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阿密 西礁島 羅德岱堡 棕榈滩 5 日遊 
團號：MIA5 
出發日期：周四,周五,周六,周天    價格目錄：買二送一 

假日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團號：MIA5 第 1,2 人同房 第 3 人同房 第 4 人同房 單人房 

MIA5 （全年） $579/人 $0 $478 $729 

度假村海灘酒店：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 / Courtyard Miami West 

或同級酒店（不含早餐）*全程三晚都升級度假村海灘酒店： 

房型：度假村海灘酒店多數房型為一個大床以及一個大沙發床的套間，兩個床的房間僅供要求，但是

無法保證，視酒店實際情況為準。

團號：MIA5 兩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12/19/18-4/30/19 +$620/房 +$720/房 +$720/房 +$670/房 

5/1/19-12/18/19 +500/房 +$540/房 +$640/房 +$500/房 

行程特色： 
1．暢遊《今日美國雜誌》評為全美最好的沙灘-墨西哥灣白沙灘。 

2. 途經南方白宮，又稱冬季白宮-海湖莊園 Mar-a-Lago。

接機備註：

1.兩大機場 (MIA & FLL) ，兩大碼頭 (POE&POM) 均免費接送

2.團體免費接機：10:00AM - 22:00PM

3.其他時間付費接機：第 1-4 人共收$80，每增加 1 人，加$10。



免費接客地點： 免費接客時間： 

MIA 邁阿密機場 & FLL 羅德岱堡機場 10:00 - 22:00 

POM 邁阿密碼頭 9:00AM & 12:00PM(中午) 

POE 羅德岱堡碼頭 10:30AM 

送機時間：請訂 7PM 后航班。 

**溫馨提示：建议订羅德岱爾堡機場（FLL）的航班更省時省錢。 

第 1 天 家園 - 邁阿密市（自費夜遊） 

來到度假天堂邁阿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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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您之後，導遊會把您帶往

下榻的酒店，您可以自行安排餘下的時間，也可以参加我们为您安排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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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單程, 購物城營

業時間為 12:00 PM-8:00PM）。 

15:00 點前到達 MIA 機場的客人或 16:00 點前到達 FLL 機場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南部風情

夜遊（自費 35/人，兩人成團）： 

夜遊邁阿密南沙灘 

夜遊介紹：林肯路和南沙灘——迈阿密最有气氛的夜生活打卡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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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林肯路可以解除您旅途的劳累，也可以解决您为晚餐烦恼的问题。林肯路有各色的餐厅，

由于历史过往，西班牙菜，古巴菜都是当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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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看到迈

阿密城际线的夜景。 

 

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2 天 大沼澤國家公園- 邁阿密市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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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體驗大沼澤散發的自然魅力。同时也将了解沼泽地的生态，

野生动物和植物，當然還有沼澤的主人—-鱷魚，工作人員還會現場演示和鱷魚的一些互

動表演，您将有机会抱起鳄鱼宝宝，最後會有機會和鱷魚寶寶合照，给这段沼泽地的旅行

画上完美的句号。 

珊瑚閣，是最早先規劃再建設的社區，這裡的建築群均是由珊瑚和貝殼來做牆面，故被譽

為“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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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小哈瓦那，這裡是著名的古巴區，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必來這裡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

坊，品嘗古巴特色雪茄，咖啡，三明治，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風情。 

貝塞德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遊覽邁阿密，飽覽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遠眺邁阿

密下城區第二大金融中心。 

南沙灘，欣賞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那裡有上世紀 30 年代以來上百座“裝飾藝術”風

格的建築傑作以及南海灘的海濱大道帶給您最放鬆的旅遊體驗。 

 

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3 天 西礁島（天涯海角） 

這一天將駛向佛羅里達群島的末端——被譽為 “美國天涯海角”的西礁島（key west)。

在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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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賓士在海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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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距離古巴最近的點，可以

自由享用午餐和每個景點的遊覽時間，還可以自行參觀海明威的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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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時，你可以欣賞到不一樣的黃昏景色。 

新增迈阿密“本土海鲜大餐”体验 

吃，已经成为旅游中重要的元素，必不可少，尤其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应市场需求，蚂蚁

旅游对迈阿密团在西礁岛行程的当天，安排海鲜大餐体验（客人自由自费选择）。套餐包

括：1. 产量极少的本地石蟹钳,该螃蟹不允许捕捉，捉到螃蟹只能取其钳子，螃蟹必须放

生。由于产量特别少，只有在本地极少高级餐厅才有销售，并不外销，价格也由$10-$20

元一只不等。 但品尝过后，无一不赞不绝口，其味鲜美无比。 2. 迈阿密得天独厚的海洋

环境东临大西洋，西临墨西哥湾，南部就是加勒比海。所以，该地餐厅普遍推广的“海豚

鱼”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深海鱼，肉质鲜美。也是我们套餐中的一大亮点。3. 加勒比海无

钳七彩龙虾，深海龙虾与波士顿龙虾不同，肉质更鲜，更脆。4. 海鲜汤，用本地多种新鲜

海鲜按照比例调配而成的美味组合，鲜而香浓。再配上当地的蔬菜和米饭。成为旅程中的

最美特色体验。  套餐价格：$35 美金（含税，小费） 

 

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4 天：西棕櫚灘--羅德岱爾堡-冬季白宮（海湖莊園）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富豪聚集地—西棕櫚灘（west palm beach), 除了碧蓝的大西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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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午抵達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爾堡，您將遊覽“美國的威尼斯”, 兩岸

的豪宅和遊艇是這裡的風景線。也可以在此沙滩上放松或者参加附近的水上项目如，滑翔

伞，摩托艇等。 



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Pembroke Pines/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或其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5 天：邁爾斯堡-白沙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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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全得歸功於愛迪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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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回程送機場。 

送機時間：請訂 7PM 后航班。 

**溫馨提示：建议订羅德岱爾堡機場（FLL）的航班更省時省錢。 

 

景點說明:  

（1）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3）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費說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團

費不退； 

（2）遊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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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接機：$5/人/天；團上：$10/人/天），私人性質

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其他：行程順序會因政治，交通，遊客人數和季節變化稍作調整，參觀景點一樣，恕不另

行通知。 

門票景點 

Amission Fee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65+ 

小孩 

Child 3-12 

邁阿密夜遊 Miami night tour $35 $35 $25 

大沼澤草上飛 Everglades airboat $28 $28 $16（6-11） 

邁阿密港灣富人島遊船 Miami Bay cruise $28 $28 $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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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迪生&福特冬宫 Edison & Ford Winter 

Estates 

$25  $25  $15 

邁阿密本土海鮮大餐(含稅&小費) 

Seafood Meal（Tax & Tips Included） 

$35 $35 $35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