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天【中美洲】古巴˙加勒比海環島遊

CU12

細心安排：
乘搭「荷蘭皇家航空」豪華客機往歐洲轉機，安排首晚於阿姆斯特丹機場酒店住宿，免夜宿於航機上，恢復體力後，
翌日早上乘機飛往古巴，前往酒店休息，適應時差後，展開南美洲精采旅程。

夏灣拿

CUBA
Havana

暢遊 :
【古巴】世界文化遺產UNESCO (遍遊7大名城)
夏灣拿、聖地亞哥、奧爾金、卡馬圭、西奧恩富戈斯、溫尼爾山谷、特立尼達、藍色加勒比海-華倫迪勞
文明探索 : 夏灣拿 ─ 尋找人間之伊甸園。
古巴小桂林 : 溫尼爾山谷，山巒疊翠，風景優美。
發現新大陸 : 見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加勒比海風情 : 華倫迪勞盡享蔚藍色的加勒比海。
熱情奔放 : Tropicana夜總會，欣賞拉斯維加斯大型歌舞表演。
特式美食 : 古巴紅荳飯，秘製紅燒豬肉。
特產 : 古巴雪茄、Rum酒。
單身貴族優惠 : 早報名(出發前60天報名)若未能安排團友同房者，客人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之半價。
遲報名者客人須繳付全數單人房，故請早報名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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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中美洲】古巴˙
加勒比海環島遊
第一天
香港  阿姆斯特丹
HONG KONG  AMSTERDAM
是日下午由金怡假期職員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由華
籍領隊陪同乘搭荷蘭航空經歐洲轉機往古巴。午餐於
航機上。晚上抵達阿姆斯特丹，辦理入境手續後，乘
酒店專車往機場酒店，適應時差後，展開古巴加勒比
海精采之旅，使旅程更舒適，晚餐自行安排。

名而至，購買心愛之煙草製品(要視乎當地雪茄廠是
否休假或是否開放給遊客，以當地單位安排為準)。
午餐特意安排當地著名地道美食紅荳飯及古巴秘製紅
燒豬肉。餐後前往溫尼爾山谷，此處山巒疊翠，放眼
盡是青蔥的大自然美景，風景極為優美。團友更能欣
賞到難得一見刻在石壁上的巨畫。繼而前往原始印第
安石洞，本公司更為團友安排乘坐小船進洞內參觀，
一探其獨特之天然奇景，洞內怪石重生，偶有海馬、
鱷魚等怪石形態百出。遊罷回市區。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機上
住宿：Novotel Airport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夏灣拿 (古巴)
AMSTERDAM  HAVANA (CUBA)

早餐後，乘酒店專車往機場，乘航機前往古巴-夏灣
拿。古巴位於加勒比海北部，由四百多個大大小小的
島嶼組成，擁有天然海灘，清澈的海水，氣候溫和，
四季怡人，有加勒比海明珠之稱。抵達後辦理入境手
續，乘車前往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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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城市。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Tryp Habana Libre 或同級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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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
早餐後，前往古巴西端之比那爾市，沿途種植甘庶、
香蕉、煙葉、果園等，充滿田園景色，參觀古巴酒的
製做，以甘蔗作原才料釀成之Rum酒，是同類酒中之
特級品。其後再到古巴另一著名特產一雪茄的製造廠
參觀，古巴的雪茄為世界之最高級品，各地遊客均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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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紅荳飯及古巴秘製紅燒豬肉
住宿：Tryp Habana Libre 或同級

第四天
夏灣拿  聖地亞哥
HAVANA  SANTIAGO DE CUBA (UNESCO)
早餐後，乘車往機場乘航機前往古巴第二大城市—聖
地亞哥，聖地亞哥沿著加勒比海海岸，在山區和大海
之間，有美麗的城市之稱。午餐於餐館，餐後市內觀
光，這裡每年有不同的古巴音樂節，嘉年華及傳統
Fiesta del Fuego（火節）都在這舉行。
前往聖佩德羅德拉羅卡城堡是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的
符合建築體，有堡壘、軍火庫、工事和大炮，也是西
班牙殖民時期的拉丁美洲軍事建築保存的最完整的一
個。1997年城堡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這座巨大的城堡是用來保護位於聖地亞哥的重要港口
。堡壘設計採用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包含堡壘、軍
火庫、棱堡和炮台，是西班牙裔美洲人建造的防禦堡
壘中保存最好、最完整的一個。
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Casa Granda 或同級

第五天
聖地牙哥～奧爾金 (哥倫布登陸之城市)～卡馬圭
SANTIAGO DE CUBA～HOLGUIN～
CAMAGUEY (UNESCO)
早餐後，前往古巴東部奧爾金省的首府奧爾金。(車
程約2小時)。位於肥沃平原，周圍地區盛產甘蔗、煙
草，還有制乳、紡織、釀酒、制皂等。是古巴的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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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有“公園之城”的美譽。
哥倫布在1492年登陸此地時，他稱這是他[所看到過
的最美麗的土地]。這個城市有優雅的廣場，充滿殖
民地色彩的建築和博物館，同時亦是潛水的好地方。
午餐於餐館。餐後乘車往卡馬圭省中部的首府-卡馬
圭，(車程約3小時)。卡馬圭是全國第三大城市。重
要的工業、貿易和交通中心。市內保留有殖民時期的
建築和狹窄的街道及古老教堂、熱帶植物園、古巴第
四大大學卡馬圭大學等等。
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Gran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卡馬圭～特立尼達
CAMAGUEY～TRINIDAD (UNESCO)

班牙色彩的建築。遊人可以通過步行或馬車在幾個小
時內參觀。成為該國最吸引人的旅遊景點之一。在
198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途
經當地茶館品嚐地道特飲Canchánchara。
繼乘車前往中部城市維亞克拉省省會-聖克拉那，(車
程需時約1小時40分)。那裡是於1959年古巴革命先
鋒哲古華拉 (Che Guevara) 發動推翻該國政府的根據
地，途經裝甲火車紀念廣場及哲古華拉紀念館，場內
所展覽著這位古巴革命英雄的照片及物品，可認識到
這英雄是如何走上革命之路。繼乘車前往西恩富戈斯
省省会-西思富戈斯。(車程需時約2小時)。西思富戈
斯”有南部明珠”之稱，是古巴第二大港口，城市始建
于1819年，市內建築古典風格，具有法國風情。港湾
口窄内宽，水深15米，為天然深水港。有制糖、咖啡
、烟草、酿酒和鱼罐頭等工業。输出以蔗糖和糖蜜。
在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史和文化遺產
。午餐後，市內觀光、市區廣場、植物园、主教堂，
何塞·馬蒂公園-是古巴國父·著名詩人，民族英雄和
帶領古巴爭取獨立戰爭的領袖。沿着林陰大道到達全
城最著名的「巴列宮殿」，欣賞這獨特風格建築和奢
華的內部裝潢，認識古巴昔日貴族奢華生活的片段。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Jagua or Islazul Hotel 或同級

卡馬圭是西班牙人在古巴最早建造的七個村莊之一，
以養牛和製糖業為主的內陸地區城市，地位極為重要
。在城市建設方面，把傳統西班牙式之建築技術帶到
了美洲，反映出多種形式如古典、裝飾藝術、新殖民
、新藝術等。早餐後，前往卡馬圭歷史中心舊城區遊
覽，卡馬圭被稱為“水缸之城”，從殖民時期，卡馬圭
人就使用水缸儲存雨水，城內有傳說稱，遊客只要喝
了城裡水缸裡的水，就會留在這座城市，或者至少以
後會再次訪問這座城市。男孩子只要喝了某個女孩子
家的水缸裡的水，就會愛上這個女孩。在2008年卡
馬圭舊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乘
車前往中部聖斯皮里圖斯省城鎮特立尼達，車程需時
約3小時30分。抵達入酒店休息。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住宿：Trinidad Hotel 或同級

晚餐
酒店

第七天
特立尼逹～聖克拉那～哲古華拉～西恩富戈斯
TRINIDAD～SANTA CLARA～CHE GUEVARA～
CIENFUEGOS (UNESCO)
早餐後，乘車前往舊城區遊覽，特立尼達城鎮成立於
1514年，至今已有500年歷史的古城，城內有古老的
石街道，以其可愛的鵝卵、彩色房子及廣場，充滿西

第八天
西恩富戈斯～瑪坦薩斯～鐘乳石洞～華倫迪勞
CIENFUEGOS~ MATANZAS～BELLAMAR CAVE～
VARADERO
乘車前往古巴著名度假勝地「華倫迪勞」，車程需時
約2小時30分。
途經瑪坦薩斯參觀中美洲最大的水晶鐘乳石洞，此洞
深3公里，內裡晶瑩剔透的鐘乳石，盡入眼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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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
晚餐
酒店
酒店
酒店
住宿：Peninsula Varadero Resort 或同級

第九天
華倫迪勞～海明威故居～夏灣拿～
乘古董車遊覽～獨立紀念碑～ 海濱大道～夜總會
VARADERO～COJIMAR～
HEMINGWAY MUSEUM～ HAVANA～
REVOLUTION SQUARE～
MALECON PROMENADE～TROPICANA
早餐後，乘車回夏灣拿，前往海邊小鎮Cojimar，由
於美國作家海明威因以此小鎮Cojimar作為世界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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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老人與海」的故事背景而令該地聞名於世，其
後他更憑該作品奪得諾貝爾文學獎。順遊海明威故居
-房間內收藏海明威生前各類文學著作(要視乎當地是
否休假或是否開放給遊客，以當地單位安排為準)。
乘車回夏灣拿，乘古董車遊覽，夏灣拿有新舊城之分
，兩城均各具特色，新城則是個擁有豪華酒店、政府
大樓等現代化建築的城市；團友於此時可細意體會一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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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夜總會欣賞拉斯維加斯大型歌舞
表演。(前往夜總會請穿著整齊服裝，如穿著西褲及
皮鞋。)

早餐
-

午餐
-

第十二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航機於早上安抵香港國際機場。

晚餐
航機上

祝旅途愉快!

註: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此團航機先入古巴，當地政府指定入境旅客必須持有
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上述團
費已包括旅遊業保障印花。
古巴酒店尚在發展中，此團安排3-4星級酒店。
團友不隨團返港，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場。停留
尾站附加費HK$1600每位及機場稅，但視乎有機位
否。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Melia Cohiba 或 Havana 或同級

第十天
夏灣拿～亞瑪士廣場～教堂廣場～夏灣拿 
阿姆斯特丹
HAVANA～ARMAS SQUARE～
CATHEDRAL SQUARE(UNESCO)  AMSTERDAM
早餐後，乘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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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前往毗鄰之教堂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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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Bodeguita
Del Medio餐廳，這餐廳氣氛充滿民藝風格，Ambos
Mundos酒店(外觀)，這裡曾是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
先生住過的酒店。繼乘車往機場，乘搭荷蘭航空公司
前往阿姆斯特丹轉機回港。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晚餐
航機上

出機票後不可更改日期及地點。如團友之停留回程機
位於出發前未能辦妥，本公司會退回停留費用，改為
隨團返港，團友不得藉詞退出。
金怡一向辦團用心，非機械式運作，故此行程只供參
考，若上述航空公司機位爆滿，為免取消，將安排其
它航機經歐洲前往，亦不影響景點，大可放心，將於
報名時或茶會告知待接納否。
責任問題，請參閱金怡假期責任及細則為準。
旺季、長假期出發，將有附加費，請報名時查詢。
如單人或單數(如3人)報名時，於茶會時仍未能安排
其他團友同房，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客人不
得籍詞要求退出。
每團按該時天氣，該團地面情況，航班時間等作安排
或調動，但不影響景點，於茶會時附上修定行程匯報
各位，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了解清楚為盼。
建議服務費領隊/司機為HK$160每位每天。

第十一天
阿姆斯特丹  香港
AMSTERDAM  HONG KONG
航機抵達阿姆斯特丹機場，在候機室等候，轉乘晚上
航機飛往香港，晚餐於航機上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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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
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
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詳情請瀏覽
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