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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 2020 北美洲聯誼會 
2020 BLIA North America Fellowship Meeting 

5 天 4 晚天涯海角之旅 
Explore Miami & Southernmost Point 

5 Days 4 Nights 
 
2020 年 06 月 07 日 奧蘭多 – 羅德岱堡 
6/07/2020  Orlando – Fort Lauderdale 

下午 13:00，從奧蘭多“佛州光明寺”集合出發，前往“邁阿密佛光山”，晚餐在寺内享用 (歡
迎隨喜打齋)。夜宿羅德岱堡旅館。 

Depart from “Guang Ming Temple” at 1:00PM, proceed to “Fo Guang Shan Miami”, enjoy dinner 
in the temple. Overnight at Fort Lauderdale. 

酒店：Fort Lauderdale 豪華酒店 
 
2020 年 06 月 08 日 羅德岱堡 – 沼澤公園 – 西礁島 
6/08/2020  Fort Lauderdale – Everglades Park – Key West 

酒店早餐後，驅車前往遊覧美國

最大的亞熱帶濕地保護區 – 大沼澤國家

公園，面積約 150 萬英畝，已經作為自

然遺產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

遺產名錄》和國際生物圈保護區，被旅

遊指南選為全球 500 個瀕危景點之首。

您可以在此乘坐“草上飛”風力船

Everglades Airboat，體驗風馳電掣的大

河之旅，與珍稀野生動植物“親密接

觸”。 
午餐後，驅車前往美國的天涯海

角 – 西礁島，途經佛羅里達群島跨海公

路 – 1 號公路，這條世界上最長的跨海

公路長 250 公里，沿途由 42 座橋把 32
個小島串聯在一起，是世界上公認的最

美的海景公路之一，由鐵路大世紀美國

鐵路 大王亨利弗拉格勒於 1921 年打造

完成。七英里跨海大橋 (約 30 分鐘) 是
《真實的謊言》長橋爆破的取景地。抵

達後遊覧全美大陸最南端地標

Southernmost Point Buoy 留影紀念，最

重要的項目是到被國家地理雜誌評為全

美最佳日落觀賞點的 – 日落廣場 Mallory 
Square，享受最浪漫的日落之旅 (*晚餐自理)。夜宿西礁島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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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reakfast, visit Everglade Park. Everglade Park, a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a 

unique variety of plants and animal life. An airboat ride will take you across the “River of Grass” and see 
the aggressive alligators! 

Visit Key West after lunch. Key West, we'll cross 42 bridges and hop 32 islands before reaching 
the Southernmost city in the continental U.S., Key West. Along the way, you will see the Duck Key, which 
got the name from its appearance and has eye witnessed the annual celebr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grand Seven Mile Bridge (approximate 30 mins), named as "The Eight Wonder", cost eight 
year for construction. A few scenes for True Lies, starring Arnold Schwarzenegger, were filmed here. On 
arrival at the Key West, you can explore Southernmost Point Buoy and Mallory Square. Overnight at Key 
West.  

餐飲：早餐/午餐/(*晚餐自理) 
酒店：Key West 豪華酒店 

 
2020 年 06 月 09 日 西礁島 – 海龜國家公園一日遊 
6/09/2020  Key West – the Yankee Freedom Dry Tortugas National Park Ferry 

上午西礁島碼頭出發，搭乘渡輪前

往美國位於墨西哥灣的一個國家公園 – 海龜

國家公園 Dry Tortugas National Park。佛羅

里達州西礁島以西約 109 公里，由 7 座珊瑚

礁島 (Garden, Loggerhead, Bush, Long, East, 
Hospital 和 Middle) 組成，底端位於西礁島。

公園涵蓋 262 平方公里的面積，但絕大多數

是屬於海域。園內有豐富的海洋生物，色彩

艷麗的珊瑚礁，古老的沉船和沉沒的寶物。

您可遊覧公園內的花園嶼 Garden Key 上的

六角形的巨大堡壘 – 傑佛遜堡 Fort Jefferson，
為是西半球最大的磚石建築，使用了超過

1600 萬塊磚頭。或是自由活動，島上的娛

樂活動包括浮潛、野餐、野營、水肺潛水、釣魚和觀鳥。中午享用簡易午餐。 
下午搭乘渡輪返抵西礁島 (*晚餐自理)，夜宿西礁島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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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 from Key West by ferry, visit Dry Tortugas National Park in the morning. Dry Tortugas 
National Park is a national park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68 miles (109 km) west of Key West in the 
Gulf of Mexico. The park is noted for abundant sea life, tropical bird breeding grounds, colorful coral 
reefs, and legends of shipwrecks and sunken treasures. You can visit Fort Jefferson, is the park's 
centerpiece, a massive but unfinished coastal fortress. Or free at leisure, activities include snorkeling, 
picnicking, birdwatching, camping, scuba diving, saltwater fishing and kayaking. 

Return Key West by ferry in the afternoon. Overnight at Key West. 
餐飲：早餐/簡易午餐/(*晚餐自理) 

酒店：Key West 豪華酒店 
 
2020 年 06 月 10 日 西礁島 – 邁阿密 
6/10/2020  Key West – Miami 

早餐後從西礁島返回邁阿密，

遊覧邁阿密市區，在碼頭乘坐海灣

遊船 Miami Bay Cruise，在海上領略

邁阿密海岸天際線的無窮魅力，飽

覽億萬富豪和世界巨星在明星島、

棕櫚島、漁夫島上的天價豪宅。然

後參觀維兹卡亞花園博物館 the 
Vizcaya Museum & Gardens，是邁阿

密唯一公有的國家歷史地標建築，

被公認為美國黃金時代 (Gilded Age) 
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博物館位

於邁阿密的中心地帶，以其寧靜祥

和的文化氛圍和讓人嘆為觀止的自

然風光，成為了邁阿密最受歡迎的

旅遊景點之一。這裡的 70 多間房間

都塞滿了擁有百年曆史的藝術品，輝煌正統的花園佛羅倫薩露台就建在 30 多英畝的土地上。之後

前往小哈瓦那 Little Havana，感受邁阿密的拉丁風情，這裡是古巴等中南美洲移民聚居中心，大

部人講西班牙語。夜宿邁阿密市中心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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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ill return to Miami after breakfast. You will visit the best highlights in Miami, Miami Bay 
Cruise, the Vizcaya Museum & Gardens, and Little Havana. Overnight at Miami Downtown.  

餐飲：早餐/午餐/晚餐 
酒店：Miami Downtown 豪華酒店 

 
2020 年 06 月 11 日 邁阿密 – 家園 
6/11/2020  Miami – Hometown 

早餐後，從酒店送往邁阿密機場，返回家園。*請預定下午 13:30 後起飛的航班。 
Transfer to Miami Airport after breakfast. *Please arrange the flight after 1:30PM. 

餐飲：早餐 
 
 

---- End ---- 
 
 

團        費 
Land Tour 

30 人參團 
(42 座中巴) 

20 人參團 
(25 座中巴) 

豪華酒店 (四星級) 雙人房 Twin Room USD $1,268.00/每人 USD $1,468.00/每人 
豪華酒店 (四星級) 單人房 Single Room USD $1,918.00/每人 USD $2,118.00/每人 

 
費用包含： 

 四星級豪華酒店 (含酒店早餐) 
 豪華旅遊巴士 
 奧蘭多 – Fort Lauderdale 接送 
 邁阿密酒店/機場送機 
 餐飲 (行程中標注) 
 景點門票&船票： 

 邁阿密海灣遊船 
 維兹卡亞花園博物館 
 “草上飛”風力船 
 海龜國家公園渡輪 

 中文導遊 
 導遊&司機小費 
 水 (每人每天 2 瓶水) 

 

費用不含： 
 機票 
 旅遊保險 
 自費/未標注餐飲 
 自費項目 
 個人消費 
 行李搬運費 
 用車超時費用，等…… 

 
 
 
 
 
 

 
*強烈推薦旅遊保險，請來電查詢。 
注：車輛工作時間為每天最多 10 小時；若超時，超時費用現金另付。 
 
以上價格以每人計算，美金報價； 
價格僅供參考，因旺季/假期期間，酒店房間舆車輛都無法保留，價格不能保證並隨時變化上漲，

以凖確人數舆名單並在 2019 年 12 月 20 日之前繳納無退款訂金每人 USD $300 美元確認訂位。 
*訂金以支票形式支付，支付給 JADE TOURS。 
 
如果人數有變或不足，價格另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