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州中部深度7日遊
團號：FA7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兩人一房 $588/人， 第三人同房 免費，第四人同房 $388，單人房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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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奧蘭多(夜遊)
Home-Orlando(Night Tour)

奧蘭多
Orlando

當您出發抵達奧蘭多國際機場(MCO)，乘坐機場輕軌列車到達中央大廳，前往二樓行
李提取處，導遊會在那裡與您會和。導遊將為您送上行程選單，開始為您量身制定安
排行程，並詳細介紹各大主題樂園特色及攻略。此時可向導遊報名參加各大園區，特
色一日遊。亦可向導遊預定著名的藍人樂團或者太陽馬戲團。1:00PM 前到達的遊客，
可選擇前往佛州最大奧特萊斯（交通費用每人$5）5:00PM之前到達的遊客可參加自費
夜遊 (成人$25，小孩$15)。（當日接機服務未含服務費$5/每人。）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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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遊系列
上車信息： Radisson Celebration Resort
9:00AM 2900 Parkway Blvd, Kissimmee, FL 3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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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不含門票)任選其一
Orlando 13 Theme Parks(Admission NOT Included)or Special 1 Day Tour

清水灣海灘
Clearwater Beach

Kennedy Space Center(Admission NOT Included)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墨西哥灣-清水灣海灘-海豚之旅-坦帕
Gulf of Mexico-Clearwater Beach-Dolphin Tour- Tampa
行程請見封底一日遊介紹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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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家園
Orlando-Home
行程最後一日，貴賓將享受多種行程選擇（自費項目）：
A: 前往著名 I-Drive 360 休閒娛樂廣場， 參觀奧蘭多之眼摩天輪，海洋水族館， 杜莎
夫人蠟像館（三項可任意選擇搭配，自費, 任選一項$25，任意搭配兩項$39，三項都參
加$49）。奧蘭多之眼與著名的倫敦眼是姐妹摩天輪，同屬美琳集團，是當下奧蘭多
最新，最高的標誌性景觀。結束後由導遊送至機場。（建議預定 2:00PM 之後航班）
B: 前往奧特萊斯進行購物，結束後導遊送至機場。（建議預定2PM之後航班，每人$10,
包含$5交通費用和$5送機服務費。）
C: 參加超值直升飛機遊，鳥瞰奧蘭多風光（自費，$30/人起），結束後由導遊送 至機
場。（建議預定 2:00PM 之後航班）
D: 增加一天園區的行程（不可選擇樂高樂園）。結束後由導遊送至機場（自費，建議
預定 5:00PM 之後的航班，如選擇肯尼迪航天中心，則需預定 7:00PM 之後的航班）
E: 自費遊覽鱷魚王國Gatorland---佛州最大的鱷魚主題公園， 觀看鱷魚表演， 近距離
接觸上千條美國短吻鱷以及眾多佛州特色野生動物（$28/人，建議3PM之後航班）

墨西哥灣
Gulf of Mexico

Gulf of Mexico 1 Day Tour

清晨前往位於墨西哥灣的著名海釣聖地，進行半日海釣。 不會釣魚的朋友們也不必擔心，海釣
的魅力就在於，無論有無經驗，都可以大顯身手。時常見到第一次釣魚的小朋友就收穫十幾條
大魚呢！這裡的海域有大量的名貴肉食魚，如紅鯛，石斑，海鱸等，甚至還會釣到鯊魚哦。釣
上來的魚船員會為您切成魚片，魚片可以在附近餐館進行加工，經濟實惠，新鮮美味。品嘗過
自己的戰利品後，將繼續遊覽號稱全美國最美海灘的清水灣海灘，這裡曾經創下一年 364 個晴
天的吉尼斯世界紀錄，這裡海天一色，白沙如雪，漫步於沙灘之上，您將徹底融入著碧海藍天
之中。屆時團友可選擇搭乘美國最大快艇，出海尋找海豚。 或是參觀清水灣海洋水族館，這裡
是非盈利的海上動物救護基地，居住著全世界最著名的海豚Winter，就是好萊塢電影《海豚故
事 1&2》裡的主角，這部充滿溫情的電影也是這裡拍攝的哦。遊客亦可徜徉於沙灘，這裡還有
眾多海上活動，降落傘衝浪，摩托快艇等等。大概傍晚6點鐘，返回出發地。
In the morning, we’re heading to the city of Clearwater, and visit Clearwater Beach which is
the most beautiful beach in America and characterized by white sand beaches stretching for
2.5 miles along the Gulf and sits on a barrier island. We are going to have a deep sea fishing.
Later we also able to visit Clearwater Marine Aquarium. We return to Orlando at 6:00PM.

行程請見封底一日遊介紹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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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B

墨西哥灣風情一日遊

出發日期：週六/日 價格：成人/ 兒童 $50/位

行程請見封底一日遊介紹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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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dy Space Center 1 Day Tour

清晨前往肯尼迪航天中心，該中心位於美國東部佛羅裡達州東海岸的梅裡特島，成立於 1962 年
7 月，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進行載人與不載人航天器測試、準備和實施發射的最重要
場所，大約有 17000人在那裡工作。也是全世界科技，軍事愛好者心中的聖地。該中心分為兩
個區域：遊客體驗區和火箭發射基地。體驗區中，遊客可以體驗各種航天設施，這些設施很多
都是為宇航員進行專業訓練所設計的。巨大的 IMAX 影院兩部航天大片輪流播放，以及各種表
演和展覽。還有機會與真正宇航員共進午餐！不要錯過歷經 33 次太空任務的亞特蘭蒂斯號航
天飛機！
從體驗區每 15 分鐘出發一部巴士帶您前往火箭發射基地。遊客可近距離觀看NASA控制台，火
箭組裝中心，火箭發射平臺，火箭移動裝置Crawler。巴士將停留在阿波羅系列飛船發射基地，
近距離觀看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火箭“土星五號”，該中心全程模擬當年阿波羅 11 號發射過程，從
聽覺，視覺和感官上身臨其境感受火箭發射時的壯觀場景！大概傍晚6點鐘，返回出發地。
Spend the day visiting Kennedy Space Center; experience a variety of facilities, including:NASA,
Apollo/Saturn V Center, Space Shuttle Atlantis, IMAX space movies. We return to Orlando at
6:00PM.

Orlando 13 Theme Parks(Admission NOT Included)or Special 1 Day Tour

肯尼迪太空中心一日遊(不含門票)

肯尼迪太空中心一日遊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成人$50/位，兒童$40/位(9歲以下)

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不含門票)任選其一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游，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Q1A

肯尼迪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游，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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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中文導遊
陪同入內
參觀講解！

奧蘭多之眼
The Orlando Eye

Q1C

聖奧古斯丁一日遊

St. Augustine 1 Day Tour

出發日期：週六 價格：成人/ 兒童 $65/位

聖奧古斯丁
St.Augustine

奧蘭多出發向北，行駛2小時到達聖奧古斯丁。聖奧古斯丁是美國第一塊殖民地城市，也是一座
古色古香的旅遊名城，擁有34座國家級歷史名勝的建築，更是美國人的精神故鄉。我們將首先
拜訪位於 Matanzas 灣的聖馬可古堡。該古堡建於1672年，是西班牙帝國為抵禦加勒比海盜進
攻，而修建的一座標準的防禦性城堡。 這裡每天都有大炮射擊表演，身穿西班牙傳統服飾的戰
士，動作嚴謹，聲音洪亮的指令，加上令人震撼的火炮射擊，讓整場表演更顯真實。古堡附近
的聖喬治街是一條超過數百年非常西班牙風情的歷史舊街。漫步于老街當中，徜徉於各種殖民
時代的餐館，酒吧，特色商店及街頭表演。舊街走到底是著名的 Flagler College。這所大學由
被稱作佛羅里達之父的鐵路大王 Henry M. Flagler 所建，是佛州最古老，最奢華的私立大學。
當然，我們推薦這裡的城市觀覽車，可在不同角度，細細品味整座古城。於晚間 6 點左右，回
到奧蘭多。
Travel to St.Augustine in the morning, we will visit the famous Castillo de San Marcos, Fountain of Youth. Later, we walk down to the St. George St to visit the oldest college of Florida,
Flagler College. We will climb to the top of the lighthouse to see the entire of the town. We
return to Orlando at 6:00PM.

奧蘭多超值系列
天天出發:

QE/QME系列

第一天：
MCO機場接機
第二天開始: 任選十三大園區+三大一日遊
最后一天： 精彩自費活動四選一
QE行程結束後送往機場或灰狗巴士站
QME前往邁阿密繼續歡樂行程
奧蘭多免費接待信息：
奧蘭多MCO機場 8:30-23:00，預定16:00後航班
奧蘭多灰狗車站 8:30-23:00
Port Canaveral碼頭 12:00

迪士尼魔法王國
Disney Magic Kingdom
公主王子加米奇米妮，每晚的煙火以城堡為
背景，還會有Tinker Bell從空中飛過，帶您回
到童話世界！

價格目錄: 不包含門票
團號
兩人一房
第三/四人同房
QE4
$245/人
Free
QE5
$275/人
Free
QE6
$325/人
Free
QE7
$375/人
Free
QE8
$425/人
Free
QE9
$475/人
Free
價格目錄: 不包含門票
團號
兩人一房
QME7
$785/人
QME8
$835/人
QME9
$885/人
QME10
$935/人
QME11
$985/人
QME12
$1035/人

迪士尼暴風雪水上樂園
Disney Blizzard Beach
樂園以暴風雪襲擊後的沙灘為主題，到處都
有冰雪裝飾。擁有世界上最長的家庭式仿急
流水滑道-全家一起齊歡樂！

第三人同房
$118
$118
$118
$118
$118
$118

奧蘭多經典系列

邁阿密送客備註：
最後一天：羅德岱堡，西棕櫚灘送機
邁阿密(MIA)機場，請預定19:00後航班
羅德岱堡(FLL)機場，請預定18:00後航班
最後一天：羅德岱堡送機 (無西棕櫚灘)
邁阿密(MIA)機場/ 羅德岱堡(FLL)機場，
請預定15:00後航班
邁阿密(POM)碼頭/羅德岱堡(POE)碼頭，
13:00-15:00到達碼頭
1. 團體免費機場接機：8:30-23:00，
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2. 提供24小時個人自費接機。

+$580/房
+$438/房

QC/QM系列

QM集結佛州兩大旅遊中心(奧蘭多，邁阿密)暢遊邁阿密，西礁島，羅德岱堡
第一天：
MCO機場接機
第二天開始: 任選十三大園區+三大一日遊
最后一天： 精彩自費活動四選一
QC行程結束後送往機場或灰狗巴士站
QM前往邁阿密繼續歡樂行程

單人房
$355
$465
$505
$605
$705
$805
第四人同房
$468
$468
$468
$468
$468
$468

+630/房
+447/房

1. 為您量身訂制的獨特行程，任意組合
2. 獨家*三大特色一日遊
3 .獨家*迪斯尼泉水鎮夜遊、 迪斯尼太陽馬戲團、 奧蘭多藍人樂團
4. 獨家*送機當日可選擇奧蘭多之眼，海洋水族館，杜莎夫人蠟像館，鱷魚王國，直升飛機遊
5. 獨家*可選擇樂高王國主題樂園和環球火山灣水上樂園

奧蘭多免費接待信息：

《阿凡達》主題園區。以電影中的華麗場景
為本，呈現潘多拉星球上夢幻的懸浮山，森
林，熒光瀑布，發光植物等。

迪士尼未來世界
Disney Epcot
由未來世界和世界博覽兩個部分組成，建築
超讚，快快按下您的相機快門！

火山灣水上樂園
Volcano Bay Waterpark
帶您來到植被茂密的熱帶綠洲環境，全方位
波浪池，沙灘，穿行在火山岩洞中的懶人
河，家庭漂流項目，從火山頂滑下來的水上
滑道和全新排隊體驗，感受全沉浸式體驗。

奧蘭多免費送客信息：

樂園的整體主題是一趟探索的旅程，遊客從
主要的港口出發前往六座分別有不同主題的
島嶼，每座島嶼都強調了冒險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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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團體免費機場接機：8:30-23:00，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2. 提供24小時個人自費接機。

單人房
$1015
$1115
$1215
$1315
$1415
$1515

+640/房
+436/房

+640/房
+389/房

團號
QC4
QC5
QC6
QC7
QC8
QC9

兩人一房
$449/人
$599/人
$759/人
$909/人
$1039/人
$1149/人

第三/四人同房
$259
$369
$479
$579
$679
$779

單人房
$619
$819
$1019
$1219
$1389
$1579

團號
QM7
QM8
QM9
QM10
QM11
QM12

兩人一房
$1039/人
$1149/人
$1289/人
$1439/人
$1559/人
$1679/人

第三人同房
$299
$419
$529
$629
$729
$829

第四人同房
$699
$819
$929
$1029
$1129
$1229

迪士尼好萊塢影城
Disney Hollywood Studio
樂園以好萊塢電影為主題，園內的遊戲和餐
廳都以電影電視場景為藍本，不僅有老少皆
宜的遊樂項目，還可以欣賞百老匯音樂劇！

當您出發抵達奧蘭多國際機場(MCO)，
乘坐機場輕軌列車到達中央大廳，前往二樓
行李提取處，導遊會在那裡與您汇合，導
遊將為您送上行程選單，開始為您量身制定安排
行程，並詳細介紹各大主題樂園特色及攻略。此
時可向導遊報名參加各大園區，特色一日遊。
亦可向導遊預定著名的藍人樂團或是太陽馬戲
團。13:00前到達的遊客，可選擇前往佛州最
大奧特萊斯(交通費用每人$5)17:00之前到
達的遊客可參加自費夜遊(成人$25，小孩$15.)
（當日接機服務未含服務費$5/每人。）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
或同級(提供免費早餐）

小童(3-9歲)
$229
$329
$429
$529
$619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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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房
$1299
$1509
$1699
$1889
$2099
$2249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
擁有含金量非常高的遊戲項目，值得您一玩
再玩，變形金剛3D秀，小黃人動感電影，哈
利波特園區，還可以從環球搭乘霍格沃茨火
車去冒險島。

*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
+三大一日遊

迪士尼魔法世界
冒險島主題樂園
迪士尼未來世界
迪士尼動物王國
樂高水上樂園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迪士尼暴風雪水上樂園

+

環球影城
海洋世界
迪士尼好萊塢影城
樂高主題樂園
火山灣水上樂園
迪士尼颶風水上樂園

肯尼迪太空中心/墨西哥灣/聖奧古斯丁

海洋世界
Sea World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Aquatica Waterpark

海洋世界是親子度假的好選擇，在這裡您不
僅可以觀賞大型海洋生物表演，還可以看到
我們的好朋友Nemo和Dory！

這裡是欣賞海洋動物的好去處，擁有標誌性
的海豚水下滑梯， 是近距離動物體驗，高速
刺激和放松沙灘的異想天開的水上樂園！

奧蘭多+邁阿密系列 邁阿密段 行程如下:

奧蘭多MCO機場 8:30-23:00 奧蘭多MCO機場 8:30-23:00，
奧蘭多灰狗車站 8:30-23:00 預定16:00後航班
Port Canaveral碼頭 12:00
奧蘭多灰狗車站 8:30-23:00

*MCO機場接機

迪士尼動物王國
Disney Animal Kingdom

冒險島主題樂園
Island of Adventure

行程特色：

團費包含13大樂園門票，酒店住宿以及機場，碼頭接送

邁阿密海灘酒店(升級後)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不含早)/Days Hotel
Thunderbird Beach Resort(含早)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
日期
兩人一房
三人一房
四人一房
單人房
12/19/2017~4/30/2018
5/1/2018~12/18/2018

天天出發:

大沼澤國家公園-邁阿密市區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Miami City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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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穿梭在鱷魚密
佈的沼澤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時、欣賞精
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參觀號稱“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的珊
瑚閣，外觀“比爾提莫酒店”。遊覽小哈瓦那，參觀古巴雪
茄手工作坊，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中南美洲的異域風
情。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遊覽邁阿密海灣，欣
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外還可以近距離欣賞明星島，飽覽世界
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漫步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和
ART DECO街，外觀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義大利
服裝設計師範思哲的故居。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同級(提供免費早餐）

西礁島
Key West
從酒店往南駛向佛羅裡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被譽為 “美國
天涯海角”的西礁島。一路上五彩斑斕的海面和湛藍的天空
構成獨一無二的美景。途中將跨越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
，它是由長短不一的42座橋和32個島嶼串連而起，也被稱
為“世界第八大奇觀”。還將會停留阿諾施瓦辛格的“真實的
謊言”的拍攝地，著名的“七英里橋”。到達西礁島之後，您
可以在“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影留念，還可以自行
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Airport Area/Holiday Inn
Express&Suites Miami Airport/Holiday Inn Express&Suites
Pembroke Pines 或同級(提供免費早餐）

(可根據航班時間早晚而選擇不同行程）
Optional Tour
(離團航班為羅德岱堡機場 (FLL)15:00-18:00的航班 & 邁阿密機場(MIA) 15:00-19:00的
航班；或去往郵輪碼頭乘坐郵輪)行程如下：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您將遊覽“
美國的威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隨後將會帶您前往美國高檔購物中心
Bloomingdale’s購物，同時您可以獲得九折購物卡以及獨家滿額贈送活動，總消費
滿$7500時(稅前)，即可獲贈價值$400的蘋果店禮品卡。備註: 購物後請到訪客中
心兌換贈品(導遊協助客人兌換贈品)，如指定禮品兌換完畢，會換成其他等價的
禮品。購物結束後，我們將送您前往機場或碼頭。
(15:00-18:00之間的航班或是最後一天下午繼續乘坐郵輪，將沒有機會去往西
棕櫚灘。我們會按排專人送至機場，碼頭。羅德岱堡碼頭(POE)/ 邁阿密碼頭
(POM)13:00-15:00 。)
(Bloomingdale’s購物中心每週日的開門時間是中午12點，如果您離開邁阿密的時
間恰逢週日，您將無法前往Bloomingdale’s進行購物。我們會直接送您去機場或者
碼頭)
(離團航班為羅德岱堡機場(FLL)18:00後的航班 & 邁阿密機場(MIA)19:00後的航班)
行程如下：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您將遊覽“美國的
威尼斯”，漫步羅德岱堡海灘。 接著前往美國南部唯一一座集駕車以及步行體驗
於一體的野生動物王國，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隨後
我們將經過西棕櫚灘市去往棕櫚灘島，外觀美國總統特朗普私宅-海湖莊園以及
建於1902年的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漫步百年曆史的沃斯大道(Worth Avenue)，
欣賞威尼斯風格歷史建築精品。感受美國上流社會的富人生活非棕櫚灘莫屬。
傍晚您的行程將畫上圓滿的句號，我們會由專人送至機場。
(請預定羅德岱堡機場(FLL)18:00以後的航班；邁阿密機場(MIA)19:00以後的航班。
推薦預定從羅德岱爾堡機場(FLL)離開的航班，更省時更省錢，價格通常也比MIA
機票便宜。)

*最後一日，多種行程選擇

A: 前往 I-Drive 360休閒娛樂廣場， 參 觀奧
蘭多之眼，海洋水族館， 杜莎夫 人蠟像館
(三項可任意選擇搭配，自費，任選一項$25，
任意兩項$39，三項都參加$49)。
B: 前往奧特萊斯購物。(每人$10，包含$5 交通費
用和$5送機服務費)。
C: 乘坐超值直升飛機，鳥瞰奧蘭多 (自費，$30/
人起)。 (A.B.C.選項建議預定 2:00PM 後航班）
D: 增加一天園區的行程(不可選擇樂高樂園)(自
費，預定17:00 後的航班，如選擇肯尼
迪航天中心，則預定19:00後的航班)
E: 自費遊覽鱷魚王國。
($28/人，建議15:00後航班）

迪士尼颶風水上樂園
Disney Typhoon Lagoon
以迪士尼傳奇中有個被颶風侵襲的原始熱帶
小島為主題，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外浪池，
每半個小時就會有一次50尺高的人造浪！

樂高主題樂園
Lego Land
這是全球第二大的樂高樂園，園區建築都由
樂高積木組成，您可以在這裡欣賞到景致逼
真的Lego City!

樂高水上樂園
Lego Land Waterpark
滿園的樂高積木為您堆砌起童年的歡樂，波
浪池到漂流河，互動水上遊戲，讓您和您的
孩子一起收穫滿滿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