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9XAN02CM-T

《全台原創》古巴：達人帶路＋中文導遊、哈瓦那老城、古董車、親捲雪茄、龍蝦大餐、蔗糖王國革命國度《全台原創》古巴：達人帶路＋中文導遊、哈瓦那老城、古董車、親捲雪茄、龍蝦大餐、蔗糖王國革命國度12日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19/11/02(六)  成團 列印時間：2019/08/15 18:23

 參考航班

去程去程   2019/11/02(六) 15:50

洛杉磯機場
 飛行時間：

約11小時30分鐘
 長榮航空

BR012

中段中段  

 2019/11/03(日) 08:11

巴拿馬機場
 飛行時間：

約6小時21分鐘
 巴拿馬航空

CM303

 2019/11/03(日) 15:45

哈瓦納機場
 飛行時間：

約3小時40分鐘
 巴拿馬航空

CM246

 2019/11/11(一) 09:45

巴拿馬機場
 飛行時間：

約2小時30分鐘
 巴拿馬航空

CM231

 2019/11/11(一) 17:35

洛杉磯機場
 飛行時間：

約7小時9分鐘
 巴拿馬航空

CM472

回程回程  
 2019/11/13(三) 05:40

桃園機場
 飛行時間：

約15小時35分鐘
 長榮航空

BR011

抵達台灣日期 2019/11/13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30,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165,000  

孩童佔床

--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  

嬰兒

--

簽證費： 包ESTA $500

機場稅： 包古巴觀光卡 $650

備 註： 1.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說明會資料為準 2.外站參團旅客，售價不含台北-洛杉磯來回機票、美國ESTA、機場餐費 3.單人房差$25,000元起 4.成
團人數15+1 費用包含： 1.全程經濟艙團體票 2.美國ESTA 3.領隊、導遊、司機、餐廳、旅館行李小費 4.每人每天1瓶水 5.觀光卡 6.行程中住宿、
交通、餐食、景點門票 7.履約責任險每人500萬及意外20萬醫療險 8.2011年三月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或敘利亞，需辦傳統美簽(需自費) 費
用不含： 1.個人護照 2.居住地至機場接送費 3.床頭小費

2019/11/02(六) 19:20

桃園機場

2019/11/02(六) 23:50

洛杉磯機場

2019/11/03(日) 12:05

巴拿馬機場

2019/11/11(一) 07:15

哈瓦納機場

2019/11/11(一) 12:26

巴拿馬機場

2019/11/11(一) 23:05

洛杉磯機場

 行程特色

ML古巴單國12⽇

 

★感謝同業先進抄襲本⾏程文字內容，好的⾏程就是值得被模仿★
 
 

★敬告抄襲同業★

美國⾄古巴近年已有直⾶航班，但除符合美國政府規定之12種條件，其餘皆禁⽌搭乘。

觀光旅遊⽬的⽬前尚不符合官⽅規定，美國政府有權禁⽌旅客登機並遣返原出發地，

如需搭乘班機從美國⾄古巴，為避免風險，仍需⾄第三⽅國家轉機。

 
 

★★★除了古巴，也想去墨⻄哥！>>>> 古巴墨⻄哥雙國 請按我前往！★★★

★★★中南美洲系列講座，欣講堂熱烈開辦中！>>>> 請按我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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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古巴，也想去墨⻄哥！>>>> 古巴墨⻄哥雙國 請按我前往！★★★

 

★★  晚晚  鳥鳥  優優  惠惠  ★★

9/9 前前  報名付訂 2019/11/2、、12/11 出發之團體，即可享第二人 20,000 元元  折扣

※此優惠僅限指定出發日團體

※僅限全程參團之旅客，JOIN旅客與不佔床孩童恕不適用

※此優惠不與早鳥及銀行優惠併用

 
 

 【早⿃‧優惠】
去中南美洲絕非今天決定明天出發，⽽是需要⻑久規劃。為了準備完善、保證服務品質，

所有中南美團都必須盡早確定是否成團，因此建議您提早計劃您的南美旅遊⾏程。

此團除了全程安排當地中文導遊，還包含⼩費(120美⾦)、ESTA(14美⾦)、古巴觀光卡(20美⾦) 、導覽⽿機等各項貼⼼服務，

還提供給您最多12個⽉的報名優惠選擇，絕對超值、超省、超划算！

愈早報名優惠愈多，最⾼可享13,000元優惠！

★於出發⽇12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10,000 元 折扣

★於出發⽇ 8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8,000 元 折扣

★於出發⽇ 6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6,000 元 折扣

★於出發⽇ 4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4,000元 折扣

★於出發⽇ 2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2,000 元 折扣

 
【超‧早⿃‧優惠】

https://www.facebook.com/ericmiao.south.america
https://www.facebook.com/locolocafb
https://travel.liontravel.com/detail?NormGroupID=12a39a1c-0e42-4237-9a77-d4ae060cd717


★該團最先報名付訂前五名團員另加碼 3,000 元 優惠！！

※ 以上早⿃及超早⿃優惠適⽤於2019全年度出發⽇

※ 以上早⿃及超早⿃優惠僅適⽤全程參團旅客，JOIN旅客與不佔床孩童恕不適⽤

 
 

※凡持⽟⼭、國泰世華、台新、台北富邦、花旗、匯豐、澳盛、中國信託、遠東銀⾏等銀⾏信⽤卡，立享3期0利率分期付款，讓您旅遊更easy，輕鬆無負擔。還有5

期、6期、8期可供選擇。詳情請看：銀⾏專區

 行程內容

◆路過參觀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特殊安排-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
間-凡在洛杉磯轉機時間超過6小時，即向每位全程參團之旅客提供餐費USD20

今天，懷著期待及冒險的心情，我們將展開前往位於加勒比海之珠-古巴之旅。
在一切準備就續之後，下午在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出發前往美國洛杉磯轉機，飛往位於中美洲重要門戶的巴拿馬。

★航班備註★★航班備註★

美國⾄古巴近年已有直⾶航班，但除符合美國政府規定之12種條件，其餘皆禁⽌搭乘。觀光旅遊⽬的⽬前尚不符合官⽅規定，美國政府有權禁⽌旅客登機並遣返原

出發地，如需搭乘班機從美國⾄古巴，為避免風險，仍需⾄第三⽅國家轉機。

餐食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古巴由於長達半世紀長期封鎖，旅遊資源匱乏也比較晚發
展，當地餐廳和飯店設施相較於歐洲、美國或其他旅遊地區，也會相對落後些

在洛杉磯稍作休息後再前往中美洲巴拿馬。抵達巴拿馬後轉機前往鄰近的加勒比海的熱情國度─古巴。
抵達古巴後，帶您前往指定飯店入住休息，舒緩因長途飛行帶來的疲憊感。

難得來到龍蝦出口大國古巴，絕對不能錯過品嚐龍蝦的機會，今天我們晚餐將特別為您準備龍蝦料理餐，讓您有機會嚐一嚐最道地的龍蝦。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私營餐館 龍蝦料理

旅館

Hotel NH CAPRI或同級

-哈瓦那舊城區已於198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獨家哈瓦那城區古董車體驗約為3至4人一輛，安排遊覽著名景點革命廣場、國務院和何塞馬
蒂紀念塔-安排您在La Bodeguita酒吧品嚐著名的Mojito調酒，不喝酒的客人也可更換非酒精類的飲料

許多遊客到古巴嘴上話題總是離不開古董車，對於街上停放一輛又一輛美式老爺車感到興奮和好奇。今天我們將★獨家安排讓您在號稱《世界古董車博物館》的哈

瓦那老城區，讓您親自體驗搭乘古董車。將帶您參觀哈瓦那新城區和舊城區著名景點，精心安排最獨特的體驗方式，就是希望讓您對哈瓦那城區留下最深刻的回

憶。古董車體驗活動將安排您遊覽著名◎革命廣場La Plaza de la Revolución是古巴政權和軍事重要的地標，亦是舉行國家重要節慶或大型的遊行活動的地點，
能夠容納將近100萬人的廣場，領導人卡斯楚常在革命廣場上發表演說。接著帶您至古巴政治中心著名●國務院、●何塞馬蒂紀念塔遊覽。此塔為紀念倡導古巴推翻
西班牙殖民政權的古巴愛國詩人，何塞馬蒂José Martí百年誕辰所興建的，高109公尺為當地最具代表性的建築。接著將帶您繞經評選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哈瓦那舊

2019/08/14 10:23更新

第1天
台北Taipei 洛杉磯Los Angeles

第2天
洛杉磯Los Angeles 巴拿馬Panama 哈瓦那Habana

第3天
哈瓦那Habana

http://www.liontravel.com/Comm/2Card/act/index.asp#Sprima=def00L2A07
https://www.aa.com/i18n/travel-info/international-travel/cuba.jsp


城區: 遊覽◎老城廣場Plaza Vieja在這您可以觀賞到圍繞老城廣場的古殖民建築遺跡，如教堂、房屋和老街，在這結束古董車小體驗之旅。接著將獨家帶您到著
名★哈瓦那俱樂部-蘭姆酒博物館參觀，哈瓦那俱樂部Havana Club為享譽全球的蘭姆酒知名品牌，在這博物館您將有機會參觀蘭姆酒歷史及製作過程，也有機會
品嚐一小杯調酒。

接著特別安排您參觀大文豪海明威於1928年初到哈瓦那時所居住的★兩世界飯店Hotel Ambos Mundos，在這飯店的511號房間，據說海明威在這裡完成著名
小說《喪鐘為誰而鳴》，中午將★獨家特別安排您在著名的兩世界飯店中的餐廳用餐，讓您有更多機會能感受一下，這間大文豪海明威曾經入住的飯店風采。今天

下午將特別安排帶您到海明威生前最愛的酒吧★La Bodeguita喝杯這裡最著名的是Mojito調酒。
今天晚上將獨家特別安排您前往★古巴迎接歐巴馬使用餐廳享用晚餐，2016年3月20日，相隔近88年之後，美國總統歐巴馬首度訪問古巴進行破冰之旅。抵達哈
瓦那第一站晚餐，特別選在這家私人經營的家庭餐廳用餐，象徵著古巴經濟逐步走向改革開放的政治意涵，據說有許多政商名流或是明星也都曾經是這家小餐館的

老主顧，今晚您就是這家餐廳的座上賓。

古巴小檔案：

古巴全稱為古巴共和國，位於加勒比海西北部，東與海地相望，南與牙買加相距140公里，北部和美國的佛羅里達相距200公里，西部則和墨西哥相距210公里，
是由古巴主島和其他小島嶼所組成，是西印度群島中最大的島國，亦有加勒比海明珠的美稱。

古巴於16世紀初西班牙人將古巴變為其殖民地，古巴經歷革命獨立戰爭，最終取得建國。古巴國土面積為110,860平方公里，總人口約為1100多萬人。其主要官
方語言為西班牙語，多數居民信奉天主教。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巴亦是世界上少數國家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度以及免費義務教育的國家。另外，其文化多元性亦造就古巴在舞蹈，音樂，飲食，電影等在世界

上都具有影響力。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海明威兩世界飯店餐廳
晚餐 ：古巴迎接歐巴馬蒞臨餐廳

旅館

Hotel NH CAPRI或同級

-《老人與海》小說背景柯西碼漁村位於哈瓦那以東10公里-將提供您品嚐Mojito和Daiquiri各一杯調酒，不喝酒的客人也可更換非酒精類的飲料

來古巴追隨大文豪海明威的生活點滴，近年來已經成為國際觀光客的夢想。今天將帶您去參觀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的點點滴滴。參觀著名的《老人與海》小說背景

柯西瑪小漁村之前，★特別安排您先前往位於哈瓦那東南處12公里的瞭望山莊Finga Vigía參觀，海明威和妻子在瞭望山莊中度過長達20年的人生歲月，這棟有
些破舊的建築物，據說其《島在灣流中》的著名小說就是在這間小山莊編寫完成的，在這也可以看到海明威生前最愛搭乘出海捕魚的畢拉號小漁船。在海明威的家

哈瓦那俱樂部 (Havana Club) 為享譽全球的蘭姆酒知名品牌，在這博物館您將有機會參觀蘭姆酒歷史及製作過程，也有機會品嚐一小杯調酒。

 蘭姆酒博物館 Museo del Ron Havana Club  入內參觀

古巴政權和軍事重要的地標，亦是舉行國家重要節慶或大型的遊行活動的地點，能夠容納將近100萬人的廣場，領導人卡斯楚常在革命廣場上發表演說。

 革命廣場 Plaza de la Revolución  下車參觀

許多遊客到古巴嘴上話題總是離不開古董車，對於街上停放一輛又一輛美式老爺車感到興奮和好奇。我們將獨家安排讓您在號稱《世界古董車博物館》的哈瓦

那老城區，讓您親自體驗搭乘古董車。將帶您參觀哈瓦那新城區和舊城區著名景點，精心安排最獨特的體驗方式，就是希望讓您對哈瓦那城區留下最深刻的回

憶。

 敞篷古董車

16世紀建造哈瓦那古城之初，由西班牙人建立的城市中心點，包含了總督府、教堂、堡壘等設施都集中在此，是古巴殖民時期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權力中
心。

 哈瓦那主廣場 Plaza Vieja de La Habana  下車參觀

2016年3月20日，相隔近88年之後，美國總統歐巴馬首度訪問古巴進行破冰之旅。抵達哈瓦那第一站晚餐，特別選在這家私人經營的家庭餐廳用餐，象徵著
古巴經濟逐步走向改革開放的政治意涵，據說有許多政商名流或是明星也都曾經是這家小餐館的老主顧，今晚您就是這家餐廳的座上賓。

 古巴迎接歐巴馬使用餐廳  特別安排

 國務院  路過參觀

此塔為紀念倡導古巴推翻西班牙殖民政權的古巴愛國詩人，何塞馬蒂José Martí百年誕辰所興建的，高109公尺為當地最具代表性的建築。

 何塞·馬蒂紀念碑 Monumento Jose Martí  下車參觀

兩世界飯店Hotel Ambos Mundos，是海明威初次造訪古巴時所下榻的飯店。後來每當他來哈瓦那，都習慣住宿在511號房間。據說海明威在這裡完成著名
小說《喪鐘為誰而鳴》。

 兩世界飯店Hotel Ambos Mundos  特別安排

海明威生前最愛的酒吧，除了El Floridita，非La Bodeguita莫屬！在僅僅只有幾坪大，永遠擠滿人的La Bodeguita喝杯最著名的是Mojito調酒，是世界
各地遊客來到哈瓦那必做行程之一！

 La Bodeguita del Medio  特別安排

第4天
哈瓦那Habana 柯西瑪小漁村Cojímar 哈瓦那Habana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1&POIID=ACT1903000891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1&POIID=ACT1902006004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1&POIID=ACT1901000006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1&POIID=ACT1902005425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1&POIID=ACT1902002439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1&POIID=ACT1902006958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1&POIID=ACT1902003729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1&POIID=ACT1902004115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1&POIID=ACT1902005653


中您不可錯過要參觀這位大文豪海明威的私人書房，也記得從瞭望山莊俯視哈瓦那的景色。

之後將帶您到位於哈瓦那東方最著名的◎柯西瑪小漁村Poblado del Cojímar參觀，據說這個小漁村就是世界文學名著《老人與海》小說的真實寫作背景，在這
小漁村海明威曾經存放自己最喜愛的漁船畢拉爾號Pilar，海明威生前最喜愛的海釣小港，其出海垂釣的經驗後來也成就成為《老人與海》的寫作題材。另外，在
柯西瑪小漁村中有間名為◎德拉拉薩La Terraza的小酒吧，據說是海明威每天捕魚回航後最喜歡和朋友飲酒談天的地方，中午將安排您在這曾專屬於海明威的柯
西瑪小漁村酒吧中享用午餐，想像海明威曾坐在這和朋友高談闊論！

您知道嗎？大文豪海明威除了熱愛文學創作，也迷戀哈瓦那魅力的飲酒文化，這或許也正是他找尋創作靈感的泉源，海明威曾說過這麼一段話：「My Mojito in
La Bodeguita, My Daiquiri in El Floridita」。今天我們將特別安排您前往哈瓦那著名★佛羅蒂塔酒吧Floridita Bar去品嚐傳說當時由海明威和老闆共同調製
的黛伊基里酒Daiquiri主要以白朗姆酒、加入一些檸檬和蔗糖所調製而成的，據說海明威可以一晚喝上10杯。今天下午將★獨家安排您到哈瓦那的雪茄小館，讓
您能了解古巴雪茄菸的小歷史、種類和製作過程，您還能夠親自參與捲雪茄菸的樂趣，在雪茄王國親自體驗捲雪茄的安排，讓您留下深刻的回憶，接著將會獨家安

排您搭乘加勒比海最受歡迎的★椰子蛋型小車Coco Taxi，讓您感受一下當地人和國際觀光客喜愛的小型摩托計程車。
今天享用完晚餐之後，將特別安排您前往欣賞古巴最著名熱帶歌舞秀，感受一下加勒比海舞蹈表演與熱情奔放的音樂。

海明威小檔案：

據說海明威近1/3的人生是在哈瓦那度過的，海明威熱愛古巴，哈瓦那就像他的家一樣。也許是紙醉金迷的哈瓦那熱情，也許是堅韌不拘的古巴風情，讓海明威在
這裡揮灑出許多世界經典名著，諸如《老人與海》、《喪鐘為誰而鳴》、《島在灣流中》等小說。

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於1954年因精通現代敘事文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他將此難得的文學榮耀獻給這美麗的柯西瑪小漁村。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老人與海》柯西瑪小漁村餐廳
晚餐 ：私營餐廳+熱帶歌舞秀

旅館

Hotel NH CAPRI或同級

- 西恩富哥斯已於200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列為世界遺產- 哈瓦那距離西恩富哥斯約為248公里- 西恩富哥斯和千里達都是位在古巴島中南部緊靠加勒比海的
兩個古老小鎮- 千里達距離西恩富哥斯約為85公里- 千里達緊靠加勒比海，亞熱帶氣候特性常在午後出現小陣雨，建議您多帶件防風外套和個人雨具

今天一早我們將離開哈瓦那，啟程前往位於古巴中部的一港灣城市西恩富哥斯Cienfuegos。該城市位於加勒比海海灣上，是西恩富哥斯是當時1494年哥倫布航
行到古巴所選擇登入的地點。該城市於1819年由來自法國移民者始建而成，至今城中仍保有許多法國移民的古典建築，其歷史城區Centro Histórico已於2006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列為世界遺產，其城市獨特性亦讓其享有南方珍珠的美稱。

在這將帶您前往參觀◎多馬斯特瑞劇院Teatro Tomas Terry該劇院乃為西恩富哥斯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於1888年間由一位來自法國巴黎的法官委託建造而成
的，如今成為當地最著名的新古典式劇院。中午將安排您在西恩富哥斯當地享用午餐。

之後將帶您到著名的●荷西馬蒂公園Parque José Martí參觀，該公園18世紀時為法國的移民區，1902年為了紀念古巴共和國獨立革命成功而建立的，公園廣場
上除了能看到愛國詩人何賽馬蒂的雕像，周圍亦能欣賞到19世紀初的古典建築。今天中午將獨家特別安排您到，反美強人-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拜訪古巴時，由
勞爾‧卡斯楚特別安排他造訪的★港口餐廳，後來這家也成為許多國際遊客喜愛追逐的名人餐廳。下午我們將驅車前往中南部靠加勒比海的千里達Trinidad的小城
鎮，抵達後將安排您入住旅館中休息，晚上將帶您到千里達小鎮上享用晚餐，今天將獨家為您特別端上★加勒比海龍蝦餐，讓您親自品嚐一下令老饕們食指大動的

古巴龍蝦。

讓您能了解古巴雪茄菸的小歷史、種類和製作過程，您還能夠親自參與捲雪茄菸的樂趣，在雪茄王國親自體驗捲雪茄的安排，讓您留下深刻的回憶

 哈瓦那雪茄小館  特別安排

海明威和妻子在瞭望山莊中度過長達20年的人生歲月，這棟有些破舊的建築物，據說其《島在灣流中》的著名小說就是在這間小山莊編寫完成的，在這也可
以看到海明威生前最愛搭乘出海捕魚的畢拉號小漁船。在海明威的家中您不可錯過要參觀這位大文豪海明威的私人書房，也記得從瞭望山莊俯視哈瓦那的景

色。

 瞭望山莊 Finca Vigía  入內參觀

據說這個小漁村就是世界文學名著《老人與海》小說的真實寫作背景，在這小漁村海明威曾經存放自己最喜愛的漁船畢拉爾號Pilar，海明威生前最喜愛的海
釣小港，其出海垂釣的經驗後來也成就成為《老人與海》的寫作題材。

 柯西瑪小漁村 Poblado del Cojímar  入內參觀

位於柯西瑪小漁村的樸素餐廳，是海明威生前很愛聚集與朋友喝酒、吃飯、聊天的場所。據說也是在這裡認識了後來為他掌舵的船長，同時，老人與海當中主

角，就是按照這位船長的形象設計而出的。

 拉德拉薩 La Terraza  入內參觀

您知道嗎？大文豪海明威除了熱愛文學創作，也迷戀哈瓦那魅力的飲酒文化，這或許也正是他找尋創作靈感的泉源，海明威曾說過這麼一段話：「My Mojito
in La Bodeguita, My Daiquiri in El Floridita」。傳說當時在哈瓦那著名★佛羅蒂塔酒吧Floridita Bar，海明威和老闆共同調製了黛伊基里酒Daiquiri，
主要以白朗姆酒、加入一些檸檬和蔗糖所調製而成的，據說海明威可以一晚喝上10杯。這座酒吧曾被雜誌評為世界十大酒吧之一。

 佛羅蒂塔酒吧 Floridita Bar  特別安排

 椰子計程車 Coco Taxi

 熱帶歌舞秀

第5天
哈瓦那Habana 西恩富哥斯Cienfuegos 千里達Trinidad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2&POIID=ACT1902005426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2&POIID=ACT1903000838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2&POIID=ACT1903000443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2&POIID=ACT1903000336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2&POIID=ACT1902003726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2&POIID=ACT1901000005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2&POIID=ACT1904002192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查維茲港口餐廳
晚餐 ：私營餐廳 加勒比海龍蝦料理

旅館

Brisas Trinidad del Mar 或 Hotel Ancon或同級

-千里達舊城區和甘蔗谷已於198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因位於颶風路徑長期受到侵襲，古城千里達為世界上正在消失的100個地方之一-甘蔗谷距
離德尼里達古城區大約為20公里

早上將帶您前往參觀千里達的街區，您看到的◎主廣場周圍建築在1514年時只是一座印地安土著的聚落，由來自西班牙的委拉斯格斯Diego Velazquez在這裡建
設莊園開始種植甘蔗，自始也成為古巴最重要的蔗糖產區。主廣場周圍可觀賞到舊殖民時期的建築，亦有機會看到音樂表演，也許當地人會邀請您加入他們的行

列。到古巴假若您不暗西班牙語，那麼音樂和舞蹈絕對是您和當地人最佳的溝通媒介！

18世紀後半葉千里達的糖業經濟繁榮發展，成為蔗糖的貿易主要中心，該城鎮也是當時古巴最富有的西班牙大地主居住的地方。古巴長期以生產蔗糖為主的經濟
模式，是世界重要的蔗糖生產地之一，高產量和高出口也讓古巴享有世界糖罐和最甜國度的美稱。今日的蔗糖王國行程中，特別為您安排參觀★肯特羅宮Palacio
Cantero，這是之前古巴糖業大亨肯特羅家族La Familia de Cantero的居住地方，在這陳列許多當時非法販賣非洲黑奴的珍貴歷史資料。
中午在古城區的餐廳中享用午餐之後，下午將帶您前往當地最著名的◎甘蔗谷參觀，這裡獨特的景觀也是18世紀後半葉全古巴甘蔗莊園的最佳歷史寫照，當時為
了發展蔗糖農業除了從非洲引進大量的黑奴之外，還專門鋪設一條鐵路來專門供甘蔗運輸使用，透過講解您可以一探古巴蔗糖王國的發展史。

甘蔗谷小檔案：

甘蔗谷中央有座高達約45公尺的鐘塔Torre Manaca Iznaga，從塔頂可觀賞整個甘蔗谷，據說是由當時的甘蔗園大地主所建立的，美其名為控管整個農莊的安
全，其實當時是為了監控黑奴，若發現有人逃跑就從塔上直接開槍射殺。眼觀高聳的建築高塔回想、蔗糖業發展的繁榮歷史和黑奴勞役的社會結構，而這裡因見證

了蔗糖工業發展和勞役制度不公的社會烙印，使其於198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為世界遺產。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私營餐廳

旅館

Brisas Trinidad del Mar 或 Hotel Ancon或同級

-古巴革命精神領袖切格瓦拉的遺體就安葬於聖塔克拉拉市-聖塔克拉拉市距離古城千里達約為115公里-瓦倫迪爾海灘度假天堂距離聖塔克拉拉市約為198公里

一早我們將離開古城千里達，驅車前往位於中部這屬於革命鬥士切格瓦拉的城市：聖塔克拉拉。也許您聽過或看過振奮人心的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描

述切格瓦拉於1950年時輟學和死黨阿爾貝托Alberto騎車從阿根廷出發遊歷南美洲的冒險經歷。該城市之所以名列為遊客必訪的景點之一，其主要原因就是拉美
革命的領袖、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所領導的革命義勇軍曾於1958年在此成功解放聖塔克拉拉市，而那場戰役據說是所有革命戰爭中最為關鍵的一場勝利，當地
人也將此城稱之為切格瓦拉城Ciudad De Che Guevara。
古巴政府為了緬懷這位革命先驅在當地建造了大型的切格瓦拉塑像，您將造訪最著名的◎格瓦拉紀念館來追隨這位名聞國際的拉美革命偉大領袖，在這安葬1997
年才從玻利維亞運回來的切格瓦拉遺體。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建立政府後，切格瓦拉進入玻利維亞發起游擊隊中心組織，不幸遭到當地政逮捕後殺害，而其遺體
在死後30年後才被發現，古巴政府將切的遺體運回並安葬在聖塔克拉拉。
將參觀戰役中最著名的●裝甲火車Monumento a la toma de Tren Blindado攻擊行動的紀念遺跡，據說1958年當時為了要阻擋當時由切格瓦拉所領導的革命
軍，古巴政府專門派遣一列裝甲火車要來支援聖塔格拉拉的戰事，切格瓦拉機敏的指揮其軍隊將鐵軌給破壞掉，戰術成功使得裝甲火車翻覆也成為此戰役成功的關

反美強人-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拜訪古巴時，由勞爾‧卡斯楚特別安排他造訪的港口餐廳，後來這家也成為許多國際遊客喜愛追逐的名人餐廳

 查維茲港口餐廳  特別安排

該公園18世紀時為法國的移民區，1902年為了紀念古巴共和國獨立革命成功而建立的，公園廣場上除了能看到愛國詩人何賽馬蒂的雕像，周圍亦能欣賞到19
世紀初的古典建築。

 荷西馬蒂公園 Parque José Martí  下車參觀

該劇院乃為西恩富哥斯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於1888年間由一位來自委內瑞拉商人委託建造而成的，如今成為當地最著名的新古典式劇院。

 多馬斯特瑞劇院 Teatro Tomas Terry  入內參觀

第6天
千里達Trinidad 甘蔗谷Valle de los Ingenios 千里達Trinidad

古代古巴糖業大亨肯特羅家族La Familia de Cantero居住地點，如今這座豪宅博物館陳列許多當時非法販賣非洲黑奴的珍貴歷史資料。

 肯特羅宮 Palacio Cantero  入內參觀

主廣場周圍建築在1514年時只是一座印地安土著的聚落，由來自西班牙的委拉斯格斯Diego Velazquez在這裡建設莊園開始種植甘蔗，自始也成為古巴最
重要的蔗糖產區。主廣場周圍可觀賞到舊殖民時期的建築，亦有機會看到音樂表演，也許當地人會邀請您加入他們的行列。到古巴假若您不暗西班牙語，那麼

音樂和舞蹈絕對是您和當地人最佳的溝通媒介！

 千里達主廣場 Plaza Vieja de Trinidad  路過參觀

第7天
千里達Trinidad 聖塔克拉拉 Santa Clara 瓦倫迪爾海灘Playa de Varadero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3&POIID=ACT1902005645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3&POIID=ACT1902007333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3&POIID=ACT1903000232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4&POIID=ACT1903000379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4&POIID=ACT1902001056


鍵點。另外，也將帶您到市中心廣場的●自由飯店，據說這家是切格瓦拉在抵抗政府軍時所躲藏的飯店，從外觀上還可看到當時遺留下來的彈孔。中午我們將安排
您在切的城市享用午餐，之後將搭車前往位於西北部有加勒比海島國度假天堂之稱的瓦倫迪爾海灘，晚上入住當地全包式飯店，飯店內吧檯提供24小時非酒精飲
品無限暢飲。

切格瓦拉小檔案：

1928年出生於阿根廷的切格瓦拉，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就讀醫學院，1951年輟學和死黨遊歷南美洲從阿根廷出發至秘魯、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這段冒
險經歷也點燃了日後切格瓦拉革命的火苗。1954年切格瓦拉加入了卡斯特羅所領導的726運動組織，1958年領軍在聖塔克拉拉成功戰勝政府軍，隨後進入首都哈
瓦那，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正式成立。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豪華自助料理

旅館

Iberostar Bella Vista Varadero 或 Melia Varadero或同級

-瓦倫迪爾海灘為位於古巴島國西北方的度假天堂-加勒比海帆船體驗特別安排的水中活動，請您確實遵守教練或安全人員的指示和規定

位於加勒比海的古巴島國，據估計全島大型海灘、迷你海灘和裸體海灘約統計有將近300多個，其獨特的天然海景，成為帶動古巴觀光產業的火車頭，其中又以您
將前往的瓦倫迪爾度假海灘Playa de Varadero最為著名，根據資料指出該海灘為世界十大知名海灘之一。
瓦倫迪爾海灘乃位於古巴島國西北方突出海岸的沙洲，獨特的沙灘美景綿延島國北岸近20公里，過去殖民時期曾由富豪將此買下興建許多度假別墅，當時成為有
錢人的私人享樂天堂。直到1959年在卡斯楚所帶領的古巴革
命政府建立後，才逐漸揭開瓦倫迪爾這加勒比海最大海灘度假天堂的神秘面紗。

早上將安排您從瓦倫迪爾海岸出發★體驗搭乘帆船出海航行的樂趣，親自感受加勒比海島國的海岸風情，在這您可以放鬆心情，盡情享受怡然的自在感，另外，在

這航行過程中，船上吧檯亦有提供古巴風味調酒及飲品無限暢飲服務，也將安排您在加勒比海中享受浮潛的樂趣以及和加勒比海海豚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午餐時，

特別安排停靠於當地小島享用自助式料理，亦提供每人一份龍蝦餐點。在小島上，您可悠閒漫步於風景美麗的海灘上或躺在沙灘上看書，擁抱這屬於您的海灘度假

時光。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小島龍蝦自助餐
晚餐 ：飯店內豪華自助料理

旅館

Iberostar Bella Vista Varadero 或 Melia Varadero或同級

由於卡斯楚宴客餐廳為一家國營餐廳，常遇到臨時因古巴政府宴客而當天告知要取消所有團體訂位，屆時將會退還給每位客人15美金，並且改安排至其他當地餐
廳用餐

據說1958年當時為了要阻擋當時由切格瓦拉所領導的革命軍，古巴政府專門派遣一列裝甲火車要來支援聖塔格拉拉的戰事，切格瓦拉機敏的指揮其軍隊將鐵
軌給破壞掉，戰術成功使得裝甲火車翻覆也成為此戰役成功的關鍵點。如今戰役中著名的裝甲火車已成為了一座戶外紀念館。

 裝甲火車Monumento a la toma de Tren Blindado  下車參觀

據說這家飯店是切格瓦拉在抵抗政府軍時所躲藏的飯店，從外觀上還可看到當時遺留下來的彈孔。

 自由飯店 Hotel Santa Clara Libre  下車參觀

位於古巴島國西北方突出海岸的沙洲，獨特的沙灘美景綿延島國北岸近20公里，過去殖民時期曾由富豪將此買下興建許多度假別墅，當時成為有錢人的私人
享樂天堂。直到1959年在卡斯楚所帶領的古巴革 命政府建立後，才逐漸揭開瓦拉德羅這加勒比海最大海灘度假天堂的神秘面紗。

 巴拉德羅海灘 Playa Varadero  特別安排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建立政府後，切格瓦拉進入玻利維亞發起游擊隊中心組織，不幸遭到當地政逮捕後殺害，而其遺體在死後30年後才被發現。古巴政府將
切的遺體運回並在聖塔克拉拉建立切格瓦拉紀念館，安葬這位名聞國際的拉美革命偉大領袖。

 格瓦拉紀念館 Museo Che Guevara  入內參觀

第8天
瓦倫迪爾海灘Playa de Varadero

 體驗搭乘帆船

位於古巴島國西北方突出海岸的沙洲，獨特的沙灘美景綿延島國北岸近20公里，過去殖民時期曾由富豪將此買下興建許多度假別墅，當時成為有錢人的私人
享樂天堂。直到1959年在卡斯楚所帶領的古巴革 命政府建立後，才逐漸揭開瓦拉德羅這加勒比海最大海灘度假天堂的神秘面紗。

 巴拉德羅海灘 Playa Varadero  特別安排

第9天
瓦倫迪爾海灘Playa de Varadero 哈瓦那Habana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5&POIID=ACT1902008852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5&POIID=ACT1902003576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5&POIID=ACT1902001914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5&POIID=ACT1903000501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6&POIID=ACT1904002198
https://travel2.liontravel.com/detail/poiinfo?DayID=108196&POIID=ACT1902001914


今天一早將帶您離開瓦倫迪爾海灘飯店，返回哈瓦那。抵達之後，將帶大家前往參觀古巴著名◎革命博物館，這棟雄偉的建築物過去曾是古巴總統府，見證了古巴

曾經動盪不安的歷史。今天午餐將獨家特別安排您在舊城區的當地餐廳中享用，這是古巴革命頭子★卡斯楚常宴請外賓的餐廳，也是許多政商名流和明星喜愛光顧

的餐廳，據說卡斯楚許多重大政策就是在這家餐廳密談出來的。

下午安排自由活動時間，今天晚上，也是在古巴的最後一次晚餐，也將獨家特別安排您品嚐古巴最受歡迎的國民美食、也是多次出現在知名電影中的★古巴三明

治，讓您能親自感受這道國民美食的魅力。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卡斯楚宴客餐廳
晚餐 ：古巴國民美食三明治

旅館

Hotel NH CAPRI或同級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凡在洛杉磯轉機時間超過6小時，即向每位全程參團之旅
客提供餐費USD20

今天一早我們將離開哈瓦那前往中美洲門戶巴拿馬，抵達後再轉機前往洛杉磯。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抵達洛杉磯之後稍做休息，凌晨再搭乘班機啟程飛往台北。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今天將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正式結束這趟加勒比海明珠古巴之旅，在此，期望在下次旅程中與您相見。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旅館

台灣的家

第10天
哈瓦那Habana 巴拿馬Panama 洛杉磯Los Angeles

第11天
洛杉磯Los Angeles 台北Taipei

第12天
台北Taipei

 行程備註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5人以上人以上(含含)，最多為35人以下(含)，機位數不代表成團人數。請旅客於報名時注意此資訊。

2. 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3. 外站參團 (Join) 的旅客，售價不含台北-洛杉磯來回機票、美國ESTA、古巴觀光卡及洛杉磯機場轉機超過6小時發的餐費。
如選擇從洛杉磯參團，團費則按照全程參團費用扣除如選擇從洛杉磯參團，團費則按照全程參團費用扣除NTD25,000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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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5. 此行程持中華民國護照需有以下資料：
A.中華民國護照正本 (建議護照效期:返國日算起六個月以上的效期,簽名勿重覆簽名或塗改)
B.旅客基本資料表

6. 請特別注意：本行程係由達人領隊或專職達人領團，故無自然單間請特別注意：本行程係由達人領隊或專職達人領團，故無自然單間(即無法與領隊即無法與領隊/或達人配房或達人配房)。。
若您為單人報名者，最後如團體成行且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須另支付單人房差若您為單人報名者，最後如團體成行且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須另支付單人房差$25,000元起。元起。

7. 本行程不接受湊票或中途脫隊者。

8. 報名參團限制規定：
請注意！本行程行車路線多有顛簸，當地醫療水平不佳等因素，報名本行程之旅客，基於人身安全及風險考量，應符合下列規定，本公司始受理報名

Ａ：70歲以下：健康狀況良好並具獨立行動力，且無心血管、慢性病、呼吸道、骨質疏鬆等疾病、無懷孕或行動不便或體適能狀態不佳者
Ｂ：70歲以上或行動不便或領有殘障手冊者，應有符合A條件之隨行親友陪同參團，並在親友協助下可獨立完成本行程
C：其餘非上述狀況，而經本公司認定有參團人身或健康風險者，需提供合法醫療院所之旅遊醫學門診所開立之適宜參團證明文件
Ｄ：建議應自行加購旅遊平安險或海外醫療保險

費用包含：

1.全程經濟艙團體機票（含各地機場稅、燃油費）。
2.美國美國ESTA旅行授權電子系統授權許可及古巴觀光卡。旅行授權電子系統授權許可及古巴觀光卡。

3.全程領隊、導遊、司機、餐廳、旅館行李小費。全程領隊、導遊、司機、餐廳、旅館行李小費。

4.每人每天1瓶水。
5.行程中所列之各地住宿、交通、餐食、景點門票等。
6.保險：『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萬  (實支實付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支實付)】 』
7.行程中所列之各項贈品與加值服務。

費用不含：

1.個人護照費及個人性消費。
2.居住地至桃園國際機場接送費用。
3.床頭小費。

簽證：

A.依照古巴政府現行規範，我國人持普通護照(6個月以上效期)赴古巴，需要購買觀光卡才能入境，該卡一般效期約為30日。
需於抵達古巴前一站辦理登機手續時，向航空公司購買古巴觀光卡古巴觀光卡。(已含在團費內)
B.國人持中華民國護照得以免簽證方式入境巴拿馬，此行程在巴拿馬轉機不需要再辦理簽證。
C.根據美國在臺協會於2012年10月2日宣布台灣加入免簽證計劃。凡持有之台灣護照為2008年12月29日當日或以後核發之生物 辨識電子護照(晶片護照)並且具備國
民身分證（戶籍）號碼，可線上申請ESTA。(已含在團費內)
D.美國在台協會於美國在台協會於2016年年6月月20日公告：日公告：  在在2011年年3月月1日當天或之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葉門旅行或在此七個國家日當天或之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葉門旅行或在此七個國家

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的旅客將不再符合資格使用免簽證計畫前往美國或入境美國。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的旅客將不再符合資格使用免簽證計畫前往美國或入境美國。  若有去過此七國請盡速辦理傳統美簽若有去過此七國請盡速辦理傳統美簽(需自費需自費)。。
E.備註：簽證申請一旦受理，無論核發與否，或申請人要求撤件者，所繳費用均將不予退還。

※美國⾄古巴近年已有直⾶航班，但除符合美國政府規定之12種條件，其餘皆禁⽌搭乘。觀光旅遊⽬的⽬前尚不符合官⽅規定，美國政府有權禁⽌旅客登機並遣返原

出發地，如需搭乘班機從美國⾄古巴，為避免風險，仍需⾄第三⽅國家轉機。

小費：

在美洲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請參考：

* 隨團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司機 (已包含在團費中)
* 餐廳服務費 (已包含在團費中)
* 行李服務人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 (已包含在團費中)
* 房間清潔人員之小費：每間房1美金，置於枕頭上
*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電話：

從國外撥回台灣:
該國國際冠碼 ＋ 台灣國 (886) ＋ 區域號碼(去零) ＋ 用戶電話號碼
從古巴撥回台北市：00＋886＋2＋2737-XXXX
使用行動電話時→ 去掉第一個零即可：00＋886＋921-999-XXX

從台灣撥往國外:
台灣國際冠碼(002) ＋ 該國國碼 ＋ 區域號碼(去零) ＋ 用戶電話號碼
從台灣撥往古巴哈瓦那：002＋53＋7＋XXXXXXX
使用行動電話時：002+53+當地手機號碼
古巴: 國際冠碼 ─ 國碼53
哈瓦那區碼7 皮納德里奧省區碼48 瑪坦薩斯區碼45 西恩富哥斯43
德尼里達區碼41 瓦倫迪爾區碼45

電壓時差：

古巴

1.電壓(伏特)：110V/220V　插座A、B
2.時差：比台灣慢13小時

https://www.aa.com/i18n/travel-info/international-travel/cuba.jsp


安全守則：

疾病檢疫：

a. 出國前可上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國際疫情資訊，若前往流行病疫區時，請於出國前4至6週至「旅遊醫學門診」由醫師評估
接種疫苗或服用藥物之需求；旅途中或返國途中如出現發燒、嘔吐、腹瀉、皮膚出疹、黃疸等症狀時，請於返國時向機場

檢疫人員通報；因傳染病有潛伏期，如回國後出現上述不適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近期旅遊史，做為診斷及治療

之參考。

b. 相關國際疫情、防治措施及全國12家旅遊醫學門診相關資訊，請參閱該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入出境健
康管理」專區查詢，或1922（國外可撥+886-800-001922)防疫專線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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