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阿密完美5日遊

行程特色：

Miami Prefert 5 Days Tour

團號: MIA5-A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價格目錄: 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1st,2nd
第三人 3rd
第四人 4th
單人 Single
$729
$579/each
Free
$478
邁阿密海灘酒店 (升級後)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 (不含早) /
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 (含早) 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
日期 Date
12/19/17-4/30/18
5/1/18-12/18/18

兩人房

三人房

+$740/房
+$518/房

+$795/房
+$537/房

四人房
+$800/房
+$556/房

1. 旅遊購物兩不誤
2. 獨家*接機當日可自選參加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
或者南海灘風情夜遊
3. 獨家*美國獨一無二的野生動物王國
4. 南佛州飽覽遊：西礁島，南海灘，邁阿密市區，
小哈瓦那，珊瑚閣，大沼澤國家公園，羅德岱堡，棕櫚灘
5. 全程酒店含早餐，輕鬆度假
6. 最後一天行程午後結束，可直接送至郵輪碼頭繼續您的郵
輪行程，確保您的後續行程銜接順暢

單人房
+$800/房
+$499/房

南海灘
南海滩
South Beach
林肯大道
Lincoln Road

從酒店往南驅車180英里，駛向佛羅里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被譽為 “美國天涯海
角”的西礁島。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 “世界第八大奇觀”的美國一號公
路，由長短不一的42座橋和32個島嶼串連而起。中途將會停留著名的“七英里橋”。
到達西礁島後，您可以在“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探尋美國國家一號
公路的南起點，還可以自行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在西礁島，島上
逗留約3小時，導遊會在車上先帶您前往以上景點并告知景點具體位置，集合地點
以及時間，介紹島上方位等，隨後便是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自由享用午餐和安
排每個景點的遊覽時間。在著名的白頭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紀念品。回程
時，您在車上將欣賞到壯麗的日落。
We will head to Key West by passing through the “7-mile Bridge”. Visi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S-1,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the continental U.S.A., and Nobel Prize
winner Hemingway’s former residenc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前往美國南部唯一一座集駕車以及步行體驗於一體的野生動物王國(自費90分鐘)，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隨後我們將經過西棕
櫚灘市去往棕櫚灘島，西棕櫚灘位於邁阿密70 英裏的北部，與東側的棕櫚灘隔沃斯湖相望，由跨海大橋鏈接。棕櫚灘有“美國的裏維艾拉”之稱，坐擁 47
英裏大西洋海岸線，天價海景豪宅遊艇，頂級奢華酒店，幾十家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百家高級餐廳，頂級高爾夫球會所，極具浪漫歐式情調。作為“佛
羅裏達的文化之都”，棕櫚灘早在100 多年前就成為首個為美國富豪們度身定制的冬日避寒度假勝地。前往棕櫚海灘，領略大西洋的美景，海邊的天價別
墅不勝枚舉。這其中就有美國總統特朗普私宅-海湖莊園(外觀)以及建於1902年的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外觀)，這棟鐵路大王的豪宅比任何私人豪宅都更
富麗堂皇。您還可以漫步百年曆史的沃斯大道(Worth Avenue) (30分鐘)，欣賞威尼斯風格歷史建築精品，世界超級品牌均匯聚在這大道兩旁，當然您也
可以來到沃斯大道盡頭的迷人海灘上欣賞唯美的海景。感受美國上流社會的富人生活非棕櫚灘莫屬。下午，去往蘇格拉斯品牌折扣城(索格拉斯米爾斯購
物中心)血拼購物3小時。這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名牌折扣購物直銷店之一，各種中高檔品牌應有盡有，絕對是名牌愛好者的天堂。賣場綜合區將近2英
裏，遍佈著400多個品牌商店以及眾多的餐廳和娛樂場所。
We will travel to Lion Country Safari, West Palm Beach, Palm Beach and Fort Lauderdale today. The first destination will be Lion Country Safari(90 min). Guests will have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real wild life here. After, we will go to West Palm Beach. In addition, we will also see the Mar-a-Lago is a mansion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Exterior view) and Flagler Museum(Exterior view). Spend time at the Worth Avenue(30 min) in Palm Beach, an upscale shopping district which was ranked as the one of
the top 3 “Most Iconic” streets in America at 2013. By afternoon, we will head to the second largest shopping mall in Florida -- Sawgrass Mills Mall(180 min).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5天: 羅德岱堡 - 家園

Fort Lauderdale - Home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60分鐘)，您
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欣賞兩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檣。河道縱橫，
密如蛛網，同時您還可以漫步在美國十大海灘之一的勞德岱堡海灘。隨
後，我們的導遊將會帶您前往美國高檔購物中心Bloomingdale’s購物(60分
鐘)，(*Bloomingdale’s購物中心每週日的開門時間是中午12點，如果您離開
邁阿密的時間恰逢週日，您將無法前往Bloomingdale’s進行購物。我們會直
接送您去機場或者碼頭)。同時您可以獲得九折購物卡以及獨家滿額贈送活
動，總消費滿$7500時(稅前)，即可獲贈價值$400的蘋果店禮品卡。備註：
購物後請到訪客中心兌換贈品(導遊協助客人兌換贈品)，如指定禮品兌換完
畢，會換成其他等價的禮品。下午您的邁阿密之旅將畫上圓滿的句號，我
們會由專人送至碼頭或機場。
邁阿密MIA機場/羅德岱堡FLL機場，請預定15:00後航班；
邁阿密POM碼頭/羅德岱堡POE碼頭，將於13:00-15:00到達碼頭。
In the morning, guests will go to the north of Miami - Fort Lauderdale (60 min). We will
play at the Fort Lauderdale Beach, one of the top ten beaches in America. Next, we will
head to Bloomingdale’s(60 min). Here guests will receive a 10% off voucher and exclusive selling activity. Once your purchase amount reaches $7,500 (without tax), you are
eligible to get a $400 Apple Store gift card for free. (Note: If the Apple Store gift card is
not available, you will be offered another equal price Apple product).

第2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遊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 Miami

前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90分鐘)，穿梭在鱷魚密佈的沼澤
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時、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參觀
號稱“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的珊瑚閣，外觀“比爾提莫酒店”。遊覽小哈瓦那
(30分鐘)，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的異
域風情。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90分鐘)，遊覽邁阿密海灣，欣賞海
天一色的美景外還可以近距離欣賞明星島，飽覽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
豪宅，漫步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40分鐘)和ART DECO街，外觀色彩斑斕
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義大利服裝設計師範思哲的故居。
Visit one of the largest tropical wildernesses in America-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Then,
visit Coral Gables and Little Havana, the world famous Cuban district. In the after noon,
we will take a harbor sightseeing cruise on Miami Biscayne Bay. Afterwards, indulge in
the DECO street and see around.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西礁島
Key West

Lion Country Safari - West Palm Beach - Mar-a-Lago - Sawgrass Mills Mall

Home - Miami (Optional Nigh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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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est

第4天: 雄獅王國野生動物園 - 西棕櫚灘 - 海湖莊園 - 蘇格拉斯品牌折扣城

行程安排：
第1天: 家園 - 邁阿密 (自費夜遊)
每日10:00到22:00 MIA/FLL機場免費接機，POM碼頭9:00和12:00，POE碼頭10:30免費
接待。當您來到邁阿密/勞德黛堡的機場或碼頭時，請保持您的電話在開機狀態並
可以接聽電話。我們的導遊將會在機場/碼頭出口處等候您的到來。早班飛機的客
人，可以選擇前往Aventura Mall或Dolphin Mall購物($20/人/單程, 12:00-20:00)。15:00
前到達MIA機場的客人或16:00前到達FLL機場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夜生活體
驗二選一(自費，兩人成團)：
a) 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12月至次年8月，週二至周日晚；9月至11月，週
三至周日晚，18:00-22:00四小時超值體驗，免費接送！(遊船晚宴秀無導遊陪同上
船)遊船晚宴秀介紹：在享有“美國威尼斯”盛譽的水城勞德岱堡，乘坐大型觀光遊船
通過新河由入海口直入億萬富豪居住區腹地，最後到達在這其中的一片熱帶小島，
您可以在這裏盡情享受燒烤自助晚餐的同時觀看表演秀。你當然還可以在晚餐後遊
覽小島，與小動物互動。* 該行程經常售罄，建議報名參團時預訂；
b) 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 主要包括漫步時尚的林肯路和夜遊南海灘。林肯大道是
一條有趣的步行街，也是邁阿密的著名街道，綠樹成排，到處是電影院、商店、酒
吧、水煙店、街頭攤販和熱辣的比基尼。位於邁阿密南端的南海灘則是北美最好最
著名的海灘之一，面朝大西洋的海濱大道上聚集了上百家的酒吧、餐館、夜總會、
豪華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
Arriving at Miami or Fort Lauderdale’s airport or port, you will be greeted by our tour
guide and then go to the hotel to catch a rest.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tween 12:0020:00, you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at Aventura Mall or Dolphin Mall($20/person/
one way).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5:00 at MIA or16:00 at FLL, you can choose
to take an optional night tour of South Beach and Lincoln Rd or Fort Lauderdale Dinner
Cruise(Min. 2 Peopl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3天: 西礁島(又名基維斯特)

羅德岱堡
Fort Lauderdale

大沼澤國家公園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海湖莊園
Mar-a-Lago

雄獅王國野生動物園
Lion Country 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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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阿密歡樂4-5日遊
Miami Happy 4-5 Days Tour

團號: MIA4-A, MIA5-F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價格目錄: 買二送一
團號 Code 兩人一房 1st,2nd

第三人 3rd

第四人 4th

單人 Single

MIA4-A

$488/each

Free

$388

$638

MIA5-F

$629/each

Free

$529

$779

行程特色：

1. 最經典的精華團行程，囊括佛州所有著名景點，行程豐富
2. 獨家*接機當日可自選參加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
或者南海灘風情夜遊
3. 獨家*美國獨一無二的野生動物王國
4. 獨家*二選一行程以及豐富自由行選項
5. 一晚入住邁阿密海灘酒店
6. 全程酒店含早餐，輕鬆度假

行程安排：
第1天: 家園 - 邁阿密 (自費夜遊)
Home - Miami (Optional Night Tour)

第2天: 西礁島(又名基維斯特)
Key West

MIA5-F第二，第三天行程可能因為參團日期而對調安排。MIA4-A第二天行程是大沼
澤國家公園-邁阿密市區遊。
從酒店往南驅車180英里，駛向佛羅里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被譽為 “美國天涯海角”
的西礁島。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 “世界第八大奇觀”的美國一號公路，由
長短不一的42座橋和32個島嶼串連而起。中途將會停留著名的“七英里橋”。到達西
礁島後，您可以在“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探尋美國國家一號公路的
南起點，還可以自行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在西礁島，島上逗留約
3小時，導遊會在車上先帶您前往以上景點并告知景點具體位置，集合地點以及時
間，介紹島上方位等，隨後便是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自由享用午餐和安排每個
景點的遊覽時間。在著名的白頭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紀念品。回程時，您
在車上將欣賞到壯麗的日落。
We will head to Key West by passing through the “7-mile Bridge”. Visi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S-1,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the continental U.S.A., and Nobel Prize winner
Hemingway’s former residenc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前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90分鐘)，穿梭在鱷魚密佈的沼澤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時、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參觀號
稱“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的珊瑚閣，外觀“比爾提莫酒店”。遊覽小哈瓦那(30分鐘)，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風
情。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90分鐘)，遊覽邁阿密海灣，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外還可以近距離欣賞明星島，飽覽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
漫步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40分鐘)和ART DECO街，外觀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義大利服裝設計師範思哲的故居。
Visit one of the largest tropical wildernesses in America-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Then, visit Coral Gables and Little Havana, the world famous Cuban district. In the after noon,
we will take a harbor sightseeing cruise on Miami Biscayne Bay. Afterwards, indulge in the DECO street and see around.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Fort Lauderdale - Shopping/Fort Lauderdale - Palm Beach - Mar-a-Lago

MIA5F (12/15/2017-3/31/2018, 12/15/2018-3/31/2019期間參團的客人需加收$100/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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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 Miami

第4天: 羅德岱堡 - 購物/羅德岱堡 - 棕櫚灘 - 海湖莊園

邁阿密海灘酒店 (升級後)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 (不含早) /
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 (含早) 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
兩人房
三人房
日期 Date
四人房
單人房
12/19/17-4/30/18 +$580/房 +$630/房 +$640/房 +$640/房
+$438/房 +$447/房 +$436/房 +$389/房
5/1/18-12/18/18

每日10:00到22:00 MIA/FLL機場免費接機，POM碼頭9:00和12:00，POE碼頭10:30免費
接待。當您來到邁阿密/勞德黛堡的機場或碼頭時，請保持您的電話在開機狀態並
可以接聽電話。我們的導遊將會在機場/碼頭出口處等候您的到來。早班飛機的客
人，可以選擇前往Aventura Mall或Dolphin Mall購物($20/人/單程, 12:00-20:00)。15:00
前到達MIA機場的客人或16:00前到達FLL機場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夜生活體
驗二選一(自費，兩人成團)：
a) 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12月至次年8月，週二至周日晚；9月至11月，週
三至周日晚，18:00-22:00四小時超值體驗，免費接送！(遊船晚宴秀無導遊陪同上
船)遊船晚宴秀介紹：在享有“美國威尼斯”盛譽的水城勞德岱堡，乘坐大型觀光遊船
通過新河由入海口直入億萬富豪居住區腹地，最後到達在這其中的一片熱帶小島，
您可以在這裏盡情享受燒烤自助晚餐的同時觀看表演秀。你當然還可以在晚餐後遊
覽小島，與小動物互動。* 該行程經常售罄，建議報名參團時預訂；
b) 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 主要包括漫步時尚的林肯路和夜遊南海灘。林肯大道是
一條有趣的步行街，也是邁阿密的著名街道，綠樹成排，到處是電影院、商店、酒
吧、水煙店、街頭攤販和熱辣的比基尼。位於邁阿密南端的南海灘則是北美最好最
著名的海灘之一，面朝大西洋的海濱大道上聚集了上百家的酒吧、餐館、夜總會、
豪華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
Arriving at Miami or Fort Lauderdale’s airport or port, you will be greeted by our tour
guide and then go to the hotel to catch a rest.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tween 12:0020:00, you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at Aventura Mall or Dolphin Mall($20/person/
one way).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5:00 at MIA or16:00 at FLL, you can choose
to take an optional night tour of South Beach and Lincoln Rd or Fort Lauderdale Dinner
Cruise(Min. 2 Peopl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3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遊

遊船晚宴
Dinner Cruise
西礁島
Key West

藝術街區
Art Deco

團號為: MIA-4的客人可根據離團時間選擇不同行程
(MIA4-A的客人離團航班為羅德岱堡機場 (FLL)15:00-18:00的航班 & 邁阿密機場(MIA) 15:00-19:00的航班；或去往郵輪碼頭乘坐郵輪)行程如下：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60 分鐘)，您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隨後將會帶您前往美國高檔
購物中心Bloomingdale’s購物(60分鐘)， (Bloomingdale’s購物中心每週日的開門時間是中午12點，如果您離開邁阿密的時間恰逢週日，您將無法前往
Bloomingdale’s進行購物。我們會直接送您去機場或者碼頭) 同時您可以獲得九折購物卡以及獨家滿額贈送活動，總消費滿$7500時(稅前)，即可獲贈價值
$400的蘋果店禮品卡。備註: 購物後請到訪客中心兌換贈品(導遊協助客人兌換贈品)，如指定禮品兌換完畢，會換成其他等價的禮品。購物結束後，我們
將送您前往機場或碼頭。
(MIA4-A離團航班為羅德岱堡機場(FLL)18:00後的航班 & 邁阿密機場(MIA)19:00後的航班) 團號為: MIA5-F的客人行程如下：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45分鐘)，您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 接著前往美國南部唯一一座集駕
車以及步行體驗於一體的野生動物王國(自費90分鐘)，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隨後我們將經過西棕櫚灘市去往棕櫚灘島，外觀
美國總統特朗普私宅-海湖莊園以及建於1902年的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漫步百年曆史的沃斯大道(Worth Avenue)(30分鐘)，欣賞威尼斯風格歷史建築精
品。感受美國上流社會的富人生活非棕櫚灘莫屬。MIA5-F的客人當晚入住海灘酒店。
For the guest with code MIA4-A whose flights departing after 15:00(FLL/MIA), visit Fort Lauderdale in the morning; then go shopping at Bloomingdale’s with 10% off voucher. Take the flight to New York and start your another journey over the east coast. Flight departure from Fort Lauderdale
airport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the guest with code MIA4-A whose flights departing after 18:00(FLL) / 19:00(MIA), and the guests with code MIA5-F will visit and have fun in the
Lion Country Safari in the morning; then, head to West Palm Beach enjoying the luxury sightseeing and style of the city. MIA5-F guests will stay at
beachside hotel at night.
酒店: 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或同級海灘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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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天: 自由行
DIY Day
睡個懶覺，吃個豐盛的早餐，輕裝上陣來探索體驗邁阿密吧。可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特色
遊項目：
A. 房產投資考察: $80/人。
B. 邁阿密海洋館“與海豚或海獅共舞”: 成人: $180.5(含稅)；兒童(5-9): $137.7(含稅)。
陪同者不下水，可一旁拍照: 成人:$76.71(含稅)；
兒童+稅: $67.08(含稅)。如只參加海洋館景點不參加特色海豚共舞:
成人: $69.21(含稅)；兒童(5-9): $59.23(含稅)。費用已包含：$20/人接送費用。
C. 超級水上娛樂項目：不含接送费用$20/人，导游岸上翻译，無水上陪同。
1)“水上阿童木”飛人體驗: $180+稅/30分鐘/人；$280+稅/1小時/人
2)海上滑翔傘: $85+稅/人。出海陪同者，可船上拍照: $40+稅/人。
3)帆船租賃(自駕): 四人型：$80+稅/小時，六人型：$100+稅/小時；
4)快艇租賃: 10人型：$145+稅/小時。
5)水上摩托: $140+稅/小時，每台可乘2人。
*項目可多選，只收取一次接送費用。
D. 真槍實彈體驗遊: 含導遊接送、陪同翻譯、器材租賃費用以及50發子彈:$119+稅/人。
E. 深海釣魚4小時，含接送、器材租賃費用: $89/人。導遊岸上翻譯，無出海陪同，
有船員指導。海釣後可帶到餐館加工成鮮美菜肴作為晚餐(餐館加工費另計)。
F. 勞德岱堡百萬富翁家園3小時觀光船: 成人$49.95/人(含稅)，兒童(3-12):$34.95 (含稅)。
費用已包含：$20/人接送費用；觀光船票；無導遊上船陪同。
G. 邁阿密阿文圖拉購物中心(Aventura Mall)，接送費: $20/人/單程。
特贈Bloomingdale’s九折卡，以及獲得獨家滿額贈送活動，
總消費滿$7500時(稅前)，即可獲贈價值$400的蘋果店禮品卡。
備註: 購物後請到訪客中心兌換贈品(導遊協助客人兌換贈品)，
如指定禮品兌換完畢，會換成其他等價的禮品。
H. iFLY室內飛行體驗，費用：$89.95/人。
費用包含：兩次飛行體驗，所需裝備及$20/人接送費。
I. 只送機(MIA/FLL)或只送碼頭(POM/POE):10:00- 22:00之間起飛的航班
費用: $20/人。其他時間: 第1-4人共收美金$80，每增加1人，加美金$10。
如參加特色項目，建議預定FLL 18:00 或 MIA 19:00以後航班。
Enjoy the day free from the group tour, 9 different itineraries options will be provided for
best meeting with your demanding.

大沼澤國家公園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棕櫚灘
Palm Beach

邁阿密+白沙灘5/7日遊
Miami+ Fort Myers Beach 5/7 Days

團號: MIA7BF 出發日期: 逢週日 Sun
團號: MIA5-B 出發日期: 週四/五/六/日 Thur/Fri/Sat/Sun
價格目錄: 買二送一
團號 Code 兩人一房 1st,2nd
MIA7BF
$789/each
MIA5-B
$598/each

第三人 3rd
Free
Free

第四人 4th
$629
$498

單人 Single
$949
$798

(12/15/2017-3/31/2018, 12/15/2018-3/31/2019期間參團)，
MIA7BF的客人需加收$300/房， MIA5-B的客人需加收$200/房。

MIA7BF邁阿密海灘酒店 (升級後)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 (不含早)/
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 (含早) 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
兩人房
三人房
單人房
日期 Date
四人房
12/19/17-4/30/18 +$740/房 +$795/房
+$800/房 +$800/房
+$518/房
+$537/房
+$556/房 +$499/房
5/1/18-12/18/18
MIA5-B邁阿密海灘酒店 (升級後)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 (不含早)/
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 (含早) 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
12/19/17-4/30/18 +$580/房 +$630/房 +$640/房 +$640/房
5/1/18-12/18/18 +$438/房 +$447/房 +$436/房 +$389/房

行程特色：

1. 佛羅裡達州東西海岸全景遊
2.獨家*全美第三大國家公園-大沼澤國家公園深度遊，
鯊魚谷國家公園，乘坐小電車
3.獨家*一晚入住邁阿密海灘酒店
4.獨家*豐富的自由行選項，讓您的邁阿密之行更加多
彩，個性化自主
5.獨家*接機當日可自選參加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
宴秀或者南海灘風情夜遊
羅德岱堡
Fort Lauderdale

從酒店往南驅車180英里，駛向佛羅里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被譽為 “美國天涯海
角”的西礁島。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 “世界第八大奇觀”的美國一號公
路，由長短不一的42座橋和32個島嶼串連而起。中途將會停留著名的“七英里橋”
。到達西礁島後，您可以在“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探尋美國國家
一號公路的南起點，還可以自行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在西礁
島，島上逗留約3小時，導遊會在車上先帶您前往以上景點并告知景點具體位置，
集合地點以及時間，介紹島上方位等，隨後便是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自由享
用午餐和安排每個景點的遊覽時間。在著名的白頭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
紀念品。回程時，您在車上將欣賞到壯麗的日落。
We will head to Key West by passing through the “7-mile Bridge”. Visi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S-1,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the continental U.S.A., and Nobel Prize
winner Hemingway’s former residenc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七英里橋
7 Miles Bridge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 Miami

Home - Miami (Optional Night Tour)

每日10:00到22:00 MIA/FLL機場免費接機，POM碼頭9:00和12:00，POE碼頭10:30免費接待。當您來到邁阿密/勞德黛堡的機場或碼頭時，請保持您的電話在開機狀態並可
以接聽電話。我們的導遊將會在機場/碼頭出口 處等候您的到來。早班飛機的客人，可以選擇前往Aventura Mall或Dolphin Mall購物($20/人/單程, 12:00-20:00)。15:00前到
達MIA機場的客人或16:00前到達FLL機場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夜生活體驗二選一(自費，兩人成團)：
a) 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12月至次年8月，週二至周日晚；9月至11月，週三至周日晚，18:00-22:00四小時超值體驗，免費接送！(遊船晚宴秀無導遊陪同上船)
遊船晚宴秀介紹：在享有“美國威尼斯”盛譽的水城勞德岱堡，乘坐大型觀光遊船通過新河由入海口直入億萬富豪居住區腹地，最後到達在這其中的一片熱帶小島，您可
以在這裏盡情享受燒烤自助晚餐的同時觀看表演秀。你當然還可以在晚餐後遊覽小島，與小動物互動。* 該行程經常售罄，建議報名參團時預訂；
b) 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 主要包括漫步時尚的林肯路和夜遊南海灘。林肯大道是一條有趣的步行街，也是邁阿密的著名街道，綠樹成排，到處是電影院、商店、酒
吧、水煙店、街頭攤販和熱辣的比基尼。位於邁阿密南端的南海灘則是北美最好最著名的海灘之一，面朝大西洋的海濱大道上聚集了上百家的酒吧、餐館、夜總會、豪
華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
Arriving at Miami or Fort Lauderdale’s airport or port, you will be greeted by our tour guide and then go to the hotel to catch a rest.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tween 12:0020:00, you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at Aventura Mall or Dolphin Mall($20/person/one way).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5:00 at MIA or16:00 at FLL, you can choose to take
an optional night tour of South Beach and Lincoln Rd or Fort Lauderdale Dinner Cruise(Min. 2 Peopl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2天: 鯊魚谷國家公園 - 全美最小郵局 - 那不勒斯 - 邁爾斯堡
Shark Valley - Smallest Post Office - Naples - Fort Myers

MIA5-B行程可能因為參團日期而對調安排。
獨家行程景點(鯊魚谷國家公園)，美國第三大國家公園、世界自然遺產深度游！國家公園內需乘坐獨特的環保電車，帶您真正深入沼澤腹地，與千百種珍惜鳥類爬行類
動物擦身而過(英文導遊隨電車專業講解，自費約2.5小時)。隨後沿著美國41號公路直達西海岸，穿越大沼澤地！在1979年被聯合體教科文組織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在距
離邁阿密約70英裡的沼澤地上我們會經過Ochopee Post Office—全美最小郵局拍照紀念(30分鐘)。之後抵達佛州西海岸著名城市--那不勒斯，這個用意大利名城命名的城
市，保持著一副優雅古典的意大利派頭。您將遊覽當地著名的第五大道—名牌雲集，餐廳林立，還有各式各樣的古董店，街道末端通向珍珠般的白沙灘。下午前往邁爾
斯堡，可乘坐小型游轮出海观赏可爱的海豚，海牛，海鸟，或其他野生的海洋动物(自費)。随后，前往墨西哥灣白沙灘，被《今日美國雜志》評為擁有全美最好沙灘的
地方。您可以盡情暢遊溫暖的墨西哥灣，也可以踩在如白糖般的細軟的沙灘上欣賞浪漫的海上日落。
Drive to the Shark Valley National Park and stop by the Ochopee Post office for a while. Then, head to Naples city. In the afternoon, we will reach to Fort Myers.MIA7BF‘s guests
will stay at beachside hotel at night.
酒店: Wyndham Garden Fort Myers Beach/Lani Kai Island Resort/The Bay Inn at Lani Kai或同級(不含早餐)

第3天: 邁爾斯堡 - 愛迪生&福特冬宮 –蘇格拉斯品牌折扣城
Fort Myers - Edison and Fort Winter Estates - Sawgrass Outlets

早餐後前往愛迪生&福特冬宮(約1小時)。燈泡的發明者-托馬斯.愛迪生，他在河流和
McGregor大道之間建造了住宅、實驗室和植物園。McGregor大道如今成了小鎮最著
名的大道，這全得歸功於愛迪生。他的好朋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冬宮就建在他
的隔壁。兩座宅邸連同另幾所曆史博物館和曆史遺跡如今都對外開放，讓前來參觀
的遊客了解當地曆史。下午，您將前往蘇格拉斯品牌折扣城購物觀光，這是佛州第
二大的購物中心，中高檔的品牌再次應有盡有，是名牌愛好者的天堂。
Visit the Edison and Ford Winter Estates in the morning. His good friend Henry Ford the
founder of Ford Motor Company purchased the property next to him, the mansions and
other properties became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which opens to public nowadays.
Then, guests will be taken to Sawgrass Outlet. MIA5-B的行程沒有去蘇格拉斯品牌
折扣城購物，而是前往羅德岱堡代替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Key West

第5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遊

行程安排：
第1天: 家園 - 邁阿密 (自費夜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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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天: 西礁島(又名基維斯特)

愛迪生冬宮
Edison Winter Estates

前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90分鐘)，穿梭在鱷魚密佈的沼澤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時、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參觀號
稱“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的珊瑚閣，外觀“比爾提莫酒店”。遊覽小哈瓦那(30分鐘)，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
風情。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90分鐘)，遊覽邁阿密海灣，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外還可以近距離欣賞明星島，飽覽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
宅，漫步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40分鐘)和ART DECO街，外觀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義大利服裝設計師範思哲的故居。
MIA5-B行程結束，送往MIA機場，預定21:00後航班，FLL機場，預定22:00後航班。
提醒: MIA5-B 週四/六出發的團，行程順序有調整，送機信息為: MIA機場19:00後航班，FLL機場 18:00後航班。
Visit one of the largest tropical wildernesses in America-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Then, visit Coral Gables and Little Havana, the world famous Cuban district. In the after noon,
we will take a harbor sightseeing cruise on Miami Biscayne Bay. Afterwards, indulge in the DECO street and see around.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6天: 羅德岱堡 - 雄獅王國野生動物園 - 棕櫚灘 - 海湖莊園
Fort Lauderdale - Lion Country Safari - Palm Beach - Mar-a-Lago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45分鐘)，您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 接著前往美國南部唯一一座集
駕車以及步行體驗於一體的野生動物王國(自費90分鐘)，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隨後我們將經過西棕櫚灘市去往棕櫚灘島，
外觀美國總統特朗普私宅-海湖莊園以及建於1902年的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漫步百年曆史的沃斯大道(Worth Avenue)(30分鐘)，欣賞威尼斯風格歷史
建築精品。感受美國上流社會的富人生活非棕櫚灘莫屬。
We will travel to Fort Lauderdale. Lion Country Safari, West Palm Beach, Palm Beach and Fort Lauderdale today. The first destination will be Fort Landerdale, Then we go to
Lion Country Safari(90 min). Guests will have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real wild life here. After, we will go to West Palm Beach. In addition, we will also see the Mar-a-Lago is a
mansion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Exterior view) and Flagler Museum(Exterior view). Spend time at the Worth Avenue(30 min) in Palm Beach, an
upscale shopping district which was ranked as the one of the top 3 “Most Iconic” streets in America at 2013.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7天: 自由行
DIY Day

睡個懶覺，吃個豐盛的早餐，輕裝上陣來探索體驗邁阿密吧。可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特色遊項目：
A. 房產投資考察: $80/人。
B. 邁阿密海洋館“與海豚或海獅共舞”: 成人: $180.5(含稅)；兒童(5-9): $137.7(含稅)。陪同者不下水，可一旁拍照: 成人:$76.71(含稅)；
兒童+稅: $67.08(含稅)。如只參加海洋館景點不參加特色海豚共舞: 成人: $69.21(含稅)；兒童(5-9): $59.23(含稅)。費用已包含：$20/人接送費用。
C. 超級水上娛樂項目： 不含接送费用$20/人，导游岸上翻译，無水上陪同。
1)“水上阿童木”飛人體驗: $180+稅/30分鐘/人；$280+稅/1小時/人；2)海上滑翔傘: $85+稅/人。出海陪同者，可船上拍照: $40+稅/人。
3)帆船租賃(自駕): 四人型：$80+稅/小時，六人型：$100+稅/小時；4)快艇租賃: 10人型：$145+稅/小時；5)水上摩托: $140+稅/小時，每台可乘2人。
*項目可多選，只收取一次接送費用。
D. 真槍實彈體驗遊: 含導遊接送、陪同翻譯、器材租賃以及50發子彈:$119+稅/人
E. 深海釣魚4小時，含接送、器材租賃費用: $89+稅/人。導遊岸上翻譯，無出海陪同，有船員指導。海釣後可帶到餐館加工成鮮美菜肴作為晚餐
(餐館加工費另計)。
F. 勞德岱堡百萬富翁家園3小時觀光船: 成人$49.95/人 (含稅)，兒童(3-12):$34.95(含稅)。費用已包含：$20/人接送費用；觀光船票；無導遊上船陪同。
G. 邁阿密阿文圖拉購物中心(Aventura Mall)，接送費: $20/人/單程。特贈Bloomingdale’s九折卡，以及獲得獨家滿額贈送活動，總消費滿$7500時(稅前)，
即可獲贈價值$400的蘋果店禮品卡。備註: 購物後請到訪客中心兌換贈品(導遊協助客人兌換贈品)， 如指定禮品兌換完畢，會換成其他等價的禮品。
H. iFLY室內飛行體驗，費用：$89.95/人。費用包含：兩次飛行體驗，所需裝備及$20/人接送費。
I. 只送機(MIA/FLL)或只送碼頭(POM/POE):10:00- 22:00之間起飛的航班，費用: $20/人。其他時間: 第1-4人共收美金$80，每增加1人，加美金$10。
如參加特色項目，建議預定FLL 18:00 或 MIA 19:00以後航班。
Enjoy the day free from the group tour, 9 different itineraries options will be provided for best meeting with your demanding.

出發日期
D1
D2
D3
D4
D5

MIA5-B行程順序
四/六
五/日
家園-邁阿密(自費夜遊)
家園-邁阿密(自費夜遊)
大沼澤國家公園-邁阿密市區遊
鯊魚谷國家公園-全美最小郵局-那不勒斯-邁爾斯堡
西礁島
邁爾斯堡-愛的生&福特冬宮-羅德岱堡
鯊魚谷國家公園-全美最小郵局-那不勒斯-邁爾斯堡
西礁島
邁爾斯堡-愛的生&福特冬宮-羅德岱堡-家園
大沼澤國家公園-邁阿密市區遊-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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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阿密+太空中心+奥兰奥奧蘭多8/9日遊
Miami +Kennedy Space Center+Orlando 8/9 Days Tour
行程特色：

團號: MJO8, MJO9
出發日期: 逢週二 Tue
價格目錄:
團號 Code 兩人一房 1st,2nd

第三人 3rd

第四人 4th

單人 Single

MJO8

$1222/each

$352

$902

$1482

MJO9

$1362/each

$452

$1002

$1672

邁阿密海灘酒店 (升級後)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 (不含早) /
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 (含早) 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
日期 Date
12/19/17-4/30/18
5/1/18-12/18/18

兩人房

三人房

+$580房
+$438/房

+$630/房
+$447/房

四人房
+$640/房
+$436/房

單人房
+$640/房
+$389/房

1. 獨家*一晚入住肯尼迪航太中心酒店，近遊覽景點省時省心
2.獨家*接機當日可自選參加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
或者南海灘風情夜遊
3.獨家*送機當日可選擇奧蘭多隻眼摩天輪，海洋水族館，
杜莎夫人蠟像館，任意搭配
4.體驗了海濱勝地邁阿密，遊玩歡樂激情的奧蘭多主題樂園
5.美國獨一無二的野生動物王國
6.南佛州全景遊豐富行程，省時省錢
邁阿密
Miami

行程安排：
第1天: 家園 - 邁阿密 (自費夜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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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45分鐘)，您將遊覽“美國的威
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 接著前往美國南部唯一一座集駕車以及步行體驗於一體的野生
動物王國(自費90分鐘)，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隨後我們將經過西
棕櫚灘市去往棕櫚灘島，外觀美國總統特朗普私宅-海湖莊園以及建於1902年的亨利•弗拉格
勒博物館。漫步百年曆史的沃斯大道(Worth Avenue)(30分鐘)，欣賞威尼斯風格歷史建築精
品。感受美國上流社會的富人生活非棕櫚灘莫屬。
Visit and have fun in the Lion Country Safari in the morning; then, head to West Palm
Beach enjoying the luxury sightseeing and style of the city.
酒店: Quality Inn / Best Western Inn或同級（提供免費早餐）

第5天: 太空中心(不含門票)
Kennedy Space Center (Admission NOT Included)

清晨前往肯尼迪航天中心該中心兩個區域：遊客體驗區和火箭發射基地。體驗區中，遊客可
以體驗各種航天設施，這些設施很多都是為宇航員進行專業訓練所設計的。巨大的IMAX影院
兩部航天大片輪流播放，以及各種表演和展覽。遊客可近距離觀看NASA控制臺，火箭組裝中
心，火箭發射平台，火箭移動裝置Crawler。巴士將停留在阿波羅系列飛船發射基地，近距離
觀看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火箭“土星五號”！ 太空中心遊覽時間是9:00–14:00
Spend the day on visiting Kennedy Space Center, experience a variety of aerospace facilities.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棕櫚灘
Palm Beach
肯尼迪航天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Orlando 13 Theme Parks or 3 Special 1-day Tour(Admission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hotel.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7天: 奧蘭多13大主題樂園或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含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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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ando 13 Theme Parks or 3 Special 1-day Tour(Admission Included)

第3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遊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 Miami

前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90分鐘)，穿梭在鱷魚密佈的沼
澤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時、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
參觀號稱“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的珊瑚閣，外觀“比爾提莫酒店”。遊覽小
哈瓦那(30分鐘)，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
美洲的異域風情。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90分鐘)，遊覽邁阿密海
灣，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外還可以近距離欣賞明星島，飽覽世界巨星們所
擁有的億萬豪宅，漫步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40分鐘)和ART DECO街，外
觀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義大利服裝設計師範思哲的故居。
Visit one of the largest tropical wildernesses in America-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Then, visit Coral Gables and Little Havana, the world famous Cuban district. In the after noon, we will take a harbor sightseeing cruise on Miami Biscayne Bay. Afterwards,
indulge in the DECO street and see around.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2天: 西礁島(又名基維斯特)
Key West

從酒店往南驅車180英里，駛向佛羅里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被譽為 “美國天涯海
角”的西礁島。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 “世界第八大奇觀”的美國一號公
路，由長短不一的42座橋和32個島嶼串連而起。中途將會停留著名的“七英里橋”
。到達西礁島後，您可以在“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探尋美國國家
一號公路的南起點，還可以自行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在西礁
島，島上逗留約3小時，導遊會在車上先帶您前往以上景點并告知景點具體位置，
集合地點以及時間，介紹島上方位等，隨後便是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自由享
用午餐和安排每個景點的遊覽時間。在著名的白頭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
紀念品。回程時，您在車上將欣賞到壯麗的日落。
We will head to Key West by passing through the “7-mile Bridge”. Visi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S-1,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the continental U.S.A., and Nobel Prize
winner Hemingway’s former residenc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Fort Lauderdale - Lion Country Safari - Palm Beach - Mar-a-Lago

第6天: 奧蘭多13大主題樂園或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含門票)

Home - Miami (Optional Night Tour)

每日10:00到22:00 MIA/FLL機場免費接機，POM碼頭9:00和12:00，POE碼頭10:30免
費接待。當您來到邁阿密/勞德黛堡的機場或碼頭時，請保持您的電話在開機狀態
並可以接聽電話。我們的導遊將會在機場/碼頭出口處等候您的到來。早班飛機
的客人，可以選擇前往Aventura Mall或Dolphin Mall購物($20/人/單程, 12:00-20:00)
。15:00前到達MIA機場的客人或16:00前到達FLL機場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
夜生活體驗二選一(自費，兩人成團)：
a) 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12月至次年8月，週二至周日晚；9月至11月，
週三至周日晚，18:00-22:00四小時超值體驗，免費接送！(遊船晚宴秀無導遊陪同
上船)遊船晚宴秀介紹：在享有“美國威尼斯”盛譽的水城勞德岱堡，乘坐大型觀光
遊船通過新河由入海口直入億萬富豪居住區腹地，最後到達在這其中的一片熱帶
小島，您可以在這裏盡情享受燒烤自助晚餐的同時觀看表演秀。你當然還可以在
晚餐後遊覽小島，與小動物互動。* 該行程經常售罄，建議報名參團時預訂；
b) 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 主要包括漫步時尚的林肯路和夜遊南海灘。林肯大道是
一條有趣的步行街，也是邁阿密的著名街道，綠樹成排，到處是電影院、商店、
酒吧、水煙店、街頭攤販和熱辣的比基尼。位於邁阿密南端的南海灘則是北美最
好最著名的海灘之一，面朝大西洋的海濱大道上聚集了上百家的酒吧、餐館、夜
總會、豪華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
Arriving at Miami or Fort Lauderdale’s airport or port, you will be greeted by our tour
guide and then go to the hotel to catch a rest.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tween
12:00-20:00, you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at Aventura Mall or Dolphin Mall($20/
person/one way).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5:00 at MIA or16:00 at FLL, you can
choose to take an optional night tour of South Beach and Lincoln Rd or Fort Lauderdale
Dinner Cruise(Min. 2 Peopl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4天: 羅德岱堡 - 雄獅動物野生王國 - 棕櫚灘 - 海湖莊園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hotel.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MJO9的遊客可多參加一天奧蘭多13大主題樂園或特色一日遊

MJO9’s guests can add additional one more day of Orlando Theme Park/Special 1 days Tour to your itineraries, and change
into 9 days itineraries.

第8天: 奧蘭多 - 家園
Orlando - Home

MJO9的遊客最後一天行程與MJO8的遊客最後一天行程一致。
行程最後一日，貴賓將享受多種行程選擇權：
A. 早餐後從酒店出發，前往著名I-Drive 360休閒娛樂廣場， 參觀奧蘭多之眼摩天輪，海洋水族館，杜莎夫人蠟像館(三項可任意選擇搭配，
自費，任選一項$25，任意搭配兩項$39，三項都參加$49)。結束後由導遊送至機場。(建議預定14:00後航班)
B. 前往奧特萊斯進行購物，結束後導遊送至機場。(建議預定14:00後航班，每人$10,包含$5交通費用和$5送機服務費。)
C. 參加超值直升飛機遊，鳥瞰奧蘭多風光(自費，$30/人起)，結束後由導遊送至機場。(建議預定14:00後航班）
D. 增加一天園區的行程(不可選擇樂高樂園)，或選擇甘迺迪航太中心一日遊並帶您體驗草上飛風力快船(自費，$40/人)。結束後由導遊送至
機場(自費，建議預定17:00後的航班，如選擇甘迺迪航太中心，則需預定19:00後的航班）
E. 自費：遊覽鱷魚王國Gatorland---佛州最大的鱷魚主題公園， 觀看鱷魚表演， 近距離接觸上千條美國短吻鱷以及眾多佛州特色野生動物
($28/人，建議15:00後航班)
MJO8/MJO9行程結束後送往奧蘭多MCO機場或灰狗巴士站，免費送課時間8:30-23:00,建議預定 16:00 後航班。
Enjoy the day free from the group tour, 5 different itineraries options will be provided for best meeting with your demanding.

十三大主題樂園區：
迪斯尼魔術世界 迪斯尼動物王國 迪斯尼好萊塢影城 迪士尼暴風雪水上樂園
迪斯尼未來世界
海洋世界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迪士尼颶風水上樂園
環球影城
冒險島樂園
火山灣水上樂園
樂高主題樂園
樂高水上樂園

特色一日遊：

西礁島
Key West

肯尼迪太空中心一日遊
(天天出發）

墨西哥灣風情一日遊
聖奧古斯汀古鎮一日遊
(限定週六/日。如遇天氣或深 (限定週六）
海海釣船的問題將沒法成團)

奧蘭多之眼
Orlando eye
Eye

邁阿密+奧蘭多7-12日遊
Miami+ Orlando 7-12 Days Tour

團號: MO7~MO12
出發日期: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價格目錄:
團號 Code 兩人一房 1st,2nd

第三人 3rd

第四人 4th

單人 Single

MO7

$1039/each

$299

$699

$1299

MO8

$1149/each

$419

$819

$1509

MO9

$1289/each

$529

$929

$1699

MO10

$1439/each

$629

$1029

$1889

MO11

$1559/each

$729

$1129

$2099

MO12

$1679/each

$829

$1229

$2249

行程特色：

1. 玩轉佛羅裡達兩大旅遊中心(邁阿密，奧蘭多)
2.囊括南佛州所有著名景點，任選奧蘭多十三大主題
樂園，豐富行程
3.獨家*特色三大一日遊: 肯尼迪太空中心/墨西哥灣
風情海灘/聖奧古斯丁古鎮
4.獨家*接機當日可自選參加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
晚宴秀或者南海灘風情夜遊。
5.獨家*美國獨一無二的野生動物王國
南海灘
南海滩
South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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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遊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 Miami

前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90分鐘)，穿梭在鱷魚密佈的沼澤河流，
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時、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參觀號稱“萬國住宅建
築博物館”的珊瑚閣，外觀“比爾提莫酒店”。遊覽小哈瓦那(30分鐘)，參觀古巴雪茄
手工作坊，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風情。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
坐遊輪(90分鐘)，遊覽邁阿密海灣，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外還可以近距離欣賞明星
島，飽覽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漫步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40分鐘)和ART
DECO街，外觀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義大利服裝設計師範思哲的故居。
Visit one of the largest tropical wildernesses in America-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Then, visit
Coral Gables and Little Havana, the world famous Cuban district. In the after noon, we will take a
harbor sightseeing cruise on Miami Biscayne Bay. Afterwards, indulge in the DECO street and see
around.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45分鐘)，您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 接著前往美國南部唯一一座集駕
車以及步行體驗於一體的野生動物王國(9自費0分鐘)，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隨後我們將經過西棕櫚灘市去往棕櫚灘島，外觀
美國總統特朗普私宅-海湖莊園以及建於1902年的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漫步百年曆史的沃斯大道(Worth Avenue)(30分鐘)，欣賞威尼斯風格歷史建築精
品。感受美國上流社會的富人生活非棕櫚灘莫屬。 下午您在邁阿密段的行程將畫上圓滿的句號，會乘坐美國當地的公共長途巴士前往奧蘭多。奧蘭多地
區導遊接到您之後，將為您送上行程選單，開始為您量身制定安排行程，並詳細介紹各大主題樂園特色及攻略。此時可向導遊報名參加各大園區，特色
一日遊。亦可向導遊預定著名的藍人樂團或者太陽馬戲團。5:00PM之前到達的遊客可參加自費夜遊 (成人$25，小孩$15)。
We will travel to Fort Lauderdale. Lion Country Safari, West Palm Beach, Palm Beach and Fort Lauderdale today. The first destination will be Fort Landerdale, Then we go to
Lion Country Safari(90 min). Guests will have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real wild life here. After, we will go to West Palm Beach. In addition, we will also see the Mar-a-Lago is a
mansion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Exterior view) and Flagler Museum(Exterior view). Spend time at the Worth Avenue(30 min) in Palm Beach, an
upscale shopping district which was ranked as the one of the top 3 “Most Iconic” streets in America at 2013. In the afternoon, we will travel to Orlando by public transpotation.
Our Orlando area tour leader will give a warm welcome once the you arrive and will give the theme park tickets to you.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5天: 奧蘭多13大主題樂園或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含門票)
Orlando 13 Theme Parks or 3 Special 1-day Tour(Admission Included)

迪士尼魔法王國
Disney Magic Kingdom

第6天: 奧蘭多13大主題樂園或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含門票)
Orlando 13 Theme Parks or 3 Special 1-day Tour(Admission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hotel.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行程安排：
第1天: 家園 - 邁阿密 (自費夜遊)
Home - Miami (Optional Night Tour)

Fort Lauderdale - Lion Country Safari - Palm Beach - Mar-a-Lago - Orlando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hotel.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邁阿密海灘酒店 (升級後)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 (不含早) /
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 (含早) 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
兩人房
三人房
單人房
日期 Date
四人房
12/19/17-4/30/18 +$580/房 +$630/房 +$640/房 +$640/房
5/1/18-12/18/18
+$438/房 +$447/房 +$436/房 +$389/房

每日10:00到22:00 MIA/FLL機場免費接機，POM碼頭9:00和12:00，POE碼頭10:30免費接待。當
您來到邁阿密/勞德黛堡的機場或碼頭時，請保持您的電話在開機狀態並可以接聽電話。我
們的導遊將會在機場/碼頭出口 處等候您的到來。早班飛機的客人，可以選擇前往Aventura
Mall或Dolphin Mall購物($20/人/單程, 12:00-20:00)。15:00前到達MIA機場的客人或16:00前到達
FLL機場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夜生活體驗二選一(自費，兩人成團)：
a) 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12月至次年8月，週二至周日晚；9月至11月，週三至周日
晚，18:00-22:00四小時超值體驗，免費接送！(遊船晚宴秀無導遊陪同上船)
遊船晚宴秀介紹：在享有“美國威尼斯”盛譽的水城勞德岱堡，乘坐大型觀光遊船通過新河由
入海口直入億萬富豪居住區腹地，最後到達在這其中的一片熱帶小島，您可以在這裏盡情享
受燒烤自助晚餐的同時觀看表演秀。你當然還可以在晚餐後遊覽小島，與小動物互動。* 該
行程經常售罄，建議報名參團時預訂；
b) 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 主要包括漫步時尚的林肯路和夜遊南海灘。林肯大道是一條有趣
的步行街，也是邁阿密的著名街道，綠樹成排，到處是電影院、商店、酒吧、水煙店、街頭
攤販和熱辣的比基尼。位於邁阿密南端的南海灘則是北美最好最著名的海灘之一，面朝大西
洋的海濱大道上聚集了上百家的酒吧、餐館、夜總會、豪華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
Arriving at Miami or Fort Lauderdale’s airport or port, you will be greeted by our tour guide and
then go to the hotel to catch a rest.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tween 12:00-20:00, you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at Aventura Mall or Dolphin Mall($20/person/one way).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5:00 at MIA or16:00 at FLL, you can choose to take an optional night tour of
South Beach and Lincoln Rd or Fort Lauderdale Dinner Cruise(Min. 2 Peopl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4天: 羅德岱堡 - 雄獅王國野生動物園 - 棕櫚灘 - 海湖莊園 - 奧蘭多

西礁島
Key West

可增加一天至五天奧蘭多13大主題樂園或特色一日遊，改為8-12天行程(團號MO8-12)

Guests can add additional 1-5 days of Orlando Theme Park/ Special 1-Day Tour to your itineraries, and change into 8-12 days
itineraries (Tour Code MO8-12)

第7天: 奧蘭多 - 家園
Orlando - Home

第3天: 西礁島(又名基維斯特)
Key West

從酒店往南驅車180英里，駛向佛羅里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被譽為 “美
國天涯海角”的西礁島。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 “世界第八大奇
觀”的美國一號公路，由長短不一的42座橋和32個島嶼串連而起。中途將
會停留著名的“七英里橋”。到達西礁島後，您可以在“美國大陸最南端”的
地標前合影留念，探尋美國國家一號公路的南起點，還可以自行參觀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在西礁島，島上逗留約3小時，導遊會在
車上先帶您前往以上景點并告知景點具體位置，集合地點以及時間，介
紹島上方位等，隨後便是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自由享用午餐和安排
每個景點的遊覽時間。在著名的白頭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紀念
品。回程時，您在車上將欣賞到壯麗的日落。
We will head to Key West by passing through the “7-mile Bridge”. Visi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S-1,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the continental U.S.A.,
and Nobel Prize winner Hemingway’s former residenc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
店(提供免費早餐）

行程最後一日，貴賓將享受多種行程選擇權：
A. 早餐後從酒店出發，前往著名I-Drive 360休閒娛樂廣場， 參觀奧蘭多之眼摩天
輪，海洋水族館，杜莎夫人蠟像館(三項可任意選擇搭配，自費，任選一項$25，
任意搭配兩項$39，三項都參加$49)。結束後由導遊送至機場。(建議預定14:00後
航班)
B. 前往奧特萊斯進行購物，結束後導遊送至機場。(建議預定14:00後航班，每人
$10,包含$5交通費用和$5送機服務費。)
C. 參加超值直升飛機遊，鳥瞰奧蘭多風光(自費，$30/人起)，結束後由導遊送至
機場。(建議預定14:00後航班）
D. 增加一天園區的行程(不可選擇樂高樂園)，或選擇甘迺迪航太中心一日遊並帶
您體驗草上飛風力快船(自費，$40/人)。結束後由導遊送至機場(自費，建議預定
17:00後的航班，如選擇甘迺迪航太中心，則需預定19:00後的航班）
E. 自費：遊覽鱷魚王國Gatorland---佛州最大的鱷魚主題公園， 觀看鱷魚表演，
近距離接觸上千條美國短吻鱷以及眾多佛州特色野生動物($28/人，建議15:00後
航班)
行程結束後送往奧蘭多MCO機場或灰狗巴士站，免費送客時間8:30-23:00,建議預定 16:00
後航班。
Enjoy the day free from the group tour, 5 different itineraries options will be provided for best meeting with your demanding.

十三大主題樂園區：
迪斯尼魔術世界 迪斯尼動物王國 迪斯尼好萊塢影城 迪士尼暴風雪水上樂園
迪斯尼未來世界
海洋世界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迪士尼颶風水上樂園
環球影城
冒險島樂園
火山灣水上樂園
樂高主題樂園
樂高水上樂園

特色一日遊：

肯尼迪太空中心一日遊
(天天出發）

墨西哥灣風情一日遊
聖奧古斯汀古鎮一日遊
(限定週六/日。如遇天氣或深
(限定週六）
海海釣船的問題將沒法成團)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

迪士尼動物王國
Disney Animal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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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邁阿密經典9日遊
East Coast+Miami 9 Days Tour

團號:AP9K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價格目錄: 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1st,2nd
第三人 3rd
第四人 4th
單人 Single
$1626
$1084/each
Free
$784
邁阿密海灘酒店 (升級後)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 (不含早) / 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 (含早) 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
兩人房
三人房
單人房
日期 Date
四人房
12/19/17-4/30/18
5/1/18-12/18/18

+$580/房
+$438/房

+$630/房
+$447/房

+$640/房
+$436/房

+$640/房
+$389/房

行程安排：
第1天: 家園 - 紐約市 (法拉盛自由行)

行程特色：

1. 專業司導團隊，24小時地接服務熱線，提供無間斷
貴賓式服務
2. 深度暢遊美東6大名城、2大名校
3. 紐約接機當天送*法拉盛自由行(JFK / LGA)，
或澤西花園商場自由購物(EWR) 。
4. 最短時間深入了解美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
5. 最經典的四天邁阿密精華行程，囊括南佛州所有著名
景點，豐富行程，省時省錢。
6. 獨家*美國獨一無二的野生動物王國
7. 獨家*最後一天可二選一行程以配合您的後續行程
以及離團航班時間
(法拉盛自由行與澤西花園商場購物需依照當日抵達相應機場的
航班時間而定)

華盛頓D.C.
Washington D.C.

Home -New York (Flushing self-guided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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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準。每日早上8:30到凌晨12
點之間在紐約三大機場(JFK/EWR/LGA)提供免費接機。抵達紐約，國內航班在該航
班行李提取處等侯(除JFK七號航站樓旅客在出口處等待外)，國際航班在乘客出口
處等候。17:00前抵達JFK和LGA的遊客，我們將根據回酒店時間的安排，免費提供
行李寄存。讓您更加方便的自由前往法拉盛中心點：在短暫的時間內感受到極具
特色的亞裔文化，暢遊集購物、休閑、美食、文化、娛樂、生活一體的亞裔生活中
心。12:00前抵達EWR機場的客人，可享受免費送去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購物，
或接機後回酒店休息。16:30前拿到行李見到導遊，將有機會參加紐約市區的自費夜
遊($25/人)。(免費接機未含服務費$10/每人。)
Arriving at JFK, LGA or EWR airport, take our shuttle to the hotel. Complimentary airport
pick-up service is provided 8:30AM - 0:00AM. Free half-day tour in Flushing is offered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JFK&LGA before 17:00. We also provide optional night tour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4:30PM ($25/Person).
酒店: Crowne(或Ramada) Plaza/Sheraton/Hilton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

第2天: 紐約市區遊

New York City Tour

首先我們將會來到世界金融區—華爾街。途經紐約三一教堂，與華爾街銅牛拍照留
念。接下來前往紐約的地標建築，雄踞世界最高樓歷史紀錄近40年之久的帝國大
廈。登頂帝國大廈，將整個曼哈頓全景盡收眼底。乘坐自由女神觀光遊船，來到時
代廣場，參觀世界級的杜莎夫人蠟像館，當然，我們一定不會錯過世界四大藝術博
物館之一的大都會博物館。入內探索可承載七十多架戰機的無畏號航空母艦，途經
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世貿遺址。
Explore the Big Apple through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Observatory, Liberty Cruise,
U.S.S. Intrepid,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Wall Street, Times Square, and Madame
Tussauds.
酒店: Crowne(或Ramada) Plaza/Sheraton/Hilton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

第3天: 費城 - 華盛頓D.C.

Philadalphia-Washington, D.C.

參觀國家誕生地費城，漫步在獨立公園。與華盛頓雕像，舊國會大廈和獨立宮合影
留念，參觀自由鐘或者自由活動。華盛頓特區，參觀林肯紀念堂和倒影湖，越戰紀
念碑，朝鮮戰爭紀念碑，參觀航天航空博物館。並與美國總統府-白宮和最高權力
機構-國會大廈分別合影留念，乘坐遊船沿著波多馬克河和太鬥湖飽覽首都美景。
途經傑弗遜總統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等。
In Philadelphia, take a tour in the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and see the
grand Independence Hall and famous cracked Liberty Bell. Next, Washington, D.C. tour
will include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Lincoln Memorial,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and the Korean War Memorial. Take pictures with White House and U.S.
Capitol before boarding a Potomac River Cruise for sightseeing.
酒店: Holiday Inn/Crowne Plaza/Shippen Place Hotel 或同級

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第4天: 康寧 – 尼亞加拉瀑布
Corning - Niagara Falls

前往康寧玻璃中心，參觀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館，欣賞現場製作玻璃
表演技術。午餐後參觀尼亞加拉瀑布， 遊覽瀑布國家公園，眺望美國瀑
布，馬蹄瀑布及新娘面紗瀑布。搭乘著名的“霧中少女”號遊船(遊船冬季
關閉後, 如時間和天氣狀況允許將體驗一次難忘刺激的尼亞加拉瀑布快艇
Jetboat之行)。觀看IMAX電影。隨後可選擇(A) 繼續在尼亞加拉市，瀑布公
園和瀑布賭場自由活動。(B)自費深度遊：參觀漩渦公園和尼亞加拉戰爭古
堡。夜幕降臨後前往酒店。
Visit the museum of Glass in Corning, then head to Niagara Falls. Take the
famous “Maid of the Mist” boat(“Maid of Mist” closed in winter take jetboat
instead). Watch IMAX. Later on, either to stay in the falls park or to take an
In-depth tour.
酒店：Adam’s Mark/Radisson/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5天: 紐約上州 - 波士頓

Upstate New York - Boston

離開酒店，沿著伊利運河的方向，橫跨紐約上州，下午到達麻省劍橋市，參觀哈
佛大學最古老的校園區，與聞名世界的謊言雕像－哈佛雕像合影。留影於麻省理
工學院主教學樓。波士頓市區觀光，途經古老的三一大教堂、漢考克摩天大樓、
波士頓公園、天鵝湖公園、普天壽大樓、波士頓圖書館，遠眺金色圓頂的州議會
大樓。晚上享受極富盛名的新鮮龍蝦大餐。
Crossing the Upstate New York, arrive in Boston for campus tours in Harvard
University and M.I.T. Boston city tour includes trinity Cathedral and the
Hancock Building. Enjoy famous Boston Lobster.
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Four Points by Sheraton/Radisson或同級

第6天: 波士頓 - 邁阿密(機票自理)
Boston - Miami(Airfare NOT Included)

離開酒店，前往北美最古老的城市--波士頓。乘坐波士頓海港遊船，盡
情遊覽波士頓港灣。漫步於古老的昆西市場，品嘗各種地道美食，著名的
波士頓蛤蜊湯是當地有名的佳餚。行程結束后您可以選擇波士頓機場或紐
約三大機場離團。中午結束行程於昆西市場後前往機場。乘機前往邁阿密
(BOS機場1:00PM後航班，紐約三大機場 (JFK,LGA,EWR) 7PM後航班)。抵達
後，請保持您的電話在開機狀態並可以接聽電話，導遊在出口處等候送往
酒店休息。(邁阿密團體免費接機：10:00AM-10:00PM。其他時間：從邁阿
密機場(MIA) 或羅德岱堡機場(FLL)前往經濟型酒店/前往升級海灘酒店，1-4
人共收美金$80/程，每加一人加$10。）15:00前到達MIA機場的客人或16:00前
到達FLL機場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夜生活體驗二選一 (自費，兩人成團)。
Take Boston Harbor cruise with sightseeing of the city and visit the historical
Quincy Market. We will fly to Miami in the afternoon.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5:00 at MIA or16:00 at FLL, you can choose to take an optional night tour of
South Beach and Lincoln Rd or Fort Lauderdale Dinner Cruise(Min. 2 Peopl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7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遊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 Miami

前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90分鐘)，穿梭在鱷魚密佈的沼澤
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時、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參觀
號稱“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的珊瑚閣，外觀“比爾提莫酒店”。遊覽小哈瓦
那(30分鐘)，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
的異域風情。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90分鐘)，遊覽邁阿密海灣，
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外還可以近距離欣賞明星島，飽覽世界巨星們所擁有
的億萬豪宅，漫步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40分鐘)和ART DECO街，外觀色
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義大利服裝設計師範思哲的故居。
Visit one of the largest tropical wildernesses in America-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Then, visit Coral Gables and Little Havana, the world famous Cuban district. In the
after noon, we will take a harbor sightseeing cruise on Miami Biscayne Bay. Afterwards,
indulge in the DECO street and see around.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8天: 西礁島(又名基維斯特)
Key West

從酒店往南驅車180英里，駛向佛羅里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被譽為 “美國天涯海
角”的西礁島。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 “世界第八大奇觀”的美國一號公
路，由長短不一的42座橋和32個島嶼串連而起。中途將會停留著名的“七英里橋”
。到達西礁島後，您可以在“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探尋美國國家
一號公路的南起點，還可以自行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在西礁
島，島上逗留約3小時，導遊會在車上先帶您前往以上景點并告知景點具體位置，
集合地點以及時間，介紹島上方位等，隨後便是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自由享
用午餐和安排每個景點的遊覽時間。在著名的白頭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
紀念品。回程時，您在車上將欣賞到壯麗的日落。
We will head to Key West by passing through the “7-mile Bridge”. Visi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S-1,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the continental U.S.A., and Nobel Prize
winner Hemingway’s former residenc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西礁島
Key West

第9天: 羅德岱堡 - 購物 - 家園/
羅德岱堡 - 棕櫚灘 - 海湖莊園 - 家園
Fort Lauderdale - Shopping -Home/
Fort Lauderdale - Palm Beach - Mar-a-Lago - Home
客人可根據離團時間選擇不同行程
(離團航班為羅德岱堡機場 (FLL)15:00-18:00的航班 & 邁阿密機場(MIA) 15:0019:00的航班；或去往郵輪碼頭乘坐郵輪)行程如下：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60 分鐘)，您
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隨後將會帶您前往美國高檔
購物中心Bloomingdale’s購物(60分鐘)， (Bloomingdale’s購物中心每週日的
開門時間是中午12點，如果您離開邁阿密的時間恰逢週日，您將無法前往
Bloomingdale’s進行購物。我們會直接送您去機場或者碼頭) 同時您可以獲
得九折購物卡以及獨家滿額贈送活動，總消費滿$7500時(稅前)，即可獲贈
價值$400的蘋果店禮品卡。備註: 購物後請到訪客中心兌換贈品(導遊協助
客人兌換贈品)，如指定禮品兌換完畢，會換成其他等價的禮品。購物結束
後，我們將送您前往機場或碼頭。
(離團航班為羅德岱堡機場(FLL)18:00後的航班 & 邁阿密機場(MIA)19:00後的
航班) 行程如下：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45分鐘)，您
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 接著前往美國南部唯一一座
集駕車以及步行體驗於一體的野生動物王國(自費90分鐘)，與近千頭野獸
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隨後我們將經過西棕櫚灘市去往棕櫚灘
島，外觀美國總統特朗普私宅-海湖莊園以及建於1902年的亨利•弗拉格勒
博物館。漫步百年曆史的沃斯大道(Worth Avenue)(30分鐘)，欣賞威尼斯風
格歷史建築精品。感受美國上流社會的富人生活非棕櫚灘莫屬。 傍晚您的
行程將畫上圓滿的句號，我們會由專人送至機場。
For the guest whose flights departing after 15:00(FLL/MIA), visit Fort
Lauderdale in the morning; then go shopping at Bloomingdale’s with 10%
off voucher. Take the flight back to New York. Flight departure from
Fort Lauderdale airport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the guest whose flights departing after 18:00(FLL) / 19:00(MIA), will
visit and have fun in the Lion Country Safari in the morning; then, head
to West Palm Beach enjoying the luxury sightseeing and style of the
city.

棕櫚灘
Palm Beach

波士頓海港
Boston 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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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阿密+巴哈馬郵輪8日遊
Miami +Bahamas Cruise 8 Days Tour

團號: MB8 另有中文導遊陪同郵輪行，團號: MB7
出發日期: 週五

行程特色：

1. 經典邁阿密四日遊+豪華遊輪
2. 囊括佛州所有著名景點，行程豐富
3. 豪華郵輪之旅，讓您的記憶停留在無盡海洋里

羅德岱堡
Fort Lauderdale

日期 Date
12/19/17-4/30/18
5/1/18-12/18/18

兩人房

三人房

+$580/房
+$438/房

+$630/房
+$447/房

四人房
+$640/房
+$436/房

Fort Lauderdale -Bloomingdale’s Shopping - Ferry Pot

+$640/房
+$389/房

Home - Miami (Optional Nigh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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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天: 羅德岱堡 - 購物 - 碼頭

單人房

行程安排：
第1天: 家園 - 邁阿密 (自費夜遊)

南海灘
南海滩
South Beach

每日10:00到22:00 MIA/FLL機場免費接機，POM碼頭9:00和12:00，POE碼頭10:30免費接待。當您來到邁阿密/勞德黛堡的機場或碼頭時，請保持您的電話在開機狀態並可
以接聽電話。我們的導遊將會在機場/碼頭出口處等候您的到來。早班飛機的客人，可以選擇前往Aventura Mall或Dolphin Mall購物($20/人/單程, 12:00-20:00)。15:00前到
達MIA機場的客人或16:00前到達FLL機場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夜生活體驗二選一(自費，兩人成團)：
a) 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12月至次年8月，週二至周日晚；9月至11月，週三至周日晚，18:00-22:00四小時超值體驗，免費接送！(遊船晚宴秀無導遊陪同上船)
遊船晚宴秀介紹：在享有“美國威尼斯”盛譽的水城勞德岱堡，乘坐大型觀光遊船通過新河由入海口直入億萬富豪居住區腹地，最後到達在這其中的一片熱帶小島，您
可以在這裏盡情享受燒烤自助晚餐的同時觀看表演秀。你當然還可以在晚餐後遊覽小島，與小動物互動。* 該行程經常售罄，建議報名參團時預訂；
b) 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 主要包括漫步時尚的林肯路和夜遊南海灘。林肯大道是一條有趣的步行街，也是邁阿密的著名街道，綠樹成排，到處是電影院、商店、酒
吧、水煙店、街頭攤販和熱辣的比基尼。位於邁阿密南端的南海灘則是北美最好最著名的海灘之一，面朝大西洋的海濱大道上聚集了上百家的酒吧、餐館、夜總會、
豪華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
Arriving at Miami or Fort Lauderdale’s airport or port, you will be greeted by our tour guide and then go to the hotel to catch a rest.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tween 12:0020:00, you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at Aventura Mall or Dolphin Mall($20/person/one way).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5:00 at MIA or16:00 at FLL, you can choose to
take an optional night tour of South Beach and Lincoln Rd or Fort Lauderdale Dinner Cruise(Min. 2 Peopl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2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遊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 Miami

前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90分鐘)，穿梭在鱷魚密佈的沼澤河流，深
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時、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參觀號稱“萬國住宅建築
博物館”的珊瑚閣，外觀“比爾提莫酒店”。遊覽小哈瓦那(30分鐘)，參觀古巴雪茄手工
作坊，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風情。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
(90分鐘)，遊覽邁阿密海灣，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外還可以近距離欣賞明星島，飽覽
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漫步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40分鐘)和ART DECO街，
外觀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義大利服裝設計師範思哲的故居。
Visit one of the largest tropical wildernesses in America-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Then, visit Coral
Gables and Little Havana, the world famous Cuban district. In the after noon, we will take a harbor
sightseeing cruise on Miami Biscayne Bay. Afterwards, indulge in the DECO street and see around.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3天: 西礁島(又名基維斯特)
Key West

從酒店往南驅車180英里，駛向佛羅里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被譽為 “美國天涯海角”的西礁
島。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 “世界第八大奇觀”的美國一號公路，由長短不一的42座
橋和32個島嶼串連而起。中途將會停留著名的“七英里橋”。到達西礁島後，您可以在“美國大
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探尋美國國家一號公路的南起點，還可以自行參觀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在西礁島，島上逗留約3小時，導遊會在車上先帶您前往以上景點并告
知景點具體位置，集合地點以及時間，介紹島上方位等，隨後便是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
自由享用午餐和安排每個景點的遊覽時間。在著名的白頭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紀念
品。回程時，您在車上將欣賞到壯麗的日落。
We will head to Key West by passing through the “7-mile Bridge”. Visi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S1,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the continental U.S.A., and Nobel Prize winner Hemingway’s former
residenc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Great Stirrup Cay

大馬鐙礁占地 250 英畝，上個世界 70 年代左右,挪威郵輪公司買下了這個小
島，這裡便成為第一 個允許遊客訪問的私人島嶼。這個島嶼上建有一個可
供數千人用餐的自助餐廳和一些娛樂設施。 郵輪停靠在這個私人島嶼後，
郵輪公司的服務人員先搭乘接駁船上島做迎接客人的準備工作，接駁船會
分批將遊客送到島上，您可以在這裡享用到美味的 BBQ，在清澈見底的海水
中暢泳，直到盡興後再乘坐接駁船返回郵輪。
Spend time on the stunning white and beaches in Great Stirrup Cay. Special Beach buffet restaurant with not only offer your the delicious food
but the chance to appreciate the great coastal scenery.
住宿: 郵輪

(1-2月, 3/2, 3/9, 3/16, 7/13, 11/16, 11/23, 11/30, 12月)

價格目錄: 邁阿密段陸上行程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1st,2nd
第三人 3rd
第四人 4th
單人 Single
$488/each+cruise fare Free+cruise fare $388+cruise fare $638+cruise fare
邁阿密海灘酒店 (升級後)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 (不含早) /
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 (含早) 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

第7天: 大馬蹬礁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60 分鐘)，您
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隨後將會帶您前往美國高檔
購物中心Bloomingdale’s購物(60分鐘)， (Bloomingdale’s購物中心每週日的
開門時間是中午12點，如果您離開邁阿密的時間恰逢週日，您將無法前往
Bloomingdale’s進行購物。我們會直接送您去機場或者碼頭) 同時您可以獲得
九折購物卡以及獨家滿額贈送活動，總消費滿$7500時(稅前)，即可獲贈價
值$400的蘋果店禮品卡。備註: 購物後請到訪客中心兌換贈品(導遊協助客人
兌換贈品)，如指定禮品兌換完畢，會換成其他等價的禮品。 購物結束後，
我們將送您前往碼頭。
邁阿密碼頭(POM)13:00-15:00，請登船前準備好您的船票，以便將您送至正確碼頭
地點。
Visit Fort Lauderdale in the morning;then go shopping at Bloomingdale’s
with 10%off voucher. Start the cruise tour in the afternoon.
住宿: 郵輪

第5天: 大巴哈馬島，巴哈馬(自費上岸觀光)

Grand Bahama Island (Shore Excursion-Self Expense)

大巴哈馬島是西印度群島上巴哈馬聯邦的第四大島，位於巴哈馬群島的北
端,西距美國佛羅裏達 半島約96公裏大巴哈馬島的經濟收入主要以旅遊、林
業(特別是松樹)和漁業為主。島上地勢低平， 氣候溫和松樹遍地,風景秀麗,
是著名的遊覽勝地。海濱有潔白平整的沙灘,沙灘上搭著一座座茅草涼棚供
遊客們乘涼、歇息。你可以在盡情享受各種水上運動、陽光和白沙灘之後,
浸泡在一個別有風味的咖啡館或賭場裏。
Arrive to Grand Bahamas Island.Enjoy the rest of casual time on the
cruise.
住宿: 郵輪

大馬蹬礁
Great Stirrup Cay

第8天: 邁阿密 - 家園
Miami - Home

豪華遊輪上午抵達佛羅裏達州的邁阿密，結束令人愉快又難忘的郵輪之旅！
我們會有專車在碼頭等候您回來，並送您到 MIA 機場/FLL 機場。
Cruise will back to Miami in the morning. After the disembarkation,
guests will be offered the complimentary transfers to the MIA/FLL airport.

溫馨提示及參團須知：
◎費用包含：接機，送機，酒店，車費，郵輪船費，政府稅及碼頭
稅。不包含：邁阿密團上導遊小費，機票，餐費，旅遊保險，酒店
行李服務，旅館保險箱費用。郵輪公司收取服務費$13.99/人/天。
◎導遊(郵輪上不提供隨團導遊）.
◎特殊假期，費用可能會調整，請以本公司業務人員最後確認報價
為準(請在下單前做價格的二次確認）。
◎取消行程費用：出發前30天內(包括第30天)收取全額團費; 機票取
消，則參照航空公司規定。

大沼澤國家公園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西礁島
Key West

大巴哈馬島
Grand Bahamas Island

第6天: 拿騷，巴哈馬(自費上岸觀光)
Nassau (Shore Excursion-Self Expense)

拿騷是一座混合中古海盜時期與二十世紀摩登飯店風格的夢幻都市。我們
將前往著名的“天堂島”，拜訪當地知名賭場酒店“亞特蘭蒂斯”，參觀以“失
落的亞特蘭蒂斯”古城文明仿建的海底世界,觀賞各種奇特的海底魚類動物:
巨型石斑魚、綠鰻、魔鬼魚、鋸齒鯊等。讓您漫步在海洋世界裡的同時瞭
解一萬多年前消失在大西洋裡的神秘亞特蘭蒂斯文明。午餐之後，您可以
遊覽拿騷市區，參觀當地漁人市場，品嘗特色美食-涼拌海螺。您還可以參
觀當年英國殖民時期為了抵禦海盜所建的古堡，走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由
600 多個手戴枷鎖手工鑿建出來的樓梯。
Arrive to Nassau City and Atlantis Paradise Island.Enjoy the rest of casual time on the cruise.
住宿: 郵輪

拿騷
Nas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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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灘
南海滩
South Beach

遊船晚宴
Dinner Cruise

林肯大道
Lincoln Road

參團須知和免責條例

Terms and condition:

凡報名參加本公司旅行團者，視為同意並接受以下旅行細則及規定。

1.All clients responsible for their proper legal travel documents, for example:
passport, green card, visa, airline ticket or any other travel requirements by the
customs or immigrations or U.S. and other countries. Due to failure of providing
proper travel documents, no refund will be allowed, and cli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ny cost incurred by cancellation, delay and discontinuation of tour.
2.Bookings and payments clients can book tour by our sales office, agents and
internet, full payment of bookings must received by our office before the departure date. Otherwise, booking will be considered cancel and any partial deposits/
payments will be forfeited.
3.Payments include: tour, transportation by air-conditioned tour bus, hotel
accommodation; children must share bed with accompany adults. If no other
clients could share room with a booked single client, a single client, a single supplement charge must be paid. Due to local fire regulations, all booking including
triple or quadruple room are base on two twin beds only.
4.Payments do not include: meal, admission, insurance, baggage handling(baggage is limited to one(1) piece per client) and any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5.Gratuity is additional and is suggested as U.S. $5 per day for tour guide and
U.S. $5 per day for driver.
6.Any expenses incurred for cancellation or delay departure of tour due to any
uncontrollable circumstances.
7.Cancellation and refund policy: (for cancellation or change of departure date)
l. If requested 10 days before the tour departure date, the received payments
would be refunded after deductions of all hotels, air tickets, credit card processing fee and any expenses incurred.
lI. If requested is in between 3 days to 10 days before the tour departure date,
the received payments would be refunded after deduction of 50% of tour price,
hotel, air tickets and any expenses incurred.
III. If requested within 3 days from the tour departure date, no refund will be
allowed.
lV. If customer chose to discontinue tour before the tour is finished or miss any
part of the tour, no refund would be allowed. In addition, it is the client own responsibilities for all consequences arises from an early termination of the tour.
8.Due to uncontrollable reasons or insufficient number if client, our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or postpone any tour. A cancelled tour will be refunded
no more than the original price by our company cheque only. Clients shall not
hold our company for any liabilities against such cancellation or postponement
or tour.
9.We reserve the right to refuse any clients who may hinder or delay the progress of a tour. In such situation the used portion if the tour will be refunded on
a pro-rata basis after all prepaid expenses such as hotel, transportation etc are
deducted.
10.Our company, as a tour operator, acts only as an agent or contracted services. All travel arrangements include in this trip are made on participant’s behalf upon the express condition that neither our company nor our agents shall
be liable or responsible in the absence of its(or their) negligenc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or irregularity of any kind which may be accessioned by
reason of any act or omission of any person or entity, include without limitation,
any act of negligence or breach of contract of any third party such as an airline,
train, motor coach, private car, cruise vessel, boat, or any other conveyance,
hotel, sightseeing provider, local ground handler, etc., which is to or does supply
any goods or services for this trip. Participant understands that our company
neither owns nor operates such third party suppliers and accordingly agrees to
seek remedies directly and only with those suppliers and nor hold our company
responsible fir any losses or expenses due to delay or changes or schedule, over
booking of accommodations, default of any third parties, sickness, weather,
strike, acts of God, acts of terrorism, force majeure, acts of government’s civil
disturbances, war, quarantine, customs regulations., epidemics, criminal activity
or for any other cause beyond its control. All such losses or expenses have to be
borne and paid for by the participant.

註意事項：
1.免費接機車輛由旅行社統一安排，時間10:00-22:00。單獨接機或其他時間需要
收費。
2.消費條例規定：每房不能超過2張床。酒店房間內不允許吸煙。
3.本公司保留改變行程之權利以便成行。
報名手續及繳款方法：
貴客可親臨各大代理報名或網上購票。報名時交清全部團費，並領取登車證，
兩歲以上小童必須購買小童票。出發前未交齊團費者，本公司有權利拒絕其參
加，
所有定金，概不退還，也不可讓他人或轉用其他出發日期。
費用包括：
1.酒店：住宿之高級酒店全部附有空調和私人浴廁。以二成人一房為原則，三人
同房者，兒童票以不占床位計算並需與二成人同房同床，不可加床，如貴客單人
成行又無法與其他團友共用一雙人房的話，本公司需收取單人房費。
2.交通工具采用空調豪華遊覽巴士或其他各式交通工具，團體接送觀光。
3.導遊：本公司特派經驗豐富之華語領隊隨團出發，並帶領遊覽介紹。
費用不包括：
1.任何國際或國內機票，提早或延遲返回所產生之一切費用。
2.行程中一切餐飲費用，但本公司領隊會沿途代為安排。
3.各觀光景點之門劵，入場費和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
4.旅客在外貴客一切私人性之花費，例如電話費，收費電視等。
5.不包括司機和導遊小費$10/天（按團天數算）
6.各類保險、簽證費用、各類稅項。
7.出發前、後因私人、政治或者自然因素而本公司不能控制而引致的各項費用。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1.出發前十天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因取消機票、酒店引起之費用後以公司支票
退還。
2.出發前三至十天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50%團費及取消機票、酒店所引起之費
用後以公司支票退還。
3.三天以內要求取消或出發當日未能準時參加者，作自動放棄論，已付團費概不
退還。
4.鑒於可能發生之變化或參加人數不足，本公司保留於出發前更改或取消旅行團
之權利，已交付費用悉數以公司支票退還，本公司不付任何其他責任，團員不可
借故要求賠償。
5.貴客如因私人原因於途中退出或未能參加行程內任何行程，本公司概不退回任
何已付費用，也不會以其他服務賠償其離團後之一切行動，概予本公司無涉。
（本公司的領隊人員有權取消此旅客繼續參加旅程的資格）
責任問題：
1.所有行程本公司以其豐富之經驗精心設計，本公司將竭盡所能以求行程之安全
及住宿之旅館按照行程所列來進行，但如因本公司無法控制之因素而必須改變行
程更換旅館，本公司當竭盡所能安排，但不須為任何變動負責。
2.為適應各地交通時間及政治因素之可能變動，並為維護團體之最高利益，本公
司之領隊有權視當時之情況保留所有行程之變動權及更換同等級旅館之權利，團
員不得異議。
3.有關之旅行安全問題，各航空公司班機取消或誤點、遊輪公司、汽車公司或各
大飯店原有其個別之條例，直接對旅客負責，如遇交通延誤，行李遺失或損壞，
意外等事情，當根據各公司所定條例為解決之根據與本公司無涉。
4.旅途中所訂之餐館及遊覽等，均為本公司依豐富之經驗所訂，不得因個人之特
殊要求更改，如欲變其所增加之費用，則由各自負責。
5.為維護團體之最高利益，諾是任何旅客有妨礙團體之正常活動及利益的情況發
生，本公司之領隊人員有權取消此旅客之繼續參加旅程之資格，自該旅客離團之
時起，一切行動均與本公司無涉。
6.如遇罷工，政治因素，天氣不良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行程延誤而
引起之額外費用，則由全體團員分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