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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muda 
BE百慕大

国王码头Kings Wharf Bermuda位于百
慕大，是英联邦成员国当中的小兄弟。在国王码
头，可以看到殖民地时期的建筑。那大块灰色条
石建造的房子，庄重厚实。两百多年前的炮台，
钟楼和英国人的监狱，静静地矗立在百慕大一尘
不染的蓝天白云下，好像在无言地诉说两个世纪
前大英帝国的威严和奴隸制度的斑斑血泪。

国 王 码 头 是 当 地 著 名 的 美 丽 景
点 。 海 鲜 丰 富 ， 是 典 型 的 海 岛 饮
食。在这里您可以尽情地逛商店和
皇家海军船坞，还有令人印象深刻
的於1815年 建成的军事要塞博物
馆。您还可以找到在百慕大艺术中
心和宝石工艺品市场去淘你喜欢的
宝贝。如果这还不够，浮潜公园和
水上运动的冒险活动设施将是你释
放激情的好地方。

纽约出发(星期六/日)
$649 USD 起

纽约出发(星期日)
$649 USD 起
波士顿出发(星期五) 
$749 USD 起

新泽西出发(星期日)
$659 USD 起

巴尔地摩出发(星期五)
 $649 USD 起

Crystal Caves 水晶洞穴
百慕大岛上难得的一处壮观的在大自
然妙斧神功之下雕刻成的石灰岩水晶
洞穴，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
笋和水晶般清澈的湖泊。

Hamilton 汉密尔顿
百慕大的首都城市是亨利汉密尔顿爵士从
1786年到1793年期间成为这里的总督后被
命名的，这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和热门的旅
游目的地，拥有丰富多彩的建筑特色和各
种购物场所。

City Hall & Arts Cen-
tre  市政厅及艺术中心
市政厅是一座美丽的建筑，
一个不寻常的风向标“时钟
塔”。位置在汽车站附近。
楼层中的壁画蜿蜒而上，盘
旋在楼梯边上重述着百慕大
的整个历史。每个图标，建
筑都代表着一段历史记录着
每段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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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Cribbean 
BE东加勒比

纽约出发
$629 USD 起
波士顿出发
$599 USD 起

纽约出发
$989 USD 起
巴尔地摩出发
$639 USD 起

新泽西出发
$1200 USD 起

圣胡安San Juan, 波多黎各Puerto Rico
波多黎各是东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岛屿之一，波多
黎各的景观包括高山，地下洞穴，珊瑚礁，白沙
滩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热带雨林。圣胡安是
一个繁华的商业区，繁华的度假村和赌场。

圣托马斯 St Thomas, 
美属维京群岛 U.S. 
Virgi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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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托拉岛 Tortola, 英属维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
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本人在1493年发现的，这
种异国情调，宁静的海岛是红木和白色的沙滩
的家园。该地区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徒步旅
行，扩展1780英尺了塞奇山。在此处可以观赏到
托托拉岛的壮丽景。

菲利普斯堡 Philipsburg, St Maarten
菲利普斯堡是圣马丁岛荷兰领地首府;往北行进,马里戈
是法属领地首府。在这个加勒比东北部的小岛上,同时
欣赏到两个不同国家的优美风景和文化,也是绝无仅有
了,您可以享受最优美的沙滩，或者游玩圣马丁动物园
观赏独有的加勒比海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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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游带团日期：
2月：12
3月：5,19
4月：2,29
5月：6,13,20
6月：3
7月：1,15,29
8月：12,26
10月：1
11月：5,26
12月：15

奥兰多肯尼迪
航空航天中心

拿骚-巴哈马首都，距离
迈阿密只有290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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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天堂岛”上
以“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古
城文明仿建的海底世界 绝
对是你巴哈马之行的必游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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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L 邮轮公司
行程介绍：
第1 天：曼哈頓码头登船 New York Pier
第2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3 天：奥兰多 Orlando（Port Canaveral）（自費上岸观光）
第4 天：巴哈馬的私人小島- 大马镫礁Great Stirrup Cay
第5 天：巴哈马首都Bahamas - 拿骚 Nassau（自費上岸观光）
第6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7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8 天：回到紐約 New York Pier

Bahamas
纽约 - 巴哈马导游陪同专线

“草上飞”风力船穿梭在鳄鱼密布的沼
泽河流上，深入沼泽地体验自然奇景，
带您领略全新的惊险刺激之旅。

奥兰多肯尼迪
航空航天中心

大马镫礁占地250英亩，上个世
界70年代左右，挪威邮轮公司买下
了这个小岛，这里便成为第一个允
许游客访问的私人岛屿。这个岛屿
上建有一个可供数千人用餐的自助
餐厅和一些娱乐设施。

内舱房

海景房

阳台房

单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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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New England
加拿大/新英格兰地区圣约翰 Saint John 

位于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和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之间，三面为陆地包围，
仅西南与缅因湾连通，两者以大
马南岛为界。这里的芬迪湾以世
上最为大型潮差闻名。加拿大最
古老的大学之一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的分校坐落在
这里。

出发时段：6,9,10月
纽约出发 $799 USD 起
波士顿出发 $849 USD 起

出发时段：9,10月
纽约出发 $539 USD 起

出发时段：6,7,8,9,10月
新泽西出发 $859 USD 起
巴尔地摩出发 $722 USD 起
波士顿出发 $518 USD 起
魁北克出发$923 USD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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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New England
加拿大/新英格兰地区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半部，人口总数接
近3000万，版图面积世界第二，1/3的
居民居住在美加边界地带，海岸线约2万
公里，位居世界第七。它东临大西洋，
西接太平洋，西北部毗邻美国的阿拉斯
加州，南部与美国本土接壤，北部接北
冰洋，埃尔斯米尔岛东北的阿勒特。加
拿大东海岸沿海主要省份包括：新斯科
舍省，新不伦瑞克省和爱德华王子岛和
纽芬兰。新英格兰，它是美国历史的摇
篮，文化发源地，历史古迹繁多。很多
人会遥想到四百多年前的秋天，英格兰
的清教徒为了心中的信仰，生命的自
由，乘坐五月花号一路颠簸，越过大西
洋，在新英格兰登陆上岸。至此以后，
自由女神像举起高高的火炬，伫立在纽
约港口，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怀着心中
灿烂的梦想，来到这片充满希望的土
地。如今人们谈起传统的美国，也是指
新英格兰地区。那里的城市建筑，古香
古色，有殖民的风格和怀旧的氛围，很
容易让人想起百年前的浮华人生。

   哈利法克斯 Halifax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
的 省 会 ， 北 部 最 大 的 深 水 天 然 港
口，气候适宜，是加拿大第二温暖
的城市。 2006年人口为372, 679。
哈利法克斯是加拿大东部地区主要
的政府服务和商业部门的集中地。
农业，渔业，采矿，林业以及天然
气提炼为哈利法克斯地区的主要资
源类工业部门。

波特兰 Portland
坐落在国会街的艺术区，聚集了
波特兰艺术博物馆、舞蹈公司、
历史科技馆、公共图书馆、艺术
学院、儿童博物馆、太空馆、梅
丽尔礼堂、波特兰交响乐团等其
他的艺术画廊和工作室，围绕
着回湾的巴克特大道（Baxter 
Boulevard），迪林橡树公园
Deering Oaks Park，东西方长
廊、林肯公园和里弗顿公园等历
史公园。

巴尔港 Bar Barbor
巴尔港海湾里有个小岛，叫做巴
尔岛，退潮的时候，光着脚就可
以趟水走过去，去那个小岛最妙
的地方就是从那里看巴尔港这些
小旅游城镇的景色特別精彩。巴
尔港后面是森林密密的山峰，一
排排白色、淡色的新英格兰式样
的房子列在山脚下、海滩边，好
多旅游明信片上的巴尔港就是从
这个角度拍的。

出发时段：6,7,8,9,10月
新泽西出发 $859 USD 起
巴尔地摩出发 $722 USD 起
波士顿出发 $518 USD 起
魁北克出发$923 USD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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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 - 阿拉斯加 往返 $849 USD 起
温哥华 - 阿拉斯加 / 阿拉斯加 - 温哥华 单程 $799 USD 起
出发时段：5,6,7,8,9,10月

温哥华 - 阿拉斯加 - 三藩市 $1149 USD 起
出发时段：9月

三藩市 - 阿拉斯加 - 温哥华 $1499 USD 起
出发时段：9月

温哥华往返 $799 USD 起 
出发时段：5,9月 

温哥华 - 阿拉斯加 / 阿拉斯加 - 温哥华 单程 $ 779USD 起
出发时段：8,9月 

西雅图 - 阿拉斯加 往返 $566USD 起
出发时段：5,6,7,8,9,10月

温哥华 - 阿拉斯加 / 阿拉斯加 - 温哥华 单程 $ 749USD 起
出发时段：5,6,7,8月 

西雅图 - 阿拉斯加 往返 $799USD 起
温哥华 - 阿拉斯加 往返 $USD 起
出发时段：5,6,7,8,9,10月

阿拉斯加州 - 美国拥有最长海岸线的
州. 精彩的豪华邮轮之旅会带您穿越内
海航道游玩叹为观止的冰川湾, 探访野
生动物湿地公园, 领略维多利亚老英格
兰的风貌, 观赏活化石-鲸鱼畅游海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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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 - 阿拉斯加 单程 $ 709USD 起
阿拉斯加 - 温哥华 单程 $ 789USD 起
出发时段：4,9月 

西雅图 - 阿拉斯加 往返 $799USD 起
出发时段：5,6,7,8月

洛杉矶 - 阿拉斯加 往返 $1629USD 起
出发时段：9月

三藩市 - 阿拉斯加 往返 $1499 USD 起
西雅图 - 阿拉斯加 往返 $799 USD 起
温哥华 - 阿拉斯加 单程 $849 USD 起
阿拉斯加 - 温哥华 单程 $799 USD 起
出发时段：5,6,7,8,9,10月

洛杉矶 - 阿拉斯加 往返 $1699USD 起
出发时段：4,9月

温哥华往返 $849 USD 起 
出发时段：5,9月

西雅图 - 阿拉斯加 往返 $809 USD 起
温哥华 - 阿拉斯加 往返 $849 USD 起
出发时段：4,5,6,7,8,9,10月

温哥华 - 阿拉斯加 单程 $999 USD 起
阿拉斯加 - 温哥华 单程 $899 USD 起
出发时段：5,6,7,8,9,10月

阿拉斯加州 - 美国拥有最长海岸线的
州. 精彩的豪华邮轮之旅会带您穿越内
海航道游玩叹为观止的冰川湾, 探访野
生动物湿地公园, 领略维多利亚老英格
兰的风貌, 观赏活化石-鲸鱼畅游海洋及

棕熊捕食三文鱼.您或者搭乘游走冰川山峦
中的小火车,享受世外桃源的风景饕餮大
餐,这里的温泉也是您放松心情，回归大自
然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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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 Mexican Riviera
墨西哥/墨西哥海滨

4天3晚 洛杉矶-墨西哥 往返 $179起
5天4晚 洛杉矶-墨西哥 往返 $189起
出发时段：全年

8天7晚 洛杉矶-墨西哥 往返 $459起
出发时段：2-12月

8天7晚 
洛杉矶-墨西哥 往返 $579起
出发时段：3,4,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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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西部海岸城市恩塞
纳达，有着著名的喷水海
岸“BLOW HOLE”海水在
拍击海岸的时候从洞穴中喷
出，景色壮观。彩虹景观此
起彼伏。这里有特色葡萄酒
酿制庄园，啤酒厂，还有墨
西哥独有的银饰制品。

   卡特琳娜岛，又名浪漫
海岛，位于美国西海岸，距
离洛杉矶大概一小时。这里
的人口约三千人左右。岛上
有植物园，海岛附近可以观
鲸或海豚。您也可以在这里
参加皮划艇或潜水等活动。

Mexico, Mexican Riviera
墨西哥/墨西哥海滨

科苏梅尔岛邻墨西哥东南的尤卡坦半岛，位
于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的交界处。加勒比海
岛屿。距犹加敦半岛东岸约16公里，属墨西
哥金塔纳罗奥地区，面积489平方公里。地
质构造类似犹加敦半岛，中部为丘陵平原，
四周有沙滩。盛产乌木、水果、剑麻、玉米
和木薯。岛上有圣米格尔德科苏梅尔、塞德
拉尔和哥伦比亚等城镇。有军用机场。岛上
海滩优良，以向游客提供潜水和游艇服务著
名。

伯 利 兹 的 伯 利 兹 城
（Belize City）伯利兹西
北部与墨西哥接壤，西部
和南部与危地马拉接壤。
伯利兹东临洪都拉斯湾，
与洪都拉斯共和国隔湾相
望，两国最近距离只有75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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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西加勒比 
5天4晚 往返 $179起
6天5晚 往返 $279起
7天6晚 往返 $419起 
8天7晚 往返 $379起
出发时段：全年

迈阿密-东加勒比 
5天4晚 往返 $284起
6天5晚 往返 $259起
8天7晚 往返 $419起
出发时段：全年

迈阿密-南加勒比 
9天8晚 往返 $624起
出发时段:
1,3,4,5,6,7,8,
10,11,12月

罗德岱堡-东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691起
9天8晚 往返 $691起
出发时段:1,2,3,4
11,12月

罗德岱堡-西加勒比 
6天5晚 往返 $279起
7天6晚 往返 $429起 
8天7晚 往返 $626起
出发时段:
1,2,3,4,11,12月

迈阿密-西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699起
出发时段：全年

迈阿密-东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699起
出发时段：全年

罗德岱堡-南加勒比 
9天8晚 往返 $624起
出发时段:
1,2,3,4月

迈阿密-南加勒比 
12天11晚 往返 $999起
出发时段: 1,2,3,11月

迈阿密-西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549起
出发时段: 1,2,3,4月

迈阿密-东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599起
出发时段: 1,2,3月

迈阿密-南加勒比 
15天14晚 往返 $999起
出发时段: 1,2,3,4月

迈阿密 -巴哈马 
4天3晚 往返 $218起
出发时段:全年

迈阿密-巴哈马 
4天3晚 往返 $198起
出发时段:全年

迈阿密 -巴哈马 
4天3晚 往返 $179起
出发时段: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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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南加勒比 
9天8晚 往返 $624起
出发时段:
1,3,4,5,6,7,8,
10,11,12月

奥兰多-东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649起
出发时段:1,2,3,4,11,12月

奥兰多-西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699起
出发时段:1,2,3月

奥兰多-东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614起
出发时段: 全年

奥兰多-西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631起
出发时段:全年

奥兰多-东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509起
出发时段:全年

奥兰多-西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529起
出发时段:全年

奥兰多-巴哈马 
4天3晚 往返 $198起
出发时段:全年

奥兰多-巴哈马 
4天3晚 往返 $189起
出发时段: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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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 Caribbean
休斯顿 - 西加勒比

CCL 嘉年华邮轮公司
经典行程A：
第1 天：盖维斯顿码头登船  Port of Galveston
第2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3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4 天：蒙特哥贝,牙买加   Montego Bay, Jamaica  
第5 天：大开曼岛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第6 天：科苏梅尔 Cozumel, 墨西哥Mexico 　
第7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8 天：盖维斯顿码头登船  Port of Galveston

休斯顿-西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424起
出发时段：全年

CCL 嘉年华邮轮公司
经典行程B：
第1 天：盖维斯顿码头登船  Port of Galveston
第2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3 天：科苏梅尔 Cozumel, 墨西哥Mexico 
第4 天：伯利兹市, Belize City,伯利兹 Belize
第5 天：罗阿坦岛  Mahogany Bay, Isla Roatan   
第6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7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8 天：盖维斯顿码头登船  Port of Galv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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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顿 - 西加勒比

休斯顿-西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424起
出发时段：全年

行程介绍：
第1天:Home家园 - Houston休斯顿
第2天:Houston 休斯顿- Austin 奥斯汀
第3天:Austin 奥斯汀-San Marco OUTLET 奥特莱斯
购物-San Antonio圣安东尼奥
第4天:San Antonio圣安东尼奥– HOUSTON 休斯顿
第5天:盖维斯顿码头登船  Port of Galveston
第6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A团：
第7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8天:蒙特哥贝,牙买加   Montego Bay, Jamaica
第9天:大开曼岛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第10天:科苏梅尔 Cozumel, 墨西哥Mexico 

B团：
第7天:苏梅尔 Cozumel, 墨西哥Mexico
第8天:伯利兹市, Belize City,伯利兹 Belize
第9天: 罗阿坦岛  Mahogany Bay, Isla Roatan
第10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11天: 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12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13天:回到盖维斯顿港口Port of Galveston

Houston + Caribbean
休斯顿 + 西加勒比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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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Orleans - Caribbean
新奥尔良 - 西加勒比

CCL 嘉年华邮轮公司
经典行程一：
第1 天：新奥尔良 – 码头登船 Port of New Orleans
第2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3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4 天：蒙特哥贝,牙买加   Montego Bay, Jamaica  
第5 天：大开曼岛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第6 天：科苏梅尔 Cozumel, 墨西哥Mexico 　
第7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8 天：回到新奥尔良码头 Port of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西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434起
出发时段：全年

CCL 嘉年华邮轮公司
经典行程二：
第1 天：新奥尔良 – 码头登船 Port of New Orleans
第2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3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4 天：罗阿坦岛  Mahogany Bay, Isla Roatan
第5 天：伯利兹市, Belize City,伯利兹 Belize   
第6 天：科苏梅尔 Cozumel, 墨西哥Mexico  　
第7 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8 天：回到新奥尔良码头 Port of New Orl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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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西加勒比 
8天7晚 往返 $434起
出发时段：全年

行程介绍：
第1天:原居地 Home – 芝加哥 Chicago
第2天:芝加哥市区游 Chicago City Tour
第3天:芝加哥Chicago–春田市Springfield–圣路易斯St. Louis
第4天:圣路易斯 St Louis – 孟菲斯猫王雅园 Memphis
第5天:橡树庄园Oak Alley Plantation–新奥尔良(夜游)New 
Orleans
第6天:新奥尔良码头登船 Port of New Orleans
第7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8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A团：
第9天:蒙特哥贝,牙买加 Montego Bay, Jamaica  
第10天:大开曼岛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第11天:科苏梅尔 Cozumel, 墨西哥Mexico 　

B团：
第9天: 罗阿坦岛 Mahogany Bay, Isla Roatan
第10天:伯利兹市 Belize City,伯利兹 Belize 
第11天:科苏梅尔 Cozumel, 墨西哥Mexico 　

第12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13天:返回新奥尔良码头 New Orleans-伯明翰 Birmingham
第14天:查塔努加Chattanooga–大雾山加特林堡Great Smoky 
Mountains Gatlinburg
第15天:肯塔基育马园 Kentucky Horse Park–路易斯维尔奥特莱斯 
Louisville Outlet
第16天: 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 -芝加哥 Chicago 

Chicago + Caribbean
美中文化之旅+西加勒比1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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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浪漫地中海欧洲

8天7晚 
巴塞罗那/罗马 出发 往返 $899
出发时段：4-12月

经典行程一：
第1天:巴塞罗那登船Barcelona,西班牙Spain
第2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3天:那不勒斯 Naples,意大利Italy
第4天:罗马Rome(Civitavecchia),意大利Italy  
第5天:佛罗伦萨Florence/比萨Pisa(Livorno), 
意大利Italy
第6天:戛纳 Cannes, 法国 France　
第7天:帕尔马Palma　
第8天:巴塞罗那,西班牙Spain

经典行程二：
第1天:罗马Rome(Civitavecchia),意大利Italy
第2天:佛罗伦萨 Florence/比萨Pisa(Livorno)
第3天:戛纳 Cannes, 法国 France
第4天:帕尔马 Palma
第5天:巴塞罗那Barcelona,西班牙Spain
第6天:欢乐海上遊At Sea　
第7天:那不勒斯 Naples,意大利Italy　　　
第8天:回到罗马Rome,意大利Italy

BROCHURE HOME-flash.indd   18 12/20/2016   1:58:58 PM



推荐景点：
西班牙巴塞罗那： 波盖利亚市场， 毕加索博物馆， 圣家族
大教堂， 米拉之家， 诺坎普球场
意大利那不勒斯： 翁贝托长廊， 但丁广场， 新堡， 蛋堡， 
那不勒斯皇宫， 保罗圣方济教堂， 那不勒斯市政厅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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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邮轮 悉尼往返 行程介绍：
第1天:悉尼登船Sydney,澳大利亚Australia
第2/3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4天:Milford/Doubtful/Dusky Sound,新西兰New Zealand
第5天:Dunedin达尼丁,New Zealand
第6天:Akaroa安卡柔,New Zealand
第7天:Wellington惠灵顿,New Zealand　
第8天:Picton皮克顿,New Zealand
第9天: 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10天:Tauranga陶朗加,New Zealand
第11天:Auckland奥克兰,New Zealand
第12天:Bay of Islands岛屿湾,New Zealand
第13/14天: 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15天: 回到悉尼Sydney,澳大利亚Australia

古巴邮轮 坦帕往返 行程介绍：
第1天:坦帕登船Tampa,佛州Florida
第2天:西锁岛Key West,佛州Florida　
第3天:哈瓦那Havana,古巴Cuba
第4天:科苏梅尔Cozumel,墨西哥Mexico
第5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6天:返回坦帕Tampa,佛州Florida 　

巴拿马邮轮 迈阿密往返 行程介绍：
第1天:迈阿密登船Miami,佛州Florida
第2/3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4天:卡塔赫纳Cartagena,哥伦比亚Colombia
第5天:巴拿马湾Panama Canal/Gatun Lake,Panama Colon,Panama
第6天:利蒙港Puerto Limon,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
第7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8天:罗坦岛Rotan,Bay Islands,洪都拉斯Honduras
第9天:哈维斯特湾Harvest Caye,伯利兹Belize
第10天:科斯塔玛雅Costa Maya,墨西哥Mexico
第11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12天:回到迈阿密Miami,佛州Florida 　

$949起
出发时段:11-12月

$2599起
出发时段:1,3,11,12月

$779起
出发时段:4-5月

Exotics & Essence Cruises
涉外精选邮轮

BROCHURE HOME-flash.indd   20 12/20/2016   1:59:10 PM



古巴邮轮 坦帕往返 行程介绍：
第1天:坦帕登船Tampa,佛州Florida
第2天:西锁岛Key West,佛州Florida　
第3天:哈瓦那Havana,古巴Cuba
第4天:科苏梅尔Cozumel,墨西哥Mexico
第5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6天:返回坦帕Tampa,佛州Florida 　

巴拿马邮轮 迈阿密往返 行程介绍：
第1天:迈阿密登船Miami,佛州Florida
第2/3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4天:卡塔赫纳Cartagena,哥伦比亚Colombia
第5天:巴拿马湾Panama Canal/Gatun Lake,Panama Colon,Panama
第6天:利蒙港Puerto Limon,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
第7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8天:罗坦岛Rotan,Bay Islands,洪都拉斯Honduras
第9天:哈维斯特湾Harvest Caye,伯利兹Belize
第10天:科斯塔玛雅Costa Maya,墨西哥Mexico
第11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12天:回到迈阿密Miami,佛州Florida 　

$2599起
出发时段:1,3,11,12月

北欧-挪威邮轮 德国汉堡出发:
10天9晚 $1149起, 出发时段:6-7月
11天10晚 $1199起, 出发时段:6-7月
13天12晚 $1749起, 出发时段:6-7月
16天15晚 $1899起, 出发时段:6-7月
英国南汉普顿出发:
9天8晚 $1049起, 出发时段:5,9月
10天9晚 $1049起, 出发时段:6月
12天11晚 $1249起, 出发时段:5月
15天14晚 $1549起, 出发时段:9月
16天15晚 $1699起, 出发时段:8月

波罗的海邮轮 哥本哈根往返 行程介绍：
第1天:哥本哈根登船Copenhagen,丹麦Denmark
第2天:柏林Berlin,德国Germany　　
第3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4天:塔林Talinn,爱沙尼亚Estonia
第5天: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俄罗斯Russia
第6天: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俄罗斯Russia 　
第7天:赫尔辛基Helsinki,芬兰Finland
第8天: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瑞典Sweden
第9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10天:回到哥本哈根Copenhagen,丹麦Denmark

南极邮轮 布宜诺斯艾利斯往返 行程介绍：
第1天: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阿根廷Argentina
第2-4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5天:乌斯怀亚Ushuaia,阿根廷Argentina
第6天:合恩角Cape Horn,智利Chile
第7天:Schollart Channel/天堂湾Paradise Bay/
热拉什尔海峡 Gerlache Straight, 南极Antartica
第8天: 大笨象岛Elephant Island, 南极Antarctica
第9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10天:史丹利港Port Stanley,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
第11天: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12天:马德林港Puerto Madryn, 阿根廷Argentina
第13天: 欢乐海上游At Sea
第14天:蒙特维多Montevideo,乌拉圭Uruguay
第15天: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阿根廷Argentina

 $1199起
出发时段:5-9月

 $2799起
出发时段:1-2月

Exotics & Essence Cruises
涉外精选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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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宜岛：
茂宜一直被认为世界上最浪漫和神奇的地方之一，它所呈现
出来的就是喜悦与活力、舒适温和与灵感的启发、动感刺激
又轻松悠闲。黄昏来临时，去看看茂宜岛最令人赏心悦目的
演出：夕阳西下！然后再到岛上任何一家好餐厅享受一顿美
妙的茂宜风味晚餐。 哈雷阿卡拉火山口的日出是举世闻名的
壮丽景观，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日出之一。
柯纳岛：
位于大岛的南部海岸线上的柯纳岛会带给您一种全然不同的
感受，柯纳市外围坡地上的农业区域是世界上几处生产上好
咖啡的地方。如果您开车经过柯纳咖啡园区，您会看到提供
游览与品尝咖啡样品的庄园。
可爱岛：
可爱岛最负盛名的自然奇观是怀梅阿峡谷，被称为“太平洋
的大峡谷”，深1万多米，长22公里；还有雄伟的纳帕里海
岸，近万米高的高山峭壁从海底深处延伸出来直插天空，为
天鹅绒般绿荫所覆盖的峭壁上，瀑布飞流直下，落入峡谷，
十分壮观，至今保持着原始而奇特的风貌。

行程介绍：
第1天:檀香山 Honolulu Pier
第2天:茂宜岛Maui　　
第3天:茂宜岛Maui
第4天:希洛Hilo  
第5天:柯纳Kona
第6天:可爱岛Kauai　
第7天:可爱岛Kauai　
第8天:檀香山 Honolulu 

Hawaii 精彩夏威夷

夏威夷 环岛游
8天7晚 往返 $434起
出发时段：全年

巴哈马,百慕大,加勒比,墨西哥航线 阿拉斯加航线* 欧洲航线 加拿大/新英格兰航线* 夏威夷航线

持美国/加拿大/
台湾晶片护照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持中国/香港护照
并持有美国绿卡 有效护照及绿卡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美国绿卡,申根签证 有效护照,美国绿卡 有效护照

美国绿卡

持中国/香港护照
并持有加拿大枫

叶卡

有效护照,枫叶卡,
10年多次往返美签

有效护照
十年多次往返美签

有效护照,加拿大枫叶卡
申根签证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十年多次往返美签

持中国护照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有效护照+有效十年多次往返签
证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94 + I-20有
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DS2019有一
年内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797有一年
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加拿大签证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加拿大签证 + 
I-94 + I-20有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加拿大签证
+ DS2019有一年内签字+邀请函
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加拿大签证 + 
I-797有一年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有效护照
申根签证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加拿大签证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加拿大签证
+I-94+ 
I-20有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加拿大签
+DS2019有一年内签字+邀请函
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加拿大签证+I-
798有一年内签字+雇主证明信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94 + I-20有一年
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DS2019有一年内签
字+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797有一年内签
字 + 雇主证明信

持香港护照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有效十年多次往返
签证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94 + I-20有
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DS2019有一
年内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I-798有一年
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I-94 + I-20
有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DS2019有一
年内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I-797有一年
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有效护照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I-94 + I-20
有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DS2019有一
年内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I-797有一年
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94 + I-20有一年
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DS2019有一年内
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797有一年内签
字
+ 雇主证明信

备注：以上签证信息仅供参考,请根据个人身份状况查询相关政府外交机构办事处或官网.美国移民局官网: https://www.uscis.gov/;中国大使馆官网: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打“*”的行程,如果
客人需要搭乘飞机前往加拿大搭乘邮轮,需要提前申请ETA:電子旅行證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ETA), 加拿大移民局官网: http://www.cic.gc.ca/english/visit/eta.asp. 凡中国公民持有B1,B2或B1/B2的
10年有效签证,请自行于旅美前在EVUS注册.EVUS官网:  https://www.evus.gov/ev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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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宜岛：
茂宜一直被认为世界上最浪漫和神奇的地方之一，它所呈现
出来的就是喜悦与活力、舒适温和与灵感的启发、动感刺激
又轻松悠闲。黄昏来临时，去看看茂宜岛最令人赏心悦目的
演出：夕阳西下！然后再到岛上任何一家好餐厅享受一顿美
妙的茂宜风味晚餐。 哈雷阿卡拉火山口的日出是举世闻名的
壮丽景观，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日出之一。
柯纳岛：
位于大岛的南部海岸线上的柯纳岛会带给您一种全然不同的
感受，柯纳市外围坡地上的农业区域是世界上几处生产上好
咖啡的地方。如果您开车经过柯纳咖啡园区，您会看到提供
游览与品尝咖啡样品的庄园。
可爱岛：
可爱岛最负盛名的自然奇观是怀梅阿峡谷，被称为“太平洋
的大峡谷”，深1万多米，长22公里；还有雄伟的纳帕里海
岸，近万米高的高山峭壁从海底深处延伸出来直插天空，为
天鹅绒般绿荫所覆盖的峭壁上，瀑布飞流直下，落入峡谷，
十分壮观，至今保持着原始而奇特的风貌。

邮轮签证要求参考

巴哈马,百慕大,加勒比,墨西哥航线 阿拉斯加航线* 欧洲航线 加拿大/新英格兰航线* 夏威夷航线

持美国/加拿大/
台湾晶片护照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持中国/香港护照
并持有美国绿卡 有效护照及绿卡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美国绿卡,申根签证 有效护照,美国绿卡 有效护照

美国绿卡

持中国/香港护照
并持有加拿大枫

叶卡

有效护照,枫叶卡,
10年多次往返美签

有效护照
十年多次往返美签

有效护照,加拿大枫叶卡
申根签证 有效护照 有效护照

十年多次往返美签

持中国护照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有效护照+有效十年多次往返签
证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94 + I-20有
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DS2019有一
年内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797有一年
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加拿大签证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加拿大签证 + 
I-94 + I-20有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加拿大签证
+ DS2019有一年内签字+邀请函
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加拿大签证 + 
I-797有一年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有效护照
申根签证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加拿大签证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加拿大签证
+I-94+ 
I-20有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加拿大签
+DS2019有一年内签字+邀请函
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加拿大签证+I-
798有一年内签字+雇主证明信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94 + I-20有一年
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DS2019有一年内签
字+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797有一年内签
字 + 雇主证明信

持香港护照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有效十年多次往返
签证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94 + I-20有
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DS2019有一
年内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I-798有一年
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I-94 + I-20
有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DS2019有一
年内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I-797有一年
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有效护照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I-94 + I-20
有一年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DS2019有一
年内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 I-797有一年
内签字 + 雇主证明信

B1/B2 旅游探亲签证:
- 有效护照及美签

F1/F2 学生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94 + I-20有一年
内学校签字   

J1/J2 访问学者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DS2019有一年内
签字
+ 邀请函及证明信

H1/H2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及签证 + I-797有一年内签
字
+ 雇主证明信

备注：以上签证信息仅供参考,请根据个人身份状况查询相关政府外交机构办事处或官网.美国移民局官网: https://www.uscis.gov/;中国大使馆官网: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打“*”的行程,如果
客人需要搭乘飞机前往加拿大搭乘邮轮,需要提前申请ETA:電子旅行證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ETA), 加拿大移民局官网: http://www.cic.gc.ca/english/visit/eta.asp. 凡中国公民持有B1,B2或B1/B2的
10年有效签证,请自行于旅美前在EVUS注册.EVUS官网:  https://www.evus.gov/ev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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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IN TOUCH

搭乘邮轮注意事项及须知：
参团人群：
邮轮公司不接受6 个月以下的婴儿预定；小孩6 个月以上之费用与大人价格相同。但如果与两个大人同住一间船舱，则小孩的费用视同第三或第四人计价，价钱以当时报价为淮。但并非任何等级船舱皆有三人舱位，因此须视订购
船位时是否有船舱而定;怀孕24 周以下的孕妇在登船时需要提供医生开具的证明（航程结束时不超过24 周）;每间舱房至少有一位乘客21 周岁以上(适用于绝大多数邮轮公司);如果未成年人（18 周岁以下）不是与父母同行， 同游
的乘客必须携带该未成年人的父母亲或法定监护人签署的“家长/ 监护人许可书”一同登船，声明已授权该未成年乘客的出行，并许可在紧急情况下的医疗救护。此许可书与签署人的证件复印件一起，在办理登船手续的同时必须
出示给码头的邮轮工作人员。 如未能在登船前出示，可能导致被拒绝登船并不予退款或赔偿。

航行须知:
1. 乘客办理登船手续时间约是从开船前4个小时开始，但所有乘客必须在邮轮正式起航前登船，请所有乘客淮时登船，逾时不候，亦不退费。  
2. 客人抵达码头后，将邮轮行李吊牌挂在需要托运上船的大件行李上，并请于行李吊牌上书写船舱号码以及您的英文姓名或中文拼音（须与护照所示一致），您的大件行李将会在开船后的2-3小时后送达您的船舱。请注意不要将
办理登船手续的必要証件（例如：护照，绿卡，登船文件等）放置于托运的行李内，否则无法办理登船手续，顺利登船。 
3. 托运行李之后，便可前往邮轮码头服务柜台办理登船手续。请将护照及填写好的登船文件淮备好，排队等候办理手续。在办理登船手续时，邮轮公司可能会将您的护照收起代为保管，请记得向邮轮公司索取收条，以便在邮轮行
程结束后，凭收条领取护照办理入境手续。 
4. 登船手续办理完成后，每位乘客将会拿到邮轮登船卡一张（邮轮登船卡上会显示您所搭乘的邮轮名称、邮轮出发日期、乘客英文姓名、用膳餐厅名称、用膳时间、餐桌号码、船舱号码及乘客记账卡号），这张邮轮登船卡是您的
乘客识别证，您不仅在上下船时需要它，还将在邮轮上当成房卡和信用卡使用，因此它将伴随您游览全程，请您务必随身携带此卡。如有遗失，请立刻向邮轮上服务柜台申办遗失，重新办理邮轮登船卡。 
5. 登船后，邮轮服务生将会指引您前往您的船舱。请勿随意调换船舱以便行李遣送正确，若有空位的话，乘客可在开航后要求换至价位较高的房间，但须以现金或旅行支票付全额定价的差额。每位乘客皆有一张房卡（即您的签帐
卡和登船卡），在您离开船舱时，切记将房卡带出，以免被反锁于门外。 
6. 登船当日将有一次紧急救生演习，在警报响起时，请穿上紧急救生衣（放在衣橱上层或床底）到达指定救生集合区集合（救生集合区与救生艇号码标示于救生衣上）。救生衣穿戴方法请参照救生员的示范，或位于浴室间墙上配
有图示说明。 
7. 邮轮航行期间，比如有任何消费、购物等，均不收现金（除支付小费与赌场消费外）。邮轮公司会在从登船当天开始计算直到下船前一晚，从每一间房客人的邮轮专用户口收取每人每天$12.95-15.50不等的小费（此费用是用
于支付船上的各级工作人员在航行期间的服务费，邮轮公司规定，凡是年满2岁半或者以上的客人都会被按人数收取, 具体金额根据邮轮公司不同，房型级别而异）。因此您在登船后须持邮轮房卡及信用卡前往指定地点办理消费记
账手续，如果您没有信用卡，您则须要携带现金办理消费记账手续，在邮轮行程结束当日早上持账单与现金到邮轮服务柜台一次结清，多退少补。若以信用卡结账，所有消费会主动转到您所使用的信用卡机构：Visa卡，Master
卡，AMEX美国运通卡，Discover卡。如果您使用信用卡办理消费记账手续，在邮轮结束当日清晨会收到一份您的消费总结账单，如果账单所示有误，请向服服务柜台查询确认；如果无误，您所有在邮轮上的消费帐将会出现在您
下个月的信用卡账单上。Visa卡,Master卡,AMEX美国运通卡,Discover卡可直接在船上的相片冲洗店及免税精品店使用。旅行支票也可在乘客服务柜台兑现。 
8. 邮轮上应准备三种服裝：白天的便裝, 晚间正式服裝, 上岸观光采购的便服。邮轮航行期間，船上將举行各种精彩的娱乐节目及高級豪华社交活动，船上的不同活动对乘客的服装衣着有所規定，请乘客务必配合，例如船长的欢迎
酒会及特定的豪华晚宴等，所有乘客皆需穿著正式晚礼服参加（女士请穿著洋裝，男士請穿深色西裝打领带及深色袜子），我們建议您至少准备一套正式晚礼服。您所参加加的是豪华邮轮旅游系列之一，因此邮轮上进餐時也有服
装规定，早午餐您可穿著休闲服裝，短裤与T恤皆可（但請勿著泳裝、赤足或打赤膊入餐厅）。除了特定的豪华晚宴須穿著正式晚礼服外，晚餐时请着便装（请勿穿着短裤，拖鞋和T恤等）。
9.船上每天的活动节目表将会由客房服务人员放送到每间船舱。自费岸上游活动请到服务台咨询或参阅相关资料。
10.船上各项娱乐活动及运动设施均可参与及使用， 例如电影， 舞蹈，音乐欣赏， 游泳， 球类运动，卡拉OK, 健身房，图书馆， 酒水饮料，魔术晚宴，美容按摩，医疗，洗衣服务等。具体收费项目 由每次出航时邮轮公司的最后
通告为淮。项目价格请参考邮轮服务台提供的自费及免费项目表。 邮轮上的医疗中心可以收取现金或旅行支票。 每个船舱内皆有瓶装矿泉水及可乐汽水等，是需要另行付费的。21岁以下的乘客不能享有任何形式酒水服务，同时
邮轮公司保留“禁止乘客自带酒水上船饮用”的权利。邮轮上使用的电压是110/220伏特。 根据邮轮公司规定，航行期间，乘客禁止在房内吸烟，如有需要请到甲板或指定场所。一经发现， 会有每晚$250清洁罚金。如果有此费
用， 客人须自行承担， 我公司概不负责。
11. 乘客如果因为个人原因临时改变行程，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中途离船脱队， 一切费用需如数付清， 恕不退款（如三餐中任何一餐未曾享用，亦不得要求退费）. 如果因天气，机械故障，政经现况，邮轮停航，或其他不可
抗拒的因素导致行程发生改变，为了保护客人的安全及利益，邮轮公司保留邮轮行程变更的权利，乘客不得异议。
12. 邮轮配备医务室及医务人员，根据客人的需要， 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航行期间， 乘客如果发生意外，疾病甚至死亡， 将根据乘客的保险购买情况解决。本公司强力推荐客人购买旅游保险。 
13. 在航行期间， 乘客如果发生行李坏损或遗失， 须立即向邮轮公司的服务对台报备并索取相关文件的副本。一切法律责任将依据相关保险条例办理。 
14. 邮轮上几乎每个房间都 配有保险箱。请将贵重物品，现金等放入保管。如有遗失，本公司及邮轮公司恕不负责。 
15. 游轮上提供可饮用热水，严禁携带热水壶等大功率电器上船。一经发现，邮轮公司有权没收或者对违反规定的游客进行罚款。 从10/1/2016开始，搭乘邮轮的乘客严禁携带Samsung 三星Note7上船。
16.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 纵横旅游有义务配合美国法院，政府部门或其他执法机构提供客人门票，付款等信息。
17. 乘客在航行期间应遵守邮轮公司的规定和要求，如有损坏公众物品时， 须依法给予合理赔偿。
纵横旅游邮轮部会适时修改参团条件和条款， 并会在官网上及时发布最新版本。 代理在帮助客人报名参团前务必仔细阅读参团条例及邮轮公司规定。
我公司仅在这些条款和条件下履行义务，除非在此条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别规定， 否则如果产生任何间接性，补偿性，偶然性或惩罚性损害都不作出赔偿。

行程变更/ 取消政策：
- 邮轮出发前90天取消订单,免罚金,退还押金;
- 邮轮出发前76-89天取消订单,扣留押金;
- 邮轮出发前61-75天取消订单,扣全款50%;
- 邮轮出发前31-60天取消订单,扣全款75%;
- 邮轮出发前30天内取消订单,扣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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