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勒比海波多黎各 5 天遊 

出發日期 團號 1&2 人同房 第 3 同房 第 4 同房 單人房 
 

三 
 

SJU5 
 

$675/人 
 

$0 
 

$345 
 

$745 
 

酒店升級 
 

升級價格 
升級價格 

（12/21/18-01/01/19） 
Sheraton/Hilton/Intercon
tinental（海景房）或同級 

 
$200/晚/king/DD 

 
$350/晚/king/DD 

*12/21/2018-01/01/2019 聖誕新年期間酒店附加費（$100/晚/房） 

原居地飛往波多黎各，這是美國境內唯一一個異國風情的地方，感受加勒比海風情和當地人民的熱情好

客，享受全年只有夏天的氣候。譽為是遺落在加勒比海上的美國後花園，美麗程度可想而知。 
1，拿完行李，走出機場的自動玻璃門(Jet Blue 航空除外)，來到室外的天橋底下(計程車等候區)，走到最

外面的一條車道(頭頂上有一個藍色的“B”小牌)，再往車流方向走到前面候客區“D”(頭頂有個紅色小牌)，
導遊在這裡迎接您的到來。 
2，如果您乘坐的是 Jet Blue 航空，拿完行李後，直接走出 A 航站樓到達室外，就是乘客等候區，導遊在

這裡迎接您的到來，隨後送往酒店休息。(A. 團隊免費接機：9:00AM-9: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

旅客。B.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2 人收$80，每增加 1 人，加$10) 
 
*自費夜遊（7 点以前的航班，1 人成行，$25/人）： 
La Placita (酒吧街）是聖胡安一歷史悠久的地標，早上是和當地平民做農貿的市集，晚上就搖身一變成為全球旅

客都慕名而來的酒吧街，開的琳瑯滿目的酒吧，細步在這鬧市之中，與朋友品嚐細味出名的 Pina Colada,Mojito,
或者是 Sangria. 讓你立刻融入和了解當地的西班牙風情。 

El Capitolio（國會大夏）是波多黎各眾多建築物裡最霸氣的政府機關，掌管當地人的命運，是三黨政權的戰場。

整座國會大廈利用大理石所建成，顯現波多黎各風光的一面，加上燈光效果，令大廈變得更氣派，大廈前放了 9 位

曾到訪波多黎各而又有貢獻的總統，一一了解這彈丸之地的美國歷史。 
酒店：Hyatt Place/Four Point By Sheraton 或同等級 

 
【Rio Camuy Cave Park】洞穴公園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洞穴系統之一。乘小火車經過森林，欣賞四周圍大

自然的情景，有著獨特的自然風貌，主要景點是一個直徑約七十米，高達六十多米的宏大的地下大廳，

還有世界第三大的地下暗河。溶洞沒有燈光輔助製造美輪美奐的場景，非常原始和自然。隨後參觀

【Arecibo lighthouse】阿雷西沃燈塔歷史公園，擁有民俗展覽，西班牙帆船，海盜洞穴，水族館，迷

你動物園，兒童水上游樂場，燈塔遺跡和無敵海景的公園。【Cueva Del Indi】岩洞是一個古老印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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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部落所留下來的，早在 1493年哥倫布來到了波多黎哥之前，就已經有了，擁有著最多的，最古老的筆

劃岩石，還可以看到漂亮的大西洋的海浪，這裡是《加勒比海盜》3的取景點。結束之後導遊將安排享用

當地海景海鮮牛排餐。 

海景海鮮牛排餐：波多黎各位於加勒比海，海產豐富，又豈能不品嚐當地特色海鮮餐，當地的食物價格便宜到難於

置信，當地龍蝦，海鮮飯，紅豆湖，炸樹蕉，面對大海的碼頭餐廳，一邊欣賞風景一邊悠閒的品嚐價廉美味地道美

食，已經是不虛此行了，來到加勒比豈能不喝 Pina Colada，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加朗姆酒，一口下肚，清涼透心，

更可以提升你的滿足感(自費，導遊協助點餐) 
酒店：Hyatt Place/Four Point By Sheraton 或同等級 

乘坐遊艇前往【Culebra Island】俗稱 C 島。平民的價格，奢華的享受。會去到兩處地方浮潛，當地獨有

的海龜更是一大亮點，壽命可活 200 多年，與海龜同遊，更是別處海域無法比擬。深度體驗海底世界，

海底景色如同童話幻境，到處都是彩色的魚和海洋生物，珊瑚處處可見，彷彿置身於《海底總動員》裡

面的情景一樣，都是人生難得的經歷，不能錯過，無需懂得游泳。在遊艇上，免費享用簡易的自助午餐，

美酒，美食和水果無限量供應。最後到達被評為全世界第二的海灘【Flamenco Beach】。猶如白砂糖般

的沙灘和清澈見底的加勒比海寶石綠色海水，清澈到能看到自己的腳，還能看到水底的珊瑚及海草。（該

行程默認參加出海浮潛，船票出發前 7 天無法取消。如果不參加者下單時必須註明，當天改成自由行，自費交通,如
因風浪過大等天氣原因，無法前往 C 島，船公司會前往 Icacos Island,年齡限制：C 島要求 3 歲或者以上的。如有 3
歲以下，可前往 Icacos 島。當地政府為了保護這個美麗海灘，盡可能保持原貌，所以沒有碼頭，需自行遊泳五至十

分鐘到沙灘）  
酒店：Hyatt Place/Four Point By Sheraton 或同等級 
 

【BACARDI】是世界上最大的烈酒生產廠家，最有名的產品是朗姆酒，起源於古巴，標誌是一隻蝙蝠，

Bacardi 就是創始人的姓。現在該品牌百分之八十的朗姆酒，都在位於波多黎各的這家工廠生產。乘坐遊

覽車到達參觀的地方，了解朗姆酒的歷史。再觀看 Bacardi 品牌歷史的短片，隨後參觀模擬朗姆酒廠房

的房間，嚮導會解釋朗姆的製造過程。最後來到酒吧，向調酒師學習雞尾酒的做法。並且免費品嚐特別

的雞尾酒。中午來到【El Verde BBQ 烤肉店】，可以選擇烤豬肉/烤排骨/烤雞/香腸/豬肚/香蕉/木薯。強

烈推薦烤豬肉，肉很香很鮮嫩，口感超好。價格超級划算，量足而且味道很好。配上一杯 Pina Colada
冰鎮菠蘿椰奶絕對是最佳的搭配。 【El YunQue Rain Forest】雲雀熱帶雨林，這是美國最大的一個熱帶

原始雨林，公園裡枝繁葉茂，同時兼有原始的峭壁、瀑布、河流。在這裡可以經驗探險和體驗原始森林

的情景，高大茂密的樹林，感受不一樣的大自然。登上 Yokahu Observation Tower，這個瞭望塔其貌不

揚，但爬到頂端的風景絕對震撼！吹著風極目遠眺，只覺得胸中豪氣萬丈，諸般纏身俗務剎那間都跑到

九霄雲外去了。 
結束後前往法哈多的【Bio Bay】全稱 Bioluminescent Bay，顧名思義是“生物發光”的海灣，傳說中的

熒光湖。全世界只有五處 bio bays，其中兩處在澳大利亞，三處就在波多黎各！海灣裡有一種特殊的發

光微生物，在水受到攪動的時候就會發出熒光。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裡面的現場版，在湖上，伸手一

觸，就能看到浮游生物發光，就像水力的螢火蟲，非常美！很神奇。彷彿學會了什麼了不得的魔法，如

此神奇的海域，讓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波多黎各最大特色，不容錯過！ （該行程默認參加熒光湖，

出發前 7 天無法取消，如果不參加者下單時必須註明。該行程需要划船前往湖中心，必須 6 歲或者以上的,6 歲以下，

在湖邊公園自由活動） 
酒店：Hyatt Place/Four Point By Sheraton 或同等級 
 

參觀【古城堡】始建於 1539 年，當時海盜橫行，西班牙商船隊把它作為基地，要塞幾經戰火，又幾經修

復，1983 年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是聖胡安的地標，也是風景最美的地方。斯皮爾伯格導演的大片《友

誼》，很多鏡頭就是在這古堡院子裡拍的。遊覽【聖胡安老城區】，這裡有各種風情小店，幾百年曆史

的青石磚路，建築都被粉刷成了不同的顏色。都是淡淡地，老城粉粉嫩嫩的，感覺波多黎各人民都有一

顆少女心。停留於【Cathedral of San Juan Bautista】聖胡安大教堂，1521 年修建，曾經被毀之後又得

以重建。現在還能看到 16 世紀的哥特式圓形庭院等。 【聖胡安門】非常有名，它曾一度為聖胡安的象

徵，航海歸來，都要走過這道門表示凱旋，合影於旁邊的【總督府】，相當於波多黎各白宮。走到【鴿

子廣場】可以把你帶回童年的天真，旁邊的【舊教堂】，是建造者為了感恩自己從懸崖上騎馬摔到懸崖



底下後，並而無傷痕，感恩而建。 【公主長廊】上的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店，隨時給你帶來不一樣的驚

喜收穫。 【La Princesa Fountain】噴水池雕塑，表現了波多黎各豐富的文化和多樣性傳承。 【圓形廣

場】體現到處都是西班牙建築，美不勝收。結束後前往機場，機場裡可以盡情購買免稅商品。 
建議訂 3:00PM 後的航班，如果您是 7:00PM 後的航班，將被會安排更多的時間遊覽老城區，再送往機場。 
 
自費項目價格表： 

景點名稱 大人含稅 小童 12 以下含稅 老人 65 以上含税 

洞穴公園 $20 $15 $11 

Cueva Del Indi $5 $5 $5 

燈塔歷史公園 $14 $12 $14 

C 島遊艇全天套票 $114 $110 $114 

百加得酒廠 $17 $0 $17 

熒光湖船票 $58 $52 $58 

古城堡 $7 $0 $7 

夜遊 $25 $25 $25 

導遊服務費/人/天 $10 $10 $1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因季節而調整 
 
C 島套票含： 
遊艇出海，浮潛用具，午餐，小吃和飲料，洗浴場地，當地導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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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如遇節假日休息或天氣以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關門）， 
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进行調整。          
（3）門票價格僅供參考，如果出現季節性調整，以當天窗口價格為準。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小費（每人每天$10），行程以外的額外接送服務和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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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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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 
1. 證件:波多黎各是一個美屬自治島國,遊客憑帶有有效美國簽證的護照或者任何美國 ID(駕照等)都可順利出入波多

黎各. 
2. 衣服:沙灘褲，泳衣泳褲，普通泳鏡，潛水設備不用自備，夏天衣服，顏色鮮豔的海邊照相好看。波多黎各室外很

熱，室內空調開得都很冷，帶一件長袖上衣，預防空調病，方便一些。 
3. 錢：波多黎各流通美元，信用卡，借記卡都可以用，不過有些店裡面只收現金，現金還是需要的。島上都有提款

機，不過都是地方銀行，跨行取款會有手續費，建議帶多點現金。 
4. C 島:準備泳衣泳褲，毛巾，一套幹的衣服；Bio Bay: 準備一套幹的衣服。 
5. 其他物品： 
• 防水的防曬霜，最好 50+以上，島上陽光很燦爛 
• 驅蚊液 
• 雨傘，熱帶會下暴雨，不過一般就下 20 分鐘就停了，天氣變化比較快 
• 拖鞋，涼鞋，運動鞋 
• 太陽眼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