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假期日期價格可能會有變動 **所示價格均為美元/每人

CUN5D/5 天 4 夜
**天天出發**
5 星普通全套件式
CUN5DD

CUN5DE

豪華 5 星全包

雙人間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間

3-11 兒童

$1,349
$1,649

$900
$1,100

$810
$1040

$1,749
$2,449

$645
$830

旺季加價：聖誕元旦旺季加價將於臨近旺季之前發佈
行程亮點：
全程一價全包，無行程內必付自費專案

——約 13：30-14：15 墨西哥特色自助午餐

團費包含：

——約 14：15-15：00 伊克基爾天坑午餐后，遊覽天然溶井"聖

所選等級的酒店; 中文接機 + 英文送機

井"伊克·基爾天坑。

價值$318 美金每人（$169+

密場所，玉器投祭雨神的溶洞。 熱帶藤須覆蓋下的水面碧綠清

$149）的兩個 1 日游（已含所有自

費專案）

"聖井"是古瑪雅國王和王妃們沐浴的私

澈，是拍照的絕佳場所。 在這裡您可以體驗刺激的"高臺跳水
"，也可以與池中小魚們嬉水玩樂，度過清涼又愉快的午後時

第一天 - 原居地 - 坎昆

光。 您可以自行選擇是否在天坑內游泳。

抵達坎昆國際機場，我們的工作人員將在航站樓外等候，迎接後

——約 15：00 前往洞穴史威杜恩天然井

司機會將您送至酒店， 您可自行辦理入住在酒店內休息。 我們

——約 16：00 到達神秘史威杜恩天然井，觀看各種天然的鐘乳

將提供全天免費中文接機服務（未含接機服務費），根據航班到

石景觀。 站在溶洞的中間，配合洞頂的陽光，彷彿站在大自然

達時間我們會集中相同時段抵達的客人一同送往酒店，您可能會

的舞臺中間。 湖水清澈碧綠，好似闖入了一個異度空間，美得

需要在機場稍事等候。

讓人窒息

如需【中文包車接機】服務，需加收$100 每程（最多可乘坐 4 位

——約 16：45 返程

客人）。

——約 18：30 到達坎昆。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 晚餐：選擇全包酒店的客人酒店包

早餐：酒店早餐 | 午餐：墨西哥特色自助午餐（已含） |晚

餐，選擇非全包酒店的客人自理

餐：選擇全包酒店的客人酒店包餐，選擇非全包酒店的客人自理

酒店: 坎昆所選等級酒店

酒店: 坎昆所選等級酒店

第二天 - 奇琴伊察 & 伊克·基爾天坑 & 史威杜恩天然

第三天 - 粉紅湖 & 火烈鳥自然保護區

溶井

（行程時間僅供參考，具體出發時間、行程順序和行程時間可能

（行程時間僅供參考，具體出發時間、行程順序和行程時間可能

根據實際情況而調整）

根據實際情況而調整）

——約 7：00-8：00 導遊在酒店或上車點與您匯合，帶您前往粉

——約 7：00-8：30 導遊在酒店或上車點與您匯合，帶您前往奇

紅湖

琴伊察

——約 12：30-13：15 粉紅湖

——約 11：30-13：30 奇琴伊察

位於坎昆附近尤卡坦州的"粉紅湖

「奇琴伊察」是一處規模龐大的前哥倫布時期的瑪雅考古遺址，

"是各大社交網站中最火爆的網紅

於 2007 年同中國長城、羅馬鬥獸場等古跡被評為"新世界七大奇

目的地，全世界的粉紅奇跡都在

跡"。 儘管這座城市遭到了時間和掠奪者的破壞，仍然有不少漂

這片粉色瀉湖裡！

亮的石頭建築存留，最為著名的是在城市中央聳立著的宏偉的

所以為粉紅色，源於水中大量的

「庫庫爾坎金字塔」。 城中的「蹴球場」「武士神廟」「橢圓

粉紅色浮游生物。 這裡被譽為

形天文臺」等知名建築也會讓人不禁感歎神秘古老瑪雅文明的聰

「粉紅版天空之鏡」，蔚藍色的

明智慧。 聞名世界的奇琴伊察，曾被很多不同國家的媒體列入"

天空映照在如鏡面般的粉色湖面

人生必去目的地"清單，每年吸引數以百萬計的各國遊客前來參

上，猶如踏入粉色童話仙境！ 您

觀。

可以在這童話般的粉紅世界中拍

"粉紅湖"之

網紅同款照片，讓您的朋友圈"點
讚"不停。

——約 13：15-15：15 船遊火烈鳥自然保護區

早餐：酒店早餐 | 午餐：根據所選行程而定 | 晚餐：選擇全包

乘船進入北美洲最大的火烈鳥保護區 Rio Lagartos Ecological

酒店的客人酒店包餐，選擇非全包酒店的客人自理

Reserve，這裡有著廣闊的海岸沙丘、大片茂密的紅樹林和熱帶

酒店: 坎昆所選等級酒店

雨林;這裡也棲息著包括火烈鳥和鱷在內的 200 多種野生動物。
乘船飛馳於被原生態熱帶雨林環抱的瀉湖，與野生火烈鳥和鱷魚

第五天-坎昆 - 原居地

偶遇，驚歎大自然的奧妙與神奇！ 在這裡您還可以親身體驗具

在約定的時間，你的司機（英文）將在酒店大堂等候，將您送至

有護膚美容功效的瑪雅純天然泥浴。

機場，搭乘航班返回原居地。

——約 15：15-16：00 漁村特色午餐

如需中文送機服務，需加收 $100 每程。

——約 16：00 返程

早餐：酒店早餐（送機時間允許的情況下）

——約 19：30 抵達坎昆
溫馨提示：建議您穿著舒適衣物和適於步行的運動鞋，攜帶太陽

費用包含：

鏡，防曬霜，防蚊液，帽子/遮陽傘，信用卡和一些現金以便您

o

坎昆所選擇相應等級酒店（詳情請見"坎昆酒店等級參考"）

購買紀念品或用於其它私人消費;該日行程會涉及乘船，建議您

o

行程中標註的餐食及飲品

攜帶暈船藥;該可體驗瑪雅天然泥浴，如您想參加體驗請攜帶泳

o

中文接機、英文送機服務

衣，毛巾/浴巾、拖鞋和備用更換的乾衣物;粉紅湖當地規定，不

o

中文導遊服務

可以使用相機或者攝像機拍攝，只能使用手機拍攝

o

行程中包含的景點

早餐：酒店早餐 | 午餐：漁村特色午餐（已含）| 晚餐：選擇
全包酒店的客人酒店包餐，選擇非全包酒店的客人自理

費用不含：

酒店: 坎昆所選等級酒店

o

境內及境外段機票及相關費用

o

導遊和司機的服務費：接機、送機服務費 5 美金每人每次;

第四天 - 自由活動/或自費參加中英文一日游專案

中文出團日服務費 10 美金每人每天;自由活動當日未定購參加任

今日您可以選擇自由活動，或參加以下【自費專案】：

何行程無需支付服務費;主題公園出團日及其他英文一日遊行程

o 【坎昆中/英文一日遊】粉紅湖+火烈鳥自然保護區

建議 3-5 美金每人每天。

o 【坎昆中/英文一日游】圖倫古城+藍色天坑

o

自由活動當日訂購行程的費用

o 【英文坎昆當地玩樂"X"系列】：

o

其他一切私人消費，包括但不限於餐費、購物、保險、洗

—

西卡萊特 Xcaret 瑪雅生態公園

衣、酒店電話費、客房服務等。

—

西普洛 Xplor 瑪雅探險公園

—

謝哈 Xel-Ha 水上活動公園

坎昆酒店等級參考：
普通 5 星級全包式沙灘酒店

Booking.com 評星 ★★★★★

豪華 5 星級全包式沙灘酒店

Booking.com 評星 ★★★★★
Tripadvisor.com（貓途鷹）綜合評分坎昆排
名前
10

包含酒店所有餐廳用餐（個別高檔食
材、酒水需另付費）房間
MiniBar 酒水任享含酒店房間及餐廳小
費酒店近沙灘或擁有私人沙灘

參考酒店：
一般 5 星級全包式沙灘酒店：Gran Caribe Panama Jack，Grand Park Royal， Beach Palace， Fiesta Americana Condesa， Park Royal， Royal
Sands， Dreams Sands， Iberostar Cancun 或同級
豪華 5 星級全包式沙灘酒店：Hyatt Ziva/ Zilara， Hard Rock， Secrets The Vine，Riu Palace Peninsula， Sun Palace，Moon Palace 或同級星
全包
*在預定時，若無特殊需求，預設為酒店普通大床房;若特殊需求房型或床型，有可能產生額外的費用
**因世界各地對酒店評星標準不一，不同酒店在不同國家或網站的評星可能出現差異，本產品酒店評星標準都按照權威酒店預訂網站
Booing.com（繽客）執行

本公司保留對所有行程、價格、條款等資訊的最終解釋權;由於天氣、交通、戰爭、罷工、政治、疫情和其它一些不可抗因素，本公司
保留對行程更改、推遲或取消的權利，團費恕不退還;因遊客個人原因自願放棄參團，一切費用恕不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