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阿密+巴哈馬遊輪豪華 9日遊 WB9                

團號： WB9 

出發日期：每周四 

價格明細： *邁阿密部分買二送一* 

酒店：Howard Johnson / Holiday Inn/ La Quinta 或同級酒店（含免費早餐） 

兩人一房： $579 + Cruise Fare / 位 

第三人同房： $0 +  Cruise Fare / 位 

第四人同房： $479 + Cruise Fare / 位 

單人房： $729+ Cruise Fare / 位 

備註：此團因季節不同或油價變動，油輪部分船價有所改變，請來電查詢最新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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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同級酒店 

兩人一房 三人一房 四人一房 單人房 

不含早餐 +$127/人 +$85/人 +$64/人 +$254/人 

含早餐 +$223/人 +$180/人 +$159/人 +$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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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德岱堡機場（FLL） 請預定 12:00 以後的航班 

從碼頭送至機場 08:00a.m. – 10: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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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阿密全景五日遊+豪華海上遊輪 

2.與 MB8相比，邁阿密段多玩一天，多增西棕櫚灘，奧特萊斯購物遊。 

3.與 WB8相比，豪華遊輪多玩一天，增多大巴哈馬島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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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s Inn/ La Qui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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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s Inn/ La Qui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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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s Inn/ La Quinta 或者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4. 西棕櫚灘-雄獅王國野生動物園-蘇格拉斯品牌折扣城 

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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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0/人），與近

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隨後參觀建於 1902 年的亨利• 弗拉格勒博物館（外觀），

這棟鐵路大王的豪宅比歐洲的任何宮殿都雄偉，比世界上任何私人豪宅都更富麗堂皇。稍後我們將

驅車前往西棕櫚灘，其 WORTH 大道與紐約的第五大道相比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世界超級品牌均

匯聚在這大道兩旁，感受西棕櫚灘富人生活，非此地莫屬，當然您也可以漫步在 WORTH 大道盡頭的

迷人海灘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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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Howard Johnson / Holiday Inn / Days Inn/ La Quinta 或者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5. 羅德岱堡-碼頭-遊輪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富有 “世界遊艇之都”的羅德岱堡（勞德代爾堡）遊覽“美國威尼斯”欣賞兩

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牆。河道縱橫，密如蛛網。暢遊美國十大海灘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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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您可以獲得九

折購物卡以及獨家滿額贈送活動。當客人總消費滿$6600(稅前) ，即可獲贈最新上市的蘋果

iPad Air.備註：每組客人每次最多兌換只限兩臺，送完為止。購物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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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換成其他等價的蘋果產品。稍後前往遊

輪碼頭，開始我們的豪華的海上之旅。 

 



 6. 大巴哈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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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島東西寬 12 公裏，南北長 24公裏，面積約為 1373平方公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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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約為 40,89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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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遠離喧鬧的大城市，顯得十分恬靜、安適，

別有一番情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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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拿騷  

今日挪威天空號遊輪將抵達拿騷市。拿騷 (Nassau) 是巴哈馬的首都，也是重要的港口，它位於西

印度群島最北部，毗鄰天堂島，距美國的邁阿密城只有 290公裏，人口 30.7 萬。拿騷在 17世紀

30年代是英國人的一個居民點，1690 年以英國親王拿騷的名字命名，如今殖民時代的美麗依然在

古老的拿騷城建築風格中閃現。港口東端辟有海上公園，遊客可乘玻璃底遊艇，觀賞海裏的珊瑚和

魚類 。島上氣候宜人，海灘優美。她是世界著名的旅遊聖地，更是美國人的度假天堂，有美國的

後花園之稱。拿騷市中心有一條最富有歷史感的街道——港灣街。英國喬治王時代的淺色建築和造

型奇特的木制辦公公寓及店鋪, 錯落有致的分布在街道兩旁。當您悠閑地坐在薩裏式遊覽馬車上，

一邊欣賞沿途而過的風景，一邊聆聽車夫講述當地的軼事奇聞。一路上，您會看到數不清的歷史遺

址，古老的城堡，還有專為女王手工雕刻的樓梯。這裏也是購物者的天堂。收藏愛好者將在這裏的

交易市場淘到獨一無二的收藏品，當然這裏可以討價還價。在拿騷，許多店鋪售賣的各類免稅名牌

商品吸引了眾多購物者的目光。離拿騷城僅一箭之遙即是有名的天堂島。拿騷和天堂島這一對姊妹

島嶼將國際大都會的魅力和熱帶旖旎風光完美地融合成一體, 使你流連忘返。 

 
 

8. 大馬燈礁 

今日，“挪威天空”號將帶您抵達大馬燈礁，它位於大港礁的南部，是巴哈馬眾多群島之一，是屬

於挪威遊輪（NCL）公司的私人島嶼。早上遊輪抵達大馬燈礁，在純白色的沙灘上，你擁有足足的

一整天的時間，盡情享受我們提供的各種樂趣不斷，精彩紛呈的活動。您或可以暢遊在清澈的大海

上，或潛伏在透明海水中欣賞五彩繽紛的熱帶魚、或租個摩托艇沖浪於藍天碧海中享受運動的刺

激，又或者可以乘坐滑翔傘感受海闊天空。 

喜歡美食的您，也可以移步到挪威遊輪(NCL)近 8500 英尺的沙灘自助餐廳，在這美麗的海灘上盡情

享受美味的食物。此餐廳包括一個新鮮比薩制作中心，兩個燒烤臺，豐富的冷熱食品，各種各樣的

水果和面包，任君品嘗。旖旎之風光，饕餮之盛筵，讓您度過一個終身難忘的快樂悠閑假期。 

 
 

9. 邁阿密-家園  



在享用過豐富的早餐後，您將需要辦理離船手續。揮手告別給您帶來無限美好回憶的郵輪，我們的

導遊將在碼頭等候您，送您去往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