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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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
迈阿密-西礁岛-迈阿密（早/晚）

酒店早餐后，前往美国的天涯海角—西礁岛，从迈阿密开车4小时前往基韦斯特。
途经佛罗里达 群岛跨海公路，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公路长250公里，沿途由42
座桥把32个小岛串联在一起，是世界上公认的最美的海景公路之一，由铁路大世
纪美国铁路 大王亨利·弗拉格勒于1921年打造完成。七英里跨海大桥是《真实的谎
言》长桥爆破的取景地。抵达后环游基韦斯特古镇观光，到美国大陆最南端的地
标柱留影纪念。自费参观美国大文豪海明威故居。尤其不能错过岛上着名的玻璃
船-日落号观赏墨西哥湾与大西洋的美景，您更可以看到清澈碧蓝的海水下美不胜
收的珊瑚礁群。您还有时间到着名的杜佛街和海滨游轮码头自由选购精美的当地
艺术家的艺术品和旅游纪念品，或者参观极具当地特色的小博物馆。最重要的项
目是到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美最佳日落观赏点的——日落广场，享受最浪漫的
日落之旅。之后前往位于七英里桥旁马拉松岛住宿。

1：成人团费： NZD8500/每人，单人报名者，须在交定金时先付单人房附加费，
单人房差为NZD2000/每人，本公司绝无义务及责任为其安排与另一团友同房，唯
本公司可协助寻觅。
2：儿童团费：2-12岁儿童与一位大人同房，价格等同成人价格；与两位大人同房，
不占床NZD6888 /每人，占床，价格等同成人价格。
3：客人在报名时需提前交纳小费 (客人每人每天须付给导游和司机小费共20纽币，
奥兰多机场接机和奥兰多酒店送往邮轮司机小费12纽币)

团费包含：
●从奥克兰出发前往美国目的地的往返经济舱机票（含税）。 有升舱需要的团友，
可以另外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
●全程四星级酒店标准房(两人共住一间双人房)
●全程豪华空调旅游巴士及行程中列明之交通工具
●行程中列明的餐食
●乐高，环球影城，魔法世界三个主题乐园的标准门票
●中文导游服务

团费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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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迈阿密市区 (早/晚)

前往贝塞德市场，在码头自费乘坐环岛游游船，在海上领略迈阿密海岸天际线的
无穷魅力，饱览亿万富豪和 世界巨星在明星岛，棕榈岛，渔夫岛上的天价豪宅。
比斯坎湾海湾公园，金融区临海的高楼大厦，和海岸奢华酒店及寓所尽收眼底，
迷人的迈阿密游艇码头和游轮码 头更是美不胜收。前往迈阿密装饰艺术区 (Art
Deco District)，沿着佛罗里达迈阿密南海滩附近著名的海洋大道一带行走，这里
是在该地区称为“装饰艺术区”。这是一个美国闻名的历史街区，拥有众多艺术
风格的酒店和豪宅。前往珊瑚阁 (Coral Gables)，这里被称为“万国住宅建筑博
物馆”，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两旁尽是异国情调的豪华宅邸以及地标建筑欣赏比尔
提默酒店。以全十八洞高尔夫球场以及古罗马建筑风格的美丽游泳池而著。前往
著名的南海滩，那裡有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上百座“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杰作以
及南海滩边的海洋大道遍佈历史悠久的精品酒店。
下午前往奥特莱斯购物后送机(参考航班UA2149 11:45 )。

●行程中提到的皇家加勒比海洋和悦号邮轮费用（以客人实际购买价格为准）
●旅游保险 (强烈建议购买)
●签证费及相关费用 (根据行程安排，持中国护照客人需要办理美国签证，持新西兰
护照客人需要办理ESTA。提醒您注意：签证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和有条件限制，实
际以申请人个人情况和官方确认为准。)
●额外自费项目
●小费 (客人每人每天须付给导游和司机小费共NZD20，奥兰多机场接机和奥兰多
酒店送往邮轮司机小费NZD12)
●私人费用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饮品、烟酒、邮
寄、机场和酒店行李搬运服务、购物、看秀小费，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 酒店提前入住及延迟退房费
●因个人疏忽，违章，违法，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费用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费用
●行程列明必须参加的景点或活动所发生的任何费用
●因任何不可抗力(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种情形：
(1)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冰雹等；(2)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等；(3)社会异
常事件，如罢工、骚乱、恐怖袭击等)、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发生故障、
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原因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任何“团费包含”中不包含的项目

奥克兰

0800 287 888

www.kiwiyou.co.nz

奥克兰总店
北岸Northcote分店
北岸Rosedale分店
西区Mt Albert分店

2019年12月13日出发 $8500/人起
行程亮点
* 玩转世界主题乐园之都佛罗里达
* 肯尼迪火箭发射中心、NASA总部、大沼泽国家公园、灰姑娘城堡

* 搭乘世界最大邮轮皇家加勒比海洋和悦号豪华邮轮

扣款办法：

为使旅程更充实精彩，团友如有一些对未包括的景点
及节目有额外需求， 可以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

09 375 1717
09 418 5188
09 479 9588
09 845 6679

18天圣诞假期——全家齐享之旅

* 沐浴迈阿密海滩灿烂千阳

1. 团队位置有限，晚报名可能需要额外支付附加费，实际金额以报名时确认为准。
2. 本公司保留对行程进行调整的权利。
3. 本公司仅代理航空公司、酒店、交通工具或其它旅游机构安排之服务，凡参加本
行程表或单张内之团友或客人如遇有财物损失、意外身亡，或因天灾人祸、机器失
灵、交通延误、失火、罢工、战争、政局不安、无法控制及政府更改条例而招致损
失额外费用时，概与本公司及其代理人等绝无关系及不需负任何责任。
4. 本公司所采用之各类观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如飞机、轮船、火车或巴士等，其对
旅客安全及行李遗失等问题，各机构均订有各种不同之条例，以对旅客负责。行李
遗失，意外伤亡及财产损失等情形，当根据各机构所订立之条例作为解决的依据，
概与本公司绝无关系及不需负任何责任。
5. 若遇特殊情况，如天气恶劣，罢工、台风影响、证件遗失、酒店突告客满、原定
班机取消或延误、政变或任何非人力可控制的突发事故，而必须将行程、住宿或交
通工具更改或取消任何一项旅游节目，本公司得依照当时情况全权处理，在此情况
下团员不得借故反对及要求赔偿，事件所引致之损失或增加费用，团员需自行负责。
6. 凡参团者，需遵守各国法纪，严禁携带私货营利及
违禁物品。进出境准例，是根据个别国家所订立，如
更多世界旅游信息请关注
因个人理由而被某国拒绝入境，
中旅假期微信公众平台
其责任与本公司绝无关系及不需负任何责任，余下之
cts-newzealand
旅程将不获退还款项，及因而所需之额外费用如交通、
住宿需由其个人负责，与本公司无关。
7. 在任何情况及任何地点下失窃，引致遗失金钱及物
品，本公司、司机、领队及导游均不负任何责任，任
何财物及证件等团员理应并有责任自行保管。

到达奥克兰，结束快乐的圣诞之旅（参考航班NZ029 05:55)。

美国佛罗里达
+加勒比海邮轮

1. 报名时请带上有效护照(须自团队结束之日起至少还有6个月有效期)， 清楚完整
填妥报名表上所列一切资料并缴交定金NZD6000/每人。
2.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4月30日。
3. 余款须于2019年8月30日前全数付清，逾期未付清余款，将视为自愿取消，本公
司有权将您的订位取消，您已缴付之定金恕不返还，也不得将定金转让予他人或用
于其他出发日期或旅游产品。
4. 本公司保留最终接受报名与否的权利而无需提出任何理由及解释。

责任问题：

12月29-30日

潇洒走天下 中旅伴你行

报名手续：

报名之后在任何情况下或由于任何个人原因、签证原因需要取消订位的，需按照下
列办法扣款
1. 出发日前240天或以上，扣除全部定金
2. 出发日前239天-181天，扣除团费50%团款
3. 出发日前180天内，扣除全部团费
4.邮轮的扣款办法，遵从邮轮公司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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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旅假期

东区Howick分店

09 535 2809

惠灵顿图书馆分店

04 499 9668

东区East Tamaki店

09 265 1888

惠灵顿Lower Hutt分店

04 566 0205

东区Highland Park店 09 535 8588

基督城Christchurch分店 03 365 6396

* 私享加勒比魅力海岛

这一次，所有的时间只给最爱的人！

1

12月13日
奥克兰-奥兰多

从奥克兰出发飞往美国南部城市奥兰多，机场接机，送酒店(参考航班NZ028
19:20 20:35)。

2

7

12月19日
圣胡安

圣胡安是美国自治领地波多黎各的首府。老城区有众多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历史古
迹，有三座著名古堡，其中拉福尔塔莱萨宫既是总统府，也是西半球历史最悠久
的行政官邸。新城区内则拥有众多现代化建筑，优美绵长的海滩和海水浴场等。

12月14日

下船后，港口接机前往奥兰多市区进行市区游。在伊欧拉湖欣赏白天鹅的舞姿，体
验奥兰多奇幻世界颠倒屋Wonder Works的乐趣，并可到全球最大麦当劳打卡。下
午参观【肯尼迪航空中心】，该中心始建于1962年7月，是美国国家宇航局
(NASA)进行多种航天测试、设备研发以及实施发射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国家普
及航天知识的重要景点之一。数个航空航天博物馆，为你一一细数航天技术发展
的里程碑；两大IMAX电影院，带你感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太空奇妙之旅；两小时的
汽车环游，让阿波罗-土星5号中心、国际空间站等实验中心，为你揭开神秘的科
学面纱。相信这绝对会是一次充实而欢乐的旅行。

外的广告牌也没有落下。乐高公园主要面对2岁至12岁的儿童，因此除了展示巨
型、精致的乐高积木模型，连游乐设施也使用了乐高积木的造型来建造。

奥兰多（早）

自由活动，为精彩的加勒比邮轮之旅做准备。

3

12月15日
奥兰多（早）

4:30PM上船。奥兰多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中部，是世界上最好的休闲旅游城市
之一。这里居民非常友善，而且气候温度也是旅行、露营、水上活动、蜜月及家庭
旅行的最佳去处，难怪它会成为美国人心中最佳观光地之一。奥兰多景点美，就美
在它的多彩、新奇、动感，还有那宜人的温馨。奥兰多虽小，小城中却有大世界。
港口地址：Cruise Terminal #1
9050 Discovery Road, Cape Canaveral, Florida 3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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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
海上巡航

海洋和悦号通过舞台、冰、水三种媒介带给您体验震撼的视听盛宴。百老汇演出
让您可欣赏到拉斯维加斯和纽约的热门音乐剧。皇家首创STUDIO B，全年冰面恒
温-14度，冰上舞者为您献上高潮迭起的惊艳演出。最不容错过的还有水幕表演，
从是米高的专业跳台纵身一跃，所需要的不仅是艺术家的勇气，特殊的情节设计
更需要杂技和喜剧表演的特殊功力。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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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
奥兰多主题乐园（早）

迪士尼魔法王国 (Magic Kingdom)
魔法王国可能是福罗里达州，甚至是全球的迪斯尼乐园中最有名的一个主题公园
其分为六大部分，所有的景区环绕位于园区中央的灰姑娘城堡。魔法王国突出的
是“奇妙魔幻”的主题，承载了几代人儿时的梦，所以园内的游人也是最多的。
这里有充满浪漫色彩的灰姑娘城堡，栩栩如生的迪士尼卡通人物，身临其境的经
典童话故事，当然还有最不可错过的音乐炫彩烟花表演。这里的游乐设施和表演
老少皆宜，无论是年幼的孩子，还是孩子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
本园重点推荐游乐项目：烟花表演；夜间电光游行；迪斯尼经典游行；米奇魔幻
交响乐；雷山过山车；飞跃太空山；激流勇进； 激光射击项目。

12月16-17日
海上巡航

14

海洋和悦号中央公园首次种植超过1万棵植物，邂逅自然，开创海上绿洲之路。百
达汇欢乐城的旋转木马，有21个纯手工雕刻的动物造型，带给全家人无限欢乐。
终极深渊纵贯10层甲板，让挑战者感受14.5千米/小时的速降快感。高空绳索老少
皆宜，在9层楼高悬空处感受空中飞人的神气。冲浪模拟器更可以使初学者在安全
环境下感受乘风破浪的极致体验。海洋和悦号上有多家免费餐厅，也有不同特色
主题餐厅。无论西式经典、美式休闲、还是亚洲料理，我们为您提供全天不间断
的味觉体验，不枉费每位食客朝圣美食的心

9

可可湾

皇家加勒比游轮私属岛屿可可湾，全新升级为可可湾完美假日！

6

12月18日

12

12月24日
奥兰多主题乐园(早）

奥兰多环球度假区 (Universal Orlando Resort (TM))
这些主题公园景点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大小仅逊于在迪斯尼世界。它是由三个
主题公园(佛罗里达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Florida 和 Islands of Adventure
冒险群岛)，一个城市大道商业步行街，五家酒店构成。其中环球影城冒险岛
(Universal's Islands of Adventure (TM))分为七个主题区,每个关注不同的方面的
“冒险”，以及2016夏全新开放的游玩项目——骷髅岛：金刚时代 (Skull Island:
Reign of Kong)。

菲利普斯堡

加勒比海明珠——圣马丁岛，尽管该岛屿两半隶属荷、法两国，却始终和谐相处。
菲利普斯堡归属荷兰，鹅卵石街道和狭窄的小巷两侧林立着各色商铺与精品店，
是举世文明的购物天堂。大湾泳滩每年都吸引着全球浮潜爱好者蜂拥而至。除了
驱车游览这座岛屿，领略乡野、海滩、渔村、市镇和地标建筑等美景，您还可前
往马里戈特和菲利普斯堡中心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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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
奥兰多（晚）

奥兰多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中部，是世界上最好的休闲旅游城市之一。这里居
民非常友善，而且气候温度也是旅行、露营、水上活动、蜜月及家庭旅行的最佳
去处，难怪它会成为美国人心中最佳观光地之一。奥兰多景点美，就美在它的多
彩、新奇、动感，还有那宜人的温馨。奥兰多虽小，小城中却有大世界。
港口地址：Cruise Terminal #1
9050 Discovery Road, Cape Canaveral, Florida 32920

大沼泽地国家公园-迈阿密-小哈瓦那（早/午/晚）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美国最大的亚热带湿地保护区—大沼泽国家公园，面积约150
万英亩，已经作为自然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国际生
物圈保护区，被旅游指南选为全球500个濒危景点之首。您可以在此自费乘坐“草
上飞”风力船(约30分钟）体验风驰电掣的大河之旅，与珍稀 野生动植物“亲密接
触”。之后前往小哈瓦那，感受迈阿密的拉丁风情，这裡是古巴等中南美洲移民聚
居中心，大部人讲西班牙语。参观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嚐地道古巴浓缩咖啡，选
购闻名 于世的古巴雪茄烟。

12月21日

氦气球游乐设施（UP and Away），带您漂浮在离地面137米的高空，以
绝佳观景点俯瞰巴哈马群岛壮丽景色。
惊喜水上乐园（Thrill Waterpark），设有两个带有13段滑梯的惊险滑道，
其中包括41米高的勇敢者高峰，带您体验多层次滑行带来的惊险刺激。惊
喜水上乐园中还设有加勒比地区最大的造浪泳池以及专为儿童设计的泳池
乐园。
岛上有长达488米的空中索道（Zip Line），以高达15米的高度横贯该岛，
是加勒比地区唯一可以体验水上降落的娱乐设施。
绿洲泻湖（Oasis Lagoon），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淡水泳池，设有泳池酒吧
和池内躺椅，您可在湖边酒吧中小酌一杯或在舒适的躺椅上，享受悠闲度
假时光。

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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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
奥兰多主题乐园（早）

奥兰多乐高乐园（LEGOLAND Theme Park）
公园使用超过5000万块乐高塑料积木修建游乐设施和景点，分为乐高城、城堡山、
海盗窟、挑战极限、幻想区等十大主题区域，占地超过60.7万平方米。除了四个
过山车和其他娱乐设施，公园突出展示用乐高塑料积木搭建的由白宫、自由女神
像、帝国大厦等美国主要城市景点组成的“迷你美国”缩微模型。占地约4000平
方米的“迷你美国使用大约3000万块乐高积木搭建而成，微缩摩天楼林立，连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