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号：MW7  

发团日期：星期六 

团费： 

團號：MW7 第 1,2 人同房(/位) 第 3 人同房 第 4 人同房 單人房 

 內倉 I 海景 O 陽臺 B $495 $825 內倉 I 海景 O 陽臺 B 

MW7（全年） $1295 $1395 $1595 $1895 $2195 $2565 

升级度假村海灘酒店：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 / Courtyard Miami West  

或同級酒店（不含早餐）*全程两晚都升級度假村海灘酒店： 
房型：度假村海灘酒店多數房型為一個大床以及一個大沙發床的套間，兩個床的房間僅供要求，但是無法保

證，視酒店實際情況為準。 

團號：MW7 兩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12/19/18-4/30/19 +$280/房 +$300/房 +$300/房 +$380/房 

5/1/19-12/18/19 +220/房 +$270/房 +$280/房 +$190/房 

接机备注： 
1. 两大机场 (MIA & FLL) ，两大码头 (POE&POM) 均免费接送;  

2. 团体免费接机：10:00 - 22:00 

3. 其他时间付费接机：第 1-4 人共收$80，每增加 1 人，加$10。 

 

免費接客地點： 免費接客時間： 

MIA 邁阿密機場 & FLL 羅德岱堡機場 10:00 - 22:00 

POM 邁阿密碼頭 9:00AM & 12:00PM(中午) 

POE 羅德岱堡碼頭（免费接） 10:30AM 

 

 



行程特色： 

1. 免费接送机场及码头（迈阿密机场，罗德岱堡机场；迈阿密码头，罗德岱堡码头） 

2. 体验豪华邮轮探索巴哈马天堂岛。 

3. 入住三晚豪华游轮和两晚 Holiday Inn 假日酒店或可升级两晚 Resort 度假海滩酒店。 

4. 参观美國富豪度假勝地的黃金沙灘-西棕櫚灘 West Palm Beach。 

5. 途经南方白宫，又称冬季白宫-海湖庄园 Mar-a-Lago。 

行程介绍： *行程顺序可能不同,请以邮轮公司网站为准! 

第 1 天：原居地 Home – 迈阿密 Miami 

來到度假天堂邁阿密/羅德岱爾堡的機場或碼頭，在享受藍天白雲的同時，請保持您的電話在可用狀

態。我們的導遊在機場/碼頭出口處等候您的到來。接到您之後，導遊會把您帶往下榻的酒店，您可

以自行安排餘下的時間，也可以参加我们为您安排的行程。 

早到達的客人，可以選擇購物。前往佛羅裡達的奧特萊斯購物城（$20/人/單程, 購物城營業時間為

12:00 PM-8:00PM）。 

15:00 點前到達 MIA 機場的客人或 16:00 點前到達 FLL 機場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夜遊（自

費 35/人，兩人成團）： 

夜遊邁阿密南沙灘 

夜遊介紹：林肯路和南沙灘——迈阿密最有气氛的夜生活打卡之处。林肯路（Lincoln Road）是一

條繁華的步行街，擁有許多商店，飯店，以及南方特有的植物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林肯路可以

解除您旅途的劳累，也可以解决您为晚餐烦恼的问题。林肯路有各色的餐厅，由于历史过往，西班

牙菜，古巴菜都是当地的特色。 

邁阿密的南沙灘(South Beach)則是北美最著名的海灘之一，也是夜生活最豐富的地方。海濱大道

上彙聚了無數的酒吧、餐館、夜總會、豪華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是邁阿密當之無愧的“派對海

灘”。我們將帶您一同體驗美南不一樣的風土人情。回程路上，将看到迈阿密城际线的夜景。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或其他同級酒店（免费提供早餐） 

*酒店安排会因季节有所改变, 出发前请先与我们确认。 

第 2 天：沼泽公园 Everglade Park / 迈阿密市区游 Miami City Tour 

美國最大的濕地保護區─大沼澤國家公園（Everglades national park），您將乘坐特有的交通工

具—-草上飛風力船，去體驗大沼澤散發的自然魅力。同时也将了解沼泽地的生态，野生动物和植



物，當然還有沼澤的主人—-鱷魚，工作人員還會現場演示和鱷魚的一些互動表演，您将有机会抱

起鳄鱼宝宝，最後會有機會和鱷魚寶寶合照，给这段沼泽地的旅行画上完美的句号。 

珊瑚閣，是最早先規劃再建設的社區，這裡的建築群均是由珊瑚和貝殼來做牆面，故被譽為“萬國

住宅建築博物館”。欣賞盡是異國風情的豪華宅邸以及美國地標建築——“比爾提莫酒店”（外

觀）。 

小哈瓦那，這裡是著名的古巴區，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必來這裡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嘗

古巴特色雪茄，咖啡，三明治，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風情。 

貝塞德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遊覽邁阿密，飽覽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遠眺邁阿密下城區

第二大金融中心。 

南沙灘，欣賞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那裡有上世紀 30 年代以來上百座“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

傑作以及南海灘的海濱大道帶給您最放鬆的旅遊體驗。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或其他同級酒店（免费提供早餐） 

第 3 天：西棕櫚灘--羅德岱爾堡-冬季白宮（海湖莊園）-邁阿密碼頭 Miami Pier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富豪聚集地—西棕櫚灘（west palm beach), 除了碧蓝的大西洋和黃金沙灘，

您還可以逛一逛世界奢華品牌的聚集地（worth ave），舒適的購物和自然環境會讓人流連忘返，

也是美國第 45 任總統接見習近平主席的地方，途徑冬季白宮-海湖莊園（Mar-a-Lago ）。 

中午抵達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爾堡，您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 兩岸的豪宅和

遊艇是這裡的風景線。也可以在此沙滩上放松或者参加附近的水上项目如，滑翔伞，摩托艇等； 

住宿：邮轮  用餐：午，晚 

第 4 天：西锁岛（基维斯特）（自费上岸观光） 

今日到达美国东南段的地标-西锁岛。环游古镇风光，到美国大陆到美国大陆最南端的地标柱留影纪

念。您可以去参观美国大文豪海明威的故居，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行宫，尤其不能错过岛上著名的玻

璃船-日落号，观赏墨西哥湾与大西洋的美景，清澈碧蓝的海水下美不胜收的珊瑚礁群。 您还有时

间到著名的杜佛街和海滨游轮码头自由选购精美的当地艺术家的艺术品和旅游纪念品，或者参观极

具当地特色的小博物馆。最重要的项目是到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美最佳日落观赏点的——日落广

场，享受最浪漫的日落之旅。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 5 天：科苏梅尔 Cozumel, Mexico（自費上岸观光） 

到达墨西哥科苏梅尔岛(Cozumel Island)—這是在加勒比海中心的一颗美丽的海上珍珠，取自古玛

雅 Cuzam 与 Lumil 的 Cuzamil，是指燕子岛（land of swallows），古玛雅人坚信此岛乃是神的

圣地。 科苏梅尔岛位于墨西哥湾 与加勒比海的交界处,紧邻墨西哥东南的尤卡坦半岛。岛上有圣米

格尔德科苏梅尔(San Miguel deCozumel)、塞德拉尔(Cedral)和哥伦比亚等城镇,现为墨西哥最佳

游览胜地之一。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玛雅文化遗迹就完整地保存在科苏梅尔岛。玛雅遗迹遍布

小岛,既可尽情享受加勒比海 的阳光与沙滩,又可领略古老的玛雅文化,是幽雅安宁的世外桃源。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 6 天：欢乐海上游 

今天免去舟车劳顿的辛苦,享受船上的设施,去甲板晒晒太阳,听听乐队的演出,享用一下船上的美食,去

赌场小试身手,带着孩子去水上乐园,您可以在船上的游泳池或者按摩池中懒洋洋地打发时间，也可以

从嘉年华 水疗馆的按摩师和健身专家那里得到帮助，让身体放松放松或者出出汗。您可以在去烛光

酒廊看演出，到艺术咖啡屋品品美酒。,或者到酒吧随便叫点小吃，到烧烤屋买点批萨，到冰淇淋酒

吧吃点冰淇淋等等。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 7 天：迈阿密 Miami 

豪华游轮上午抵达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結束令人愉快又難忘的邮轮之旅！ 

(請预定 2PM 之后的航班）我们会有专车在码头等候您回来，并送您到 MIA 机场/FLL 机场。 

住宿：无   用餐：早 

签证需求 

客人所持证件 巴哈马 
美国/加拿大/台湾晶片护照 有效护照 

中国/香港护照+美国绿卡 有效护照+美国绿卡 

中国/香港护照+加拿大枫叶卡 有效护照+10 年多次往返美签 

 

 

中国护照 

有效护照+美国签证 
- B1/B2 签证 来美前请自行注册 EVUS,  

EVUS 官网: https://www.evus.gov/evus/#/. 

- F1/F2 签证 需要 I-94 表格和 I-20(需要学校负责人一年内可旅行签

字) 

- J1/J2 签证 需要 DS2019 表格(需要学校负责人一年内可旅行签字)

和邀请函/证明信 

- H1/H2 签证 需要 I-798(需要学校负责人一年内可旅行签字)和雇主

证明信 



备注：以上签证信息仅供参考,请根据个人身份状况查询相关政府外交机构办事处或官网. 

1.美国移民局官网: https://www.uscis.gov/ 

2.中国大使馆官网: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 

3.加拿大移民局官网: https://www.canada.ca/en.html 

违约条款: 在行程前解除合同的，必要的费用扣除标准为： 
行程前 90，收取旅游费用总额 10%的违约金。 

行程前 89 日至 57 日，收取旅游费用总额 20%的违约金。 

行程前 56 日至 29 日，收取旅游费用总额 50%的违约金， 

行程前 28 日至 15 日，收取旅游费用总额 75%的违约金， 

行程前 14 日至 0 日，收取旅游费用总额 100％的违约金。 

景點說明:  

1. 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 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3.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 Pass。 

费用包含： 

1. 船票：邮轮船票，船上住宿、免费自助餐食、剧院表演等。 

2. 税费：邮轮港务税金。 

费用不含： 

1. 保险：个人旅游意外险。 

2. 小费参考：邮轮部分普通房$14-15/人/晚，豪华套房$16-18/人/晚（详情查询邮轮公司官网）,此费用离船前

支付给邮轮公司；陆地部分服务费（接機：$5/人/天；團上：$10/人/天）。 

3. 邮轮上的其他收费项目，如酒精饮料、洗衣服务、付费餐厅、理发服务、岸上观光费用等。 

4. 岸上观光费用，餐費，景點門票費，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退費說明:  

1. 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團費不退； 

2. 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其他： 

行程順序會因政治，交通，遊客人數和季節變化稍作調整，參觀景點一樣，恕不行通知。 

 



注意事项 ： 

在出发前或航程期间，邮轮公司有权根据天气、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因素调整或改变行程，对此

我司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若因不可抗力导致航线取消，我司将遵循邮轮公司改退政策，但不承

担赔偿责任. 

門票景點 

Admission Fee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65+ 

小孩 

Child 3-12 

邁阿密夜遊 Miami night tour $35 $35 $25 

大沼澤草上飛 Everglades airboat $28 $28 $16（6-11） 

邁阿密港灣富人島遊船 Miami Bay cruise $28 $28 $20（4-12）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