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阿拉斯加邮轮豪华 13 日游(NBSR13)
团号：NBSR13

出发日期：周二 (04/30-09/17/2019)
两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565+ Cruise Fare / 位

$0 + Cruise Fare

$430 + Cruise Fare

$745 + Cruise Fare

接机信息：

接待地点

免费接待时间

西雅图机场（SEA）

09:00 a.m. – 10:00 p.m.

团体免费接机：9:00AM-10:00PM，需要在机场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个人自费接机：24 小时，随接随走，第 1，2 人收美金 $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送机信息：

接待地点

免费接待时间

西雅图码头（POS）

12:00 p.m. (请预定 3:00 p.m.以后的国内航班，4:30 p.m. 以后的国际航班)

个人自费送机：24 小时，随接随走，第 1，2 人收美金 $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行程特色：
1.

轻松惬意，享受悠闲的旅行时光

2.

登上海拔 2000m 傲视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穿越美国第一大雪山

3.

传统帕克市场：阿拉斯加大螃蟹 & 全世界第一家星巴克

4.

特色风味餐：当地美味德国村咸猪手大饱口福

5.

挪威邮轮公司全新豪华定制邮轮 Norwegian Bliss

6.

豪华邮轮之旅，让您记忆停留在无尽的海洋里。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家园 - 西雅图接机
参考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级

我们的免费接机时间是早上 9 点到晚上 10 点，客人抵达机场后，请在航站楼 1 号行李提取处等候
我们的导游，之后将前往酒店休息。客人可以选择自己安排第一天剩余的时间，也可以参加我们的
早游和夜游，4 人以上成团。
早游（12:00PM 以前的航班）微软总部 -- 华盛顿大学
微软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科技公司，是世界 PC 机软件开发的先导，由比尔•盖茨与保罗•艾
伦创办于 1975 年，公司总部设立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我们将前往著名的微软 92 号大楼，带

您走进一个全新科技时代（入内，如因特殊原因关闭不可入内）
，并参观世界最强公司的办公园区
（外观不可入内）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创建于 1861 年，位于美国西雅图，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
大学，公立常春藤之一，是美国十所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华盛顿大学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公立大
学第 1 位，世界大学排名第 4 位。2015 年 6 月 18 日，华盛顿大学、清华大学和微软公司合作创
建的全球创新学院简称 GIX 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正式启动。 大家将步入大学主校园区体验华
盛顿大学浓郁的文化气息，值得一提的是华大也是西雅图最著名的赏樱地。
夜游（6:00PM 之前的航班）西雅图渔人码头 -- 凯利公园-- 星巴克全球第一家臻选咖啡（Reserve）
烘焙体验馆
前往西雅图渔人码头，这里有号称全美国最高的水上摩天轮——西雅图摩天轮 2012 年 6 月 29 日
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伊洛特-加龙省港 57 号码头正式开幕。凯利公园可看见西雅图夜色全景，俯
视这个浪漫之都。这个公园是西雅图市中心的照相点之一。如果西雅图市中心的照片里有太空针塔
的前景和 雷尼尔火山的背景，一般都是从这里照出来的。同时会前往星巴克全球第一家臻选咖啡
（Reserve）烘焙体验馆，这里更像是一座现代化咖啡工厂，你亲眼目睹各种机器烘焙着最新鲜的
咖啡豆，研磨着最浓郁的咖啡粉，你还可以脑洞大开，点一杯最具创意的咖啡，或者享用星巴克最
新产品。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原装咖啡豆从拆封、烘焙到做成咖啡的全过程.
针对早、夜游座位操作：
1. 如果客人在参团前预先支付早、夜游费用，我们可以为客人确认位子。
2. 如果客人有意参加早、夜游但不想提前支付费用，我们将根据当天车辆空位来安排，座位有限，售完即止。
3. 早、夜游行程 4 人成团，如遇当天不足 4 人无法开团，我们会退回早、夜游全款给已付款的客人。

第二天

司诺蕾米瀑布 -- 西雅图德国村
参考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级

在前往德国村之前途径司诺蕾米瀑布(Snoqualmie Falls)，为西雅图东区最美风景线。然后前往德
国村，位在西雅图东北部，约二个半小时车程的山区里，是处洋溢着德国巴伐利亚风情的山间城镇，
也是西雅图近郊最受欢迎的观光小镇，无论是庆祝活动最多的夏天、枫红点点的秋天，还是挂满耶
诞灯饰的银白冬天，这里的气氛随时都充满着欢乐，深受游客的喜爱。游客来到德国村，可以逛逛
村里共九十多家商店，商店里除了贩卖具代表性的德国工艺品，像是咕咕钟、胡桃钳娃娃，还有各
式来自欧洲的精美工艺品，让人眼光撩乱。德国村里还有多家餐厅提供纯正的德式料理，像是名闻
的德国猪脚大餐、德国香肠配黑啤酒等，都是游客来到德国村必吃的美食。若是也想跟村民一样尝
试不同的装扮，村里也有变装写真棚，让游客挑战德国传统服饰，或是扮起开拓时代的牛仔或是风
情万种的酒吧舞女。

第三天

西雅图市区游
参考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级

西雅图是美国华盛顿州的一座港口城市，位于华盛顿州金县，普吉特海湾和华盛顿湖之间，是该州
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区最大的城市。波音工厂，带您走进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商，

波音工厂全面了解人类的航空历史之外还可以参观世界仅存 4 架波音梦幻巨无霸 (Dreamlifter) 其
中之一，进入工厂内部深度参观所有 7 系飞机组装过程，三天打造一架奇迹，前所未有的亲身体验。
帕克市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每年举办 200 场商业活动，展出 190 种手工艺 ，
设立 120 个农产品摊位和形形色色街头表演艺人，最主要可以吃遍西雅图特产美食，特别是世界
上第一家星巴克咖啡店位于此处。太空针塔（外观）是西雅图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奇胡利玻璃艺术
花园内囊括了大量 Chihuly 的玻璃艺术品，展出分室内与室外这里的玻璃艺术展品一个个婀娜多姿，
形态各异，色彩斑斓，时而娇艳，时而粗旷，好像一个个生命在像人们展示着他们的活力，是无与
伦比的视觉盛宴。音乐及科幻体验馆，位于太空针脚下，其最初的想法来自于微软的共同创始人
Paul Allen，场馆由先锋派建筑师 Frank Gehry 所设计建造。明亮的色彩加之由 3000 枚不锈钢片
和铝片组成的外表展现了音乐的力度与流动之美。以及带您走进一个科幻的世界亲身体验种种有趣
的科幻游戏。先锋广场（途经），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历史建筑保留区之一，西雅图的起源地。每一
栋建筑都诉说着当年西雅图开拓先民的故事，标志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物带您梦回 100 年以前那
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哥伦比亚观景台】是西雅图全新地标性建筑之一。乘坐电梯上到观光层，整
个西雅图市区美景 360 度全景尽收眼底：摩天轮、普吉特海湾、太空针塔、微软园区、雷尼尔雪
山等等。还可以体验世界最先进的 360 度全屏的观光塔电梯体验：四周全屏幕，上观光塔讲述雷
尼尔雪山，下观光塔讲述西雅图这座城市的建立过程，让你惊喜满满。

第四天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参考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级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坐落在奥林匹克半岛上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Olympic National Park) 是美国
西部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游人如织。公园面积广袤辽阔，接近 100 万英亩，另外还有 900 多
英里的徒步游小道。在半岛的正中央巍然耸立着壮丽的奥林匹克山脉，60 座冰山绵延不絶，光芒
耀目。半岛西部是生长着繁茂雨林的低谷。长达 73 英里的太平洋海岸线保持着最原始自然的海岸
风貌，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拥有奇异的自然景色和野生物种，热爱大自然的游客将在这里找到梦想中
的世外桃源。仅有几个地点可以开车进入，飓风崖 (Hurricane Ridge)登上海拔 2000 米高空,俯视
原始大森林，漫步天际之间（如遇恶劣天气，无法攀登飓风压，我们会前往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景区
其他景点）。新月湖(Lake Crescent) 碧水蓝天充满神秘色彩。傍晚，我们将乘坐渡轮从班布里吉
回到西雅图（如渡轮因任何特殊原因关闭或晚点，我们将开车返回西雅图）。

第五天

雷尼尔火山国家公园
参考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级

在西雅图晴朗的日子里，可以看到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彷佛漂浮在天际，这就是华盛顿州著名的雷尼
尔火山(Mt. Rainier) 。雷尼尔火山高 14410 呎，是美国本土 48 州中最高的火山，也是美国排名
第五的高峰。山顶终年积雪，冰河向四方放射而出，造就了拥有壮观的瀑布，广浩的湖泊和苍翠欲
滴的长青森林的雷尼尔国家公园。每年夏天，山腹上的积雪开始融化，高山上的野花齐开争艳，在

风中摇曳，呈现出百分百的自然之美。我们将带您前往雷尼尔著名的仙境之路。欣赏大自然艺术家
创造的神奇作品，沿途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停车 1-2 个景点：克里斯廷瀑布（途经），纳拉达
瀑布，天堂游客中心（包含冰川远眺，马莎瀑布，天堂草甸子等。如遇冬季天气恶劣，将改为前往
LONGMIRE 博物馆。）
，夏天可带领您穿越雷尼尔火山山脉。

第六天

西雅图码头登船 Seattle, 华盛顿州 Washington
参考酒店：邮轮

早上，我们导游将把你送到西雅图码头，准备开启欢乐的邮轮之旅。导游会根据船票上的时间提前
4 个小时带你抵达邮轮码头，客人自行办理登船手续。登船后就可以开始享受邮轮公司提供的免费
自助餐和娱乐设施。
(邮轮均无导游陪同上船)

第七天

欢乐海上游 At Sea
参考酒店：邮轮

航行于加拿大沿海，沿内湾航游，群岛罗列，在此豪华邮轮上您可尽情参与提供的各种娱乐，使您
在饱览峡湾风光之余。享受海上举行的盛大宴会，从早晨到午夜连续不断供应的各式大菜，享尽口
福，船上除了 酒、烟要自费外，其它的食物、自助餐及非酒精
饮料都免费供应，让您畅快过瘾。使您永远不会忘记阿拉斯加海上的精美膳食。今日全天游轮将沿
海湾巡游，沿途奇岩异树，鸟兽奔驰其间，风光无限。

第八天

朱诺 Juneau, 阿拉斯加 Alaska
参考酒店：邮轮

今日豪华邮轮抵达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朱诺是个依山面海的美丽海港城市。阿拉斯加著名的掏
金热就是由此地开始，朱诺的金矿，已生产 了超过 8000 万美元的黄金，数量惊人。朱诺市就在
淘金人潮，迅速涌入的情况下，急骤发展成一个新兴的淘金城。一如所有的金矿坑，当金尽之后，
徒留下一片往事供后人唏嘘。 冰河湾 Cruise past Sawyer Glacier Bay 邮轮巡游于举世闻名的阿
拉斯加“冰河湾”，阿拉斯加冰河湾─是您造访阿拉斯加州时不可错过的“大自然最伟大的奇景”。
整个冰河湾国家公园包含了 12 条冰河， 整个冰河湾最北缘，即是所谓的大太平洋冰 河 (Grand
Pacific Glacier) ，它曾经一度占据整个海湾，伟大而且壮观的冰河景色，令您赞叹天地造物之奇。
从近乎垂直的冰崖所崩裂下来的冰河，点缀在冰河湾上，它是阿拉斯加州东南方最生 动、振憾 人
的自然景观。

第九天

史卡格威 Skagway, 阿拉斯加 Alaska
参考酒店：邮轮

今日豪华邮轮带着您来到史凯威，在 1898 年克朗岱克淘金潮期间，人口由数百人暴涨至２万人，
这里曾经是淘金潮的门户；然而到达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道森镇 (Dawson City) ─淘金地点，仍得通
过其中最艰难 的山口(White Pass)，青山依旧，然而因金尽人空，徒留下一片回忆。今日，走在史
凯威的木制步道上还可感受到百年前的怀旧味道，此地居民亲切的问候观光客，已经使得当年的艰
辛随历史而去。

第十天

欢乐海上游 At Sea
参考酒店：邮轮

豪华邮轮宛如一个度假中心，你可尽情享受船上的设备如；游泳池，健身房， 三温暖，酒吧，儿
童活动室等。船上每天精心安排不同的娱乐节目, 内容丰富多彩。精致的餐食从早到晚不间断地提
供, 其他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保证您物超所值。

第十一天

凯奇坎 Ketchikan, 阿拉斯加 Alaska
参考酒店：邮轮

豪华邮轮抵达阿拉斯加州最南端的城市，这里就是鲑鱼的故乡─凯奇坎，凯奇坎是阿拉斯加州的第
一座城市也是阿拉斯加州第三大的港都， 以鲑鱼之城而闻名。凯奇坎的名字，是克林基特族「射
中的鹫翼」的意 思。拥有丰富的原住民历史遗迹，1898─1901 年凯奇坎陆续发现丰富 的金、银、
铜矿奠定了此城的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丰富的鲑鱼产量亦为其赢得“世界鲑鱼之都”的美名。

第十二天

维多利亚 Victoria,加拿大 Canada
参考酒店：邮轮

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维多利亚市，是以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1862 年正式建市，该
市的格言是“永恒的自由”。如果说温哥华是个喧闹的大都市， 维多利亚则是一个悠闲、温文而
雅的小城，是一 个散发着无比的魅力、世界闻名的城市。现代化的城市设计，以及悠闲的生活情
怀，都令维多利亚成为游客必到之处。
第十三天

回到西雅图 Seattle, 华盛顿州 Washington

今日豪华游轮返回西雅图，结束令人愉快又难忘的邮轮之旅！
我们会有专车在码头等候您回来，并送您到SEA机场。
邮轮结束后请预定西雅图机埸 SEA 3:00PM 以后航班（国内），4:30PM 以后航班（国际）。
提醒：所列行程参访先后顺序和邮轮的先后顺序会因当地实际情况和船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参团说明
西雅图团参团说明：
景点说明:
（1）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
，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3）因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与雷尼尔火山国家公园为山上旅游景点，故，在该行程中的两项（奥林匹克国家公
园：$35/人；雷尼尔火山国家公园：$35/人）为“必付项目”
。含进山门票、停车费、车辆耗损和燃油附加费
（4）需跟团上导游购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5）波音工厂要求参观波音工厂内部，儿童身高需满 4 英尺（122 厘米）
。请在下单时备注儿童的年龄及身
高。如下单时没有备注，我们将视为成人订票。
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团费不退；
（2）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3）如渡轮因任何特殊原因关闭或者晚点，我们将开车返回西雅图，并退还渡轮费 10 美金每人。
费用不含: 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每人每天$10）
，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行程顺序会因政治，交通，游客人数和季节变化稍作调整，参观景点一样，恕不另行通知。

成人

老人 Senior

儿童 Children

Adult

(65+)

(3-12)

早游 Morning tour

$35.00

$35.00

$25.00

夜游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早游+夜游 Morning Tour + Night Tour Special Package

$50.00

$50.00

$30.00

$23.00

$20.00

$17.00(5-13)

波音工厂 Future Of Flight

$25.00

$23.00

$15.00 (5-15)

音乐及科幻体验馆 MoPOP

$28.00

$25.00

奇胡利玻璃艺术花园 Chihuly Glass Garden

$30.00

$23.00

$20.00

雷尼尔火山 Mt. Rainier (必付项目)

$35.00

$35.00

$25.00

门票项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接机 Airport pick up

西雅图 Seattle
哥伦比亚观景台
Sky View Observatory at Colombia Center

$19.00(5-17)
Free(4 and uder)

含进山门票、停车费、车辆耗损和燃油附加费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Olympic National Park (必付项目)

含进山门票、停车费、车辆耗损和燃油附加费
西雅图海鲜自助晚餐 Seafood buffet Dinner

$35.00

$35.00

$25.00

$28.00

$28.00

$14.00

*门票价格和景点开放时间会因季节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邮轮参团和签证要求：
所有证件都必须有至少六个月的有效期。（登船时需要以下表格的原件证件，否则游轮公司有可能
会拒绝您登船。
）
持美国/加拿大/台湾芯片护照

有效护照

持中国/香港护照并持有美国绿卡

有效护照及绿卡

持中国/香港护照并持有加拿大枫叶卡

有效护照/枫叶卡/十年多次往返美签

持中国护照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有效护照及美签十年多次往返+加拿大签证
F1/F2 学生签证:
--有效护照及美签十年多次往返+加拿大签证+ I-94+ I20
有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有效护照及美签十年多次往返+加拿大签证+ DS2019
有一年内签字+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有效护照及美签十年多次往返+加拿大签证+ I-797 有
一年内签字+雇主证明信

持香港护照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有效护照及美签十年多次往返签证
F1/F2 学生签证:
--有效护照及美签十年多次往返+ I-94+ I20 有一年内学
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有效护照及美签十年多次往返+ DS2019 有一年内签字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有效护照及美签十年多次往返+I-797 有一年内签字+
雇主证明信

参团人群：
1. 邮轮公司不接受6个月以下的婴儿预定；小孩6个月以上之费用与大人价格相同。但如果与两个大人同住一间船舱，则小
孩的费用视同第三或第四人计价，价钱以当时报价为准。但并非任何等级船舱皆有三人舱位，因此须视订购船位时是否有船
舱而定。
2. 怀孕24周以下的孕妇在登船时需要提供医生开具的证明（航程结束时不超过24周）；
3. 每间舱房至少有一位乘客21周岁以上；
4. 如果未成年人（21周岁以下）不是与父母同行， 同游的乘客必须携带该未成年人的父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签署的“家长/
监护人许可书”一同登船，声明已授权该未成年乘客的出行， 并许可在紧急情况下的医疗救护。此许可书与签署人的证件
复印件一起，在办理登船手续的同事必须出示给码头的邮轮工作人员。 如未能在登船前出示，可能导致被拒绝登船并不予
退款或赔偿。

航行须知:
1. 乘客办理登船手续时间约是从开船前4个小时开始，但所有乘客必须在邮轮正式起航前登船，请所有乘客准时登船，逾时
不候，亦不退费。
2. 客人抵达码头后，将邮轮行李吊牌挂在需要托运上船的大件行李上，并请于行李吊牌上书写船舱号码以及您的英文姓名
或汉语拼音（须与护照所示一致）
，您的大件行李将会在您登船的一小时后送达您的船舱。请注意不要将办理登船手续的必
要证件（例如：护照，绿卡，登船文件等）放置于托运的行李内，否则无法办理登船手续，顺利登船。
3. 托运行李之后，便可前往邮轮码头服务柜台办理登船手续。请将护照及填写好的登船文件准备好，排队等候办理手续。
在办理登船手续时，邮轮公司可能会将您的护照收起代为保管，请记得向邮轮公司索取收条，以便在邮轮行程结束后，凭收
条领取护照办理入境手续。
4. 登船手续办理完成后，每位乘客将会拿到邮轮登船卡一张（邮轮登船卡上会显示您所搭乘的邮轮名称、邮轮出发日期、
乘客英文姓名、用膳餐厅名称、用膳时间、餐桌号码、船舱号码及乘客记账卡号），这张邮轮登船卡是您的乘客识别证，您
不仅在上下船时需要它，还将在邮轮上当成房卡和信用卡使用，因此它将伴随您游览全程，请您务必随身携带此卡。如有遗
失，请立刻向邮轮上服务柜台申办遗失，重新办理邮轮登船卡。
5. 登船后，邮轮服务生将会指引您前往您的船舱。请勿随意调换船舱以便行李遣送正确，若有空位的话，乘客可在开航后
要求换至价位较高的房间，但须以现金或旅行支票付全额定价的差额。每位乘客皆有一张房卡（即您的签帐卡和登船卡）
，
在您离开船舱时，切记将房卡带出，以免被反锁于门外。
6. 登船当日将有一次紧急救生演习，在警报响起时，请穿上紧急救生衣（放在衣橱上层或床底）到达指定救生集合区集合
（救生集合区与救生艇号码标示于救生衣上）。救生衣穿戴方法请参照救生员的示范，或位于浴室间墙上配有图示说明。
7. 邮轮航行期间，比如有任何消费、购物等，均不收现金（除支付小费与赌场消费外）。
邮轮公司从登船当天开始，到下船当天，会从每位客人的邮轮专用户口内收取每人每天$14.50的小费， Suite 以上的房间，
会从每位客人的邮轮专用户口内收取每人每天$17.50的小费（此费用是给船上的各级服务工作人员均分， 是船公司规定的，
客人只要是2岁半和以上的都按人数收取。小费价格是邮轮公司规定收取，如有变动，请以邮轮公司收取价格为准）
。
因此您在登船后须持邮轮房卡及信用卡前往指定地点办理消费记账手续，如果您没有信用卡，您则须要办理消费记账手续，
在邮轮行程结束当日早上持账单与现金到邮轮服务柜台一次结清。若以信用卡结账，所有消费会主动转到以下的主要信用卡
机构：Visa卡，Master卡，AMEX美国运通卡，Discover卡。如果您使用信用卡办理消费记账手续，在邮轮、结束当日清
晨会收到一份您的消费总结账单，如果账单所示有误，请向服服务柜台查询确认；如果无误，您所有在邮轮上的消费帐将会
出现在您下个月的信用卡账单上。Visa卡,Master卡,AMEX美国运通卡,Discover卡可直接在船上的相片冲洗店及免税精品
店使用。旅行支票也可在乘客服务柜台兑现。
8. 邮轮上应准备三种服装：白天的便装, 晚间正式服装, 上岸观光采购的便服。邮轮航行期间，船上将举行各种精彩的娱乐
节目及高级豪华社交活动，船上的不同活动对乘客的服装衣着有所规定，请乘客务必配合，例如船长的欢迎酒会及特定的豪
华晚宴等，所有乘客皆需穿着正式晚礼服参加（女士请穿着洋装，男士请穿深色西装打领带及深色袜子），我们建议您至少
准备一套正式晚礼服。您所参加加的是豪华邮轮旅游系列之一，因此邮轮上进餐时也有服装规定，早午餐您可穿着休闲服装，
短裤与T恤皆可（但请勿着泳装、赤足或打赤膊入餐厅）。除了特定的豪华晚宴须穿着正式晚礼服外，晚餐时请着便装（请
勿穿着短裤，拖鞋和T恤等）。
9. 船上每天的活动节目表将会由客房服务人员放送到每间船舱。自费岸上游活动请到服务台咨询或参阅相关数据。

10. 船上各项娱乐活动及运动设施均可参与及利用， 例如电影， 舞蹈，百老汇SHOW，音乐欣赏， 游泳，SPA， 球类运
动，卡拉OK, 健身房，图书馆等均为免费； 酒水饮料，魔术晚宴，美容按摩，医疗，洗衣服务等个人消费需要另行付费
（具体价格请参考邮轮服务台提供的自费及免费项目表）
， 邮轮上的医疗中心可以收取现金或旅行支票。 每个船舱内皆有
瓶装矿泉水及可乐汽水等，也是需要另行付费的。21岁以下的乘客不会被提供售酒服务，同时邮轮公司保留“禁止乘客自
带酒水上船饮用”的权利。
11. 邮轮上使用的电压是110/220伏特
12. 邮轮上几乎每个房间都 配有保险箱。请将贵重物品，现金等放入保管。如有遗失，本公司及邮轮公司恕不负责。
13. 乘客如果因为个人原因临时改变行程，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中途离船脱队， 一切费用需如数付清， 恕不退款（如
三餐中任何一餐未曾享用，亦不得要求退费）。
14. 如果因天气，机械故障，政经现况，邮轮停航，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行程发生改变，为了保护客人的安全及利益，
邮轮公司保留邮轮行程变更的权利， 乘客不得异议。
15. 邮轮配备医务室及医务人员，根据客人的需要， 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16. 航行期间， 乘客如果发生意外，疾病甚至死亡， 将根据乘客的保险购买情况解决。本公司强力推荐客人购买旅游保险。
（纵横旅游可以为您代办旅游保险业务）
。
17. 在航行期间， 乘客如果发生行李坏损或遗失， 须立即向邮轮公司的服务对台报备并索取相关文件的副本。一切法律责
任将依据相关保险条例办理。
18. 根据邮轮公司规定，航行期间，乘客禁止在房内吸烟，如有需要请到甲板或指定场所。一经发现， 会有每晚$250清洁
罚金。如果有此费用， 客人须自行承担， 我公司概不负责。
19. 如果此团有导游带团， 请配合导游的合理安排。
20.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 纵横旅游有义务配合美国法院，政府部门或其他执法机构提供客人门票，付款等信息。
21. 乘客在航行期间应遵守邮轮公司的规定和要求，如有损坏公众物品时， 须依法给予合理赔偿。
纵横邮轮部会适时修改参团条件和条款， 并会在官网上及时发布最新版本。 代理在帮助客人报名参团前务必仔细阅读参团
条例及邮轮公司规定。我公司仅在这些条款和条件下履行义务，除非在此条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别规定， 否则如果产生任
何间接性，补偿性，偶然性或惩罚性损害都不作出赔偿。

邮轮取消政策：
- 本公司收到订单后， 邮轮出发前90天取消订单， 免罚金，退还押金；
- 邮轮出发前76-89天取消订单，扣全款25%；
- 邮轮出发前75-61 天取消订单，扣全款50%；
- 邮轮出发前60-31天取消订单，扣全款75%；
- 邮轮出发前30天内取消订单，扣全款。
**取消政策因应实际邮轮公司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