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要行程

DAY1【檀香山接机】 ＞ DAY2【珍珠港、檀香山市区游】 ＞ DAY3

【波利尼西亚文化村风情游】＞ DAY4【小环岛精华游】＞ DAY5【火

山岛一日游】 ＞ DAY6【茂宜岛一日游】 ＞ DAY7【檀香山送机】

行程安排

第一天

原居地(Home) > 檀香山机场(HNL) > 酒店(Hotel)

用餐情况：

早餐：不含 午餐：不含 晚餐:不含

住宿情况：

酒店

交通工具：

汽车

国内航班的客人，无论您是否有托运行李，请前往您搭乘航班的行李提

取处与接机导游汇合。国际航班的客人，请自行出关后，前往个人出口

处（Individual Passenger Exit）与接机导游汇合。

我公司接机导游，统一身着白色底、绿色花 Aloha Shirt 制服，手举接

机牌，热情等待各位贵宾的到来。随后，将送各位贵宾前往下榻的酒店

休息。



24 小时提供接送机服务

接机专线：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am-18:00pm）请直拨

1-808-845-5300 或 1-800-821-1210（免费），其他时间请直拨

1-808-206-1041 谢先生

第二天

珍珠港(Pearl Harbor) > 市区观光(Honolulu City Tour)

用餐情况：

早餐：不含 午餐：含 晚餐:不含

住宿情况：

酒店

交通工具：

汽车

行程时间约 05:50am－11:30am

首先，前往珍珠港参观。在珍珠港您有 2.5 小时的游览时间（07:00am

－09:30am）可以参观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太平洋战争历史博物馆

等。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是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提供的免费参观项

目，所有参观人员必须排队领票，才能观看当年珍珠港惨遭日军轰炸之

纪录片、搭乘海军提供的军用汽艇到纪念馆参观（因纪念馆门票是谁先

到，谁先拿的规定，如果无法取得门票，就只能远眺纪念馆，敬请谅解！）。



离开珍珠港后，接着前往檀香山市区观光、游览：途经夏威夷州议会大

厦、州长官邸、全美最古老，超过 200 年历史的中国城、孙中山先生雕

像、夏威夷王朝第一任国王铜像、伊奥拉尼皇宫、Honolulu 市政大厅、

Honolulu 市政府, 还可参观夏威夷特产展。约 11:30am 回到酒店

第三天

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

用餐情况：

早餐：不含 午餐：不含 晚餐：含

住宿情况：

酒店

交通工具：

汽车

行程时间约 13:10pm－22:30pm 每星期二、四、六出团

今天我们将带您横穿柯欧劳山脉，去到位于欧胡岛北岸的波里尼西亚文

化中心。在占地达 42 英亩的园区内，您不仅能充分了解、感受波里尼

西亚人的文化传承和风土人情，还能享用丰富的自助美食。由一百多位

优秀舞者表演的大型晚秀“HA～生命之歌”，更是把整个活动带入高

潮。

第四天



小环岛精华游（Mini Circle Island）

用餐情况：

早餐：不含 午餐：不含 晚餐:不含

住宿情况：

酒店

交通工具：

汽车

行程时间约 13:10pm－17:00pm 每星期一、三、五、日出团

沿着 Kalakaua 大道，经过举世闻名的威基基海滩，开始我们环岛精华

游的行程。钻石头火山、海景亮丽的冲浪中心、Kahala 高级住宅区、

恐龙湾、海泉喷口、三温暖海滩、兔子岛、乌龟岛、夏威夷族保护区、

大风口风景区，所有这些景点，一定会给您留下难忘的回忆和无尽的遐

想……

第五天

火山岛一日游(Big Island)（当天入住火山岛 Hilo Seaside Hotel 同等级酒店）

用餐情况：

早餐：不含 午餐：不含 晚餐:不含

住宿情况：

酒店

交通工具：

汽车



06:00am 我们在酒店接你，然后，出发去机场，搭乘波音七三七客机

到火山岛。抵达火山岛后，首先，游览火山口下的黑色沙滩。接着，前

往全美国唯一的国家火山公园参观：火山博物馆、硕大的火山口、熔岩

洞穴、地热喷泉等。下午参观：兰花园、彩虹瀑布、夏威夷火山豆工厂。

约 17：00pm 左右送你到酒店入住，休息。

 【特別提示】

9/22/2018 经过维护火山国家公园部分园区重新开放，但由于不完整开

放原 Jagger博物馆景点更改为访客中心，岩浆隧道景点更改为Chain Of

Craters Road. 水蒸汽缝景点不变（可在此看火山口）。其他黑沙滩，

大岛饼干店，彩虹瀑布，兰花园，夏威夷豆子工厂不变，恢复原本 Hilo

一日游

第六天

茂宜岛一日游(Maui Island)

用餐情况：

早餐：不含 午餐：不含 晚餐:不含

住宿情况：

酒店

交通工具：

汽车

06：00 我们在酒店接你，然后出发去机场，搭乘波音七一七客机到茂

宜岛。



伊奥山谷 (Iao Valley) 若未開放,以 Kealia Pond-National Wildlife

Refuge(自然生態保護區)替代

中茂宜岛的伊奥山谷州立公园（Iao Valley State Park）拥有茂宜岛最

具标志性的地标-高达 1,200 英尺（365 米）的伊奥火山锥（Iao

Needle）。西元 1790 年為卡美哈美大帝（Kamahamaha）征服茂宜

島之血腥戰場，山形如針尖火山錐，故得名。早期亦為夏威夷人之朝聖

地。

濱海公路（途經/不停留）

除可瞭望浮潛聖地 Molokini、第八大島和第六大島諸島外，沿途的椰

樹、帆影、陽光、細砂加上多變化之藍海，或可遠眺鯨魚於每年 12 月-

隔年 4 月(不保证)。

古都－拉海納捕鯨鎮（Lahaina Town）

拉海納舊為王朝的首都和捕鯨港口，今為美國歷史、藝術、捕鯨文化之

保護區，街道兩旁林立有畫廊和中國致公堂、古老監獄、海員醫院和百

年神木等古蹟。



卡帕魯亞灣別墅區（Kapalua Bay）

世界级高尔夫球场，绵延数英里的南洋杉步行道，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卡

帕鲁瓦的心脏。全美 1991 年最漂亮的海岸線。擁有 PGA golf 比賽球

場，5 星酒店和當地的顶級別墅。

弗萊明海灘公園（D. T. Fleming Beach Park）

D.T. Fleming Beach 于 2006 年被評為全美最美海灘，位于茂宜島西

面介於 Honakahua 海灣內岩漿間的白沙灘，海岸線全長 1500 英尺，

寬 150 英尺，由於前灘的地理條件，為衝浪愛好者絕佳的衝浪點。

卡阿納帕利渡假村（Kaanapali Beach Park）

佔地六百英畝的渡假勝地, 2003 年全美最漂亮之海岸線,擁有三哩長的

海灘,知名的高級酒店和名牌購物商場。

约 17：00pm 左右送你回酒店入住，休息。

第七天

酒店（Hotel）> 檀香山机场(HNL) > 原居地(Home)



用餐情况：

早餐：不含 午餐：不含 晚餐:不含

住宿情况：

无

交通工具：

汽车

导游在您下榻的酒店大堂接您，送往机场。祝贵宾旅途愉快！

优惠活动

(1) 参加本公司的套装行程,每位贵宾赠送一条夏威夷果环(Kukui

Nut)。

(2) 每间房赠送独家定制、24K 镀金、夏威夷旅游纪念金币一套，内含

两枚，价值$35 美元，具有收藏价值。

费用包含

200 万美金商业车险，机场免费接、送各一趟，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门

票（Gateway Buffet Package 含晚餐），檀香山到外岛（火山岛、

茂宜岛）来回机票，6 晚酒店标准间住宿，全程旅游巴士，夏威夷当地

最具经验的旅游专职导游。

费用不含



您往返出发地的机票和相关交通费用；

提供给导游的服务费（接机$3/人/趟，送机$3/人/趟，珍珠港半日游$4/

人，小环岛半日游$4/人，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6/人，火山岛一日游$8/

人，茂宜岛一日游$8/人，茂宜岛 Hana 一日游$15/人）；

所有个人费用（如：餐费、通讯费、个人保险等）；

行程中的自费门票和自费项目；

费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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