美國國會的附屬圖書館，館藏3000萬種書籍，涵蓋了470種語言，超過5800
萬份手稿，是美國最大的稀有書籍珍藏地點。外觀【美國最高法院】是最高級別的聯邦法院，整個門庭由16根大理石柱撐起，西廳主入口前的石階兩側，是弗
瑞策雕刻的正義之思與法律之威兩尊塑像。

不參加深度遊的客人可自由活動，隨後自由參觀華盛頓國家廣場附近的史密斯國家博物館群：【航空航天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國家藝術博物
館】、【國家美術館】、【印第安人博物館】、【國家歷史博物館】等…

住宿: Hilton / Radisson或同級

華盛頓特區 – 康寧 –尼亞加拉瀑布（入住瀑布內酒店）
早上驅車前往世界玻璃之都【康寧玻璃中心】，現場的熱玻璃表演技術，讓人大開眼界；您還將了解到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如何製作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
玻璃面具。傍晚抵達【尼加拉瀑布】，搭乘【霧中少女號遊船】開往離瀑布最近的位置，近距離感受到大自然無窮的威力。【風之洞】帶您深入瀑布，沿著木
棧道和階梯步行貼近瀑布，有如置身其間，在這裡不僅可以觀賞美景，更能體驗尼亞加拉大瀑布的磅礡氣勢。之後您可以選擇：A.在尼加拉市自由活動。B：
自費深度遊。參觀尼加拉【軍事要塞古堡】，戰爭古堡是一個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它的背後就是一望無際的美國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特別安排入住瀑布
內酒店，步行幾分鐘就能走到瀑布，晚上欣賞瀑布煙花表演和夜景，五彩繽紛的燈光照耀著尼亞加拉瀑布，讓您陶醉在燈火的海洋之中。

住宿: Days Inn Niagara Falls 或同級

尼亞加拉瀑布– 波士頓

觀看【室內巨幕Imax電影】，這部投資一千五百萬的電影向您講述了尼加拉瀑布多姿多彩的傳奇故事。沿着伊利運河的方向，橫跨紐約上州，感受美國的遼

闊。下午到達麻省劍橋市，波士頓中心【三一教堂】、華裔著名建築大師貝聿銘設計的【漢考克摩天大樓】樓中樓。車上途經古老的【波士頓公園】、【天鵝

湖公園】、【普天壽大樓】、【波士頓圖書館】、金色圓頂的【州議會大樓】。晚上享受極富盛名的新鮮【波士頓龍蝦大餐】。

住宿: Sheraton/ Doubletree 或同級

波士頓 – 紐約
參觀【哈佛大學】最古老的校園區，哈佛學生帶領深入了解學院內的標誌性建築、解說名校的歷史和文化以及出自哈佛的名人，並留影於【麻省理工學院】主
教學樓。漫步於古老的【昆西市場】，感受波士頓古老的文化遺產，還可以選購各種商品和紀念品。幾十家餐廳的午餐選擇，品嚐各種地道美食，在導遊的介
紹下，當然不能夠錯過著名的波士頓蛤蜊湯。行程結束送紐約機場。

自費項目 (US$) 成人(12歲或以上) 小童(3-12歲) 長者 (65歲以上)

紐約夜遊 $25 $15 $25
大都會博物館 $25 免費 $17

自由神像環島遊船 $29 $17 $24
無畏號航空母艦 $33 $24 $31

新世貿大樓 $37 $31 $35
總統蠟像館 $23 $17 $23

華盛頓DC深度遊 $28 $28 $28
華盛頓DC夜遊 (6人成行) $25 $15 $25

阿米什村 $29 $19 $28
普林斯頓大學 $15 $13 $15
康寧玻璃中心 $20 免費 $17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 $19.25 $11.20 $19.25

瀑布IMAX電影 $12 $8 $12

瀑布深度遊 $25 $15 $22
波士頓特色龍蝦餐 $32 $32 $32

哈佛大學深度遊 $16 $16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