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百慕大往返 8 天 7 晚 
 

团号 NYU8 

 

 

 

 

 

出发日期 

“_”日期有同房買二送二(先到先得) 
 

2020 Norwegian Encore 周日出发 

四月：26* 
五月：3*, 10*, 17*, 24*, 31 

六月：7*, 14*, 21*, 28*  

七月：5*, 12*, 19*, 26* 

八月：2*, 9*, 16*, 23* 

十月：25*  

十一月：1* 

2020 Norwegian Escape 週六出發 

四月：11* 

行程特色：  
1.  嗨玩邮轮，周周出发； 

2. 星号*标注日期是中文导游全程陪同游览日期,每个出发日期都將会有我们专业的中文 

导游帶团，免费接送码头。 

 

航線： 



出发时间/Time 出发地点/Location 地址/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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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拉盛-纽约美食城门口) 

11:00AM Manhattan 87 Bow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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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 OF PIER 码头地址 

711 12th Avenue & 55th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19 

 

请根据船票上的时间提前 4 个小时抵达码头开始办理登船手续。登船后就可以开始享受邮轮公司提 供的免费自助餐 

和娱乐设施。 

温馨提示：建议客人中午 12:00 前到达码头，搭乘航班的客人请安排 10:30am 前的飞抵的航班， 码头离机场 45 分 

钟 

。 
 

 

邮轮上有现代化的游乐设施及店铺：剧院，酒吧，雪茄俱乐部，游泳池，健身房，赌场，儿童乐园，美容院， 

图书馆，迷你高尔夫球场，教堂，免税店等等。及目蓝天大海，品饮美酒香茶，感受清新的海风，欣赏旖旎的 

海景，正是此行的享受。邮轮上还精心安排了大型百老汇歌舞表演节目，让您尽享顶级娱乐体验。免费餐厅包 

括三间主餐厅，一个自助餐厅及多种休闲咖啡厅，烧烤餐厅和速食餐厅。各个主餐厅提供每日变更的功能表， 

厨师招牌菜肴和精选红酒推荐，让每位客人体验到不同寻常的美食之旅。 

 

 

邮轮上有现代化的游乐设施及店铺：剧院，酒吧，雪茄俱乐部，游泳池，健身房，赌场，儿童乐园，美容院， 

图书馆，迷你高尔夫球场，教堂，免税店等等。及目蓝天大海，品饮美酒香茶，感受清新的海风，欣赏旖旎的 

海景，正是此行的享受。邮轮上还精心安排了大型百老汇歌舞表演节目，让您尽享顶级娱乐体验。免费餐厅包 

括三间主餐厅，一个自助餐厅及多种休闲咖啡厅，烧烤餐厅和速食餐厅。各个主餐厅提供每日变更的功能表， 

厨师招牌菜肴和精选红酒推荐，让每位客人体验到不同寻常的美食之旅 

曼哈顿码头登船 New York Pier 

住宿：游轮 
第一天 

第二天 欢乐海上游  At Sea 

住宿：游轮 

第三天 欢乐海上游  At Sea 
住宿：游轮 



 

国王码头  Royal Naval Dockyard（自費上岸观光） 

住宿：游轮 

 

抵达百慕达皇家海军码头（Royal Naval Dockyard） -  前往首府和主要港口汉密尔顿市区游（Hamilton），参 

观市政厅和艺术中心（市政厅和艺术中心），世界三大古老议会 - 百慕达众议院（百慕大议会大厦），百慕达大 

教堂（最神圣的大教堂）为英国圣公会在百慕达的主教堂，海边大街名店和特产商店购物，午餐（3 小时）下午回 

到码头乘坐海底玻璃游船前往潜水爱好者天堂，欣赏百慕达西岸美丽的珊瑚礁，海龟，乘船和潜入这如水晶清澈 

般的海里，亲近百慕达色彩缤纷的热带鱼，海龟和珊瑚，仿佛穿入几个世纪的亲身感受（3 小时）。 
 

温馨提示：自费项目可能会根据天气等客观因素适当调整行程顺序。 

 
国王码头  Royal Naval Dockyard（自費上岸观光） 

住宿：游轮 

 

前往上万年神奇全天然形成的神秘水晶钟乳石洞，大自然的巧斧神工（水晶洞）（1 小时） - 百慕达水族 
馆，动物园，自然生态博物馆（百慕大水族馆，博物馆，动物园）观赏百慕达特有的海洋生物，海龟，海 

豹，多种热带鱼，火烈红鹤（1 小时 30 分钟）。下午前往世界三大着名沙滩，百慕达特有的粉红沙滩里 

人气第一的马蹄湾（Horse Shoe Bay）（3 小时）。 
 

温馨提示：自费项目可能会根据天气等客观因素适当调整行程顺序。 

 
国王码头  Royal Naval Dockyard（自費上岸观光） 

住宿：游轮 

 

百慕达国家博物馆（百慕大国家博物馆）以国家历史，文化，军事，国防，移民，奴隶，旅游为 

主题，深入了解百慕达。尽览早期英国海军基地遗迹古墙，炮台，大炮，武器，沉船遗物，海洋艺术，地图书 

籍，货币，原始银币。 

皇家海军旁的百慕达各种类特产商店 - Rum Cake 瑞姆酒蛋糕，粉红沙制品，宝石，本土和古巴雪茄，手工 艺术品

等等（1 小时 30 分钟） - （可选择：浮潜公园/水上摩托车）。 
 

温馨提示：自费项目可能会根据天气等客观因素适当调整行程顺序。 

 

 
 

邮轮上的活动你都一一体验过了吗？水上乐园的海上最快的自由滑道，运动综合场上可以延伸至船外 8 英尺的 

独木桥“The Plank”。或者到屡获殊荣的 Casinos at Sea 娱乐场试试手气。如此多的刺激和乐趣，您一定会 

欲罢不能。 

欢乐海上游  At Sea 

住宿：游轮 
第七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清晨，在享用过丰富的早餐后， 收拾好行李，我们将挥手告别给您带来无限美好回忆的邮轮之旅。 

温馨提醒：邮轮结束后请预定 2:00PM 以后航班（国内），4:00PM 以后航班（国际）。 

参团说明 

 

 

回到紐約 New York Pier 第八天 

请参考邮轮公司确认单说明。



2019 - 2020紐約 - 百慕達郵輪岸上行程介紹

岸上活動 內容介紹 活動時間 
價格 

成人 兒童(12 岁以下) 

1 
玻璃底船出海和浮潛 

乘坐玻璃底游船出海，前往潛水愛好者

天堂,欣賞百慕達西岸美麗的珊瑚礁,海龜,

熱帶魚沉船和浮潛潛入這片水晶清澈般

的海裏，零距離親近百慕達色彩繽紛的

海底世界。 

3HRS 

$285 $216

2 
探索天然水晶岩洞 

地質奇觀，熱帶島嶼下的地底岩洞，上

萬年全天然 形成的神秘水晶鐘乳石洞, 大

自然的巧斧神工 
40Mins 

3 

水族馆+动物园+
自然生态博物馆 

動物園

觀賞百慕達特有的海洋生物，海龜，海

豹，千奇百 怪熱帶魚，火烈鳥，狸貓等

動物，參觀自然歷史博物館 1.5HRS 

4 

 

馬蹄灣粉紅沙灘 

世界十大著名沙灘，被評為百慕達必去

人氣第一的馬蹄灣粉紅沙灘。獨有的全

天然粉紅珊瑚顆粒經 過海浪萬年衝擊混

進細沙，形成奇妙浪漫的粉紅沙灘 

2HRS 

5 
百慕達國家博物館 

皇軍碼頭禮品商店街 

百慕達全國最大博物館， 以國家歷史，

文化，軍事，國防，移民，奴隸，旅 遊

為主題，深入了解百慕達。盡覽早期英

國海軍基地遺跡古牆，武器，沉船遺物

，海洋藝術，地圖書籍，原始及現代貨

幣。皇軍碼頭禮品 街自由選購當地特產 

2HRS 

6 
百慕達首都市區遊 

百慕達最大港口- 國家首都哈密爾頓市區

遊，參觀市政廳，世界三大 古老議會- 百

慕達衆議院，百慕達大教堂，海邊大街

名店和特產商店購物。 

2HRS 

  

全程

景點 

百慕大超值优惠岸上游 
$285 $216

備註 

1.請代理在出航前 3 天確認客人是否需要導遊服務或是岸上游,如果客人不能決定,可以登船後與導遊確認，如果代理未能按時回复

，我們會默認為客人自行前往碼頭，無需接送.

2.客人可以選擇整個套餐,只選套餐中的單獨一項活動無法獨立成團,如客人想和導遊見面後才確認參加景點亦可,敬請諒解

3.本公司保留因為郵輪公司行程變化而產生的岸上游行程更改的權利**以上費用包括團費,車費,景點門票**導遊 及司機小費另算**

郵輪上導遊小費$5/人/天, 上岸上部分$10/人/天（司機$5，導遊$5）* 

**以上費用包括團費,車費,景點門票**導遊及司機小費另算**郵輪上導遊小費$5/人/天, 上岸上部分$10/人/天 (司機$5，導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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