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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A 团 
2020/0124 
 

B 团 
2020/0126 

多伦多接机： 

入住宾馆休息 
多伦多（Toronto），位 于加拿大安大略湖的西北沿岸，是加拿

大最大的城市、安大略 省的省会，也是加拿大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交通中心，世界 著名的国际大都市 

酒店：多伦多住宿                                                                                                    X/ X /晚 

D2 

A 团 
2020/0125 
 

B 团 
2020/0127 

多伦多-墨西哥城 
航班飞赴世界第一大城市------墨西哥城。游览市中心的【宪法广场】《007 - 幽灵党》的开场的

桥段就发生在这里。在广场北侧，我们会参观墨

西哥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建筑【墨西哥主座大

教堂】，这座教堂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天主教教

堂。位于广场东侧的【国家宫】是 1810 年墨西哥

独立革命之父米格尔‧希达尔哥敲响革命钟声的地

方。之后前往著名的【阿兹特克帝国大神庙】大

神庙是墨西哥首都最早的建址之地，也是古阿兹

特克人眼中世界的中心点。墨西哥唐人街，圣胡

安市场（花样姐姐第二季有介绍，有老虎肉汉

堡，狮子肉，各种虫子），国家艺术宫，外观 1949 年建的拉美塔 

酒店：墨西哥城住宿                                                                                              早/ 中/ 晚 

D3 

A 团 
2020/0126 
 

B 团 
2020/0128 

墨西哥城 
早餐后，前往日月金字塔所在地“众神之都”——【特奥

蒂瓦坎古城】【太阳金字塔】是墨西哥特奥蒂华坎遗

迹中的建筑。它是古印第安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建

筑宏伟，呈梯形，坐东朝西，正面有数百级台阶直达

顶端，100 万立方米的体积和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大体

相等。游览著名的【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

和【羽蛇神殿】，气势恢宏的【亡灵大道】 

酒店：墨西哥城住宿                                                                                             早/ 中/ 晚 

D4 
 

墨西哥城--哈瓦那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自由活动。 

下午飞哈瓦那，飞行时间约 2.5 小时。 

早鸟价：2100 加币/人 

2019 年 11 月 1 日之前支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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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团 
2020/0127 
 

B 团 
2020/0129 

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在著名的濱海大道邊，一覽哈瓦那灣的美景，以及莫羅古堡的壯麗。傍

晚返回酒店。 

酒店：哈瓦那住宿                                                                                                  早/ 中/ 晚 

D5 

A 团 
2020/0128 
 

B 团 
2020/0130 

哈瓦那-巴拉德罗 
古巴首都哈瓦那，在這座 500 年西班牙殖民風格的城市裏，使人頓生穿越時空的感覺。漫步老

城區，參觀大教 堂，武器廣場等歷史建

築，參觀傳統古巴 雪茄屋，并可以採購正

宗的古巴雪茄。參 觀著名作家海明威長期

居住的兩個世界酒 店以及海明威最喜歡的

“半分錢酒吧”和“佛 羅里達酒吧”。外觀雄

偉的老國會大廈以 及美輪美奐的哈瓦那大

劇院，在中央公園 體驗哈瓦那市民的廣場

文化娛樂，可以加 入他們歡樂派對，一起

跳薩薩。遊覽古巴 最大的室內市場，可以

選購手工紀念品。 來到古巴權力象徵的何

塞馬蒂革命廣場， 廣場周圍都是古巴政府

重要部門，何塞紀 念塔也是哈瓦那最高的

建築。車覽哈瓦那 城市風光， 

下午驱车巴拉德罗自由活动，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加勒比海滩 

酒店：巴拉德罗住宿                                                                                             早/ 中/ 晚 

D6 
 

巴拉德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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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结算价：2350 加币 /人            建议销售价格：2596 加币 /人    

                                        （未含中国-多伦多往返机票）                 

       早鸟结算价格：2080 加币/人（2019 年 11 月 1 日前报名付款） 

 
 
 
 
 

A 团 
2020/0129 
 

B 团 
2020/0131 

享受早餐後，乘坐專車到達遊艇碼頭，由領隊安排乘搭特色遊艇，暢遊加勒比海。遊艇上備有

各種飲料及啤酒，大家可以享受遊艇在海面飛馳的感

覺，以及欣賞清澈見底的大海。船長會在海面上尋找合

適的地方停下來，接著就是令人興奮的一刻，船長的助

手會僅憑簡單設備，潛入海底，大家在遊艇上靜觀，每

個人會在他一次又一次捕獲龍蝦的過程中歡呼雀躍，當

每個 3-5 磅重的大龍蝦被帶回游艇甲板上時，大家不妨

拍照留念，以記錄這次一生難忘的經歷  。正當午餐時

間，船長會用最傳統的方式，即時把活蹦亂跳的新鮮大

龍蝦烹調供各位享用，在海天一色的美景襯托下，享有

一頓豐盛的龍蝦大餐，人生難得一試！大家可隨意使用

船上的設備，如潛水 鏡、吸氣

管、蛙鞋

等，潛入

海底，欣

賞七彩珊

瑚礁奇

景。 

酒店：巴拉德罗住宿                                                                                              早/ 中/ 晚 

D7 
 
 

A 团 
2020/0130 
 

B 团 
2020/0201 

巴拉德罗-（多伦多）/国内 
早上飞往加拿大（多伦多），下午游览市区购物 outlet，晚送机

 

酒店：无                                                                                                                        早/ X/ X 
D8  

A 团 
2020/0131 

B 团 
2020/0202 

多伦多/国内 

凌晨多伦多送机/抵家 

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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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证： 

加拿大签证：首先需要加拿大多次往返签证（签证办理见加拿大签证办理官网） 

墨西哥签证：持美国/加拿大申根国，日本/英国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可以直接入境墨西哥旅游 

                            ，无须办理墨西哥签证，在墨停留期间签证需在有效期内，具体停留期由海关决定 

古巴签证 ：如果您是持有中国护照，和有效的加拿大入境签证（多次往返），且在从古巴返回加拿            

                         大时，加拿大签证仍然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您前往古巴是不需要办理古巴签证的。只 

                          要在古巴机场海关出示相关的机票酒店行程单，和填写有关入关表格即可进入古巴。 

 

團費包括： *行程中之指定膳食*享用度假酒店內一切設施*專業華人導遊隨團*门票 

                    * 酒店住宿（多伦多 1 晚三星*墨西哥城 2 晚四星*哈瓦那 1 晚三星*巴拉德罗 2 晚五星） 

                     *三程机票（不含行李费托运）：多伦多/墨西哥城*墨西哥城/哈瓦那*巴拉德罗/多伦多 

                    *全程接送机场（shuttle bus）或旅游车*中文导游服务 

 

團費不包括： 

推荐自費項目：(請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私人游艇畅游加勒比海及捕龙虾（含午餐） – 成人 USD $120 \ 小童 USD $89 

老爺車夜遊哈瓦那 + 夜總會大型加勒比精彩表演（含酒水） – 成人 USD $100（15 歲以下不接待） 

司機導遊小費：每人每日美金＄12（行李生/服務員/司機等）*7 天     共计：84 美金 

国内往返多伦多机票及税费*三程机票行李托运费（参考价格：25-30 加币/程或 25-30 美金/程） 

墨西哥进入古巴 25 美金的入境税（需自付入境口岸） /加拿大签证办理费用 

旅游保險：前往古巴必須持有醫療保險，強烈建議客人在報名時購買旅遊/醫療及退團保險； 

一切私人費用，因交通阻延，罷工，天氣惡劣 (如颱風，暴風雪，水災)等，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或其它情況而超出本公司控制範圍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本公司保留行程調動以及更改酒店的權利，以便團隊觀光順利進行。 

mailto:aright00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