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天 墨西哥．古巴
加勒比海 (浪漫之旅) CV15B

墨西哥 (Mexico)
墨西哥位於北美洲，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語國家，面積達200萬平方公里。亦已證實

在 4萬年前已經有人類在墨西哥活動。大約 9000年前，古代墨西哥人已經懂得種植玉

米，推動農業革命，更成為諸多中美洲文明的發源地，包括：奧爾梅克、托爾特克、特奧

蒂瓦坎、薩波特克、瑪雅和阿茲特克。奧爾梅克文明是最古老的美洲文明，位於現在墨

西哥中南部的熱帶雨林中，以大型頭部雕像聞名。

阿茲特克文明建於15 世紀，擁有精確的曆法、先進的灌溉技術，以及原始階段的貨幣

交易。傳說古阿茲特克人得到神的啟示，當一隻鷹站在仙人掌上啄食一條蛇，此將會

是族人定居的地方。16 世紀時西班牙人侵略墨西哥，於 1521 年擊潰當地的阿茲特克

人，墨西哥從此成為西班牙殖民地，在 1821年墨西哥獨立戰爭後，正式宣布獨立。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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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選乘- 加拿大航空，快捷舒適，回程更可順道停留加拿大探親或購物

【墨西哥】

● 到訪「奇琴．伊察」，參觀世界七大奇蹟之一「庫庫爾坎金字塔」

● 暢遊印第安人阿茲特克太陽帝國「墨西哥城」，遊覽眾神之城「迪奧狄華肯」巧奪天功的太陽

● 、月亮金字塔-
● 到訪天主教聖地－聖母顯靈之「瓜達路佩教堂」

● 揭開瑪雅文化遺蹟的起點「麥里達」, 遊覽「烏蘇曼」橢圓型金字塔

● 遊覽加勒比海「坎昆 , 里維埃拉瑪雅」，盡享蔚藍色加勒比海風情

住宿5星級渡假式酒店-Dreams vista Cancun 或Barcelo Maya Beach Hotel
● 欣賞墨西哥音樂表演; 品嚐地道｢墨西哥三寶」龍舌蘭酒、玉米餅、仙人掌
● 住宿5星級酒店-墨西哥城 Hilton hotel , 麥里達Presidente Inter-Continental Merida 或Hyatt Regency

【古巴】

● 尋找人間之伊甸園及加勒比海明珠，古巴首都「夏灣拿」，乘古董車遊覽夏灣拿新城區

● 暢遊古巴小桂林「溫尼爾山谷」，山巒疊翠，風景優美

● 了解古巴特產雪茄、Rum 酒之製造，品嚐紅荳飯和秘製燒豬肉
● 當地特色餐廳享用地道龍蝦尾-海鮮餐

● Tropicana 夜總會, 欣賞當地拉斯維加斯歌舞表演

● 住宿5星級渡假式酒店-Melia Habana 或 Cohiba Hotel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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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溫哥華 多倫多

Hong Kong Vancouver Toronto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本公司職員代辦行李

過磅, 辦理出境手續後，乘搭加拿大航空經溫哥華

飛往多倫多，抵達後前往機場酒店休息。

早餐：－ 午餐：－         晚餐：航機上

住宿：Hilton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多倫多 夏灣拿

Toronto Havana
是日在多倫多自由活動或探親, 晚上乘航機前往古

巴-夏灣拿。

夏灣拿：地處熱帶，氣候溫和，四季怡人，有「加勒

比海的明珠」之稱。夏灣拿有新舊城之分，兩城均各

具特色。新城擁有豪華酒店、政府大樓等現代化建

築，體會拉丁美洲獨有色彩。

早餐：－ 午餐：－         晚餐：航機上

住宿：Melia Cohiba 或 Habana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夏灣拿~比那爾市 ～ Rum 酒廠 ～ 雪茄製造廠

～ 溫尼爾山谷～印第安石洞

Pinar Del Rio City ～ Rum Factory ～ Cigar
Factory ～ Vinales Valley
乘車前往古巴西面城市－比那爾市，沿途種植甘

蔗、香蕉、煙草、果園等，充滿田園風光。

Rum 酒廠：參觀聞名瑕爾古巴 Rum 酒的釀製過程

，以甘蔗作原料釀成之世界級 Rum 酒廠，是同類

酒中之特級品。

雪茄製造廠：古巴的雪茄是世界著名，各地遊客均

慕名而至，購買心愛之煙草製品。(要視乎當地雪茄

廠是否開放給遊客，以當地單位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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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尼爾山谷：此處山巒疊翠，放眼盡是青蔥的大自

然美景，有「小桂林之稱」。團友更能欣賞到難得一

見刻在石壁上的巨畫。

印第安石洞：安排乘坐小船進洞內參觀，一探其獨

特之天然奇景。洞內怪石叢生，偶有海馬

、 鱷魚等怪石形態百出。

早餐：酒店 午餐:  地道紅荳飯及古巴秘製燒豬肉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Melia Cohiba 或 Habana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夏灣拿 ~科吉馬爾 ~ 海明威故居 ~ 華倫迪勞

Havana ~ Cojimar ~ Hemingway Museum ~
Varadero
乘車前往海邊小鎮－科吉馬爾 Cojimar。

海邊小鎮 Cojimar： 大文豪海明威以此小鎮為背景

，創作出世界名著『老人與海』，其後他更憑此作品

奪得諾貝爾文學獎。

海明威博物館： 大文豪海明威在古巴曾居住過的地

，房間內收藏海明威生前各類文學著作。(視乎當地
是否開放給遊客，以當地位安排為準。)

乘車前往古巴著名度假勝地－華倫迪勞。

華倫迪勞： 華倫迪勞全長20多公里的海灘，一望無

際，水清沙幼，椰林樹影，映襯這加勒比海明珠。市

內繁榮熱鬧有露天茶座咖啡室、手工藝、精品店、

酒店等。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Melia  Varadero 或同級

第五天

華倫迪勞 ~ 瑪坦沙市 ~ 鐘乳石洞 ~ 夏灣拿 ~
乘古董車遊覽 ~ 獨立紀念碑 ~ 海濱大道 ~
Tropicana 夜總會

Varadero ~ Matan Zas ~ Bellamar Cave ~
Havana ~ Revolution Square ~ Marlecon
Romenade ~ Tropicana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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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坦沙市的鐘乳石洞：是中美洲最大的水晶鐘乳石

洞，洞深 3 公里，內裡晶瑩剔透的鐘乳石，盡入眼

廉。

市內觀光： 夏灣拿有新舊城之分，兩城均各具特

色。新城是個擁有豪華酒店、政府大樓等現代化建

築的城市。乘古董車遊覽夏灣拿市，細意體會拉丁

美洲名城之獨有色彩。廣場旁立著民族英雄何塞·
馬蒂紀念碑，獨立紀念碑高109米的五角星形高塔

(外觀拍照)。沿著海濱大道, 漫步欣賞日落景色。

Tropicana夜總會：前往夜總會欣賞拉斯維加斯大

型歌舞表演及精彩古巴歌舞表演，品嚐地道Rum
酒。(前往夜總會請穿著整齊服裝，如穿著西褲及皮

鞋。)

早餐：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晚餐: 當地餐館

住宿：Melia Cohiba 或 Habana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夏灣拿 ～ 亞瑪士廣場 ～ 教堂廣場

坎昆(墨西哥．加勒比海)~ 里維埃拉瑪雅

Havana ～ Armas Square～Cathedral
Square Cancun  (Mexico、Caribbean) ~
Rivieria Maya

早上乘車前往舊城區 市內觀光。步行至亞瑪士廣

場 : 途經 Ambos Mundos 酒店 (外觀)，該酒店曾

是海明威住過的酒店，其中一間房間已改建成博

物館。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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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瑪士廣場：舊城區的亞瑪士廣場，盡是西班牙古

式建築，國會大廈，歌劇院。在廣場的東北端有座

十六世紀時期建造的教堂；在西端則是歷代西班牙

殖民總督與大統領的官邸，之後已被改建為市政大

樓。

教堂廣場，此教堂於十八世紀以石灰建成，滲透

著濃厚的古樸風味。途經有郵局，餐廳，咖啡店

及 美國作家海明威曾住過的Ambos Mundos酒
店 。

★　完畢乘車前往機場, 乘航機由夏灣拿飛往加勒比

海著名旅遊區-坎昆, 抵達後乘車前往酒店休息。

坎昆 : 是墨西哥東南部城市，位於加勒比海沿岸，是

世界著名度假勝地, 臨近加勒比海，海水清澈，不少

旅客在這裡潛水或乘遊艇出海。沿海地區可前往里維

埃拉瑪雅 。

里維埃拉瑪雅：位於金塔納羅奧州加勒比海岸，美麗的

海岸一直深深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漫長的海

灣鋪滿了白沙，細沙都是由珊瑚風化而成 。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  Dreams Vista Cancun 或 Barcelo
Maya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七天

里維埃拉瑪雅 ～ 圖倫 (瑪雅遺蹟)
Riviera Maya ～ Tulum
乘車前往加勒比海沿岸瑪雅古城－圖倫。

圖倫：這是墨西哥其中一個保存得最好的瑪雅人古城。

古城三面環山，東面臨加勒比海，建於公元八世紀，直

至十六世紀被西班牙人入侵為止。古城四周可見高達

5 公尺的圍牆環繞，牆身厚達 6 公尺，部分

已經倒塌，東西城牆長 165 公尺，但只剩下十數根

石柱遺蹟。城內有神廟宮殿及柱樓等建築，在海岸懸崖

上有城樓及瞭望台，眺望加勒比海風景。

完畢乘車回酒店，自由享用酒店設備，如游泳池、

SPA、按摩、水上活動等。

早餐：酒店    午餐：酒店    晚餐：酒店

住宿:  Dreams Vista Cancun 或 Barcelo
Maya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八天

里維埃拉瑪雅 ～ 奇琴．伊察 (世界七大奇蹟及

文化遺產) ～ 麥里達
Riviera Maya ～ Chichen Itza ～ Merida
乘車前往猶加敦半島東面約 140 公里的古瑪雅最

大遺蹟－奇琴．伊察。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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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庫爾坎金字塔：建於約公元十世紀，塔高三十米，

呈方形，四周由大理石環繞，由底向上逐漸縮小，

高約二百多米，塔底寬約八十餘米，每邊有 91 級
階梯上至塔頂，共有四邊，加上頂部一級，剛好是

365 級。據說當時瑪雅祭司每天早午晚都會爬到塔

頂祭壇做祭祀。此塔除擁有宗教上的意義外，更是

一座精確的天文計算器與精湛的建築藝術結晶品。

兩旁是武神殿、球場、是當時族人日常切磋球藝的

地方，頂部建有方形神殿，內裡供奉了一座美洲豹

石雕，傳說為雨神恰克神的動物化身。據說曾有考

古學家在這裡發現刻著象形文字的石碑，裡面提及

瑪雅文明的預言。

午餐後乘車前往麥里達。

麥里達：位於猶加敦半島，有「白色之都」的美譽，也

是探索瑪雅遺跡的落腳點。瑪雅人在這裡建立了幾

百年的輝煌文化，直至十六世紀才落入西班牙殖民

者的手中。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Presidente Inter-Continental Merida
或 Hyatt Regency 或同級酒店

第九天

麥里達～烏蘇曼 墨西哥城

Merida ～ Uxmal Mexico City
乘車前往烏蘇曼，遊覽古代瑪雅最有代表性的建築

物。

占師之館：是橢圓型金字塔，在頂部是平面祭壇。據

說這巨大的金字塔是瑪雅姑娘靠自己的雙手建築

起來，堪稱是建築神話。

完畢乘車返回麥里達。

市內觀光：暢遊亞瑪斯廣場、大教堂、市政廳和咖

啡廳。市內城市設計井然，好像國際象棋棋盤，房

舍外牆粉飾多選用白色，更有些是紫色、橙色等。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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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乘內陸航機前往首都-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位於墨西哥中部地區，市內房屋環繞小

島而建造。此區域內居住了超過 2120 萬人，是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之一。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酒店

住宿：Hilton Hotel 或 Grand Fiesta
Americana 同級酒店

第十天

三文化廣場 ~ 瓜達路佩教堂 ～
迪奧狄華肯金字塔

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 ～ Basilica
De Guadalupe ～ Pyramid of
Teotihuacan
乘車前往瓜達路佩教堂 , 途經三文化廣場

三文化廣場：這裡原是阿茲特克帝國首都重要的商

業城市，神廟及教堂。在這裡可見證阿茲特克、西

班牙殖民地及墨西哥三個不同時期的建築。

瓜達路佩教堂：被羅馬教皇認定為天主教三大奇蹟

教堂之一；據說聖母瑪利亞曾經在此地顯靈。逢週

日來自世界各地虔誠教徒前往此教堂參與主日彌

撒及登上聖母顯靈山丘。

乘車前往市郊五十公里 [迪奧狄華肯]

迪奧狄華肯：曾是阿茲特克帝國的偉大遺跡。據說

此地是-眾神之城，有雨神、水神、火神、羽蛇神。城

內有月亮金字塔、蝴蝶宮殿、美洲虎宮殿，四壁均

有精美浮雕和彩繪，色彩奪目，目不暇給。最著名

的太陽金字塔，高 70 公尺，底座佔 222 平方公尺

，由三百萬噸磚塊所堆砌而成，共 248 石級登上塔

頂，可算是巧奪天工。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住宿：Hilton Hotel 或 Grand Fiesta Americana 同

級酒店

第十一天

墨西哥城 ～ 中央廣場 ～ 大主教堂 ~
人類學博物館

Mexico City ～ Zocalo ～ Cathedral ～
Anthropological Museum
乘車市內觀光:  途經改革大道, 憲法廣場, 藝術宮
(外觀拍照)。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更新: 10/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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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央廣場 , 國立宮殿

國立宮殿：每年的獨立紀念日，在國立宮殿外都會

響起鐘聲及閱兵儀式慶祝。

大主教堂：始建於1525年，內裡建築以巴洛克式，

充滿古典風格，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教堂。

人類學博物館：由當地著名建築家佩羅德．拉米雷

斯．巴斯克斯於 1964 年設計建成，佔地超過四萬

平方公里，展品不勝其數。最精彩的要算其聳立於

入口處的巨型特拉洛克雨神石雕像，以及展出瑪雅

人生活遺跡及著名「太陽之石」的瑪雅展覽館。此外

館內展出古墨西哥原居民文化和生活實物、印第安

人的服飾和日用品等文物。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中餐館

住宿：Hilton Hotel 或 Grand Fiesta Americana
同級酒店

第十二天

墨西哥城 ～ 水上花園城市 (索契米洛哥) ~
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 Xochimilco ～Mexico City

水上花園城市：這裡曾是阿茲特克人所建的湖邊小

鎮，現今仍保留有運河、花園及人工島。團友可乘

色彩繽紛的觀光船暢遊這古老運河，更可欣賞穿着

墨西哥傳統服飾的表演者進行吉他演奏，良辰美景

一樂也。

稍後乘車前往購物區, 購買特色手工藝品。晚上乘

車往機場，乘航機飛往多倫多轉機。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館    晚餐：當地餐館

第十三天

墨西哥城 多倫多 (加拿大) 溫哥華

Mexico City Toronto Vancouve
航機於零晨時份開出, 早上抵達多倫多國際機場,
在候機室等候休息, 轉乘航機飛往香港。

第十四天

溫哥華 (加拿大) 香港

航機上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更新: 10/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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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航機於下午安抵香港國際機場，祝君旅途愉快。

[ 基本條款及細則 ]　
據「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呼籲外遊人仕均需購買合適旅

遊保險。客人安全為首要，強烈建議購買旅遊保險，當中醫

療保額須達港幣一百萬元或以上。

所有行程、景點、酒店及其他設施根據當時資料編製，如遇
上(例如但不限於)展覽會、滑雪季節、天氣問題、節日慶
典、休館、維修、交通問題等特殊情況下而致未能前往預先
安排行程及使用設施，『金怡假期』將視乎實際情況作出臨
時更改及調動，以可行之項目代替。如取消項目涉及票務，
將按照服務供應商提供之團體票價退回客人。

所有大自然景象賣點，不能保證每團均可預期看到，敬希
見諒。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時間和先後次序。

各國、地區之酒店、客房、單人房規定均有不同，房間設備
及編排乃受制於地接社及酒店/旅館入住情況；如 (例如但
不限於)偏遠地區、特式酒店、雪山、高地、滑

雪區、古堡或文物改建等之客房尺寸均有差別，不能保證
同團客人均能入住同類客房；房間分配實際情況按各國地
區酒店規條而定。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團或向『金怡假期』
追討任何賠償。

各國、地區之酒店、客房、單人房規定均有不同，房間設備
及編排乃受制於地接社及酒店/旅館入住情況；如(例如

但不限於)偏遠地區、特式酒店、雪山、高地、滑雪區、古堡
或文物改建等之客房尺寸均有差別，不能保證同團客人均
能入住同類客房；房間分配實際情況按各國地區酒店規條
而定。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團或向『金怡假期』追討任何賠
償。

請注意入住極地，特色村落與高山等地區房間尺寸及設施
均較為簡單，敬希見諒。

按照「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引177條「迫不得已理由」指戰

爭、政治動盪、恐怖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

發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和工

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生組織發出之旅遊警告、

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

控制的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

根據指引177條「迫不得已理由」『金怡假期』可於出發前取

消旅行團或在旅程時按實際情況縮短、延長或替換旅程任

何項目，客人同意並接受此安排。由此而產生之額外費用

均須客人於當地支付。

否則『金怡假期』有權不作任何安排及保留追討因此而引致

之相關費用權利。一切損失概與『金怡假期』無關，客人不

得藉以向『金怡假期』追討、反對或退團。惟『金怡假期』仍

會為客人竭盡所能向服務供應商爭取退款(如有)。更改行

程而令經營成本減少，則會於回港後七個工作天內處理退

還減低成本比例之款項。如在出發前取消旅行團，則按香

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退團或轉團安排。『金怡假期』

有權在辦理相關手續時收取客人每位港幣$800-$2,000不
等之手續費視乎團種而定及退票費(如有)，扣除手續費後

餘款將以客人付款方式退回。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有一定風險，收取訂金後客人已視作同
意行程一切活動安排，客人參加各項活動時，必須留意個
人身體狀況、環境、天氣、活動內容、遵守服務人員指引和
安排。如因自身理由不參與行程中之活動相關之活動費用
將不獲退回。

宣傳單張，旅遊册子，行程表中如沒有列明包門票、包入
場、入內參觀等，所列之景點或地點均有機會以外觀，遠眺
或途經型式進行。

行程表、宣傳廣告中所展示之相片、圖像、拍攝地點、輯錄
季節、時間均有差別所有行程圖片或特輯只供參考，不能
藉以圖片，特輯作景點索償。

收取訂金前如有任何優惠或價格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所
有訂位以確定收取訂金後為準。

有關旅行團之詳細責任條款及細則以金怡網站及收據背頁
為準。『金怡假期』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條例第223指引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

理由而取消旅行團』，旅行社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手續

費每位港幣$800-$2000(視乎地點及團種而定)及退票費

(如有)。整個退款過程大約需時7-20個工作天視乎實際情

況而定。(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 。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全程服務費 / 尾站停留附加費請向本社職員查詢 / 凡單人報名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 /
圖片只供參考 /  報名前請細閱本社網站內細則及責任條款(最新版本以本社網站為準)                                   更新: 10/11/2022
金怡網站︰http://gold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