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州中部深度 7日遊 

出發日期：天天開團 

團號：FA7 

價格目錄：買二送一 

第 1, 2人同房 第 3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588 $0 $388 $828 

行程特色: 

1. 最歡樂城市——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2. 最尖端科技——肯尼迪航天中心

3. 最古老小鎮——聖奧古斯丁

4. 最美麗海灘——清水灣海灘

5. 從東海岸到西海岸

6. 獨家*迪斯尼泉水鎮夜遊

7. 獨家*迪斯尼太陽馬戲團

8. 獨家*奧蘭多藍人樂團

接送機備註： 

免費接待信息 免費送客信息 

地點 時間 

奧蘭多 MCO 機場/奧蘭多灰狗站  

8:30AM-11:00PM 建議 4:00PM 之後班機 

奧蘭多 MCO 機場 8:30AM-11:00PM 

奧蘭多灰狗車站 8:30AM-11:00PM 

Port Canaveral 郵輪

碼頭 
12:00PM 

1. 團體免費機場接機：8:30AM-11: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2.提供 24小時個人自費接機：

a.早上 7:30-8:30，晚上 23:01-24:00，第 1-4人共收美元$40，每增加 1人，加美金$10。

b.淩晨 0:01-7:29，第 1-4人共收美元$80，每增加 1人，加美金$10。

第 1 天 家園 – 奧蘭多（夜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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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天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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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3 天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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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十三大主題園區： 

迪斯尼未來世界    海洋世界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迪斯尼魔術世界 環球影城   樂高主題樂園 

迪斯尼好萊塢影城         冒險島樂園      樂高水上樂園 

迪斯尼動物王國 迪斯尼暴風雪水上樂園     迪斯尼颶風水上樂園 

火山灣水上樂園   

三大特色一日遊： 

肯尼迪航天中心一日遊（天

天出發） 

墨西哥灣風情一日遊 (限定週

六，日。如遇天氣或深海海

釣船的問題將沒法成團) 

聖奧古斯汀古鎮一日遊（限

定週六） 

 

第 4 天 太空中心 (不含門票) 

清晨前往肯尼迪航天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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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奧蘭多。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5 天 聖奧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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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年西班牙探險隊家佩德羅•梅嫩德斯•德阿維萊斯為了尋找傳說中的不老泉 (Fountain of 

Youth) ，登上了這片土地，建立了聖奧古斯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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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泉考古公園絕對比傳說中更贊！這裡就是 Pedro Menendez 於 1565年

發現聖奧古斯丁的地方。每天都有身穿西班牙傳統服飾的戰士進行大炮射擊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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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第 6 天 墨西哥灣-清水灣沙灘-海豚之旅–坦帕 

清晨出發，前往位於墨西哥灣的清水市，拜訪全美最美海灘，清水灣海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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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世界聞名的深海海釣

聖地，屆時我們將安排半日海釣（提供所有漁具)。我們所搭乘的是可容納 150 名釣友的

大型海釣船，絕對平穩，任何年紀的團友都不會有暈船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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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遊覽清水灣海灘。團友可選擇搭乘美國最

大快艇，出海邂逅海豚，95%的機會讓大家看到野生海豚哦。或是參觀清水灣海洋水族館，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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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拍攝的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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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晚間 6點左右返回奧蘭多。 

酒店： 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7 天 奧蘭多 – 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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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說明:  

（1） 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 所有主題樂園均無導遊陪同。 

（3） 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4） 遊客可在報名參團時，預先選擇想去的園區和一日遊，也可以在到達之後，再選擇園區和

一日遊，任意搭配（墨西哥灣僅限週六周日，聖奧古斯汀限定週六）。 

（5） 水上樂園季節限定（以各水上樂園開放時間為准）。 

（6） 樂高主題週二，週三不開放。樂高水上樂園季節限定。若參加樂高主題樂園、樂高水上樂

園，每位客人需繳納$10/人(含來回車費和服務費)的交通費用。 



（7）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8） 由於環球園區規定，選擇火山灣水上樂園需要同時選擇環球影城和冒險島，無法單獨選擇。

因此，想要選擇火山灣水上樂園的客人需要預留三天時間給三大主題園區。 

 

退費說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團費不退； 

（2）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費用包括: 機場接送，6晚酒店住宿(房間以兩張床為主，兒童，第三，第四人同房，不另加床)。 

費用不含:  

(1) 餐費，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2) 夜遊行程 

(3) 藍人樂團和太陽馬戲團 （向縱橫訂票即贈免費接送服務，僅須支付接送服務費$5/人） 

(4) 特色一日遊行程中涉及到的自費項目費用 

(5) 服務費：奧蘭多接機、送機當天服務費$5/人。參加奧蘭多一日遊或參加最後一日自選行程$10/

人/天。奧蘭多觀光時，如坐酒店免費穿梭巴士前往十二大園區無需服務費。如酒店沒有免費穿

梭巴士前往十二大園區，需本公司接送$5/人。 

 

門票項目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 

兒童

Children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65+) (3-9) 

奧蘭多夜遊 Orlando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十三大主題園區 13 Theme Parks （含稅 Include Tax）       

魔法王國 Magic Kingdom $123.00 $123.00 $116.00 

動物王國 Animal Kingdom $114.00 $114.00 $108.00 

未來世界 Epcot Center $114.00 $114.00 $108.00 

好來塢影城 Hollywood Studios $114.00 $114.00 $108.00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118.00 $118.00 $112.00 

冒險島 Islands of Adventure $118.00 $118.00 $112.00 

海洋世界 Sea World  $106.00 $106.00 $101.00 

迪士尼水上樂園 Typhoon/Blizzard Water Park $67.00 $67.00 $60.00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Aquatica Water Park $65.00 $65.00 $65.00 

樂高主題樂園 LEGOLAND Theme Park $99.00 $99.00 $92.00 

樂高水上樂園 LEGOLAND Water Park (季節限定) $99.00 $99.00 $92.00 

迪士尼 2 天 Disney 2 Days $212.00 $212.00 $200.00 

迪士尼 3 天 Disney 3 Days $329.00 $329.00 $310.00 

迪士尼 4 天 Disney 4 Days $394.00 $394.00 $373.00 

環球單日（單日雙園）Universal 1 Day P2P $176.00 $176.00 $171.00 

環球雙日（每日一園）Universal 2 Day Base $234.00 $234.00 $224.00 

環球雙日（每日多園）Universal 2 Day P2P $272.00 $272.00 $261.00 

環球三園 ( 含火山灣 ) Universal 3 Parks Pass $298.00 $298.00 $288.00 



部分園區在以下時段為遊覽高峰期，票價會高於平時： 

Peak visiting times are listed below. Ticket price of these times are higher 

2/18-2/20/2017, 3/25-4/18/2017,5/26-7/22/2017, 10/13-10/15/2017, 10/20-10/22/2017, 10/27-

10/29/2017, 11/19-11/26/2017, 12/21-12/31/2017 

魔法王國 Magic Kingdom $132.00 $132.00 $126.00 

動物王國 Animal Kingdom $127.00 $127.00 $121.00 

未來世界 Epcot Center $127.00 $127.00 $121.00 

好來塢影城 Hollywood Studios $127.00 $127.00 $121.00 

環球影城/冒險島 1天 Universal Studios/IOA $132.00 $132.00 $127.00 

環球影城 1天（一天雙園）Universal 1 Day P2P $191.00 $191.00 $185.00 

部分園區在以下時間段提供更為經濟的票價： 

Valued visiting times are listed below. Valued ticket price are available these times. 

1/17-1/31/2017，2/1-2/17/2017，2/27-2/28/2017，3/1-3/9/2017，8/20-8/31/2017，9/5-

9/7/2017，9/11-9/14/2017，9/18-9/21/2017，9/25-9/28/2017，10/2-10/5/2017，9/30-

9/31/2017，11/1-11/2/2017，11/13-11/16/2017，11/27-11/30/2017 

魔法王國 Magic Kingdom $114.00 $114.00 $108.00 

動物王國 Animal Kingdom $106.00 $106.00 $99.00 

未來世界 Epcot Center $106.00 $106.00 $99.00 

好來塢影城 Hollywood Studios $106.00 $106.00 $99.00 

環球影城/冒險島 1天 Universal Studios/IOA $118.00 $118.00 $112.00 

環球影城 1天（一天雙園）Universal 1 Day P2P $176.00 $176.00 $171.00 

奧蘭多三大特色一日遊（需自付往返車費和景點門票）： 

3 Special 1-day Tours (Need to pay transportation fee and admission) 

特色一日遊（肯尼迪太空中心）團費 Kennedy Space 

Center (Tour Fee) 
$50.00 $50.00 $40.00 

肯尼迪航天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53.00 $53.00 $43.00 

特色一日遊（墨西哥灣）團費 

Gulf of Mexico (Tour Fee) 
$50.00 $50.00 $50.00 

觀海豚快船 Speed Boat for Dolphin Watch $25.00 $25.00 $20.00 

清水灣水族館 Clearwater Marine Aquarium $24.00 $24.00 $19.00 

墨西哥灣深海海釣 Deep Sea Fishing $65.00 $65.00 $45.00 

特色一日遊（聖奧古斯丁）團費 $65.00 $65.00 $65.00 

聖馬可古堡 Castillo de San Marcos $8.00 $8.00 FREE 

不老泉考古公園 Fountain of Youth $16.00 $16.00 $10.00 

聖奧古斯丁遊覽車 St. Augustine Trolley $30.00 $30.00 $22.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