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阿密+古巴郵輪豪華 7 日遊(MC7) 

2019 出發日期：週六出發  

三月 16 六月 1，8，15，22，29 

四月 6，13，20,27 七月 6，13，20,27 

五月 4，11，18，25 八月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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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348+ Cruise Fare / 位 $0 + Cruise Fare  $248 + Cruise Fare  $498 + Cruise Fare  

此團需提前電話或郵件確認價格和位置！ 

 

邁阿密段可升級海灘度假酒店：（地理位置升級而非酒店星級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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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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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假村海灘酒店房型多為大床房（或大床房帶沙發床），兩張床的房間需提前要求，但無法保證。以酒店

房型實際情況為准。 

接機信息： 

接待地點 免費接待時間 

邁阿密機場（MIA）/ 羅德岱堡機場（FLL） 10:00 a.m. – 10:00 p.m. 

團體免費機場接機：10:00AM - 10: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4 人共收美元$8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送機信息： 

接待地點 免費接待時間 

邁阿密碼頭 （POM） 09:00 a.m.  （請預定 12:00 以後的航班） 

個人自費送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4 人共收$80 美元，每增加 1 人，加$10 美元。 

行程特色：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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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度假時光。 



II. 南佛州飽覽遊：南海灘，邁阿密市區，小哈瓦那，“童話世界”珊瑚閣，大沼澤國家公園，豪華遊

艇之都羅德岱堡，美國總統的海湖莊園所在地-棕櫚灘等，豐富行程，省時省錢。 

III. 每天早上享用免費早餐後八點左右出發，帶著度假的心情和時間表來旅遊觀光。 

IV. 經典邁阿密四日遊+豪華海上遊輪 

V. 豪華郵輪之旅，讓您記憶停留在無盡的海洋裏。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家園 - 邁阿密市（自費夜遊）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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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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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班

飛機的客人，可以選擇購物。您可以二選一，前往 Aventura Mall 或者 Dolphin Mall（$20/人/單程, 

12:00 PM-8:00PM）。Aventura Mall 集結了幾大高級品牌百貨商場，如 Nordstrom, Bloomingdale's, 

Macy's, JC Penney 等，包含了 280 多個著名服飾品牌、餐廳、電影院等; Dolphin Mall 是邁阿密最大名

牌折扣商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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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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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分鐘），12 月至次年 8 月，週二至周日晚；9 月至 11 月，週三

至周日晚，6pm-10pm 四小時超值體驗，晚餐游船除景点费用，需额外支付$10 美金：含晚餐游船接

送费用，预定手续费用，接送司机/导游服务费用。（遊船晚宴秀無導遊陪同上船）(自助晚宴秀預定后

不能有任何取消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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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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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報名參團時預付景點

費用； 

b) （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 180 分鐘） 

夜遊介紹：主要包括漫步時尚的林肯路和夜遊南海灘。林肯大道（Lincoln Ro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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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Bea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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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豐富的夜生活吸引無數 Party 党前來聚會，

是邁阿密當之無愧的“派對海灘”。夜風吹拂椰樹林，我們將帶您一覽南海灘夜晚風情。 

 

第二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 邁阿密市區 

參考酒店：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iami 



Airport/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前往美國最大的濕地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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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您可以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工作人員還會現場示範如何捕捉活

鱷魚。珊瑚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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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鬱蔥蔥

的林蔭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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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憑藉的

十八洞高爾夫球場和獨具古羅馬風格的超大游泳池，讓貴胄名流們無不傾倒陶醉在這詩意後花園裡。。小

哈瓦那（30 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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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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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眺邁阿密下城區的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 

40 分鐘）和號稱美國南部第一街的裝飾藝術風格街-ART DECO 街，欣賞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

義大利服裝設計師范思哲的故居（外觀）。 

 

第三天 
羅德岱堡–布魯明戴爾 Bloomingdale’s 高檔購物中心–邁阿密碼頭 

參考酒店：郵輪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爾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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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德岱爾堡海灘。我們的導遊將會帶您前往美國高檔購物中心 Bloomingdale’s(60 分鐘)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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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送您前往邁阿密碼頭。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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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輪均無導遊陪同上船) 

 

第四天 
哈瓦那 Havana,古巴 Cuba 

參考酒店：郵輪 

 

哈瓦那是古巴風情的代表，這裡有著優美的風景，令人著迷的文化，美麗動人的詩歌，萬種風情總是迷人。

漫步在 Malecón，典型的古巴風格，迷失在哈瓦那老城区的巴洛克式正面和殖民地鹅卵石街道之间。參觀

宏偉的古巴國會，探索國家藝術館的世界級藝術收藏品，展示了从殖民时期的绘画到古巴著名的先锋时代

的无数杰作。哈瓦那位于古巴島的西北海岸，是古巴共和國的首都，也是古巴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旅遊



中心，人口超過 220 萬。這座海港城市極具特色和韻味，古典與現代，新大陸與舊大陸，白色與黑色，陽

春白雪與下裏巴人……一切充滿碰撞的元素，在這裏都有迹可循，所有看似獨立的個體，一起都在這個陽光

明媚、生機勃勃的熱帶港口和諧的統一起來。 

第五天 
哈瓦那 Havana,古巴 Cuba 

參考酒店：郵輪 

 

我們將繼續在哈瓦那度过愉快的時間。您可以跟當地人進行一場有趣的多米諾骨牌競賽，可以去著名作家

海明威最鐘愛的地方小酌一杯，或者去看一場現場爵士樂的表演，在這獨特的地方體驗不拘一格的時刻。

哈瓦那地處熱帶，氣候溫和，四季宜人，有“加勒比海的明珠”之稱，古老教堂、城堡、廣場、博物館、

紀念碑、公園、圖書館等衆多，爲著名的旅遊勝地。哈瓦那分爲舊城和新城兩部分，舊城是建築藝術的寶

庫，擁有各個時期不同風格的建築，至今還留有許多西班牙式的古老建築，被列爲世界文化遺産。新城是

拉丁美洲著名的現代化城之一，臨加勒比海，街道寬闊整齊，高樓鱗次栉比，擁有豪華的賓館、飯店、公

寓、政府大廈等，花壇草坪點綴其間，充滿現代化氣息和繁榮景象。 

第六天 
巴哈馬的私人小島-大马镫礁 Great Stirrup Cay 

參考酒店：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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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兩艘接駁船會分批將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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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行程結束，返回邁阿密 Miami  

 

 

豪華遊輪上午抵達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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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預定邁阿密機場（MIA）12:00 以後的航班；勞德岱堡機場（FLL）13:00 以後的航班。） 

 

提醒：所列行程參訪先後順序和郵輪的先後順序會因當地實際情況和船公司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参团说明 
邁阿密團參團說明： 

車輛说明： 



1. 15 座中巴尊享或七座商務制定均為司兼導服務。57 座巴士為外籍司機+中英雙語導遊服務，使用

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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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4. 郵輪均無導遊陪同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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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说明： 

1. 费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费用以及住宿 

2. 费用不含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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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另行通知。 

 

 

自费项目参考价格表（以当日售价为准） 

景点 成人 
老人 

（65 岁+） 

儿童 

（3-12 岁） 

邁阿密夜遊 

Miami Night Tour 
$35.00 $35.00 $25.00 

勞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 

Fort Lauderdale's Dinner & Show 

Cruise 

$54.95 $52.95 $31.95 

大沼澤公園“草上飛” 

Everglades Airboat 
$28.00 $28.00 $16.00(6-11) 

邁阿密港灣富人島遊船 

Miami Bay Cruise 
$28.00 $28.00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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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輪參團和簽證要求：  

所有證件都必須有至少六個月的有效期。（登船時需要以下表格的原件證件，否則遊輪公司有可能會拒絕

您登船。） 

持美國/加拿大/台灣晶片護照 有效護照 

持中國/香港護照并持有美國綠卡 有效護照及綠卡 

持中國/香港護照并持有加拿大楓葉卡 有效護照/楓葉卡/十年多次往返美簽 



持中國護照 B1/B2 旅遊探親簽證:  

--有效護照及美簽+有效十年多次往返簽證  

F1/F2 學生簽證:  

--有效護照及美簽+I-94+ I20 有一年內學校簽字  

J1/J2 訪問學者簽證:  

--有效護照及美簽+DS2019 有一年內簽字+邀請函及證明信  

H1/H2 工作簽證:  

--有效護照及美簽+I-797 有一年內簽字+僱主證明信 

持香港護照 B1/B2 旅遊探親簽證:  

--有效護照+有效十年多次往返簽證  

F1/F2 學生簽證:  

--有效護照及美簽+I-94+ I20 有一年內學校簽字  

J1/J2 訪問學者簽證:  

--有效護照及美簽+DS2019 有一年內簽字+邀請函及證明信  

H1/H2 工作簽證:  

--有效護照及美簽+I-797 有一年內簽字+僱主證明信 

持有以上有效證件的客人，在郵輪出發前 7 天需購買古巴旅遊許可證，可在訂購郵輪時購買。 

 

參團人群：  

1. 郵輪公司不接受6個月以下的嬰兒預定；小孩6個月以上之費用與大人價格相同。但如果與兩個大人同住一間船艙，

則小孩的費用視同第三或第四人計價，價錢以當時報價為準。但並非任何等級船艙皆有三人艙位，因此須視訂購船位時

是否有船艙而定。 

2. 懷孕24周以下的孕婦在登船時需要提供醫生開具的證明（航程結束時不超過24周）；  

3. 每間艙房至少有一位乘客21周歲以上；  

4. 如果未成年人（21周歲以下）不是與父母同行， 同遊的乘客必須攜帶該未成年人的父母親或法定監護人簽署的“家

長/監護人許可書”一同登船，聲明已授權該未成年乘客的出行， 並許可在緊急情況下的醫療救護。此許可書與簽署人

的證件復印件一起，在辦理登船手續的同事必須出示給碼頭的郵輪工作人員。 如未能在登船前出示，可能導致被拒絕

登船並不予退款或賠償。 

航行須知:  

1. 乘客辦理登船手續時間約是從開船前4個小時開始，但所有乘客必須在郵輪正式起航前登船，請所有乘客準時登船，

逾時不候，亦不退費。  

2. 客人抵達碼頭後，將郵輪行李吊牌掛在需要托運上船的大件行李上，並請於行李吊牌上書寫船艙號碼以及您的英文

姓名或中文拼音（須與護照所示一致），您的大件行李將會在您登船的一小時後送達您的船艙。請註意不要將辦理登船

手續的必要証件（例如：護照，綠卡，登船文件等）放置於托運的行李內，否則無法辦理登船手續，順利登船。  

3. 托運行李之後，便可前往郵輪碼頭服務櫃臺辦理登船手續。請將護照及填寫好的登船文件準備好，排隊等候辦理手

續。在辦理登船手續時，郵輪公司可能會將您的護照收起代為保管，請記得向郵輪公司索取收條，以便在郵輪行程結束

後，憑收條領取護照辦理入境手續。  

4. 登船手續辦理完成後，每位乘客將會拿到郵輪登船卡一張（郵輪登船卡上會顯示您所搭乘的郵輪名稱、郵輪出發日

期、乘客英文姓名、用膳餐廳名稱、用膳時間、餐桌號碼、船艙號碼及乘客記賬卡號），這張郵輪登船卡是您的乘客識



別證，您不僅在上下船時需要它，還將在郵輪上當成房卡和信用卡使用，因此它將伴隨您遊覽全程，請您務必隨身攜帶

此卡。如有遺失，請立刻向郵輪上服務櫃臺申辦遺失，重新辦理郵輪登船卡。  

5. 登船後，郵輪服務生將會指引您前往您的船艙。請勿隨意調換船艙以便行李遣送正確，若有空位的話，乘客可在開

航後要求換至價位較高的房間，但須以現金或旅行支票付全額定價的差額。每位乘客皆有一張房卡（即您的簽帳卡和登

船卡），在您離開船艙時，切記將房卡帶出，以免被反鎖於門外。  

6. 登船當日將有一次緊急救生演習，在警報響起時，請穿上緊急救生衣（放在衣櫥上層或床底）到達指定救生集合區

集合（救生集合區與救生艇號碼標示於救生衣上）。救生衣穿戴方法請參照救生員的示範，或位於浴室間墻上配有圖示

說明。  

7. 郵輪航行期間，比如有任何消費、購物等，均不收現金（除支付小費與賭場消費外）。 

郵輪公司從登船當天開始，到下船當天，會從每位客人的郵輪專用戶口內收取每人每天$19.99的小費， Suite 以上的房

間，會從每位客人的郵輪專用戶口內收取每人每天$22.99的小費（此費用是給船上的各級服務工作人員均分， 是船公

司規定的，客人只要是2歲半和以上的都按人數收取。小費價格是郵輪公司規定收取，如有變動，請以郵輪公司收取價

格為準）。 

因此您在登船後須持郵輪房卡及信用卡前往指定地點辦理消費記賬手續，如果您沒有信用卡，您則須要辦理消費記賬手

續，在郵輪行程結束當日早上持賬單與現金到郵輪服務櫃臺一次結清。若以信用卡結賬，所有消費會主動轉到以下的主

要信用卡機構：Visa卡，Master卡，AMEX美國運通卡，Discover卡。如果您使用信用卡辦理消費記賬手續，在郵輪、

結束當日清晨會收到一份您的消費總結賬單，如果賬單所示有誤，請向服服務櫃臺查詢確認；如果無誤，您所有在郵輪

上的消費帳將會出現在您下個月的信用卡賬單上。Visa卡,Master卡,AMEX美國運通卡,Discover卡可直接在船上的相片

沖洗店及免稅精品店使用。旅行支票也可在乘客服務櫃臺兌現。  

8. 郵輪上應準備三種服裝：白天的便裝, 晚間正式服裝, 上岸觀光采購的便服。郵輪航行期間，船上將舉行各種精彩的

娛樂節目及高級豪華社交活動，船上的不同活動對乘客的服裝衣著有所規定，請乘客務必配合，例如船長的歡迎酒會及

特定的豪華晚宴等，所有乘客皆需穿著正式晚禮服參加（女士請穿著洋裝，男士請穿深色西裝打領帶及深色襪子），我

們建議您至少準備一套正式晚禮服。您所參加加的是豪華郵輪旅遊系列之一，因此郵輪上進餐時也有服裝規定，早午餐

您可穿著休閑服裝，短褲與T恤皆可（但請勿著泳裝、赤足或打赤膊入餐廳）。除了特定的豪華晚宴須穿著正式晚禮服

外，晚餐時請著便裝（請勿穿著短褲，拖鞋和T恤等）。 

9. 船上每天的活動節目表將會由客房服務人員放送到每間船艙。自費岸上遊活動請到服務臺咨詢或參閱相關資料。 

10. 船上各項娛樂活動及運動設施均可參與及利用， 例如電影， 舞蹈，百老匯SHOW，音樂欣賞， 遊泳，SPA， 球類

運動，卡拉OK, 健身房，圖書館等均為免費； 酒水飲料，魔術晚宴，美容按摩，醫療，洗衣服務等個人消費需要另行

付費（具體價格請參考郵輪服務臺提供的自費及免費項目表）， 郵輪上的醫療中心可以收取現金或旅行支票。 每個船

艙內皆有瓶裝礦泉水及可樂汽水等，也是需要另行付費的。21歲以下的乘客不會被提供售酒服務，同時郵輪公司保留

“禁止乘客自帶酒水上船飲用”的權利。 

11. 郵輪上使用的電壓是110/220伏特 

12. 郵輪上幾乎每個房間都 配有保險箱。請將貴重物品，現金等放入保管。如有遺失，本公司及郵輪公司恕不負責。 

13. 乘客如果因為個人原因臨時改變行程，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中途離船脫隊， 一切費用需如數付清， 恕不退款

（如三餐中任何一餐未曾享用，亦不得要求退費）。 

14. 如果因天氣，機械故障，政經現況，郵輪停航，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導致行程發生改變，為了保護客人的安全及

利益，郵輪公司保留郵輪行程變更的權利， 乘客不得異議。 

15. 郵輪配備醫務室及醫務人員，根據客人的需要， 可能會產生額外的費用。 

16. 航行期間， 乘客如果發生意外，疾病甚至死亡， 將根據乘客的保險購買情況解決。本公司強力推薦客人購買旅遊

保險。 （縱橫旅遊可以為您代辦旅遊保險業務）。 



17. 在航行期間， 乘客如果發生行李壞損或遺失， 須立即向郵輪公司的服務對臺報備並索取相關文件的副本。一切法

律責任將依據相關保險條例辦理。 

18. 根據郵輪公司規定，航行期間，乘客禁止在房內吸煙，如有需要請到甲板或指定場所。一經發現， 會有每晚$250

清潔罰金。如果有此費用， 客人須自行承擔， 我公司概不負責。 

19. 如果此團有導遊帶團， 請配合導遊的合理安排。 

20. 根據美國相關法律規定， 縱橫旅遊有義務配合美國法院，政府部門或其他執法機構提供客人門票，付款等信息。 

21. 乘客在航行期間應遵守郵輪公司的規定和要求，如有損壞公眾物品時， 須依法給予合理賠償。 

縱橫郵輪部會適時修改參團條件和條款， 並會在官網上及時發布最新版本。 代理在幫助客人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及郵輪公司規定。我公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別規定， 否則如

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作出賠償。 

郵輪取消政策： 

- 本公司收到訂單後， 郵輪出發前90天取消訂單， 免罰金，退還押金；  

- 郵輪出發前76-89天取消訂單，扣全款25%；  

- 郵輪出發前75-61 天取消訂單，扣全款50%；  

- 郵輪出發前60-31天取消訂單，扣全款75%；  

- 郵輪出發前30天內取消訂單，扣全款。 

**取消政策因應實際郵輪公司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