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 
乘遊船穿梭萬馬奔騰般的尼亞加拉大瀑布，氣勢震人心魄。 

古巴 
安排乘坐古董車遊覽夏灣拿著名景點；五顏六色的古董車穿梭大街小巷。 
參觀雪茄工廠，一睹聞名於世的古巴雪茄的生產過程，了解及體驗捲煙技術。 
到訪世界文化遺產維納勒斯山谷，到訪煙草農莊及印第安地下洞穴。 
遊覽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小說「老人與海」作者海明威故居。 
暢遊蒙坦沙市，參觀全美洲最大的馬坦薩斯鐘乳石洞。 

墨西哥 
探索三大瑪雅文化遺跡：奇琴伊察、土倫及烏蘇曼古文明。 
參觀瑪雅人稱為「聖井」的天然地下水洞(Cenote)。 
「白色之城」梅里達乘坐特色馬車遊覽市內名勝。 
到訪阿茲特克文化~提奧狄華崗欣賞巨型太陽與月之金字塔。 

大文豪海明威鐘愛的「La Floridita」餐廳品嚐地道晚餐。 
於夏灣拿安排龍蝦餐，品嚐當地海鮮滋味。 

精心安排頭站多倫多住宿一晚，充裕休息時間，展開精彩中美洲旅程。 
夏灣拿連續住宿三晚 5 星級酒店，尊貴之選。 
於度假天堂華倫迪勞入住 5 星級酒店，更安排自由時間享用設施，流連忘返。
卡門沙灘入住兩晚 5 星級酒店，盡享醉人加勒比海風情。
墨西哥城連續住宿兩晚，輕鬆寫意。 
 

夏灣拿 - 古董車暢遊 

在夏灣拿舊城區隨處可見 50 年代的古董車左右穿梭。

自從美國對古巴實施經濟封鎖，禁止汽車的任何貿易

往來，產自 50 年代的古董車沒有被淘汰，經過無數次

修車留存至今，更成了古董車迷們的朝聖聖地。乘坐古

董車遊走舊城區、細味充滿殖民地建築和巴洛克式教

堂的古建築，別有異國特色。 

瑪雅文明的最後遺跡：建於西元約 5 世紀。2007 年新選

出的世界七大奇觀【奇琴伊察】列名其中。古城數百座建

築群由巨石建造。建築融合了馬雅人對天文學、數學和曆

法的研究成果，是人類對瑪雅文明的重大發現。城內已經

發掘出的重要建築有羽蛇神金字塔、武士廟、千柱群、球

場、天象合等。 

 

奇琴伊察 Chichen-Itza 

伊施卡瑞特生態公園 Xcaret Ecological Park 

位於坎昆以南 75 公里的伊施卡瑞特生態公園是一個多元化的旅

遊設施。除了一般的動物展館及水上活動外，更可同時欣賞瑪雅

文化遺跡，而壓軸的瑪雅文化表演非常值一看。此外，旅客更可

以自費參加『與海豚暢泳』活動，與聰明活潑的海豚互動，讓你

留下難忘的回憶。 

Melia Varadero 

Manzana Kempinski 

Grand Hyatt Palaya Del Carmen 



第 1 天 香港  多倫多 (加拿大)                                                                           
Hong Kong  Toronto (Canada)                           
是日晚上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
下，乘坐加拿大航空飛往加拿大~多倫多。航機抵達後，專
車前往晚餐，及後返回酒店休息。 
：Hilton Suites Toronto Markham 酒店或同級 

早餐：--  午餐：自理/航機上 晚餐：中式餐廳 
 
第 2 天 多倫多 ~ 尼亞加拉大瀑布(包 Hornblower 遊船)        
 夏灣拿(古巴)                                                        
Toronto ~ Niagara Falls (include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  Havana (Cuba)                                            
早餐後，前往遊覽尼亞加拉大瀑布。及後前往機場，乘坐
加拿大航空飛往古巴首都~夏灣拿。航機抵達後，專車送返
酒店休息。   
尼亞加拉大瀑布：為世界三大跨國瀑布之一，鋪天蓋地
的壯麗景色，銀花飛濺直流而下的氣勢震人心魄；安排乘
坐 Hornblower 遊船穿梭於波濤起伏的瀑布間，近距離感
受其壯闊與洶湧澎湃。 
：5 星級 Manzana Kempinski 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自理/航機上 

 
第 3 天 夏灣拿 ~ 古董車暢遊 ~ 雪茄廠 ~ 冧酒博物館           
Havana ~ Antique Cars Ride ~ Cigar Factory ~                 
Rum Museum                                         
早餐後，乘坐古董車暢遊夏灣拿著名景點，並參觀雪茄廠
及冧酒博物館。 
夏灣拿：地處熱帶，氣候溫和，與美國佛羅里達半島隔海
相望，四季宜人，有「加勒比海的明珠」之稱。 
古董車暢遊：體驗乘搭特色古董車暢遊夏灣拿新城區及舊城
區著名景點：包括革命廣場、國會大廈、何塞馬蒂紀念塔。 
雪茄廠：古巴生產出世界最高級的雪茄。參觀雪茄廠了
解古巴的雪茄之製作過程，更有機會體驗捲雪茄的樂趣。 
冧酒博物館：參觀聞名瑕爾的古巴冧酒製作過程，以甘
蔗作原料釀成之世界級冧酒，是同類酒中之佳品。 
：5星級Manzana Kempinski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龍蝦餐 

 
第4天 夏灣拿 ~ 維納勒斯山谷 ~ 巨型壁畫 ~ 煙草農莊 ~    
印第安地下洞穴(包乘船) ~夏灣拿                              
Havana ~ Vinales Valley ~ Prehistory Mural ~                                 
Tobacco Farm ~ Indian Cave Underground (with Boat           
Trip) ~ Havana                                                    
早餐後，驅車前往維納勒斯山谷。遊畢，返回夏灣拿。 
維納勒斯山谷：山谷風景與岩石互相輝映，因其獨特的喀
斯特地形而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I巨型壁畫：於古巴革命勝利後，卡斯特羅命人於石壁上畫
上圖案。工匠們仿照印地安土著繪畫風格，把古代海洋生
物、恐龍及人類描畫在岩壁之上。 
 
 
 
 
 
 
 
 
 
 
 
煙草農莊：維納勒斯是古巴最著名煙草產地之一，其得天
獨厚的氣候及土壤非常適合種植煙草。到訪當地煙草農莊，
了解煙草的種植、乾燥及製作方法，更可了解農民的生活。 
印第安地下洞穴：乘船進入地下海石洞，欣賞洞內的奇岩
怪石，尋找瑪亞文化遺跡，揭開古巴印第安人之神秘面紗。 
：5星級Manzana Kempinski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La Floridita 

第5天 夏灣拿 ~ 柯西瑪 ~ 瞭望山莊 ~ 蒙坦沙市 ~                     
馬坦薩斯鐘乳石洞 ~ 華倫迪勞                                 
Havana ~ Cojimar ~ Finca Vigía ~ Matanzas ~                       
Bellamar Cave ~ Varadero                                        
早餐後，前往柯西瑪及著名作家海明威故居~瞭望山莊。及
後，參觀馬坦薩斯鐘乳石洞。遊畢，前往著名渡假勝地~華
倫迪勞。 
I柯西瑪：海明威曾在這漁村存放自己最喜愛的漁船畢拉
爾號(Pilar)，其出海垂釣的經驗，後來成為文學名著《老人
與海》。 
瞭望山莊：海明威在這裡度過長達 20 年的人生歲月。在
這裡海明威僅用了 8 個星期完成了連自己都難以超越的經
典著作《老人與海》，這是外界認為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 
馬坦薩斯鐘乳石洞：全美洲最大及最著名的鐘乳石洞，
歷經多年的演化，形成晶瑩剔透的天然鐘乳石奇觀。 
華倫迪勞：世界十大名灘之一，全長二十多公里的美麗海
灘水清沙幼椰林處處，有「加勒比海世外桃源」之美名。 
：5星級Melia Varadero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餐廳 

 
第6天 華倫迪勞 ~ 自由活動 ~ 夏灣拿  坎昆(墨西哥) ~        
卡門沙灘                                                        
Varadero ~ Free at Leisure ~ Havana  Cancun (Mexico)   
~ Playa del Carmen                                              
早餐後，自由於酒店悠閒休息，細味加勒比海風情。其後
專車前往夏灣拿機場，乘坐航機飛往墨西哥著名度假勝地~坎
昆。航機抵達後，前往卡門沙灘。 
坎昆：位於墨西哥東部猶卡坦半島（Yucatan Peninsula）
的東北尖端，三面是無敵的加勒比海，全年氣候怡人，陽
光充沛，是世界級海濱度假勝地。 
卡門沙灘：北美洲熱門的度假勝地，多間餐廳及酒吧，相
鄰有第五大道，購買特色手作，吸引各地遊客前往 
：5星級Grand Hyatt Playa Del Carmen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自理/航機上 晚餐：酒店餐廳 

 
第7天 卡門沙灘 ~ 土倫瑪雅遺址 ~ 伊施卡瑞特生態園 ~        
卡門沙灘                                                  
Playa del Carmen ~ Tulum Archaeological Site ~                 
Xcaret Ecological Park ~ Playa del Carmen                          
早餐後，前往參觀土倫瑪雅遺址，及後前往伊施卡瑞特生
態公園。遊畢，返回卡門沙灘。 
土倫瑪雅遺址：緊鄰着加勒比海而建的瑪雅古城，13 和
15 世紀之間為其最繁盛時期，是保存完好的沿海瑪雅遺
址，現為瑪雅海岸的熱門觀光點之一。 
伊施卡瑞特生態公園：一個集熱帶小動物園、水族館、
海灘、水上活動、瑪雅遺址及墨西哥文化為一體的主題樂
園。團友可參觀各種動物園區、參與各式活動，感受加勒
比海獨有風情。 
 
 
 
 
 
 
 
 
 
 
 
 
 
 

○$ 是日可安排自費與海豚暢泳(需自備泳衣)。 
：5星級Grand Hyatt Playa Del Carmen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餐廳 

 



第8天 卡門沙灘 ~ 奇琴伊察 ~ 塞諾特地下水洞(聖井) ~         
梅里達 ~ 傳統馬車暢遊                                                     
Playa del Carmen ~ Chichen Itza ~ Cenote Ikil ~                 
Merida ~ Horse Carriage Ride                                
早餐後，前往奇琴伊察及塞諾特地下水洞。遊畢驅車前往
梅里達，乘坐傳統馬車暢遊市內名勝。 
奇琴伊察： 1988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羽蛇神金字塔
建於瑪雅遺址中心，此塔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更是一座
精確的天文計算器與精湛的建築藝術結晶品。其他主要的
遺跡包括：戰士神廟、修道院建築、獻祭井、瑪雅球場及
天文臺等。 
塞諾特地下水洞：水洞是西班牙語“天然井”的意思。據
傳說瑪雅人曾經用古井的水祭祀雨神 Chac。瑪雅王室成員
都會在水池內放鬆身心和舉行祭祀儀式。天然井可供遊人
跳水游泳。(請自備泳衣) 
 
 
 
 
 
 
 
 
 
 
 
 
 
 
 
 
 
梅里達(傳統馬車遊)：是猶加頓州首府，有白色城市之美
譽，特別安排乘坐傳統馬車觀光遊覽市內名勝。沿途飽覽
市區街道上絢麗多彩的房屋，如孟德之家、市政廳等。 
：Hyatt Merida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餐廳 

 
第9天 梅里達 ~ 烏蘇曼 ~ 烏蘇曼古城及巫師金字塔          
墨西哥城                                                         
Merida ~ Uxmal ~ Piramide del Adivino  Mexico City       
早餐後，前往遊覽烏蘇曼古城，及後前往機場乘坐航機飛往
墨西哥城。航機抵達後，專車前往晚餐。 
烏蘇曼：公元 600-900 年瑪雅文化最鼎盛時期的重要城市之
一。7 世紀時烏蘇曼開始發展成為尤卡坦半島最大城市、宗
教、政治和經濟中心，亦是當時半島中最強大的城市。 
烏蘇曼古城及巫師金字塔：被譽為現存 5 大瑪雅遺跡之
一。古城遺址建造概念承襲著古瑪雅傳統，依循南北方向
依序建造重要的建築物如南神殿、鴿子宮、省長宮、烏龜
宮和巫師金字塔等。遊覽高 35 米的巫師金字塔(橢圓形金字
塔)、修女四合院及總督之宮等著名瑪雅古代建築。 
：Hilton Reforma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自理/航機上 晚餐：酒店餐廳 

 
第 10 天 墨西哥城 ~ 提奧狄華岡 ~ 三文化廣場 ~               
瓜達露佩聖母教堂                                    
Mexico City ~ Teotihuacan ~ Three Cultures Square ~            
Guadalupe Basilica                                               
早餐後，參觀古文明遺跡提奧狄華岡。及後展開市內觀光。 
 
 

提奧狄華岡：是阿茲特克古老文明遺跡。建於公元 100
年；提奧狄華岡意即「眾神居所」，建築規劃嚴謹，東邊是
祭祀中心的太陽和月亮金字塔及羽蛇神殿，象徵神造天地
人的故事，也寄寓居民對神的尊敬與期望。金字塔中心處
是死亡大道，連接起羽蛇神化身的神殿及其他古蹟，四壁
均有精美浮雕和彩繪，色彩奪目，雕功精細。 
 
 
 
 
 
 
 
 
 
 
 
 
 
I三文化廣場：融合了阿茲特克時期、西班牙殖民時代及
墨西哥獨立時期的不同建築風格，由墨西哥建築師 Mario 
Pani 設計，於 1966 年完工，別具歷史意義。 
瓜達露佩聖母教堂：據說聖母曾於此顯靈後，當時的主
教決定建造教堂。於 1531 年，因為地基鬆軟，令教堂沉
降，變成危樓，因此在 1974 年於舊址旁建造新的教堂。教
堂造型如圓頂墨西哥草帽，有 350 個支架預防下陷。站在
莊嚴的教堂中，感受聖母在當地人民心中的地位。 
：Hilton Reforma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餐廳 

 
第11天 墨西哥城 ~ 國立考古博物館 ~藝術宮 ~ 市內觀光   
Mexico ~ 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                             
Palace of Fine Art ~ City Tour                                  
早餐後，參觀國立考古博物館及藝術宮。晚餐後稍作休息，
於指定時間乘坐專車前住墨西哥機場，準備登機。 
國立考古博物館：館內展示美洲古文明具代表性的歷史
文物，包括阿茲特克太陽曆石、巨型特拉洛克雨神石雕
像、奧爾梅克人頭石雕像等國寶級珍藏。 
藝術宮：建築物外部結合了新古典立義和新藝術運動兩
種風格，原是慶祝獨立戰爭100週年而建造，後幾經轉接，
共花了30年才完工。宮內除收藏各式各樣藝術品外，更會
舉辦各類型的藝術表演。 
 
 
 
 
 
 
 
 
 
 
 
 
I憲法廣場、總統府、國家宮、大主教堂、國家郵政局 
早餐：酒店餐廳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餐廳 

 
第12/13天 墨西哥城香港                                  
Mexico  Hong Kong                                        
乘坐加拿大航空經多倫多轉機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3 天安抵
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
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SAC19-011-0528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