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FEC10A迈阿密+东加勒比海 10天欢乐游 

团号： RFEC10A 

开团日期：星期四 

行程特色：  

1. 免费接送机场及码头（迈阿密机场，罗德岱堡机场；迈阿密码头，罗德岱堡码头） 

2. 皇家加勒比公司世界最大顶级豪华邮轮 

3. 迈阿密段可升级（费用另计）： 

豪华酒店（非海滩酒店）Sheraton Suites Fort Lauderdale at Cypress Creek 或同级

（不含早）； 

海滩度假酒店 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不含早）/Days Hotel-Thunderbird 

Beach Resort（含早）或同级 

 

接送信息： 

接贵宾地点 免费接待时段 

迈阿密机场（MIA）/罗德岱堡机场（FLL） 10:00 a.m. – 10:00 p.m. 

罗德岱堡码头（POE） 10:30 a.m. 

  

送贵宾地点 免费送客时段 

迈阿密机场（MIA）/罗德岱堡机场（FLL） 请预定 3:00PM以后的航班 

罗德岱堡码头（POE） 1:00PM 至 3:00PM达到码头 

 

团体免费机场接机：10:00AM - 10:00PM，需要在机场等候其他旅客。 

个人自费接机：24小时，随接随走，第 1-4人共收美金$80，每增加 1人，加美金$10。 

线路：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家园 – 迈阿密市（自费夜游） 

当您来到迈阿密/劳德黛堡的机场或码头时，请保持您的电话在

开机状态并可以接听电话。我们的导游将会在机场/码头出口处

等候您的到来。之后，导游会把您带往下榻的酒店，您可以自行

安排余下的时间。早班飞机的客人，可以选择购物。您可以二选

一，前往 Aventura Mall 或者 Dolphin Mall（$20/人/单程, 

12:00 PM-8:00PM）。Aventura Mall 集结了几大高级品牌百货商

场，如 Nordstrom, Bloomingdale's, Macy's, JC Penney 等，

包含了 280 多个著名服饰品牌、餐厅、电影院等; Dolphin Mall

是迈阿密最大名牌折扣商场。15:00 点前到达 MIA 机场的客人或

16:00 点前到达 FLL 机场的客人将有机会参加南部风情夜生活体

验二选一（自费，两人成团） ： 

罗德岱堡新河游船+自助晚宴秀，12 月至次年 8 月，周二至周日

晚；9 月至 11 月，周三至周日晚，6pm-10pm 四小时超值体验，

免费接送！（游船晚宴秀无导游陪同上船） 

游船晚宴秀介绍：在享有“美国威尼斯”盛誉的水城罗德岱堡，

乘坐大型观光游船通过新河由入海口直入亿万富豪居住区腹地，

最后到达在这其中的一片热带小岛，您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烧烤

自助晚餐的同时观看表演秀。你当然还可以在晚餐后游览小岛，

与小动物互动。（备注：dinner cruise 需提前约定,预订好不

能取消） 

迈阿密南海滩风情夜游 

夜游介绍：主要包括漫步时尚的林肯路和夜游南海滩。林肯大道

（Lincoln Road）是一条有趣的步行街，也是迈阿密的著名街

道，绿树成排，到处是电影院、商店、酒吧、水烟店、街头摊贩

和热辣的比基尼。位于迈阿密南端的南海滩(South Beach)则是

北美最好最著名的海滩之一，面朝大西洋的海滨大道上聚集了上

百家的酒吧、餐馆、夜总会、豪华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这里丰

富的夜生活吸引无数 Party 党前来聚会，是迈阿密当之无愧的

“派对海滩”。夜风吹拂椰树林，我们将带您一览南海滩夜晚风

情。 
HOTEL: Ramada Plaza Fort Lauderdale/Sawgrass Grand 

Hotel/Quality Inn/Days Inn或者同等級酒店 
用餐：自理 



第二天 

 

沼泽公园 Everglade Park / 迈阿密市区游 Miami City Tour 

前往美国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大沼泽国家公园，乘“草上飞”风

力船, 穿梭在鳄鱼密布的沼泽河流，深入沼泽地体验自然奇景。

同时您可以欣赏精彩的珍稀动物表演，工作人员还会现场示范如

何捕捉活鳄鱼。珊瑚阁，这里的建筑群均是由珊瑚和贝壳来做墙

面，故被誉为“万国住宅建筑博物馆”。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

欣赏尽是异国风情的豪华宅邸以及美国地标建筑——“比尔提莫

酒店”（外观）。其凭借的十八洞高尔夫球场和独具古罗马风格

的超大游泳池，让贵胄名流们无不倾倒陶醉在这诗意后花园里。

小哈瓦那，这里是著名的古巴区，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必来

这里参观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尝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

的异域风情。 

迈阿密的海滨市场乘坐游轮，游览迈阿密海湾，欣赏海天一色的

美景外还可以近距离欣赏明星岛，饱览世界巨星们所拥有的亿万

豪宅，远眺迈阿密下城区的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迈阿密最著名

的南沙滩和号称美国南部第一街的装饰艺术风格街-ART DECO

街，欣赏色彩斑斓的西班牙建筑和著名的意大利服装设计师范思

哲的故居（外观）。 
HOTEL: Ramada Plaza Fort Lauderdale/Sawgrass Grand 

Hotel/Quality Inn/Days Inn或者同等級酒店 
用餐：自理 

第三天 
下午起航 

罗德岱堡 –布鲁明戴尔Bloomingdale’s高档购物中心 –送邮轮

码头 

上午前往迈阿密以北，富有盛名的“世界游艇之都”—罗德岱

堡，您将游览“美國的威尼斯”,欣赏两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

的桅檣。河道纵横，密如蛛网，同時您还可以漫步在美國十大海

滩之一的罗德岱堡海滩。我们的导游将会带您前往美国高档购物

中心 Bloomingdale’s 购物，同时您可以获得九折购物卡以及独

家满额赠送活动，总消费满$7500 时(稅前)，即可获赠价值$400

的苹果店礼品卡。备注：购物后请到访客中心兌换赠品（导游协

助客人兌换赠品），如指定礼品兌换完毕，会换成其他等价的礼

品。下午，迈阿密之旅将画上圆满的句号，我們的专员会送您至

罗德岱堡码头，登上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顶级邮轮，开启您的惊

艳之旅。 

特别提示：Bloomingdale's 购物中心每周日的开门时间是中午

12点，如果您离开迈阿密的时间恰逢周日，您将无法前往

Bloomingdale's进行购物。我们会直接送您去码头。 

罗德岱堡码头（POE）13:00-15:00 ，请登船前准备好您的船票，

以便将您送至正确码头地点。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四天 

 

拿骚 Nassau（自費上岸观光） 

拿骚-巴哈马首都，距离迈阿密只有 290 公里。这是一座混合中

古海盗时期与二十世纪摩登饭店风格的梦幻都市。您可以前往著

名的“天堂岛”，拜访当地知名赌场酒店“亚特兰蒂斯”（2006

年这里曾作为 007 系列“皇家赌场”的拍摄地），参观以“失落

的亚特兰蒂斯”古城文明仿建的海底世界，观赏各种奇特的海底



鱼类动物：巨型石斑鱼，绿鳗，魔鬼鱼，锯齿鲨等，漫步在海洋

世界里的同时了解一万多年前消失在大西洋里的神秘亚特兰蒂斯

文明。用过午餐之后，您可以游览拿骚市区，参观当地渔人市

场，品尝特色美食-凉拌海螺。 这里的螺肉因为肉质鲜美，并在

食用时蘸酸橙汁一同食用而大受欢迎，许多游客慕名前来。您还

可以参观当年英国殖民时期为了抵御海盗所建的古堡，走走维多

利亚女王时代由 600多个手戴枷锁手工凿建出来的楼梯。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五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今日邮轮航行於湛蓝的加勒比海，您可轻松愉快的享用邮轮各种

游乐设施及精致美食。早晨在金黃色的阳光下苏醒，悠闲在客房

內享用早餐；美丽的海洋風景尽收眼底，原來放松是如此之容

易。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六天 

 

夏洛特阿马里亚 Charlotte Amalie，圣托马斯 St Thomas（美

属维京群岛 U.S. Virgin Islands）（自費上岸观光） 

圣托马斯一度是丹麦皇室的殖民地，它於 1917 年由美國接管海

軍基地，1968 年詹斯总统签署通過，維京群島的人民正式接受美

國宪法的保护。海岛四周的水域充满多彩多姿的海洋生物，是喜

爱浮潜和深海潜水者的天堂。圣托马斯被称为一个田园诗般的度

假胜地，这个世界著名的加勒比小岛有惊人的沙滩，大海和美丽

的风景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免稅购物。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七天 

 

菲利普斯堡 Philipsburg, 圣马丁 St Maarten 

邮轮抵达菲利浦堡港。在此地您可以同时欣赏到两个不同国家所

呈现的优美风景和文化，让您永难忘怀。对于热爱阳光的人，这

里有众多美丽的沙滩可供享受。您也可以选择参观圣马丁动物

园，您可看到独有的加勒比海品种。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八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盛大的宴會將在海上举行，从早晨到午夜连续不断供应的各式美

味大餐，让您享尽口福，您永远不會忘記加勒比海海上游的精美

膳食，也不会忘記加勒比海晶莹剔透的海水，此乃人生又一個新

体验。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九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先进的邮轮娱乐设施将使您感到其乐无穷。您可以参与标准篮球

场，排球场或乒乓球桌上的竞技，也可以在溜冰场展示风采，参

加直排轮滑运动，到 9 洞迷你高尔夫球场练习挥杆。或攀上高度

超过 60 米的岩壁，将美景尽收眼底….游轮上为您精心安排的节

目，更让您不虚此行。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十天 
早上回港 

罗德岱堡 Fort Lauderdale Pier  

豪华游轮上午抵达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結束令人愉快又難忘的

邮轮之旅！我们会有专车在码头等候您回来，并送您到MIA机场

/FLL机场。 
 

无住宿：  用餐：早 

 

温馨提示及参团须知： 

 

◎费用包含：接机，送机，酒店，车费，邮轮船费，政府税及码头税。不包含：餐费，景点门票

费，服务费（接机：$4/人/天；团上：$8/人/天），机票，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

费，酒店行李服务，旅馆保险箱费用等），旅游保险。邮轮公司收取服务费$13.99/人/天。    

◎导游（邮轮上不提供随团导游）。 

◎特殊假期，费用可能会调整，请以本公司业务人员最后确认报价为准（请在下单前做价格的二

次确认）。   

◎取消行程费用：出发前 30 天内（包括第 30 天）收取全额团费; 机票取消规则参照航空公司

规定。  

◎本行程乃按一般旅游状况而定，本公司有权依特殊状况而改变行程价格或其他条件，恕不作另

行通知。  

◎行程中如发生意外以导致伤亡或其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铁路等运营机构所

规定之条例， 作为解决依据，概与本公司无涉。  

◎本公司强力推荐客人在外旅游阶段购买旅游保。 

◎由于航空公司改动或者取消航班而导致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机场, 客人需要自行入住酒店. 

如需个人自 费接机服务，每程$80（1-4人），第 5人起，每多 1人多加$10 美元。 

◎邮轮前客人需要提前 4 个小时抵达码头， 邮轮结束后请预定 14:00PM 以后航班（国内），

16:00PM 以后航班（国际）。 
 


	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