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巴哈马 9 天8晚 

团号 

出發日期 

NYB9 

“_”日期有同房買二送二(先到先得) 

2020年 Norwegian Getaway

十二月：26* 

行程特色： 

1. 嗨玩郵輪；

2. 星號*標注日期是中文導遊全程陪同遊覽日期，免費接送碼頭。

航線： 

出發時間/Time 出發地點/Location 地址/Address 

10:00AM Flushing 133-35 Roosevelt Ave Flushing, NY 11354

(法拉盛-纽约美食城門口) 

11:00AM Manhattan 
87 Bowery St,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頓-唐人街) 

10:00AM Brooklyn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汇丰银行 HSBC Bank 八大道） 



行程介紹 
曼哈頓碼頭登船 New York Pier 

住宿：游轮 

LOCATION OF PIER 碼頭地址: 

711 12th Avenue & 55th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19 

請根據船票上的時間提前 4 個小時抵達碼頭開始辦理登船手續。登船後就可以開始享受郵輪公司提

供的免費自助餐和娛樂設施。 

溫馨提示：建議客人中午 12:00 前到達碼頭，搭乘航班的客人請安排 10:30am 前的飛抵的航班， 碼

頭離機場 45 分鐘 

歡樂海上游At Sea 

住宿：游轮 

郵輪上有現代化的遊樂設施及店鋪：劇院，酒吧，雪茄俱樂部，游泳池，健身房，賭場，兒童樂園， 

美容院，圖書館，迷你高爾夫球場，教堂，免稅店等等。及目藍天大海，品飲美酒香茶，感受清新的

海風，欣賞旖旎的海景，正是此行的享受。郵輪上還精心安排了大型百老匯歌舞表演節目，讓您盡享

頂級娛樂體驗。免費餐廳包括三間主餐廳，一個自助餐廳及多種休閒咖啡廳，燒烤餐廳和速食餐廳。

各個主餐廳提供每日變更的功能表，廚師招牌菜肴和精選紅酒推薦，讓每位客人體驗到不同尋常的美

食之旅。 

奧蘭多 Orl ando（佛羅里達港 Po rt Canaveral）（自費上岸觀光） 

住宿：游轮 

郵輪抵達奧蘭多 Canaveral 港，導遊先帶您來到佛州最大、擁有 68 年歷史、占地 110 英畝的鱷

魚主題公園觀看鱷魚表演，這裡集主題公園和野生動物保護區為一體，結合了“老佛羅里達”的魅

力與激動人心的新展品和娛樂，讓您近距離接觸上千條美國短吻鱷魚及眾多佛州特色野生動物（時

長：2 小時左右）。 

之後來到奧蘭多之眼摩天輪，奧蘭多之眼與著名的倫敦眼是姐妹摩天輪，同屬美琳集團，是當下奧蘭

多最新、最高的標誌性景觀，成為眾多遊客的必到打卡聖地（時長：30~45 分鐘左右）。 

價格：成人$119, 兒童：$79（12 歲以下）.溫馨提示：自費項目可能會根據天氣等客觀因素適當調整行程

順序。 

奧蘭多 Orl ando（佛羅里達港 Po rt Canaveral）（自費上岸觀光） 

住宿：游轮 
第四天 

第三天 

第二天 

第一天 



選項一：您可以選擇一日雙園，也可單選任一樂園

冒險島 Islands of Adventure 

冒險島是與環球影城一街之隔的是全新主題公園， 園內各項遊藝設施，更加傾向於“冒險”二字。 
從冒險港開始園區分 5 大主題，分別為漫威英雄島，以各種電影主題人物如蜘蛛俠、綠巨人為主題的立

體電影及超高速過山車， 喜歡驚險刺激的您絕不能錯過！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環球影城的主題就是：提供無法想像的體驗， 讓您身臨其境，融入經典電影之中：變成小黃人和孩

子們一起戲弄神偷奶爸， 和辛普森全家乘坐 4D 模擬飛車暢遊嘉年華，與怪物史萊克在"遠得要命王國" 

一起營救費歐娜公主，同變形金剛一起捍衛地球。更有和速度與激情的黑幫家族，一起感受極品飛車的疾

速冒險。別忘了大型真人 3D 互動表演終結者，看史瓦辛格州長重新披掛上陣。 

選項二： 迪士尼樂園 

奧蘭多迪士尼世界是全世界最大的迪士尼主題樂園，總面積達 124 平方公里，約等於 1/5 的新加坡

面積。自 1971 年 10 月開放以來，每年接待遊客超過 1,500 萬人。這裡設有五座 18 洞的國際標準高

爾夫球場和綜合運動園區，市中心還有迪士尼購物中心（downtown disney)——結合購物、娛樂和餐飲設

施，裡面有夜間遊樂區、雜技團、酒吧、各式商店和超過 250 家的餐廳。 

奧蘭多迪士尼樂園擁有 4 座超大型主題樂園，分別是迪士尼-未來世界、迪士尼-動物王國、迪士尼- 

好萊塢影城、迪士尼-魔法王國，還有 3 座水上樂園(暴風雪海灘、颱風湖、衝浪世界）、32 家度假飯店 

(其中有 22 家由迪士尼世界經營)以及 784 個露營地。 

巴哈馬的私人小島-大馬鐙礁 Great Stirrup Cay 

住宿：游轮 

大馬鐙礁占地 250 英畝，上個世界 70 年代左右，挪威郵輪公司買下了這個小島，這裡便成為第一個

允許遊客訪問的私人島嶼。這個島嶼上建有一個可供數千人用餐的自助餐廳和一些娛樂設施。郵輪停靠

在這個私人島嶼後，郵輪公司的服務人員先搭乘接駁船上島做迎接客人的準備工作，然後兩艘接駁船會

分批將遊客送到島上，您可以在這裡享用到美味的 BBQ，在清澈見底的海水中暢泳，直到盡興後再乘坐

接駁船返回郵輪。 

巴哈馬首都-拿骚 Bahamas Nassau（自費上岸觀光） 

住宿：游轮 
第六天 

第五天 



拿索-巴哈馬首都，距離邁阿密只有 290 公里。這是一座混合中古海盜時期與二十世紀摩登飯店風

格的夢幻都市。導遊會帶領大家前往著名的“天堂島”，拜訪當地知名賭場酒店“亞特蘭蒂斯”（ 

2006 年這裡曾作為 007 系列“皇家賭場”的拍攝地），您將參觀以“失落的亞特蘭蒂斯”古城文明

仿建的海底世界，觀賞各種奇特的海底魚類動物：巨型石斑魚，綠鰻，魔鬼魚，鋸齒鯊等，讓您漫步在

海洋世界裡的同時瞭解一萬多年前消失在大西洋裡的神秘亞特蘭蒂斯文明。（時長：2.5 小時）。中

午時分回到郵輪用過午餐之後，導遊會帶領您再度出發驅車遊覽拿索市區，參觀當地漁人市場，品嘗特

色美食-涼拌海螺。這裡的螺肉因為肉質鮮美，並在食用時蘸酸橙汁一同食用而大受歡迎，許多遊客慕

名前來。下一站導遊會帶領您參觀當年英國殖民時期為了抵禦海盜所建的古堡，走走維多利 亞女王時

代由 600 多個手戴枷鎖手工鑿建出來的樓梯。在返回郵輪的途中我們將途徑中國領事館 

（ 領事館門前不允許停車），一睹五星紅旗飄揚在異國的風采。（時長：2 小時） 

價格：天堂島：成人$78, 兒童$59(12 歲以下)；市區遊：成人$58, 兒童$38(12 歲以下) 溫馨提示 

：自費項目可能會根據天氣等客觀因素適當調整行程順序。 

歡樂海上游At Sea 

住宿：游轮 

今天郵輪開始從巴哈馬返回紐約。您可以繼續享受郵輪公司為您提供的頂級奢華服務，或者在零下

八度的冰吧裡聊天，或者到熱辣露天池畔舞場 SpiceH2O 小酌一杯再熱舞一陣，延續巴哈馬群島未

了的熱情。 

溫馨提示：冰吧自費 

歡樂海上游 At Sea 

住宿：游轮 

郵輪上的活動您都一一體驗過了嗎？水上樂園的海上最快的自由滑道，運動綜合場上可以延伸至船  

外 8 英尺的獨木橋“The Plank”.或者到屢獲殊榮的 Casinos at Sea 娛樂場試試手氣。如此多的

刺激和樂趣，您一定會欲罷不能。 

回到紐約 New York Pier 

清晨，在享用過豐富的早餐後， 收拾好行李，我們將揮手告別給您帶來無限美好回憶的郵輪之旅。

溫馨提醒：郵輪結束後請預定 2:00PM 以後航班（國內），4:00PM 以後航班（國際）。 

參團說明 

请参考邮轮公司确认单说明。

第九天 

第八天 

第七天 



2019-2020 紐約 - 巴哈马邮轮岸上行程介紹 

岸上活动 內容介紹 活动时间 

价格 

成人 儿童 

（12 岁以下） 

A

鳄鱼王国 

Gatorland +市

中心地标公园 

Icon Park

邮轮抵达奥兰多 Canaveral 港，导游

先帶您來到佛州最大、拥有 68 年历

史、占地 110英畝的鳄鱼主題公园观

看鳄鱼表演，这里集主題公園和野生

动物保护区为一体，結合了“老佛罗

里达”的魅力与激动人心的新展品和

娱乐，让您近距离接触上千条美國短

吻鳄鱼及众多佛州特色野生动物。 

之後來到市中心地标公园，奥兰多之

眼与著名的伦敦眼是姐妹摩天轮，同

属美琳集团，是當下奥兰多最新、最

高的标志性景观，成為众多游客的必

到打卡圣地，自由在休闲区內参观。 

5小时 $119 $79 

B

亚特兰蒂斯度

假村：海底世

界 Atlantis 

Resorts

前往巴哈马必地标性景点：天堂岛拜访

当地知名赌场酒店“亚特兰蒂斯” 

(曾为 007 系列“皇家赌场”拍攝地)參

观九千年前以失落在大西洋的亚特兰蒂

斯古城文 明仿建的海底世界，观赏各种

奇特的海洋动物: 虎头魔鬼魚，巨型龍

躉魚，深海鰻魚，鋸齒鯊及 其他各類大

小鯊魚，漫步在海洋世界里 同时也了解

一万多年前消失在大西洋里 的神秘传说

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2.5 小时 $88 $69

巴哈马首都深度遊 

专车导游拿骚市区景观，了解當地风

土人情，历史文化。古堡山，女王天

梯，朗姆酒蛋糕工场，富人区，海鮮

小市場，总理府，礼品商店街 

2 小时 $68 $48

全程

景点 
佛罗里达+巴哈马超值优惠岸上游 $275 $196 

备注： 

1.请代理在出航前 3 天确认客人是否需要导游服務或是岸上游,如果客人不能決定,可以登船后与导游
确认，如果代理未能按时回复，我們会默认为客人自行前往码头，无需接送.
2.客人可以选择景点 A 或景点 B(建议 AB 一起參加),只选套餐中的单独一項活动无法独立成团,敬請
谅解.
3 本公司保留因為邮轮公司行程变化而产生的岸上游行程更改的权利
**以上費用包括团费,车费, 已包含鳄鱼王国 和 亚特兰蒂斯海底世界门票**导游及司机小費另算**

邮轮上导游小費$5/人/天, 上岸上部分$10/人/天（司机$5，导游$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