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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黎各異國風情4/5/6天

團號
Tour Code

出發日期 第1,2人同房
1st & 2nd

第3人同房
3rd

第4人同房
4th

單人房
Single

SJU6 二 $795/人 $0 $395 $865

SJU6D 三 $925/人 $0 $395 $985

SJU5 三 $675/人 $0 $345 $745

SJU4 四 $575/人 $0 $295 $645

12/21/2018-1/1/2019 聖誕新年期間酒店級附加费 ($100/晚/房)

酒店升级 升級價格 升級價格
（12/21/18-01/01/19）

Sheraton/Hilton/Intercontinental
（海景房）或同級 $200/晚/king/DD $350/晚/king/DD

買二送一，全年出發，一人成行。

行程特色:
1.親臨“熒光湖” 湖里有一種特殊的微生物，觸碰湖水就發
出藍色熒光，神奇到讓你尖叫的興奮，也是《李安》的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夢幻現場
2.私家碼頭，遊艇出海，體驗富豪的奢華生活，觀看海
底世界，與海龜一起暢遊，彩色魚群，活珊瑚，奇妙的
海底世界。Flamenco Beach全世界第二的海灘
3.美國最大的一個熱帶原始雨林， 加勒比海地區最大，
最完善的國家公園，生長著全球50%的熱帶植物品種
4.食物美味超趕米其林三星，價格比普通餐廳還便宜一
半，無法抵擋的誘惑
5.熱情的服務，讓你有王者感覺，倍受尊重。
異國風情的地方，加勒比海文化，免簽證

第1天：家園 – 波多黎各（SJU6開始行程） 
             Home-Purto Rico 

原居地飛往波多黎各，誉为是遗落在加勒比海上的美国后花园，美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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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Hyatt Place，Four Point By Sheraton或同等級

熒光湖

C島

印第安遺址燈塔

溶洞

舊城區

熱帶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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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 深度自由行  Free Tour （SJU5開始行程）

睡到自然醒，前往【圣胡安老城区】深度自由行。日落时分，根据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接您回
酒店休息。自由行推荐景点有：【圣克里斯多巴堡垒】（Castillo De San Cristobal）是西班牙
人在此建造的最大的防御设施。【Antiguo Casino】一个极其奢华的法国风格建筑，现在用于
专门接待政府的贵宾和元首【Plaza de Colon】廣場，極具當地文化特色。【聖胡安老城區】與
周邊的古老街道和精美的小商店，購買手信禮品。 【聖胡安港】集郵輪碼頭，休閒廣場，商店
於一身,【Amazing Grace 海盜風情觀光日落船】從海面上的角度觀賞舊城區不同的美景.
*自費夜遊（7点以前的航班，1人成行，$25/人）
酒店：Hyatt Place，Four Point By Sheraton或同等級

第3天: 洞穴公园 - 阿雷西沃灯塔历史公园 - 岩洞 - 海景海鮮餐 （SJU4開始行程）
 Rio Camuy Cave Park - Arecibo lighthouse - Cueva Del Indi - Seafood Dinner

【Rio Camuy Cave Park】洞穴公園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洞穴系統之一【Arecibo lighthouse】阿雷西沃燈塔歷史公園【Cueva Del 
Indi】岩洞是一個古老印第安人部落所留下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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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Hyatt Place，Four Point By Sheraton或同等級

第4天：Culebra島遊艇出海浮潛- 海灘漫步
   Culebra  Island

乘坐遊艇前往【Culebra Island】俗稱C島。深度體驗海底
世界，珊瑚處處可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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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到達被評為全世
界第二的海灘【Flamenco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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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島要求3歲或者以上。如有3歲以下，可前往Icacos
島，年齡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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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天：百加得酒廠-烤肉-热带雨林-夜游熒光湖  
   Bacardi – BBQ – Rain Forest - Bioluminescent Bay

【BACARDI】是世界上最大的烈酒生产厂家。了解朗姆酒的历史，制造过程,并且免
费品尝特别的鸡尾酒。【El YunQue Rain Forest】美国最大的一个热带原始雨林。
探险和体验原始森林的情景。【El Verde BBQ 烤肉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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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YokahuObservation 
Tower】这个瞭望塔爬到顶端的风景绝对震撼！法哈多的【Bio Bay】传说中的荧光
湖。全世界只有五处bio bays，三处就在波多黎各！海湾里有一种特殊的发光微生
物，在水受到搅动的时候就会发出荧光。是波多黎各最大特色，不容错过！！（该
行程默认参加荧光湖，出发前7天无法取消。如果不参加者下单时必须注明，需要划
船前往湖中心，年齡必须6岁以上，6岁或者以下，在湖边公园自由活动）
酒店：Hyatt Place，Four Point By Sheraton或同等級

第6天：圣胡安市区游 – 送機  San Juan City Tour - Airport Drop Off

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堡】1983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圣胡安的地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大片《友谊》，很多镜头就是在这
古堡院子里拍的。游览【圣胡安老城区】，停留于【Cathedral of San Juan Bautista圣胡安大教堂】【圣胡安门】它曾一度为圣胡安
的象征，航海归来，都要走过这道门表示凯旋，【总督府】相当于波多黎各白宫。走到【鸽子广场】可以把你带回童年的天真，旁
边的【旧教堂】是建造者为了感恩自己从悬崖上骑马摔到悬崖底下后，并而无伤痕，感恩而建。【公主长廊】上的各式各样的手工
艺品店，随时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收获。【La Princesa Fountain】喷水池雕塑，表现了波多黎各丰富的文化和多样性传承。【圆
形广场】体现到处都是西班牙建筑，美不胜收。結束後前往機場，机场里可以尽情购买免税商品。
建議訂3:00PM後的航班，如果您是7:00PM后的航班，將被會安排更多的時間遊覽老城區，再送往机场。
注：6天團（SJU6D）星期三接機，第五晚升級海灘酒店，最後一天自由行送機場。

圣胡安老城区
Old San Juan

烤魚
BBQ Fish

浮潛
Snorkeling

熱帶雨林
Rain Forest

C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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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酒店：

景点说明：
（1）行程中的景點，参观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
（2）参团行程中的活动时间和路程距离因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公司享有最终解释权。
（3）如遇景點關門或節假日休息，導遊會依据實際情況而調整行程。
（4）圖片僅供參考，景點效果會因天氣變化而有不同
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参观景点，
         本公司將有权利更改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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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灘酒店：

溫馨提示：
1. 證件:有效美國簽證的護照或者美國ID(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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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還是需要的。島上都有收費的提款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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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濕手機套。
Scenic Spots Notes:
1. Itinerary will be subject to traffic and weather. The sequence of the attractions
might be changed according to actual and practical situation for better service.
2. In case of attraction closures (due to holidays or construction, etc.) tour guide
may make some necessary changes to the itinerary accordingly.
3. This tour does not accept any City Pass or your own tickets for the attraction.
Guests need to purchase admission tickets from tour guides. 
Refund Remark:
1. If the weather condition, war, general strikes and other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interrupt the journey, our company reserve the right to rearrange the journey
without refunding the tour fee.
2. If visitors cannot join the tour because of personal reason, the fee for hotels and
traffics will not refun to visi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