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團號及出發日期 雙人房 
第三人同房 

(有少量條件限制)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四天團 (MIA4) 天天出發 $690 / 位 $30 (酒店附加費) $550 / 位 $900 / 位 

五天團 (MIA5)逢四、五、六、日出發 $820 / 位 $30 (酒店附加費) $670 / 位 $1030 / 位 

天團 (MIA6) 逢四、五、六、日出發 $980 / 位 $30 (酒店附加費) $770 / 位 $1260 / 位 

全程可升級邁阿密度假村海灘酒店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 *或同級（不含早餐）  

團號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四天團 (MIA4)  另+$420 / 房 另+$470 / 房 另+$510 / 房 另+$380 / 房 

五，六天團 (MIA5/6) 另+$700 / 房 另+$760 / 房 另+$900 / 房 另+$700 / 房 

*度假村海灘酒店多數房型為一張大床加一張沙發床，兩張床的房間僅供要求，但是無法保證，視酒店實際情況為準，客人不得以
此為由要求更改或退款 

 團費是按加幣計算，其餘自費項目及小費是以美元計算 (導遊及司機小費每日 US$12/人 , 團費如因匯率變更而有調整, 恕不另行通
知) 

行程特色： 
1. 小眾精品行程，全團不超過 14 人，專業導遊全程詳盡，貼心，周到的專屬服務。 

2. 打卡網紅景點——Wynwood Walls，與各式各樣藝術塗鴉牆拍照留念。 

3. 在全美最佳日落觀賞點——日落廣場 Mallory Square，享受浪漫的日落之旅。 

4. 在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爾堡，體驗別具風格的“美國威尼斯”之旅。 

免費接機或接船時間 ：(每房只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或
接船服務) 

1. 邁阿密機場 (MIA) 或 羅德岱堡機場 (FLL): 
  10:00 - 22:00 

2. 邁阿密郵輪碼頭（Port of Miami）   

 09:00 & 12:00 

3. 羅德岱爾堡郵輪碼頭（Port of Everglades） 

 10:30 

***團體接機需要在機場或碼頭等候其他旅客*** 

*其他時間付費接機或接船 :  
第 1-4 人共 US$80, 每加 1 人加 US$10 

免費送機或送船時間 ：(每房只提供一次免費送
機或送船服務) 

邁阿密機場(MIA)或羅德岱堡機場(FLL) : 

* 請訂 15:00 - 19:00 以後的航班離開 (以訂團天
數為準) 

 

邁阿密碼頭(POM)或羅德岱爾堡碼頭(POE) : 
*  大約 13:00 到達碼頭 



第 1 天: 家園 - 邁阿密市（自費夜遊） 
抵達度假天堂邁阿密/羅德岱爾堡的機場或碼頭，在享受藍天白雲
的同時，請保持您的電話在可用狀態。我們的導遊在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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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參加我們為您安排的行程。 

早到達的客人，可以選擇購物。前往佛羅裡達的奧特萊斯購物城
（自費 US$20/人/單程, 購物城營業時間為 12:00 PM-8:00PM）。
16:00 點前到達 MIA 機場的客人或 15:00 點前到達 FLL 機場的客人
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夜遊 行程時間： 4 小時（自費 US$35/人，
兩人成團） 

夜遊邁阿密南沙灘 (自費) 
夜遊介紹：林肯路和南沙灘——邁阿密最有氣氛的夜生活打卡之
處。林肯路（Lincoln Road）是一條繁華的步行街，擁有許多商
店，飯店，以及南方特有的植物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林肯路
可以解除您旅途的勞累，也可以解決您為晚餐煩惱的問題。林肯
路有各色的餐廳，由於歷史過往，西班牙菜，古巴菜都是當地的
特色，可以體驗西班牙最有代表的特色餐西班牙海鮮飯，所有參
加夜遊客人可以享有 9 折用餐優惠。邁阿密的南沙灘(South 
Beach)則是北美最著名的海灘之一，也是夜生活最豐富的地方。
海濱大道上彙聚了無數的酒吧、餐館、夜總會、豪華酒店以及各
式精品店，是邁阿密當之無愧的“派對海灘”。我們將帶您一同
體驗美南不一樣的風土人情。回程路上，將看到邁阿密城際線的
夜景。 

酒店 :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酒店  

第 2 天: 邁阿密市區遊-大沼澤國家公園 
參觀 Wynwood Walls~邁阿密街頭藝術的聚集地，可以領略不同

風格的街頭塗鴉，在這裡您可以發揮想像結合不同的塗鴉背景拍

出各式各樣有意思的塗鴉牆背景照。此處是邁阿密新崛起最受歡

迎的網紅景點。然後來到 Bayside Market 大型水濱購物娛樂中

心，也是邁阿密熱火籃球隊主場的所在地。 

邁阿密深度遊 (自費)：從海灣市場前往高樓林立的邁阿密市區 

Brickell (車遊)，著名酒吧，高級酒店和一些寫字樓彙聚的地方；

之後將前往邁阿密的”小尾巴”Biscayne 島（停留拍照），此處

也是每年邁阿密遊船展舉辦的地方，可以看到邁阿密美麗的天際

線，然後前往 Vizcaya 博物館（途徑），邁阿密早期豪宅的代表，

沿途看到建在珊瑚上的房子，珊瑚閣的邁阿密大學；最後到古巴

人的聚集地~小哈瓦那（停留），體驗古巴三寶，雪茄，咖啡，

古巴菜，同時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風情。  

*乘坐邁阿密的明星島遊船 (自費)，船行時間大約 1 個半小時，在

邁阿密內港遊覽邁阿密全景和遠觀明星聚集的豪宅（成龍，奧尼

爾，威爾斯密斯等）。  

午飯後前往美國最大的濕地保護區~大沼澤國家公園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您將乘坐特有的交通工具~草上飛風力船 (自

費) ，去體驗大沼澤散發的自然魅力。同時也將瞭解沼澤地的生

態，野生動物和植物，當然還有沼澤的主人~鱷魚，工作人員會

現場演示和鱷魚的一些互動表演，您或有機會和鱷魚寶寶合照，

給這段沼澤地的旅行畫上完美的句號。 

酒店 :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酒店  

第 3 天: 西礁島（天涯海角） 
這一天將駛向佛羅裡達群島的末端~被譽為“美國天涯海角”的

西礁島（Key West )。約 4 小時車程中（路況良好情況下）， 您

將途經由長短不一的 42 座橋和 32 個島嶼串連的公路，這曾是一

座拉動經濟的鐵路線，也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觀”的佛州 1 號

公路。沿途不再將是疲勞的車程，取而代之的是無限的美景，仿

佛行駛在海面。中途將會停留阿諾施瓦辛格的“真實的謊言”的

拍攝地，著名的“七英里橋”。到達西礁島之後，“美國大陸最

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距離古巴只有 90 英里，自由享用午餐

和每個景點的遊覽時間，客人可以自費參加水上項目（摩托艇，

玻璃船，滑翔傘等）或觀光小火車，體驗當地美食（海螺炸丸

子，西礁島青檸）非常豐富的安排；還可以自費參觀海明威的故

居。您還可以在著名的白頭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紀念

品。傍晚時分開始我們的日落之旅 ( 自費 )：西礁島有日落之鄉的

美譽，抵達被國家地理雜誌評為全美最佳日落觀賞點的【日落廣

場】Mallory Square，享受最浪漫的日落之旅。廣場一角還會聽到

駐唱歌手的歌聲，伴著動聽音樂，隨意自由地舞動著身子。此時

欣賞著美麗的日落，無論你是獨自一人，還是和朋友或與家人，

此時此景，就只有“浪漫”兩個字。人們在這裡忘卻了凡塵鎖

事，忘卻了自己的身份，只是靜靜地享受著夕陽帶來的無限愉

悅。客人還可以在日落酒吧，喝一杯啤酒看著太陽慢慢的消失在

海平線。西礁島觀日落加時行程。（**此特色項目為必去專案，

需整團參加，全團統一行動**） 

酒店 :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酒店  

第 4 天： 羅德岱爾堡 - 美國威尼斯遊 - 西棕櫚灘/冬季
白宮（海湖莊園）- 家園（海湖莊園) 
抵達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  羅德岱爾堡，您將遊覽“美

國威尼斯”全球最大的遊艇基地~斯皮爾伯格，約伯斯的超豪華

遊艇都停放在這裡，兩岸的豪宅和遊艇是這裡的風景線。也可以

在此沙灘上放鬆或者參加附近的水上項目，如滑翔傘，摩托艇

等。美國威尼斯遊船 (自費)，乘坐水上遊船隨著縱橫交錯的水道

帶領我們欣賞美國的威尼斯，遊艇之都的美景；這裡坐落著美國

各行各業佼佼者別出心裁設計的房子，停泊著千萬美金級別的遊

艇，可以讓大家享受富豪出行時的愜意，同時也滿足了大家拍照

的欲望。當天 15:00-18:59 之間的航班我們會在此結束行程，安排

客人送機場或兩大碼頭 ( 大約下午一時到達郵輪碼頭 )。 19:00 之

後航班離開的客人繼續前往邁阿密以北，富豪聚集地~西棕櫚灘 

(West Palm Beach) 除了碧藍的大西洋和黃金沙灘，您還可以逛一

逛世界奢華品牌的聚集地（Worth Ave），舒適的購物和自然環境

會讓人流連忘返，也是美國第 45 任總統接見習近平主席的地方，

途徑冬季白宮~海湖莊園（Mar-a-Lago ）。四天團客人免費送兩

大機場（FLL  / MIA）。五、六天團客人送往酒店休息 

酒店 :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酒店  

第 5 天：邁爾斯堡 - 白沙灘 - 那不勒斯 - 家園  
前往邁爾斯堡墨西哥灣白沙灘，被《今日美國雜誌》評為擁有全

美最好沙灘的地方。我們將有大量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在珍珠

般的沙灘上欣賞墨西哥灣的美景。您也可以選擇參觀愛迪生&福
特冬宮 (自費約 1 小時) ，燈泡的發明者~湯瑪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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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經過佛州西海岸著名城市~那不勒斯，這個用義大利名城命名的

城市，保持著一副優雅古典的義大利派頭。五天團客人免費安排

送兩大碼頭 POM / POE ( 大約下午一時到達郵輪碼頭 ) 或兩大機

場，請訂 19:00 後航班離開（FLL  / MIA）。六天團客人送往酒店

休息 

度假村海灘酒店 :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 或同級酒店 

(不含早餐)       

第 6 天：自由行 - 家園  
最後一天，你可以緩解旅行的疲勞，吃好早飯後，可以繼續享受

酒店提供的泳池、沙灘、SPA 等服務；也可以前往市區的大型商

場，體驗購物帶來的樂趣。六天團客人免費安排送兩大碼頭 

POM / POE ( 大約下午一時到達郵輪碼頭 ) 或兩大機場，請訂

15:00 後航班離開（FLL  / MIA） 



 景點說明： 

1. 全程不能自帶門票或使用 City Pass，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付現金。 

2. 行程中的景點，參觀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 

3. 如遇景點關門或節假日休息，導遊會依據實際情況而調整行程。 

 

團費包括: 1.旅館: 入住時間 15:00 以後, 所有酒店房間內或室內均不允許吸煙, 違者會被罰款 US$300.00 或以上並承擔法律責任. 雙人/三人/四
人房均為兩張床(Full size)或一張大床加沙發床, 每房最多住四人. 2.旅遊: 觀光行程(如有), 本公司有權視當時狀況, 如天氣, 時間, 安全, 政治等因
素, 作相應之適當調整. 3.導遊: 國語導遊. 4.巴士: 使用有執照及保險的旅遊巴士.  

團費不包括: 1.機票/膳食及一切純屬私人性質費用(如電話, 洗衣, 酒類, 飲料, 郵件, 保險, 行李超重或任何行程外之自費项目). 2.提早或延遲不
與團體一起行動者, 自行負責旅館與機場間之接送. 3.導遊及司機小費每日 US$12/人. 4.簽證, 機場稅或個人護照. 5.行程中之所有景點門票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出發前 15 天以上更改或取消者, 收取費用每人 C$100; 出發前 8-14 天更改或取消行程罰團款的 50%; 出發前 7 天內取
消、更改或旅遊半途取消者, 等同自動放棄, 收取全額費用, 不得要求退款或轉讓. 買二送一或送二者 ：如果贈送者在 7 天內取消、更改或臨時不
出現罰款每人 US$388.00 - US$548.00 

訂團須知: 1.旅客因個人因素變更行程, 所增加之費用由旅客自行負責, 未使用之部分視同自動放棄, 不得要求退費或轉讓. 為適度反映成本, 本
公司保留調整費用之權利, 恕不另行通知. 2.當報名人數不足時, 本公司有權取消出團或更改出發日期(所繳費用將無息退還). 3.即使旅客持有效
之旅遊證件或簽証, 卻遭移民局或海關人員拒絕入境, 一概與本公司無涉, 不得要求退費或轉讓. 4.航班取消, 延誤, 機場關閉等飛安問題, 各航空
公司, 機場, 巴士公司, 旅館等均有其專司條例直接對客人負責, 與本公司無涉. 5.為維護團體最高權益, 旅客若有妨礙團體正常活動之情況, 本公
司領隊有權取消其繼續參加行程之資格, 自該旅客離團之時, 一切行動均於本公司無關. 6.部份出發日期有季節假期差價, 請於報名時向代理旅行
社確認. 7.欲免因途中發生疾病, 意外或行李損失, 本公司強力建議客人購買旅遊保險, 以確保個人利益. 8.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
因素無法参觀景点, 本公司將有权利更改行程, 團費不退。9.客人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10.每房只提
供一次免費接機服務。11. 因疫情關係，所有旅客必須全程佩帶口罩。如旅客需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抵達出發城市，建議客人參團前盡量自我隔離
及自行做好防護措施。行程中會為各位旅客測量體溫，如體溫不合格，將會被拒絕參團。所有團費將不被退回。 

證件及簽証: 客人報名時必須持有效美國旅遊證件或簽証及護照有效期最少有六個月或以上(回程日期起計算), 請自行辦理簽証, 本公司不負責

辦理上述文件, 如因簽証或護照問題不能入境, 本公司無須負任何責任, 客人不得以此為由要求退款或轉讓.***持美國簽証客人必須自行預先在網

上註冊 EVUS 及打印有關文件 . 

門票景點 (美元) Admission Fee (USD)   *請現付導遊* 成人   Adult 長者   Senior65+ 小孩   Child 3-12 

邁阿密夜遊 Miami night tour $35 $35 $25 

大沼澤風力船草上飛 Everglades Airboat $28 $28 $16（6-11） 

邁阿密明星岛遊船 Miami Island Queen Cruise $28 $28 $20 

海明威故居 Hemingway Home & Museum $14 $14 $6 

邁阿密深度游 Miami In-depth Tour  $25 $25 $15 

美國威尼斯 Water Taxi Fort Lauderdale  $28 $23 $14 （5-11） 

西礁島日落加時游 Key West Sunset Extend Tour $20 $20 $10 

爱迪生&福特冬宫 Edison & Ford Winter Estates  $25 $25 $15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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