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阿密&奥兰多&西雅图邮轮团 团前团后服务升级 

 

 

即日起，纵横贴心推出迈阿密、奥兰多与西雅图出发的邮轮团团前团后三种套餐增值服务，为您的邮轮之旅提

供便利，更多选择，出行无忧！ 

 

【A套餐】接机送邮轮码头 + 接邮轮码头送机 （往返双程） 

迈阿密团号：CMA     奥兰多团号：CQA     西雅图团号：CSA 

价格：第一第二人 $80/人， 同行第三人起 $40/人 

 

【B套餐】接机 + 送酒店 + 住一晚酒店 + 第二天酒店送邮轮码头 + 最后一天接邮轮码头送机 

迈阿密团号：CMB     奥兰多团号：CQB     西雅图团号：CSB     

价格：两人一房 $130/人，第三第四人同房 $30/人，单人房 $230/人 

  

【C套餐】接机 + 送酒店（酒店入住 2晚）+ 第二天当地行程（一日游） + 第三天酒店送邮轮码头 + 最后一天

接邮轮码头送机 

迈阿密团号：CMC     奥兰多团号：CQC     西雅图团号：CSC     

价格：两人一房 $280/人，第三第四人同房 $80/人，单人房 $480/人 

* 第二天当地行程选项： 

  迈阿密   奥兰多   西雅图（请在下单时备注行程） 

  市区游【MIA1-A】 

  天天出发 
  肯尼迪航空中心一 日游【Q1AT】 

  天天出发 
  市区游【SE1】 

  周一，周三，周四，周五出发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一日游【SO1】 

  天天出发 

    
  雷尼尔火山国家公园一日游【SR1】 

  天天出发 

 

【D套餐】接机送邮轮码头 / 接邮轮码头送机（单程） 

迈阿密团号：CMD     奥兰多团号：CQD     西雅图团号：CSD 

价格：第一第二人 $60/人， 同行第三人起 $20/人 

备注： 

1. 请务必在下单时提供邮轮公司名字，码头，和邮轮出发时间。 

 

2. 接/送机信息： 

接机信息 

  迈阿密   奥兰多   西雅图 

  罗德岱堡机场 FLL： 

  10:00 AM – 22:00 PM 
  奥兰多国际机场 MCO： 

  8:30 AM – 23:00 PM 

  【A&D 套餐】 

  西雅图机场 SEA： 

  11:00 AM （只此一班） 



  迈阿密机场 MIA： 

  10:00 AM – 22:00 PM 
  

 【B&C 套餐】 

  西雅图机场 SEA： 

  9:00 AM – 22:00 PM 

  

送机信息 

  迈阿密   奥兰多   西雅图 

  罗德岱堡码头 POE： 

  10:30 AM （只此一班） 

  * 请预定迈阿密机场 MIA 13:00 PM 以后的 

  航班；罗德岱堡机场 FLL 14:00 PM 以后的 

  航班 

  卡纳维尔邮轮码头： 

  12:00 PM（只此一班） 

   * 请预定奥兰多机场 MCO 

   15:00 PM 以后的航班 

  西雅图邮轮码头： 

  12:00 PM（只此一班） 

   * 请预定西雅图机场 SEA 

  15:00 PM 以后的航班（国 

  内），16:30 PM 以后的航班 

 （国际） 

  迈阿密码头 POM： 

  9:00 AM 和 12:00 PM（只此两班） 
  * 选择 9:00 AM 送机的客人请预定迈阿密 

  机场 MIA 12:00 以后的航班；罗德岱堡机场 

  FLL 13:00 以后的航班 

  * 选择 12:00 PM 送机的客人请预定迈阿密 

  机场 MIA 15:00 以后的航班；罗德岱堡机场 

  FLL 16:00 以后的航班 

    

  

3. 参考酒店： 

  迈阿密 
  Bonaventure Resort & Spa （含两份热自助早餐）或 Holiday Inn Miami West - 

  Airport Area 或同级（提供免费早餐） 

  奥兰多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 或同级（提供免费早餐） 

  西雅图   Red Lion Inn & Suites Federal Way 或 Clarion Inn Auburn Seattle 或同级 

 

4. 选择【B套餐】与【C套餐】的客人，可在接机当天自费参加以下行程： 

【迈阿密】 

夜游仅限 15:00 PM 前到达 MIA 机场的客人或 16:00 PM 前到达 FLL 机场的客人 

迈阿密夜游 Miami Night Tour  成人：$35；老人(65+)：$35；儿童 (3-12)：$25 

主要包括漫步时尚的林肯路和夜游南海滩。林肯大道（Lincoln Road）是一条有趣的步行街，也是迈阿密

的着名街道，绿树成排，到处是电影院、商店、酒吧、水烟店、街头摊贩和热辣的比基尼。位于迈阿密南

端的南海滩(South Beach)则是北美最好最着名的海滩之一，面朝大西洋的海滨大道上聚集了上百家的酒

吧、餐馆、夜总会、豪华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这里丰富的夜生活吸引无数 Party党前来聚会，是迈阿密

当之无愧的“派对海滩”。夜风吹拂椰树林，我们将带您一览南海滩夜晚风情。 

【西雅图】 

早游仅限 12:00 PM 前抵达的航班或 13:00 PM 前抵达团上酒店的客人；夜游仅限 18:00 PM 前抵达的航

班或 19:00 PM 前抵达团上酒店的客人 

西雅图早游 Seattle Morning Tour  成人：$35；老人(65+)：$35；儿童(3-12)：$25 

微软总部 → 华盛顿大学 

微软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科技公司，是世界 PC机软体发展的先导，由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创办

于 1975年，公司总部设立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我们将前往着名的微软 92号大楼，带您走进一个全新

科技时代（入内，如因特殊原因关闭不可入内），并参观世界最强公司的办公园区（外观不可入内），华



 

盛顿大学-西雅图创建于 1861年，位于美国西雅图，是一所世界顶尖的着名大学，公立常春藤之一，是美

国十所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华盛顿大学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公立大学第 1位，世界大学排名第 4位。

2015年 6月 18日，华盛顿大学、清华大学和微软公司合作创建的全球创新学院简称 GIX在美国华盛顿州

西雅图市正式启动。大家将步入大学主校园区体验华盛顿大学浓郁的文化气息，值得一提的是华大也是西

雅图最着名的赏樱地。 

西雅图夜游 Seattle Night Tour  成人：$25；老人(65+)：$25；儿童(3-12)：$15 

西雅图渔人码头 → 凯利公园 → 星巴克全球第一家臻选咖啡（Reserve）烘焙体验馆 

前往西雅图渔人码头，这里有号称全美国最高的水上摩天轮——西雅图摩天轮 2012年 6月 29日在美国

华盛顿州西雅图伊洛特-加龙省港 57号码头正式开幕。凯利公园可看见西雅图夜色全景，俯视这个浪漫之

都。这个公园是西雅图市中心的照相点之一。如果西雅图市中心的照片里有太空针塔的前景和雷尼尔火山

的背景，一般都是从这里照出来的。同时会前往星巴克全球第一家臻选咖啡（Reserve）烘焙体验馆，这

里更像是一座现代化咖啡工厂，你亲眼目睹各种机器烘焙着最新鲜的咖啡豆，研磨着最浓郁的咖啡粉，你

还可以脑洞大开，点一杯最具创意的咖啡，或者享用星巴克最新产品。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原装咖啡豆从拆

封、烘焙到做成咖啡的全过程. 

西雅图早游+夜游 Morning Tour + Night Tour Special Package  成人：$50；老人(65+)：$50；儿童(3-

12)：$30 

 

5. 套餐费用不包含如下服务费： 

    迈阿密   奥兰多   西雅图 

  接/送机服务费   $5/人   $5/人   $10/人 

  团上服务费   $10/人/天   $10/人/天   $10/人/天 

* 儿童/占座婴儿按成人标准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