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阿密 +比米尼 浪漫之旅   

團號： BI-6 

出發日期： 週五，週日 (1/8/2016—1/31/2016，10/28—12/31/2016 没有出发) 

價格明細： 

Howard Johnson / Holiday Inn/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或同級酒店（含免費早餐） 

天數 團號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6 天 BI-6 $639/位 $280/位 $280/位 $999 

以上價格是住比米尼遊輪上，如要選擇住比米尼島上每人加收$100(不含任何餐費) 

 

自 12/17/2015之后新进订单，价格请参考以下表格: 

Howard Johnson / Holiday Inn/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或同級酒店（含免費早餐） 

天數 團號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6 天 BI-6 $849/位 $499/位 $499/位 $1149/位 

注：以上價格僅限於客人住比米尼遊輪上。 

如要選擇住比米尼岛上，请来电咨询，价格以当时标价为准。 

 

邁阿密段可升級海灘度假酒店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 或者同級酒店)： 

時間 4/13/2015 --- 12/24/2015 

酒店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 或者同级海滩度假酒店  
 兩人一房 三人一房 四人一房 單人房 

不含早餐 +$93/人 +$62/人 +$47/人 +$185/人 

含早餐 +$162/人 +$131/人 +$116/人 +$254/人 

 

時間 12/25/2015 --- 4/30/2016 

酒店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 或者同级海滩度假酒店  

 兩人一房 三人一房 四人一房 單人房 

含早餐 +$269/人 +$229/人 +$229/人 +$459/人 

 

接送機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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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客地點  免費送客時間 

邁阿密機場（MIA） 請預定 15:00 以後的航班離開 

羅德岱堡機場（FLL） 請預定 16:00以後的航班離開 



 

報團須知： 

您須符合一下任何一個條件即可參團：所有證件都必須有至少六個月的有效期。 

1.旅遊探親簽證（B1/ B2）：需一年多次往返美國的有效簽證 

2.學生簽證（F1）簽證: 必須攜帶本國護照以及多次美國入境的 6個月有效簽證和有效的

學生 I-20一同出示。（登船時需要以上兩項的原件證件，否則遊輪公司有可能會拒絕您登

船。） 

3.訪問學者（J1）簽證：必須攜帶本國護照以及多次美國入境的 6個月有效簽證和有效的

邀請函（DS2019）一同出示。（登船時需要以上兩項的原件證件，否則遊輪公司有可能會

拒絕您登船。） 

4.任何國籍護照加美國綠卡。 

5.美國護照 

*此團需提前打電話確認！* 

      *每個船艙必須至少有一位貴賓年滿 25周歲，懷孕 20 星期和小於 6個月的嬰兒不能乘座遊

輪。 

 

行程特色： 

 

 1. 邁阿密+西鎖島+西棕櫚灘+天堂浪漫小島。 

 2. 比米尼擁有清澈的海水，潔白的沙灘，歷史悠久的小鎮，和善好客的原居民。 

 3. 遊覽邁阿密城市風光、參觀美國本土上最大的亞熱帶野生動物保護地--沼澤國家公園。 

 

行程安排： 

 

  1. 家園-邁阿密市（自費夜遊）： 

當您來到邁阿密/勞德黛堡的機場或碼頭時，我們熱情的導遊將會在出口處等候您的到來。之後，導遊

會把您帶往下榻的酒店，您可以自行安排余下的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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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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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時分，我們還會為您

提供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自費$35/人，兩人成團)*、露天酒吧、讓您體驗全新的南部夜生活。 

酒店: Howard Johnson / Holiday Inn/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或者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2. 大沼澤國家公園-邁阿密市區  



上午乘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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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25/人), 穿梭在鱷

魚密布的沼澤河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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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略了精彩刺激的自然之旅後，您將參觀迷人的珊瑚閣，這裏的建築群均是由

珊瑚和貝殼來做墻面，故被譽為“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漫步在郁郁蔥蔥的林蔭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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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憑借的十八洞高爾夫球場和獨具古羅馬風格

的超大遊泳池，讓貴胄名流們無不傾倒陶醉在這詩意後花園裏。稍後，您將前往小哈瓦那，這裏是著名

的古巴區，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必來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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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您會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遊覽邁阿密海灣（自費$28/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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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岸後，您將參觀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和號稱美國南部第一街的 DECO街，欣賞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

築和著名的意大利服裝設計師範思哲的故居。 

酒店: Howard Johnson / Holiday Inn/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或者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3. 西鎖島（又名基維斯特）      

早上八點，我們會驅車 170 英裏從邁阿密往南，駛向島鏈的最末端—西鎖島，這裏被譽為是“美國

的天涯海角”。長長短短 42座橋和 32個島嶼串連著綿長的美國 1號公路，期間還會經過著名的“七

英裏橋”，車窗外除了蔚藍的大海之外 ，一覽無余，阿諾施瓦辛格的“真實的謊言”也是在此拍

攝。到達西鎖島之後，您將會在全美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同時導遊還會帶您尋找美國重

要的一號公路的南起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曾經也居住在這片美麗的島嶼上，如果您感興

趣，可以參觀其故居（自費$13/人），還可以在著名的杜佛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紀念品。

回程時，您會欣賞到壯麗的日落。 

酒店: Howard Johnson / Holiday Inn/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或者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4. 罗德岱堡-比米尼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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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去往邁阿密港口登上比米尼超快遊輪前往人間伊甸園—比米尼島。您可以在遊輪上想

用自助晚餐（免費），也可在船內賭場區小試身手。夜晚到達全新比米尼島“娛樂”度假村酒店。 

 
*比米尼超快游轮无导游陪同，客人需自行登船继续行程。 

 

酒店：可選擇住比米尼島上過夜或遊輪上過夜。（因酒店客容量及船上倉位限制，客人選擇的住宿方式可能

會根據實際情況而被調整。） 

*若您選擇島上過夜餐费请自理。 

*若您選擇船上過夜費用包含船上提供的早餐和晚餐（指定餐厅），午餐及其他費用自理。 



5. 比米尼全天海島遊      

 

美麗的一天從清晨開始，欣賞無敵水上日出壯麗美景後可以參加浮潛，潛水，獨木舟，夜間潛水，帆板，

野生海豚探索遊等多種海上娛樂項目。又或者您想珍惜這難得的寧靜，在海灘牽著你的愛人浪漫的休閑

散步，靜享天倫之樂。世界盛名比米尼島距離邁阿密 50海裏，其 750英畝豪華海灘度假村集合別墅、

餐飲、購物、水上娛樂活動為一體。比米尼島擁有清澈的海水，潔白的沙灘，歷史悠久的小鎮，和善好

客的原居民。這裏也是全球最佳潛水勝地之一。海明威在比迷尼島上生活過三年，寫下了獲得諾貝爾文

學獎的"老人與海"，您可以親身體驗大文豪一般的海島生活。 

 

 

6. 比米尼—家園   

 

早上九點從比米尼出發返回邁阿密港，可在船上享用自助早餐（免費），中午 12:00 返回邁阿密港口。

我們會有專車免費送您去往邁阿密機場（MIA）或羅德岱堡機場（FLL），又或者機場附近酒店。若您需

要前往邁阿密機場(MIA)，請您預定 15:00 後的飛機離開。若您需要前往羅德岱堡機場(FLL), 請您預

訂 16:00後的飛機離開。 

提醒： 

 若您需要前往邁阿密機場(MIA)，請您預定 15:00 後的飛機離開。若您需要前往羅德岱堡機場

(FLL), 請您預訂 16:00後的飛機離開。 

 推薦預定從邁阿密機場（MIA）離開的航班，更省時更省錢，距離碼頭也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