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邁阿密5天遊
Tour Code：SMI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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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4/1/2019-2/20/2020
團號
Tour Code
SMIA-05

出發日期
第一、二位(同房)
單人房
第三位(同房)
第四位(同房)
Departure Date 1st/2st pax (Twin ) 3rd pax (1 Twin) 4th pax (1 Twin ) Single Room

ؐںΙȃΠ

CAD948

CAD808

%1

CAD1158

SMIA05 旺季附加費每房 High Season Surcharge per room:
** 4/1-30/2019 附加費每房CAD135
** 12/23-12/24/2019 （西礁島Best Western Key Ambassador Resort Inn）CAD325
（西礁島四星酒店 The Gate Key west）CAD608

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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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地 - 邁阿密

HOMETOWN - MIAMI
由原居地飛往邁阿密，導游在機場該航班的行李提取處等候，送往酒店。抵達後您也可以選擇自費行程：
A.
購物二選一 Aventura Mall 或者 Dolphin Mall（$20/位/單程, 12:00 PM-8:00 PM） Aventura Mall 是幾大高級品牌百貨商場 Nordstrom,
Bloomingdale’s, Macy’s, JC Penney 等所在之處， 包含 280 多個著名品牌及餐廳、電影院等; Dolphin Mall 是邁阿密最大名牌折扣商場。
B.
夜游南海灘（$35/位，四人成團，7:00 PM-10:00PM）
觀賞邁阿密市區夜景，您可以自行領略南海灘上時尚餐廳酒吧和夜總會，感受邁阿密的夜生活，品味地道的拉美風情。
*溫馨提醒：
※ 10:00AM 至 10:00PM 在 MIA 機場或 FLL 機場接機；9:00AM 邁阿密郵輪碼頭或 10:00AM 羅德岱堡郵輪碼頭接郵輪。每個訂單提供指定時間
內一次接飛機或郵輪，超過一次會收取額外費用由于免費接機服務量大，我們會將前後航班抵達時間相近的旅客一幷接應，您可能有大概
10-15 分鐘等候導游的時間，請見諒。
※ 如果當天航班晚點，航班更換而抵達時間仍在規定時間內，請立即致電我司，我們會儘量安排臨時改動後的接應，但是若當天機場接應
數量太大，我們保留請您自行入住酒店的權利。由于航空公司改動或者取消航班而導致無法在規定時間內抵達機場，請您自行入住酒店。
Arrived at Miami and transfer to the hotel. Free pick up from 10:00AM-10:00PM,Please meet your tour guide at luggage claim area of your fight. Then, you can choose to
join:
A.
Aventura Mall/ Dolphin Mall Shopping Tour ($20/pax/one way).
B.
Night Tour* ($35/Pax, minimum 4pax, 7:00PM-10:00PM)
Go to south beach; martini and ocean breeze will give you a new experience of southern night life.

Hotel: Bonaventure Resort Or Holiday Inn Miami West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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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阿密：沼澤公園 - 珊瑚閣 - 小哈瓦那 - 海灣市場 - 南海灘 (早)

EVERGLADES PARK – CORAL GABLES-LITTLE HAVANA - BAYSIDE MARKET - SOUTH BEACH (B)
早上乘車前往美國最大的亞熱帶濕地保護區—大沼澤國家公園，面積約 150 萬英畝，已經作爲自然
遺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産名錄》和國際生物圈保護區，被旅游指南選爲全球 500 個瀕危景點之首。您可以在此自費乘坐“草
上飛”風力船（$28/位）體驗風馳電掣的大河之旅，與珍稀野生動植物“親密接觸”。 隨後游覽美麗的珊瑚閣區，號稱“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
鬱鬱葱葱的林蔭道兩旁盡是异國情調的豪華宅邸以及地標建築欣賞“比爾提默酒店”，以全十八洞高爾夫球場以及古羅馬建築風格的美麗游泳
池而著稱。之後前往小哈瓦那，感受邁阿密的拉丁風情，這裏是古巴等中南美洲移民聚居中心，大部人講西班牙語。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
品嘗地道古巴濃縮咖啡，選購聞名于世的古巴雪茄烟。下午前往貝塞德市場，在碼頭自費乘坐環島游游船（$28/位），在海上領略邁阿密海
岸天際綫的無窮魅力，飽覽億萬富豪和世界巨星在明星島，棕櫚島，漁夫島上的天價豪宅。比斯坎灣海灣公園，金融區臨海的高樓大厦，
和海岸奢華酒店及寓所盡收眼底，迷人的邁阿密游艇碼頭和游輪碼頭更是美不勝收。傍晚前往著名的南海灘，那裏有上世紀 30 年代以來上
百座“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杰作以及南海灘邊的海洋大道遍布歷史悠久的精品酒店。

Everglade Park is a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unique variety of plants and animal life. An airboat* ride ($28/pax) will take you across the "River of Grass" and see
the aggressive alligators! Then you will visit Coral Gables area, which known as the "International Museum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e lush boulevards are lined with
luxury mansions and enjoy exotic landmark "Biltmore Hotel". In the afternoon, you will visit the best highlights in Miami, Little Havana, Cuba cigar factory, and Sightseeing
Cruises* ($28/pax) at Bayside Marketplace and journey aboard a narrated sightseeing of "Millionaire's Row". After that, you will have an exciting tour to South Beach.

Hotel: Bonaventure Resort Or Holiday Inn Miami West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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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西礁島 (早)

KEY WEST (B)
酒店早餐後，前往美國的天涯海角—西礁島，從邁阿密開車 4 小時前往基韋斯特。途經佛羅里達群島跨海公路，這條世界上最長的
跨海公路長 250 公里，沿途由 42 座橋把 32 個小島串聯在一起，是世界上公認的最美的海景公路之一，由鐵路大世紀美國鐵路大王
亨利•弗拉格勒于 1921 年打造完成。七英里跨海大橋（約 30 分鐘）是《真實的謊言》長橋爆破的取景地。抵達後環游基韋斯特古
鎮觀光，到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柱留影紀念。自費參觀美國大文豪海明威故居（$14/位）。游客可到著名的杜佛街和海濱游
輪碼頭自由選購精美的當地藝術家的藝術品和旅游紀念品，或者參觀極具當地特色的小博物館，下午3:00PM從西礁島返回邁
阿密。
Key West: We'll cross 42 bridges and hop 32 islands before reaching the Southernmost city in the continental U.S., Key West. Along the way, you will see the Duck Key,
which got the name from its appearance and has witnessed the annual celebr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grand Seven Mile Bridge (approximate 30 mins),
named as "The Eight Wonder", cost eight years for construction. A few scenes for True Lies, starring Arnold Schwarzenegger, were filmed here. On arrival at the Key West,
you can explore Southernmost Point Buoy, Duval Street and pier on your own. You can also join the tour to the Ernest Hemingway Home& Museum ($14/pax). We will
come back to Miami at 3:00 PM.

Hotel: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arathon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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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英里橋 - 海豚名牌購物中心

(早)

SEVEN MILE BRIDGE – DOLPHIN MALL (B)
今天終於有時間 DIY 您的假日時間了。如果早起，可以看到島上美麗的日出！當然，您也可以睡個懶覺，去酒店的游泳池游個泳。漫步
海邊看看美景。還有機會自費坐釣魚船，出海釣魚。中午返回邁阿密，前往南部最大的海豚名牌購物中心（Dolphin Mall）采購心愛的禮
品，給您有充足的時間享受購物的樂趣。
This morning you could see the beautiful sun rise on Marathon. And you could rent the boat to go fishing. Afternoon, you will go to Dolphin Mall to get your favorite gift.

Hotel: Bonaventure Resort Or Holiday Inn Miami West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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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棕櫚灘 - 羅德岱堡 - 機場送機 (早)

WEST PALM BEACH - FORT LAUDERDALE – AIRPORT OR PORT DROP-OFF (B)
早上驅車前往距離邁阿密 1 個半小時車程的“奢華之都”-西棕櫚灘(West Palm Beach)觀光市容。西棕櫚灘位于邁阿密 70 英里的北部“美國的
裏維埃拉”海岸上，坐擁 47 英里大西洋海岸綫，天價海景豪宅游艇，頂級奢華酒店，超過 200 家博物館，2 千多家餐廳，170 座高爾夫球
場，極具浪漫歐式藝術情調。作爲“佛羅里達的文化之都”，西棕櫚灘早在 100 多年前就成爲首個爲美國富豪們度身定制的冬日避寒度假
勝地，海邊的天價別墅不勝枚舉。途經冬季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私宅-海湖莊園（外觀）及習主席下榻的棕櫚灘麗思卡爾頓酒店（外
觀），之後漫步百年歷史的沃思大道(Worth Avenue)，欣賞威尼斯風格歷史建築精品，這裏囊括了全球所有奢華品牌，Via Parigi 的弄堂
小巷裏設計師精品店林立，藝術家打造的街頭雕塑風格獨具，是時尚達人的“血拼”聖地。中午返回距離邁阿密 40 英里的 “美國的威尼
斯”，“世界游艇之都”- 羅德岱堡。這個著名的海濱度假城市擁有 300 英里的縱橫水道，綿延 23 英里的蔚藍海岸，44000 艘注册游艇。密
布的河道兩旁，億萬富豪高管， 和文體明星的夢幻別墅鱗次櫛比。中午 13:30 送至羅德岱堡碼頭(Port of Everglades)，14:30 送至邁阿密碼頭
(Port of Miami)，16:00 送至羅德岱堡機場(FLL)，17:00 送至邁阿密機場(MIA)。
You are going to visit the best highlights--- West Palm Beach,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Miami and has lots of luxury yachts and hotels. You will pass the Mar-A-Lago
and Eau Palm Beach Resort &Spa, Afterwards, you will be guided to the Worth Avenue to enjoy the Venetian-style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boutique. In the afternoon, we
are heading to Fort Lauderdale. It earned the reputation as the "Venice of America" because of its Intracoastal Waterway and the waterfront homes. Afternoon you w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airport or your hotel. You would be dropped off at Port of Everglades at 13:30, or Port of Miami at 14:30, or FLL Airport at 16:00, or MIA Airport at
17:00.

◎ 行程順序可能變更，選擇不同酒店行程順序可能會有調整，但行程內容保證不變。具體順序請以參團當天通知爲准。
◎ 邁阿密默認酒店爲 Holiday Inn Miami West or Holiday Inn Express Hialeah or similar。
西礁島默認酒店爲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Marathon or similar 入住時間爲 3:00PM。
*邁阿密酒店升級價格*

● 酒店入住須知：
※ 酒店入住需要用 ID 或者護照登記入住。入住時酒店會要求您提供個人信用卡或者現金作爲押金，美金$50-$200 不等。使用信用卡的旅客會看到您的卡上顯示這筆
押金被凍結。若您沒有任何酒店消費（包括收費電視頻道，迷你吧台等）以及任何罰款（如非法吸烟，不恰當使用浴室導致水漫浴室或房間等），酒店會在您退房時
把這筆凍結金額退還卡上，美國境內信用卡一般是 3-5工作日返還，境外信用卡一般是 3-5 周返還，若押的是現金則當場退還。
※ 請勿在“自動滅火噴水頭”上懸挂任何物品！
※ 請勿在非緊急狀况下觸碰滅火器和紅色火警報警裝置。
※ 由此導致水淹損壞房間的罰款將由客人自理。
※ 請儘量在酒店內保持安靜。如有未成年人，請不要在大廳及樓道內追逐嬉戲。
※ 酒店非吸烟房內嚴禁吸烟，否則會産生 $250 美金以上的罰金。
※ 請切記，把浴簾放進浴缸內，以免水漫浴室或房間, 導致罰款。
※ 酒店內早餐“僅限堂食”請勿外帶，用餐完畢請及時清理。
※ **貴重物品請隨身携帶，幷鎖好門窗**
※ 如對酒店房間有任何疑問，請及時與酒店前臺人員協商處理。
▼ 如遇特殊假期，費用可能會調整，請以本公司業務人員最後確認報價爲准。
▼ 取消行程費用：出發前 15 至 5 日收取團費之 50％；出發前 5 日內收取全額團費；機票取消規則參照航空公司規定。
▼ 本行程乃按一般旅游狀况而定，本公司有權依特殊狀况而改變行程價格或其他條件，恕不作另行通知價格以定票時間爲准。
▼ 行程中如發生意外以導致傷亡或其他損失，會根據航空公司、酒店、巴士、鐵路等運營機構所規定之條例，作爲解决依據，概與本公司無關。
▼ 建議自行購買旅游保險，贈送者需支付各項費用。
● 費用包含：
接送機，酒店，車費。
● 費用不包括 (USD)：
行程中標明價格的自費行程/門票：Aventura Mall 購物（$20/位/單程）；夜游南海灘（$35/位，四人成團）； 風力船（$28/位）；環島游游船（$28/位）；海明威故
居（$14/位）；玻璃底船-日落號（$48/位）；門票價格時常變動，不再另行通知。小費（接機/接船$5/位，其餘每天$10/位），機票，餐費，旅游保險，酒店行李服
務，旅館保險箱費用。
● 免費接機接郵輪服務：
行程第一天從 10:00AM 至 10:00PM 在 MIA 機場或 FLL 機場；9:00AM 邁阿密郵輪碼頭或 10:00AM 羅德岱堡郵輪碼頭。
每個訂單提供指定時間內一次接飛機或郵輪，超過一次會收取額外費用。由于免費接機服務量大，我們會將前後
航班抵達時間相近的旅客一幷接應，您可能有大概 10-15 分鐘的等候導游的時間，請見諒。。
※如果當天航班晚點，航班更換而抵達時間仍在規定時間內，請立即致電我司，我們會儘量安排臨時改動後的接應，
但是若當天機場接應數量太大，我們保留請您自行入住酒店的權利。由于航空公司改動或者取消航班而導致無法在規
定時間到達機場，客人需要自行入住酒店。
※不在免費接機時間段內加訂接機服務，包括早班機，飛機延誤或其它原因造成延誤，第一至四位$80/次，第五人起
每多一人多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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