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19.12.05【古巴】世界遺產、搭乘古董車、海明威巡禮13日 

(升等2晚五星飯店) 

NT:163,000元/人 含稅、美國ESTA、導領小費、晚餐西餐含酒水 

 

行程特色

 
 

簽證準備資料： 

◎古巴簽證   (所需天數 7 天 不含六日) 

1.護照 彩色影本 

2.兩吋白底大頭照 彩色電子檔 

※以上影本  皆需 彩色 清楚拍照檔或掃描檔(不可反光或遮蓋)。 

◎美國 ESTA  

1.基本表格 

2.護照影本 



 





 
 

 

 

參考航班      (正確航班時間，依航空公司實際提供為主) 

天數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1 天 桃園 TPE 洛杉磯 LAX 
(或舊金山或休士頓) 

BR006 11:20 06:50 11 小時 30 分 

第 1 天 洛杉磯 LAX 
 (或舊金山或休士頓) 

邁阿密 MIA AA1473 09:40 17:52 5 小時 12 分 

第 2 天 邁阿密 MIA 哈瓦那 HAV AA1447 09:30 10:45 1 小時 15 分 

第 11 天 哈瓦那 HAV 邁阿密 MIA AA1334 12:50 14:05 1 小時 20 分 

第 11 天 邁阿密 MIA 洛杉磯 LAX  
(或舊金山或休士頓) 

AA0314 17:50 20:28 5 小時 33 分 

第 11 天 洛杉磯 LAX 
 (或舊金山或休士頓) 

桃園 TPE BR011 23:05 05:40 

+2(12/17 抵台) 

14 小時 35 分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轉機點(舊金山或洛杉磯或休士頓) 

本日在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由桃園機場出發經太平洋飛往北美，開始此趟令人期待已久集

古巴多種文化、藝術、音樂活動合而為一之熱情拉丁之旅。  

早餐 :  X 午餐 :  X 晚餐 :  X 

住宿 :  機上 

 

第二天  轉機點(洛杉磯或舊金山或休士頓)／ 邁阿密／哈瓦那 

在美國轉機點稍作休息後再前往邁阿密後，前往鄰近的加勒比海的熱情國度─古巴。 

預計晚上 抵達古巴哈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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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  X 午餐 :  X 晚餐 :  私營餐館 龍蝦料理(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  Hotel NH CAPRI 或同級 

 

第三天  哈瓦那 老城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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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olució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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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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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帶您到海明威生前最愛的《酒吧 La Bodeguita》喝杯這裡最著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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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內參觀】哈瓦那俱樂部-蘭姆酒博物館、La Bodeguita 酒吧 

【特別安排】搭乘古董車、兩世界飯店餐廳、古巴迎接歐巴馬使用餐廳 



【下車拍照】革命廣場、國務院、何塞馬蒂紀念塔、老城廣場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或西式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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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  Hotel NH CAPRI 或同級 

   

第四天 哈瓦那～海明威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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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gí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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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jí m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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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拉薩 La Terr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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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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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內參觀】瞭望山莊、佛羅蒂塔酒吧、拉德拉薩 La Terraza 小酒吧 

【特別安排】雪茄小館捲菸趣、椰子蛋型小車、熱帶歌舞秀 

【下車拍照】柯西瑪小漁村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科希瑪小漁村 晚餐 : 私營餐廳+熱帶歌舞秀(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  Hotel NH CAPRI 或同級 

 

第五天 哈瓦那─世界文化遺產~雲尼斯山谷─哈瓦那    

今日搭車前往古巴最西部的比納爾德里奧省，也是世界最佳的菸草產地之一，17 世紀來自西班牙的

移民開始在這裡種植菸草，使其成為古巴菸葉相當重要的產地，沿途可欣賞古巴鄉村風光。我們將

在省內的《雲尼斯山谷》(Viñ ales Valley)參觀當地著名的《雪茄菸草農莊》，了解古巴雪茄菸草生

產及乾燥過程，雲尼斯山谷為喀斯特地形，狀如針立般的石灰岩山應勢而生，特殊氣候加上豐饒的

紅土，使得這裡成為古巴最有名的煙草栽培區。山谷內佈滿茂盛的植物，包括多種蕨類和稀有的、



只生長在這裡的古老鐵蘇(Cork Palm)，加上農村景觀價值，故被政府列為國家公園加以保護，並於

【1999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遺產】。 

 

下午前往附近的《印地安洞穴》(Cuevas del Indio)，此洞穴因發現印第安人的遺體而被命名，經由

石灰岩山(Mogote)山腳下一狹縫進入洞穴，《搭乘機動船》來一場深度之旅。最後參觀在雲尼斯山

谷西方 5 公里處的《史前壁畫》(Mural de Prehistoria)，畫在石灰岩山的崖面，說明地區演進史，壁

畫有 60 公尺至 90 公尺長，是卡斯楚委託古巴畫家岡薩雷斯，帶領 25 名農民於 1959 年至 1962 年

完成。隨後返回哈瓦那。晚餐宴於古巴具傳統及歷史之酒廊，欣賞《正統古巴拉丁歌唱演奏》。 

 

【入內參觀】雪茄菸草農莊 

【特別安排】搭乘機動船進入印地安洞穴、古巴拉丁歌唱演奏 

【下車拍照】史前壁畫 

【參考車程】哈瓦那─雲尼斯山谷：185KM/2.5HR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農場烤肉農村菜 晚餐 : 酒廊餐廳(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 Hotel NH CAPRI 或同級 

 

第六天 哈瓦那─世界文化遺產~西恩富哥斯─千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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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ó r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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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將帶您到著名的《何賽馬蒂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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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前往千里

達。 

【特別安排】港口餐廳 

【下車拍照】多馬斯特瑞劇院、何賽馬蒂公園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查維茲港口餐廳 晚餐 : 飯店內晚餐(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  Iberostar Grand Hotel Trinidad 或同級 

 

第七天  千里達 ─甘蔗谷─ 千里達 

甘蔗谷是由聖塔羅莎、聖路易、邁耶 3 個小河谷組成，位於德尼里達和聖斯皮里圖斯省之間，長達

30 公里，其名來自 19 世紀糖業興盛時在德尼里達周邊的許多練糖廠，所以又名糖谷。附近森林可

提供練糖所需的燃料，以降低成本。這座天然河谷博物館與德尼里達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

界遺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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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達被列入世界遺產，乃因具有豐富歷史意義的城中央呈多邊形，由多條石子路構成，最終都通

往★主廣場。黃昏時最適合觀賞這座廣場，柔和的光線烘托出建築物本身溫暖的色系，更顯出其規

模的宏偉，區分成 4 座小花園的中央公園以其裝飾更顯出美麗。 

 

★千里達教堂(聖三一教堂)為主廣場上最知名的地標建築，這座教堂最早在 17 世紀舊建成了，但之

後被颶風給摧毀，1814-92 年於原址建成了現在的教堂，造訪者無不讚嘆其簡約之美。 

 

位於教堂左邊的★布奈特宮 Brunet Palace，是 19 世紀居住於此的富商 Borrell 家族所建，建築的一

部份被改為浪漫博物館 Romantic museum，展示了極為精美的家具及裝飾，這些大部分都是屬於家

族的奠基者 Mariano Borrell 所有，後來由他嫁給布奈特法官的女兒所繼承，所以改名為布奈特宮。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特色料理 晚餐 : 飯店內晚餐 (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  Iberostar Grand Hotel Trinidad 或同級 

 

第八天  千里達─加勒比海知名度假勝地~巴拉德羅  

一早離開古城千里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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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特色料理 晚餐 : 飯店內晚餐(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  Varadero 濱海 5 星****渡假村或同級 

 

第九天  巴拉德羅《墨西哥灣海岸風情》    

《巴拉德羅》坐落在伊卡克斯半島，介於卡爾德納斯灣和佛羅里達海峽之間，在哈瓦那以東 140 公

里，古巴布蘭卡公路（Ví a Blanca）的東端。在半島東北盡頭有一自然保護區與原始森林和海灘。

巴拉德羅擁有超過 20 公里的白沙灘，是集大海、沙灘、陽光、藍天為一體最美的海灘，也是古巴熱

帶風情著名的旅遊度假區。早在 19 世紀 70 年代，第一名遊客來訪，多年來，巴拉德羅被認為是一

個精英度假勝地。1910 年度賽艇帆船賽開始；5 年後建成第一家酒店。 

 



除了最有價值的資源海灘之外，其它天然的旅遊景點，還有洞穴，珊瑚礁鏈，附近還有文化，歷史

和環境等景點。今早安排《遊艇出海》體驗墨西哥灣的海岸風情，這是巴拉德羅最受歡迎的活動之

一。 

 

在航行過程中的第一站您可欣賞到船長和漁夫下海徒手捕捉龍蝦之精采表演並在現場烹飪，大啖現

流生吃或鮮燙大龍蝦；第二站遊艇會停靠於《小島上午餐》，運氣好的話還有與海豚近距離接觸的

機會。航程結束後我們回到飯店享用豐盛晚餐，再充分享受全包式五星級渡假村的設施。 

度過悠閒難忘美好的海濱度假時光，晚餐過後可在於渡假村內劇場自由欣賞免費夜間舞台表演。

【特別安排】遊艇出海巡遊墨西哥灣、墨西哥灣小島午餐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墨西哥灣小島海鮮大餐 晚餐 : 渡假村內晚餐(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  Varadero 濱海 5 星*****渡假村或同級 

    

第十天 巴拉德羅─哈瓦那《革命博物館‧富斯特社區》    

今日返回哈瓦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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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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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參觀《富斯特社區》起源於當地藝術家 José  Fuster，剛開始他是以陶瓷、繪畫、馬賽克裝飾

自己的家，藉以當作兒童嬉戲場所，之後他依鄰居每人的特質，幫他們的牆面屋頂佈滿華麗的壁

畫，讓人有進入童話世界的錯覺，十年間藝術拓展至附近八十間屋子，也帶動了社區觀光發展。晚

上特別安排《卡斯楚宴客餐廳》用餐。 

 

【特別安排】卡斯楚宴客餐廳 

【下車拍照】革命博物館、富斯特社區 

【參考車程】巴拉德羅─哈瓦那：145KM/2.5HR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古巴三明治風味餐 晚餐 : 卡斯楚宴客餐廳(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  Hotel NH CAPRI 或同級 

 

第十一天  哈瓦那／邁阿密／轉機點(洛杉磯或舊金山或休士頓) 

今天一早我們將離開哈瓦那前往中美洲轉機前往洛杉磯。 

 

第十二天 轉機點(舊金山或洛杉磯或休士頓)／桃園   

於機上享受空服員殷勤的服務及舒適的各項設施，經國際換日線於隔日抵達。  

   

第十三天 桃園機場    

今日安全抵達桃園機場，回到甜蜜的家中，結束這趟充實愉快且精彩萬分的古巴之旅。  

 

 

 

(本公司保有因中段航班及交通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