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榜惠享】波多黎各聖胡安+雲蓋國家森林+法

哈多熒光海+庫萊布拉島(C島) 4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APPR4   

出發城市 聖胡安 San Juan   

目的地城市 聖胡安 San Juan 途經地點 

雲蓋國家森林 El Yunque 

National Forest、熒光海 

Bio Bay、庫萊布拉島 

Culebra Island 

行程天數 4 天 3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111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139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119 = 1119 

【4天】燃油附加費:1 x 20 = 20 

兩人入住：$85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75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859 = 1718 

【4天】燃油附加費:2 x 20 = 40 

三人入住：$78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427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789 = 2367 

【4天】燃油附加費:3 x 20 = 60 

四人入住：$74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076 

房間數:1;遊客數:4; 

基礎價格:4 x 749 = 2996 

【4天】燃油附加費:4 x 20 = 80 

    

出發班期 

 每週四出發  

兩人成团、保證出發。  

12/15/2022-01/05/2023，02/16/2023-02/26/2023，03/16/2023-04/16/2023，12/15/2023-

01/05/2024出发期间出发的班期，需额外加收$50每房每晚附加费。  



    

產品特色 

【童話小島】一秒愛上五彩斑斕、風情動人的聖胡安老城，從淡粉、明黃，到墨綠，藏藍，治癒你的一切blue

。 

  

  

【獨有浪漫】打卡波多黎各著名的螢光海，與水中的微生物一起創造獨屬於你自己的夢幻回憶。 

  

  

【神秘雨林】美國獨一的熱帶雨林國家森林公園，正確打開方式get√：在原始森林中穿梭探秘，在綠意盎然裡

呼吸純淨。 

  

  

【獨有C島】前往C島感受獨屬於海島的陽光沙灘海浪，愜意享受悠閒旅行時光。 

  

  

【出行方便】波多黎各是美國的屬地，從美國去波多黎各來回都屬於美國國內航班，告別漫長的入境排隊等待

，下飛機後無需移民局和海關檢查。已接種疫苗的遊客從美國去波多黎各旅遊以及結束後回到美國前都不需要

做任何核酸檢測（沒有接種疫苗的乘客需要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聖胡安國際機場 (SJU)； 

免費接機時間為：8:00、17:00、22: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時

間，逾時不候。 

    

離團地點 

聖胡安國際機場 (SJU)； 

詳情請見最後一天內容。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波多黎各聖胡安 

全天   



今天您將抵達波多黎各首府聖胡安市。聖胡安國際機場(SJU)免費接機時間為：08:00、17:00、22:00。 

導遊接機後將安排您入住酒店，17:00前抵达的航班晚上將欣賞夜幕下美麗靜謐的聖胡安老城。 

 

    

晚上   

聖胡安夜遊 San Juan Night Tour 

首先，我們將前往聖胡安老城有名的海濱大道，感受熱鬧非凡的市區生活。隨後，我們將前往波多黎各的政府

辦公室所在地：議會大廈，外觀這座雄偉宏大的大理石建築，更可以一覽層來到過波多黎各的總統雕像。最後

，我們將來到老城區的酒吧街，感受當地人的生活情調與特色美酒。 

 

 

    

晚上   

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San Juan Miramar 或 同級 

    

    

Day 2 雲蓋國家森林 - 汽車 - 盧基洛海灘 

全天   

今天，我們將首先前往美國唯一的熱帶雨林國家森林公園，參觀中美洲特有的植被、樹木，感受雨林的氣候，

感受海島中大自然的獨特魅力。隨後我們將前往盧基洛海灘，再次體驗陽光沙灘海浪的美妙，輕鬆悠閒享受假

期時光。 

  

行程安排： 

雲蓋國家森林（自費，3小時）→ 盧基洛海灘（3小時，包含午餐時間） 

 

    

上午   

雲蓋國家森林 El Yunque National Forest 

雲蓋國家森林（El Yunque National 

Forest）是美國獨一的熱帶雨林國家森林公園，這裡樹林茂密、枝葉盤根錯節，置身其中可以親身感受大自然的

魅力。站在觀景台遠望，天海相連，大西洋異常平靜；近處一片片山峰層巒疊嶂，各種植物鬱鬱蔥蔥、枝繁葉

茂，濃濃的熱帶雨林特有的美景一定不容錯過。 

 

 

    

下午   

盧基洛海灘 Liquillo Beach  



被稱為太陽之都（“太陽之都”）的盧基洛擁有島上最迷人的海灘。超過12英里（19公里）的壯觀海岸線使該地

區成為飆網者、浮潛者和太陽崇拜者的天堂。盧基洛的阿爾壁畫魅力超越了粉狀的金色沙灘和蔚藍的海浪。其

獨特的景觀，可以輕鬆到達山脈和海灘，使盧基洛成為遊客在戶外享受優質時光的理想目的地。 

 

 

    

晚上   

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San Juan Miramar 或 同級 

    

    

Day 3 聖胡安老城深度游 - 汽車 - 法哈多熒光海 

全天   

今天我們將在歷史悠久的聖胡安老城開始深度探索這座熙熙攘攘的繁華城市，繼續探索美國的加勒比海天堂。

隨後，我們將前往聞名世界的熒光海，與這些微生物一起創造難得的浪漫和神奇。 

  

行程安排： 

聖胡安老城 → 波多黎各議會大廈（20分鐘）→ 總統大道（20分鐘）→ 科隆廣場（40分鐘）→ 

聖胡安網紅街（40分鐘）→ 神曲Despacito誕生地珍珠社區（30分鐘）→ 

聖胡安國家歷史遺跡（包含門票，60分鐘）→ 聖胡安大教堂（90分鐘，包含午餐時間）→ 

法哈多熒光海（自費，2小時） 

 

    

上午   

聖胡安老城 Old San Juan 

聖胡安老城是加勒比海地區保存較為完好的一個充滿歐洲異域風情的古鎮，是加勒比海地區具有人氣且古老的

浪漫休閒的旅遊勝地。漫步於老城中青磚或鵝卵石鋪就的街道，滿眼的五顏六色的小樓房，你會不自覺地融匯

到這來自西班牙的異域風情中。 

 

波多黎各議會大廈 El Capitolio Puerto Rico 

議會大廈是波多黎各政府機關所在地，這座宏偉的大廈由大理石建成。大廈前放置了9位曾到訪波多黎各並有貢

獻的總統。 

 

科隆廣場 Plaza Colón 

科隆廣場是聖胡安最重要的廣場之一。在廣場中心，你會發現克里斯多夫·哥倫布紀念碑，紀念西班牙人到來的

第四個一百年。 

 

聖胡安網紅街 Calle de la Fortaleza 



這條網紅街兩邊都是馬卡龍色系的房屋，西班牙式的建築風格讓它充滿了濃郁的復古風情。漫步在磚石鋪就而

成的小路上，隨手一拍就是網紅ins風！街道上的裝飾品隨著時令更替也會有所變化，保證您每次打卡都是新體

驗！ 

 

神曲Despacito誕生地珍珠社區 La Perla made famous by "Despacito." 

“La 

Perla”在西語中是珍珠的意思，當年的爆款神曲《Despacito》就誕生於此，這裡的貧民窟也因此一夜成名，成為

全世界遊客競相打卡的網紅之地。色彩繽紛的房子簇擁在峭壁之上，腳下的海浪拍打著礁石，島民的慢節奏生

活，讓這裡既有自然美景，更有人間煙火氣。 

 

聖胡安國家歷史遺跡 San Juan National Historic Site 

波多黎各雖然是一座小島，但卻承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它位於新世界西班牙殖民地的最前沿，幾個世紀以來

，西班牙一直對此地進行嚴密佈防，使其不受外界攻擊；當時的軍事設施如今都保留在聖胡安國家歷史遺跡中

。在這占地面積 30 

公頃的龐大綜合體中，還有著名的聖費利佩海角城堡（埃爾莫羅）。它位於聖胡安老城東北角，站在古堡之上

，不僅可欣賞到令人屏息的城市和海洋美景，還可以感受到歷史滄桑人間繾綣。 

 

聖胡安大教堂 Catedral de San Juan Bautista 

聖胡安大教堂是一個哥特建築風格的教堂，是聖胡安最古老的建築之一，美洲第二古老的大教堂，有人說它是

老聖胡安的精神和建築的核心。這個教堂始建於1542年，1802年修復，西班牙探險家和波多黎各第一任總督的

殖民者胡安.龐塞.德萊昂(Juan Ponce de Leon)的墓地就坐落在此處。 

 

 

    

下午   

熒光海 Bio Bay 

“螢光海”其實是由無數散發著幽藍光芒的浮游生物隨著海水衝擊形成的壯觀景象。這種微生物受到刺激時，為

保護自己會把自身的化學能轉變為光能而發光。螢光海是一種特別美的自然現象，當螢光海出現的夜晚，海浪

自帶魔幻的亮光拍打著岸邊，宛如進入仙境。 

 

 

    

晚上   

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San Juan Miramar 或 同級 

    

    



Day 4 聖胡安 - 汽車 - 庫萊布拉島(C島) - 飛機 - 家園 

全天   

今天您將有機會前往著名的C島享受島上的旖旎風光，漫步弗拉門戈海灘潔白的沙灘上更是一種愜意的美好體驗

，來到度假勝地波多黎各，一起感受獨屬於海島的風光和美好體驗吧。隨後我們將送客人前往機場。今天您將

結束愉快的波多黎各之旅，離開聖胡安返回溫馨的家園，您可以在機場免稅買買買。 

  

行程安排： 

庫萊布拉島(C島)浮潛之旅（自費，往返約8小時，C島停留時間約4小時）→ 聖胡安 → 聖胡安國際機場 (SJU) 

  

溫馨提示： 

1. 

如您不參加C島的行程，可預定任意時間的航班離開，我司將安排8:00和10:00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您參加

C島的行程，我司將安排15:00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請預定18:00以後起飛的航班。 

2. 預定了Norwegian 

Epic郵輪的客人，該天可安排10:00從酒店出發送客人前往郵輪碼頭，當天不能參加C島的行程。 

  

波多黎各機場免稅店（Duty Free）的優勢： 

1. 從波多黎各旅遊結束後，飛美國任何城市的乘客都可以在機場Duty Free商店購物享受免稅政策。 

2. 

每一位從波多黎各飛美國任何城市的乘客可以最多購買五條免稅香煙（正常入境美國的國際遊客只能購買最多

兩條免稅香煙）。 

3. 

每一位從波多黎各飛美國任何城市的乘客可以無限量購買免稅酒水（正常入境美國的國際遊客只能購買最多兩

瓶免稅酒水）。 

 

    

上午   

庫萊布拉島 Culebra Island 

庫萊布拉島(Culebra)是全球十大“世外桃源”海島美景之一，其美景征服了許多遊客。島上風光旖旎，其中尤以弗

拉門戈海灘最為知名。弗拉門戈海灘（Playa 

Flamenco）是一片閃閃發亮的新月形白沙海灘，全世界最值得一去的5個海灘之一，被認為是是僅次於夏威夷在

世界上排名第二的最美海灘。有著白色細軟的沙灘、碧藍清澈的海水、若隱若現的珊瑚礁。就在離岸不遠的礁

岩上，擁有加勒比海地區最古老的燈塔之一。 

 

弗拉門戈海灘 Flamenco Beach 

弗拉門戈海灘是一處位於加勒比海島——

庫萊布拉島西北處的公共海灘。綠松色的海水、潔白的沙灘是人們對它的第一印象，是一處非常適合游泳戲水



和潛水的海灘。長約1英里，被馬蹄形的海灣環抱。對於波多黎各和島上的人來說，這裡是他們放鬆遊玩的勝地

。在2014年3月，曾有美國知名旅遊網站將它列入“世界三大優選度假海灘”。2016年，弗拉門戈海灘榮獲國際藍

旗海灘的榮譽，由此可見其當地生態環境受保護程度之高。弗拉門戈海灘不僅是波多黎各的頂級海灘，更是全

世界聞名的海灘。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行程中交通費用（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7座商務，14人座高頂/中巴，或55-

61座巴士）； 

  

  

2. 行程中住宿（住宿晚數等於行程天數減一）； 

  

  

3. 中英文服務人員（司機+導遊/司兼導）。 

 

 

費用不含 

1. 

餐飲（導遊將提供建議。關於早餐：一般導遊會在第1個景點附近安排您吃早餐或者提早1天通知您準備好第二

天的早餐）； 

  

  

2. 行程中需要的機票，渡輪，部分景區/國家公園內的遊覽交通費用； 

  

  

3. 景點門票費用（門票價格時常波動，不再另行通知。門票需在導遊處統一購買）； 

  

  

4. 服務費（每人每天最低支付US$12，兒童及占座嬰兒均按成人標準支付）； 



  

  

5.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6.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雲蓋國家森林 El Yunque National 

Forest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35.00

； 

老人：$35.00

； 

兒童：$35.00

； 

 

法哈多熒光海之旅 Fajardo Bio Bay 

package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85.00

； 

老人：$85.00

； 

兒童：$85.00

； 

溫馨提示：法哈多熒光海

需乘坐獨木舟出行，5歲

以下兒童建議不參加。 

庫萊布拉島(C島)浮潛之旅 Snorkeling 

Tour to Culebra Island with Lunch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220.00

； 

老人：$220.00

； 

兒童：$220.00

； 

請至少提前一周預定，最

終是否可成行以客服最終

答復為準。如因天氣原因

已經預定好的行程可能取

消，請知悉。 

包含以下內容： 

. 酒店往返碼頭的接送服務

， 

. C島周围环境、海洋生物

和历史的生态学解释， 

. 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

执照船长、专业浮潜向导

， 



. 酒精饮料， 

. 休闲食品， 

. 浮潜设备的使用， 

. 所有费用和税费， 

. 午餐， 

. 桨板的使用， 

. 服務費和小費。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 北美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 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 

Size的雙床房。每個房間可合法住宿的最多人數在2到4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

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

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1.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2.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至少250 

美元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9.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