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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縱橫 奧蘭多奧蘭多



	 	家園– 奧蘭多（自費夜遊）
     Home – Orlando (Optional Nigh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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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電梯到達二樓行李提
取處，導遊會在那裡與您會和。導遊將為您送上迎賓禮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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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色一日遊。亦可向導遊預定平價
晚宴秀門票。13:00pm 前到達的遊客，可選擇前往佛州最大奧特萊斯（每人$5）17:00pm之前到
達的遊客可參加自費夜遊。 
Arriving at Orlando airport (MCO), our tour guide will meet you at Baggage Claim area 
which on second floor and give you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me parks in 
Orlando. For the guests arrive before 13:00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in outlets ($5/Person 
for transportation). Also, we provide optional night tour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7:00PM .
酒店: 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Included）
QC8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  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Included）
QC7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  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Included）
QC6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  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Included）
QC5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  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團號： QC4/5/6/7/8/9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奧蘭多經典4/5/6/7/8/9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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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魔術王國
Disney	Magic	Kingdom	

奧蘭多夜遊
Orlando	night	tour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2Day

1Day

3Day

4Day

5Day

      價格目錄：

       團號             兩人一房          第三/四人同房          單人房             **小童(3-9)**         

      QC9  $1150             $769       $1579                   *$704

      QC8  $1039             $661       $1389                  *$599

      QC7  $909            $579       $1219                  *$534

      QC6  $751            $466       $1013                  *$429

      QC5  $588            $348       $808                  *$322

      QC4  $431            $242       $607                  *$221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Included)
QC4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  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  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  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 家園
    Orlando – Home 
行程最後一日，貴賓可自由選擇參加以下行程：
A:  前往著名I-Drive 360休閑娛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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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之後航班）
B:   前往奧特萊斯進行購物，結束後導遊送至機場。（每人$5, 建議預定2PM之後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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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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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M之
後的航班，如選擇肯尼迪航天中心，則需預定7PM之後的航班）
Enjoy your day with 4 different itineraries options which are specially provided for best 
enriching your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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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1.團費包括各大園區或一日遊門票
2.為您量身訂製的獨特行程，任意組合
3.獨家*兩大特色一日遊(肯尼迪航天中心/墨西哥灣風情)
4.獨家*迪士尼不夜城
5.獨家*草上飛沼澤探險
6.獨家*奧蘭多特色晚宴秀(中世紀騎士秀等)
7.最新獨家*送机当日可选择奥兰多之眼摩天轮，海洋水族馆，
杜莎夫人蜡像馆，任意搭配
8.最新獨家*可选择乐高王国主题乐园和乐高水上乐园

奧蘭多經典系列

2

迪士尼—好萊塢影城		
Disney	Hollywood	Studios	

迪斯尼—未來世界		
Disney	Epcot	Center	

迪士尼—動物王國		
Disney	Animal	Kingdom	

6Day

7Day

8Day

9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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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接客信息 免費送客信息

奧蘭多MCO機場/奧蘭多
灰狗站 
8:30AM-11:00PM建議
4:00PM之後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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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早上7:30-8:30，晚上23:01-24:00，第1-4人共收$40美元，每增加1人，加美金 $10。
        b.凌晨 0:01-7:29，第1-4人共收$80美元，每增加1人，加美金 $10。

迪士尼—魔術王國
Disney	Magic	Kingdom	



	 	家園– 奧蘭多（自費夜遊）
     Home – Orlando (Optional Nigh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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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電梯到達二樓行李提
取處，導遊會在那裡與您會和。導遊將為您送上迎賓禮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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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色一日遊。亦可向導遊預定平價
晚宴秀門票。13:00pm 前到達的遊客，可選擇前往佛州最大奧特萊斯（每人$5）17:00pm之前到
達的遊客可參加自費夜遊。 
Arriving at Orlando airport (MCO), our tour guide will meet you at Baggage Claim area 
which on second floor and give you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me parks in 
Orlando. For the guests arrive before 13:00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in outlets ($5/Person 
for transportation). Also, we provide optional night tour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7:00PM.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色  
    一 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QE8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色一 
   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QE7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色一 
   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QE6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色一日  
    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團號： QE5/6/7/8/9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奧蘭多超值5/6/7/8/9日遊

3

2Day

1Day

3Day

4Day

5Day

      價格目錄： 買二送二

       團號  兩人一房  第三、四人同房            單人房

       QE9    $465              $0              $795

       QE8    $415              $0              $695

      QE7    $365              $0              $595

      QE6    $315              $0              $495

      QE5    $265              $0              $395

**3/18/2016—4/2/2016, 12/24/2016-1/2/2017期間入住奧蘭多酒店的客人
每晚每房加收$50**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迪士尼—動物王國		
Disney	Animal	Kingdom	

迪士尼—魔術王國
Disney	Magic	Kingdom	

迪士尼—好萊塢影城		
Disney	Hollywood	Studios	



QE5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色  
    一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色一日  
    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色一日  
    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 家園
    Orlando – Home 
行程最後一日，貴賓可自由選擇參加以下行程：
A:  前往著名I-Drive 360休閑娛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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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之後航班）
B:   前往奧特萊斯進行購物，結束後導遊送至機場。（每人$5, 建議預定2PM之後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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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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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PM之後的航班，如選擇肯尼迪航天中心，則需預定7PM之後的航班）
Enjoy your day with 4 different itineraries options which are specially provided for best 
enriching your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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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1.保證市面最低團費價格
2.半自助行程，更多自由選擇
3.獨家*兩大特色一日遊(肯尼迪航天中心/墨西哥灣風情)
4.獨家*迪士尼不夜城夜遊
5.獨家*草上飛沼澤探險
6.獨家*奧蘭多特色晚宴秀(中世紀騎士秀等)
7.最新獨家*送機當日可選擇奧蘭多之眼摩天輪，海洋水族館，
杜莎夫人蠟像館，任意搭配
8.最新獨家*可選擇樂高王國主題樂園和樂高水上樂園

奧蘭多超值系列

4

6Day

7Day

8Day

9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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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接機信息 免費送機信息

奧蘭多MCO機場/奧蘭多
灰狗站 
8:30AM-11:00PM建議
4:00PM之後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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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早上7:30-8:30，晚上23:01-24:00，第1-4人共收$40美
元，每增加1人，加美金 $10。
        b.凌晨 0:01-7:29，第1-4人共收$80美元，每增加1人，加美
金 $10。

肯尼迪航天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Aquatica	Water	Park	

樂高主題樂園
LEGOLAND	Theme	Park



	 	家園– 奧蘭多（自費夜遊）
     Home – Orlando (Optional Nigh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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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電梯
到達二樓行李提取處，導遊會在那裡與您會和。導遊將為您送上迎賓禮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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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園區或特色一日遊。亦可向導遊預定平價晚宴秀門票。13:00pm 前到達的遊
客，可選擇前往佛州最大奧特萊斯（每人$5）17:00pm之前到達的遊客可參加自
費夜遊。 
Arriving at Orlando airport (MCO), our tour guide will meet you at Baggage 
Claim area which on second floor and give you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me parks in Orlando. For the guests arrive before 
13:00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in outlets ($5/Person for transportation). 
Also, we provide optional night tour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7:00PM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  
   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Admission Included）
QM10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  
   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Admission Included）
QM9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  
   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Admission Included）
QM8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 （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  
   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Admission Included）
QM7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 
     任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Admission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 
    任選其一 （包含门票）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Admission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Park Inn by Radisson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 邁阿密
     Orlando – Miami 
行程最後一日，貴賓可自由選擇參加以下行程：
A:  前往著名I-Drive 360休閑娛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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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乘車前往邁阿密。
B:  增加一天園區的行程（自費，僅限環球影城，海洋世界），結束後乘車前往
邁阿密。
備註:
如客人選擇參加奧蘭多最後一天的自費項目，將會在晚上到達邁阿密。若客人在
奧蘭多最後一天沒有選擇任何自費項目，客人將會提早到達邁阿密，開始邁阿密
的行程。
Enjoy your day with 2 different itineraries options which are specially 
provided for best enriching your tour around Orlando. For the guests who 
do not take any itineraries will reach to Miami earlier.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或同級（
提供免費早餐）

	 		邁阿密市區游
       Miami City Tour 
上午乘車前往美國最大的溼地保護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
穿梭在鱷魚密布的沼澤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遊覽美麗的珊瑚閣區，
號稱“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小哈瓦那，世界著名的古巴區，參觀古巴雪茄手
工作坊。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港灣郵輪，近距離欣賞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
萬豪宅的明星島等幾個著名島嶼。邁阿密最著名景點南沙灘，參觀號稱美國南部
第一街的DECO街。
Visit one of the largest tropical wildernesses in America --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Then, go visit Miami Coral Gables, Little Havana and 
the world famous Cuban district. In the afternoon, we will travel to 
waterfront market and take harbor cruise by Miami bay. After that, take 
a walk around the DECO Street.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或同級（
提供免費早餐）

團號： QM7/8/9/10/11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奧蘭多+邁阿密歡樂7/8/9/10/11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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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y

1Day

3Day

4Day

6Day

7Day

8Day

9Day

5Day

      價格目錄：

       團號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QM11           $1539     $699                   $1099          $2059

     QM10           $1429     $599                   $999          $1869

     QM9             $1279     $499                   $899          $1679

     QM8             $1139     $399                   $799          $1489

     QM7             $1039     $299                   $699          $1299

 邁阿密酒店可升級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 或同級海灘
 度假酒店(含早餐)

              日期                 兩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1/1/2016 - 4/30/2016         +$269/人 +$229/人     +$229/人    +$459/人

 5/5/2016 -12/18/2016       +$188/人 +$150/人    +$130/人     +$315/人

         



             送客地點        免費送客時間
邁阿密機場(MIA)                請預定19:00以後的航班
羅德岱堡機場(FLL)                        請預定18:00以後的航班

最后一天：羅德岱堡 ，西棕櫚灘送機

	 					西鎖島 
                 Key West
從邁阿密至西鎖島共170英裡，沿途要經過 32個島，42座橋，歷時八年完成的著名
七裡長橋（七裡橋）極其宏偉壯觀，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蹟，途的南國島嶼風光美不
勝收，色彩斑斕的海灘彷彿置身於仙境。到達西礁島後，可以與有着“美國的天涯海
角”之稱的全美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合影留念。導遊會帶您尋找美國國道一號公路的南
起點與北終點地標並合影留念。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
Head to Key West by passing through the “7 Miles Bridge”. Visi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S-1, the “South most of America territory” and Nobel Prize 
winner ---Hemingway’s former residenc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或同級（提供
免費早餐）

	 					羅德岱堡 – 西棕櫚灘 – 棕櫚灘 – 家園
             Fort Lauderdale – West Palm Beach --  
                 Palm Beach – Home
如離團航班為罗德岱堡机场 (FLL)  14:00 – 18:00的航班 & 迈阿密机场 (MIA) 14:00 – 
1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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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兩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檣。河道縱橫，密如蛛網，同時您還可
以漫步在美國十大海灘之一的羅德岱堡海灘。我們的導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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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客人總消費滿$6600 (稅前)，即可獲贈最新上市的蘋果iPad Air。備註：每組客人
每次最多兌換只限兩臺，送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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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換成其他等價的蘋果產品。購物結束後，我們將
送您前往機場或碼頭。
如離團航班為罗德岱堡机场 (FLL)  18:00后的航班 & 迈阿密机场 (MIA) 19:00后的航
班，行程如下：
參觀完羅德岱堡之後，中午我們將直接前往西棕櫚灘、野生動物王國和棕櫚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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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們將前往西棕櫚灘，西棕櫚灘位於邁阿密 70 英
裏的北部“美國的裏維埃拉”海岸上，坐擁 47英裏大西洋海岸線，天價海景豪宅遊
艇，頂級奢華酒店，超過 200 家博物館，2 千多家餐廳，170 座高爾夫球場，極具浪
漫歐式藝術情調。作為“佛羅裏達的文化之都”，西棕櫚灘早在 100 多年前就成為
首個為美國富豪們度身定制的冬日避寒度假勝地，前往西棕櫚海灘，領略大西洋的美
景。海邊的天價別墅不勝枚舉。參觀建於1902年的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外觀），
這棟鐵路大王的豪宅比歐洲的任何宮殿都雄偉，比世界上任何私人豪宅都更富麗堂
皇。稍後我們將驅車前往西棕櫚灘，其WORTH大道與紐約的第五大道相比絕對是有
過之而無不及，世界超級品牌均匯聚在這大道兩旁，感受西棕櫚灘富人生活，非此地
莫屬，當然您也可以漫步在WORTH大道盡頭的迷人海灘上。傍晚您的行程將畫上圓
滿的句號，我們會由專人送至機場。 (注：18:00前的遊輪或航班，將沒有機會前往
西棕櫚灘和棕櫚灘)
For the guest whose flight departures between 14:00 – 18:00 from FLL OR 
between 14:00 – 19:00 from MIA will visit For Lauderdale and go shopping at 
Bloomingdale’s. The itinerary for the guests who will leave after 18:00 from 
FLL OR after 19:00 from MIA includes visiting Lion Country Safari, West Palm 
Beach, and Palm Beach… (Note: Visit of West Palm Beach and Palm Beach 
is not available for the guests who leave the tour before 18:00)
備註
*如果您需要預定14:00-18:00之間的航班或是最後一天下午繼續乘坐郵輪旅行，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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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1. 佛州兩大旅遊中心（奧蘭多，邁阿密）
2. 任選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3. 獨家特色兩大一日遊（肯尼迪航天中心/墨西哥灣風情）
4. 獨家迪士尼之泉不夜城夜遊，奧蘭多特色晚宴秀
5.最新獨家*奧蘭多之眼摩天輪，海洋水族館，杜莎夫人蠟像館，
任意搭配
6. 最新獨家*可選擇樂高王國主題樂園和樂高水上樂園
7. 暢遊邁阿密，西鎖島，羅德岱堡

奧蘭多+邁阿密

6

羅德岱堡碼頭
Fort	Lauderdale	Marina

10Day

11Day

沒有機會去往西棕櫚灘。我們會按排專人送您前往機場/碼頭。羅德岱堡碼頭
（POE）12:00以後；邁阿密碼頭（POM）13:00-14:00 ，請登船前準備好您
的船票，以便將您送至正確碼頭地點。
*請預定勞德岱堡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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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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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接客信息              免費接客時間间

             送客地點                               免費送客時間
邁阿密機場（MIA）/ 羅德岱堡機場（FLL）        請預定14:00 以後的航班
邁阿密碼頭 （POM）                                 13:00 至15:00 左右
羅德岱堡碼頭 （POE）                                 12:00 p.m.左右

最后一天：羅德岱堡送機（注：無西棕櫚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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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早上7:30-8:29，晚上23:01-24:00，第1-4人共收$40美元，每增加1
人，加美金 $10。
     b. 凌晨0:01-7:29，第1-4人共收$80美元，每增加1人，加美金 $10。

奧蘭多夜景
Orlando	night	view



	 	家園– 奧蘭多（自費夜遊）
     Home – Orlando (Optional Nigh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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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電梯
到達二樓行李提取處，導遊會在那裡與您會和。導遊將為您送上迎賓禮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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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園區或特色一日遊。亦可向導遊預定平價晚宴秀門票。13:00pm 前到達的遊
客，可選擇前往佛州最大奧特萊斯（每人$5）17:00pm之前到達的遊客可參加自
費夜遊。 
Arriving at Orlando airport (MCO), our tour guide will meet you at Baggage 
Claim area which on second floor and give you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me parks in Orlando. For the guests arrive before 
13:00 can choose to go shopping in outlets ($5/Person for transportation). 
Also, we provide optional night tour for the guests who arrive before 17:00PM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  
    色一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QME11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  
    色一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QME10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  
    色一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QME9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特  
    色一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QME8請參照第一天行程“家園 – 奧蘭多（自費夜遊）”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 
                  特色一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 
                  特色一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不含門票)，或兩大 
                  特色一日遊(不含往返車費和門票)任選其一

        Theme Parks OR 1 Special Tour 
             （Admission& Transportation Fee are NOT Included）
搭乘園區專車往返各大主題樂園，如參加特色一日遊，導遊親自到酒店接送。
Take the shuttle to the parks from hotel; if join the special 1 day tour, tour 
leader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hotel.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酒店：Ramada Gateway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奧蘭多– 邁阿密
     Orlando – Miami 
行程最後一日，貴賓可自由選擇參加以下行程：
A:  前往著名I-Drive 360休閑娛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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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乘車前往邁阿密。
B:  增加一天園區的行程（自費，僅限環球影城，海洋世界），結束後乘車前往
邁阿密。
備註:
如客人選擇參加奧蘭多最後一天的自費項目，將會在晚上到達邁阿密。若客人在
奧蘭多最後一天沒有選擇任何自費項目，客人將會提早到達邁阿密，開始邁阿密
的行程。
Enjoy your day with 2 different itineraries options which are specially 
provided for best enriching your tour around Orlando. For the guests who 
do not take any itineraries will reach to Miami earlier.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或同級（
提供免費早餐）

團號：QME8/9/10/11/12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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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y

1Day

3Day

4Day

6Day

7Day

8Day

9Day

5Day

      價格目錄：

       團號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QME12         $1035       $118   $468          $1515

    QME11         $985       $118  $468          $1415

   QME10          $935       $118  $468          $1315

   QME9            $885       $118  $468          $1215

   QME8            $835       $118  $468          $1115

**3/18/2016—4/2/2016,12/24/2016-1/2/2017期間入住奧蘭多酒店的客人
每晚每房加收$50**

奧蘭多+邁阿密超值8/9/10/11/12天遊

 邁阿密酒店可升級Newport Beachside Hotel & Resort 或同級海灘
 度假酒店(含早餐)

              日期                 兩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1/1/2016 - 4/30/2016         +$269/人 +$229/人     +$229/人    +$459/人

 5/5/2016 -12/18/2016       +$188/人 +$150/人    +$130/人     +$315/人

         



	 				邁阿密市區游
           Miami City Tour 
上午乘車前往美國最大的溼地保護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穿梭在
鱷魚密布的沼澤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遊覽美麗的珊瑚閣區，號稱“萬國
住宅建築博物館”。小哈瓦那，世界著名的古巴區，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在邁阿
密的海濱市場乘坐港灣郵輪，近距離欣賞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的明星島等幾
個著名島嶼。邁阿密最著名景點南沙灘，參觀號稱美國南部第一街的DECO街。
Visit one of the largest tropical wildernesses in America -- Everglades Safari 
Park. Then, go visit Miami Coral Gables, Little Havana and the world famous 
Cuban district. In the afternoon, we will travel to waterfront market and take 
harbor cruise by Miami bay. After that, take a walk around the DECO Street.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或同級（提供
免費早餐）

	 			西鎖島 
               Key West
從邁阿密至西鎖島共170英裡，沿途要經過 32個島，42座橋，歷時八年完成的著名
七裡長橋（七裡橋）極其宏偉壯觀，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蹟，途的南國島嶼風光美不
勝收，色彩斑斕的海灘彷彿置身於仙境。到達西礁島後，可以與有着“美國的天涯海
角”之稱的全美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合影留念。導遊會帶您尋找美國國道一號公路的南
起點與北終點地標並合影留念。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
Head to Key West by passing through the “7 Miles Bridge”. Visi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S-1, the “South most of America territory” and Nobel Prize 
winner ---Hemingway’s former residence.
酒店： Holiday Inn Miami West/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或同級（提供
免費早餐）

	 					羅德岱堡 – 西棕櫚灘 – 棕櫚灘 – 家園
             Fort Lauderdale – West Palm Beach --  
                 Palm Beach – Home
如離團航班為罗德岱堡机场 (FLL)  14:00 – 18:00的航班 & 迈阿密机场 (MIA) 14:00 – 
1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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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兩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檣。河道縱橫，密如蛛網，同時您還可
以漫步在美國十大海灘之一的羅德岱堡海灘。我們的導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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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客人總消費滿$6600 (稅前)，即可獲贈最新上市的蘋果iPad Air。備註：每組客人每次
最多兌換只限兩臺，送完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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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換成其他等價的蘋果產品。購物結束後，我們將送您
前往機場或碼頭。
如離團航班為罗德岱堡机场 (FLL)  18:00后的航班 & 迈阿密机场 (MIA) 19:00后的航
班，行程如下：
參觀完羅德岱堡之後，中午我們將直接前往西棕櫚灘、野生動物王國和棕櫚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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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們將前往西棕櫚灘，西棕櫚灘位於邁阿密 70 英裏
的北部“美國的裏維埃拉”海岸上，坐擁 47英裏大西洋海岸線，天價海景豪宅遊艇，
頂級奢華酒店，超過 200 家博物館，2 千多家餐廳，170 座高爾夫球場，極具浪漫歐
式藝術情調。作為“佛羅裏達的文化之都”，西棕櫚灘早在 100 多年前就成為首個
為美國富豪們度身定制的冬日避寒度假勝地，前往西棕櫚海灘，領略大西洋的美景。
海邊的天價別墅不勝枚舉。參觀建於1902年的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外觀），這棟
鐵路大王的豪宅比歐洲的任何宮殿都雄偉，比世界上任何私人豪宅都更富麗堂皇。稍
後我們將驅車前往西棕櫚灘，其WORTH大道與紐約的第五大道相比絕對是有過之而
無不及，世界超級品牌均匯聚在這大道兩旁，感受西棕櫚灘富人生活，非此地莫屬，
當然您也可以漫步在WORTH大道盡頭的迷人海灘上。傍晚您的行程將畫上圓滿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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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1. 佛州兩大旅遊中心 （奧蘭多，邁阿密）

2. 任選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3. 獨家特色兩大一日遊 （肯尼迪太空航天中心/墨西哥灣風情）

4. 獨家迪士尼不夜城夜遊，奧蘭多特色晚宴秀

5. 暢遊邁阿密，西鎖島，羅德岱堡

奧蘭多+邁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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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灘豪宅
Palm	Beach	Mansions

10		Day

11Day

12Day

迪士尼—動物王國					
Disney	Animal	Kingdom

號，我們會由專人送至機場。 (注：18:00前的遊輪或航班，將沒有機會前往西
棕櫚灘和棕櫚灘)
For the guest whose flight departures between 14:00 – 18:00 from FLL 
OR between 14:00 – 19:00 from MIA will visit For Lauderdale and go 
shopping at Bloomingdale’s. The itinerary for the guests who will 
leave after 18:00 from FLL OR after 19:00 from MIA includes visiting Lion 
Country Safari, West Palm Beach, and Palm Beach… (Note: Visit of 
West Palm Beach and Palm Beach is not available for the guests who 
leave the tour before 18:00)
備註
*如果您需要預定14:00-18:00之間的航班或是最後一天下午繼續乘坐郵輪旅
行，您將沒有機會去往西棕櫚灘。我們會按排專人送您前往機場/碼頭。羅德
岱堡碼頭（POE）12:00以後；邁阿密碼頭（POM）13:00-14:00 ，請登船前
準備好您的船票，以便將您送至正確碼頭地點。
*請預定勞德岱堡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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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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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接客信息              免費接客時間

             送客地點        免費送客時間
邁阿密機場(MIA)                請預定19:00以後的航班
羅德岱堡機場(FLL)                        請預定18:00以後的航班

最后一天：羅德岱堡 ，西棕櫚灘送機

             送客地點                               免費送客時間
邁阿密機場（MIA）/ 羅德岱堡機場（FLL）        請預定14:00 以後的航班
邁阿密碼頭 （POM）                                 13:00 至15:00 左右
羅德岱堡碼頭 （POE）                                 12:00PM左右

最后一天：羅德岱堡送機（注：無西棕櫚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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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早上7:30-8:29，晚上23:01-24:00，第1-4人共收$40美元，每增加1
人，加美金 $10。
     b. 凌晨0:01-7:29，第1-4人共收$80美元，每增加1人，加美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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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太空中心一日遊

墨西哥灣風情一日遊

聖奧古斯丁一日遊

肯尼迪航天中心＋聖約翰河沼澤草上飛 (團號：Q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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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達州東海岸的梅裏特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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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這裏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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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 IMAX 影院
裏，兩部航天大片輪流播放，以及可以欣賞到各種表演和展覽。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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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鐘出發一部的巴士將帶您前往火箭發射基地。遊客可近距離觀看 NASA 控制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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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位於梅裏特島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的聖約翰河，河流兩側的叢林裡，蘆葦中，不時驚見珍奇異鳥，棲息枝頭，高歌
嗚放。在這裏您將有機會乘坐草上飛風力船飛馳於河沼之間。大概傍晚 6 點鐘，返回出發地。
Spend the day on visiting Kennedy Space Center; experience a variety of aerospace facilities, including: NASA, Apollo/Saturn V Center, Space Shuttle Atlantis…Later, 
head to the Central Florida’s Everglades on the legendary St. John’s River here guests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take the airboat on the St John River.

墨西哥灣 + 清水灣沙灘 (團號：Q1B)
清晨前往位於墨西哥灣的著名海釣聖地，進行半日海釣。我們所搭乘的是可容納150 名乘客的大型海釣船 (提供所有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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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過自己的戰利品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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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徹底融入這碧海藍天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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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的主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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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head to the Clearwater to take the big boat which is able to contain 150 people and do the deep sea fishing (equipment included). After the morning fishing, 
you can choose a lot of activities to do in the Clearwater Beach which is ranked as the best beach in Florida. And also you will have a chance to go to the world famous 
Clearwater Marine Aquarium to meet dolphin “Winter”.

聖奧古斯丁 (團號：Q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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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聖喬奧古斯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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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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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illo de San Mar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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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由一條護城河，4 座砲臺，數門大炮所組成。站在古堡城墻之上，眺望大西洋，還隱約會看到時隱時現的海盜船。不老
泉考古公園絕 對比傳說中的更贊！這裡就是 Pedro Menendez 於 1565 年發現聖奧古斯丁的地方。 每天都有大砲射擊表演，身穿西班牙傳統服飾的戰士，動
作嚴謹，聲音洪亮的指令， 加上令人震撼的火砲射擊，讓整場表演更顯真實。古堡附近的聖喬治街（St George Street) 是一條超過數百年非常西班牙風情的歷
史老街。漫步於老街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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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達之父
的鐵路大王 Henry M. Flagler 所建，是佛州最古老，最奢華的私立大學。想要俯瞰整個古老城市嗎？聖奧古斯丁燈塔有著 219 階為您提供了無與倫比美麗的景
觀。當然，我們推薦這裡的港灣遊船，和城市觀覽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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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 Augustine in the morning, which was founded in 1565, making it the oldest European-settled town in the continental US. Then, we will 
visit the famous Castillo de San Marcos, Fountain of Youth. If you walk down to the St. George St, you will see the oldest college of Florida, Flagler 
College. Don’t forget to climb to the top of the lighthouse to see the entire old town.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目錄：成人：$50，兒童：$40
上車時間：8:00AM
上/下車地點: Ramada Gateway Hotel, 7470 W 
Irlo Bronson Memorial Hwy, Kissimmee, FL 34747

出發日期：週六，週日
價格目錄：$50/位
上車時間：8:00AM
上/下車地點: Ramada Gateway Hotel, 7470 W Irlo 
Bronson Memorial Hwy, Kissimmee, FL 34747

出發日期：週六
價格目錄：$65/位
上車時間：8:00AM
上/下車地點: Ramada Gateway Hotel, 7470 W Irlo 
Bronson Memorial Hwy, Kissimmee, FL 34747

行程特色: 
1. 現役火箭發射基地 -- 肯尼迪航天中心
2. 零距離接觸阿波羅系列飛船
3. 亞特蘭提斯號航天飛機
4. 各種宇航員專業模擬訓練設施

5. 風力飛船穿越大沼澤

行程特色: 
1. 適合全家的墨西哥灣深海海釣
2. 電影《海豚故事 1&2》取景地
3. 全美第一的海灘 — 清水灣海灘

行程特色: 
1. 拜訪美國殖民的起點，最古老的城鎮
2. 前往不老泉考古公園
3. 聖馬可古堡
4. 聖喬治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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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魔術王国  
Disney Magic Kingdom 
對於全世界心懷夢想的人來說，魔術王國是一生之中
至少要來一次的的夢想聖地，作為迪士尼世界的核
心，这里的遊樂設施最為豐富，如﹕加勒比海盜寶藏
之旅，七個小矮人礦車歷險，美国總統宫，米老鼠交
響樂盛宴等等。在園區內您還有機會和米奇老鼠，小
熊維尼等合照留念。一天之內，多個時段，都有迪士
尼經典卡通人物花車大遊行以及城堡前的歌舞表演。
當然，無論如何也不能錯過晚上在灰姑娘城堡前舉行
的的煙火盛宴，絕對令您永生難忘。
Disney Magic Kingdom is the first-built of the four 
theme parks at the Walt Disney World. The park 
is the most visited theme park in the world for the 
fifth consecutive year.  Most spectacular of all 
Disney’s parks are the parades and fireworks 
displayed in front of Cinderella Castle.

迪斯尼—未來世界 
Disney Epcot Center 
未來世界分為二大部份，前半為未来世界(Future 
World)，有地球能源館，地球太空館，海洋生物館，
大地館，立體幻想之旅，動力世界地平線及生命探索
館。體驗極速的碰撞試驗，裸眼3D滑翔機。後半部份
為世界之窗(World Showcase)，共有十一個不同格局
特色建築，充分展示了各國的風情與特色。当然，每
晚的Illumination灯火秀更是不容错过。
Disney Epcot has two parts, “Future World” and 
“World Showcase”. Future World consists of a 
variety of attractions reflect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orld Showcase is a world’s fair which 
containing eleven pavilions, each themed and 
dedicated to represent a specific country. 

迪士尼—好萊塢影城 
Disney Hollywood Studios 
迪士尼除了卡通製作之外，也是全球最大的電影製片
企業之一；這裡到處都看得到著名的迪士尼電影場
景。 “納尼亞傳奇”場景是最新的設施，可以跟著電
影情節打開壁櫥的門，和女巫、獅子一起進入冰凍森
林。園區最具人氣的要數高達十三層樓的暮光驚魂電
梯！以及服装道具製作展示等等。 還有絕對值得一看
的飛車、槍戰等電影特效秀，以及在夜間以水幕、煙
火搭配真人震撼演出的Fantastic!
Disney Hollywood Studios is the third of four 
theme parks built at the Walt Disney World. It is 
dedicated to show business,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heyday of Hollywood in the 1930s and 
1940s. Some most exciting attractions in Disney 
World are located here in Hollywood Studios.

迪士尼—動物王國  
Disney Animal Kingdom 
動物王國是迪士尼家族中的小弟，是全世界最大的
獨立主題公園。整個園區似乎就建在一片原始森林之
中；內有多個探險區域，王國綠洲，探索島，非洲世
界，亞洲世界，恐龍樂園以及正在加緊興建中的潘多
拉星球—未來的阿凡達主題樂園。園區內各處都棲息
各種野生動物，您可以乘坐越野車，到乞力馬扎羅區
來一次精彩的SAFARI之旅。亞洲區的新設施”珠穆朗
馬峰”，讓人從60公尺高的懸崖倒栽蔥似的墜落、翻
滾，非常刺激！園內各時段還有動物主題表演，特別
是非洲園區內的獅子王歌舞慶典，以迪士尼特有的音
樂方式重新演繹百老匯經典名劇獅子王。
Disney Animal Kingdom is the largest single 
Disney theme park in the world. Disney’s Animal 
Kingdom is accredit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and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meaning they have 
met or exceeded the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奧蘭多環球製片場分為兩個園區，分別是環球影城與

奧蘭多十二大主題樂園
環球冒險島樂園。環球影城的主題就是提供無法
想像的體驗，讓您身臨其境，融入經典電影之
中。在這裡，您更有機會參與災難電影製作秀，
成為電影中的主角之一。最受歡迎的是園區內
最新且耗資高達數十億美元興建的哈利波特主
題園—對角巷(Diagon Alley)。完全複製了哈利
波特的魔法街道，在一間間魔法商店裡購買完道
具之後，你就從麻瓜變成一個真正的巫師啦！在
古靈閣銀行金庫里，與伏地魔大戰，看看什麼是
真正的3D投影互動！如果您夠膽量，還可以挑戰
奧蘭多最高的過山車—落基山飛車！
Universal Studios is the most popular park 
in Orlando. The park’s theme is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particular movies 
and television. Universal Studios inspires its 
guests to “ride the movies”, and it features 
numerous attractions and live shows. Harry 
Potter’s Diagon Alley is the most popular 
attraction now.

環球—冒險島 
Island of Adventure 
冒險島是與環球影城一街之隔的全新主题公園，
坐落于沼澤湖畔。園内各項遊藝設施更加傾向
於“冒險”二字。從冒險港開始園區分5大主
題。其中包括無敵英雄島：以各種電影主題人物
如蜘蛛侠、綠巨人、變形俠醫為主題的立體電影
及超高速過山車，喜歡驚險刺激的您絕不能錯
過！近年來開放的園中之園哈利波特魔法城堡-霍
格莫德村Hogsmeade更是大受歡迎！在店鋪
里買上一根魔仗，您就等於擁有了魔法，可以任
意操縱城堡內各種機關。其中最火爆的項目就是
和哈利波特一起騎上魔法掃把，參加魁迪球世界
杯，或在魔法三人對抗賽中馴服巨龍。
Universal Island of Adventure will give you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Guests depart from a 
main port to visit six other distinctly themed 
islands. Each island got different kind of roller 
coasters.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became the icon of this park.

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 
遊覽海洋世界樂園則是完全不同於迪士尼和環球
的另一種獨特體驗。奧蘭多海洋世界是全球最大
的海洋世界。在這裡你可以欣賞到精彩的海洋動
物表演和優雅的真人水下互動表演。園區內的大
型遊藝設施也絲毫不遜於迪士尼與環球樂園。 在
新建的南極館里，即便炎炎夏日都讓您感受冰天
雪地的清爽，和帝王企鵝一家來一次極地冰上冒
險。當然，堪稱鎮園之寶的是每一天的壓軸大
戲”同一片海洋”（One Ocean）殺人鯨表演
秀，海中的小霸王到了這裡，卻比海豚還要可
愛，絕對是您終生難忘的視聽盛宴。
SeaWorld Orlando is a theme park, and 
marine-life based zoological park. The 
park has many live shows and attractions 
including rides and animal exhibits. Some of 
these attractions actually combine the two, 
with both a ride component and a separate 
animal exhibit. “One Ocean” is the show 
you don’t want to miss.

迪士尼—颱風水上樂園  
Disney Typhoon Lagoon 
(冬季限時開放，12月（December） 關閉)
迪士尼颱風水上樂園是全世界游客数量最多的水
上乐园。這裡有全世界最猛的人造海浪，等著沖
浪高手們前來挑戰；也可以親子一同潛入熱帶海
底，穿梭於色彩繽紛多變的珊瑚礁之間，與鯊
魚、熱帶魚共舞；當然，您也可盡情享受潔白的
沙灘、瀑布、噴泉、激流或挑戰九條緊張刺激的
滑水道及水上雲霄飛車。
Disney Typhoon Lagoon is the most visit 
water park in the world! It is home to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outdoor wave 
pools. The theme of the park is the “Disney 
legend” of a typhoon that wreaked havoc 
upon a formerly pristine tropical paradise.

迪士尼—暴雪海灘水上樂園  
Disney Blizzard Beach 
(冬季限時開放，1月4日到3月14日（Jan 4th to 
March 14th）   關閉)
以極地氣候為靈感所打造的水上世界，讓一向溫
暖的佛羅裡達州也赫然成為冰天雪地！以滑雪渡
假村為中心，這裡有多條不同刺激程度的滑雪
道。您可以在暴風雪中和夥伴們比賽速度、競
技，最後泡進雪水所匯集而成的遊泳池裡；其中
號稱全世界最高、最陡的滑雪道保證讓你驚聲
尖叫；還可以坐在平底雪橇裡享受高速下滑的
快感。
Disney Blizzard Beach is one of 2 Water 
Parks in Walt Disney World, features one of 
the world’s tallest and fastest free-falling 
waterslides, as well as slides and rides for 
the whole family – like a kid-sized, snow-
castle fountain play area with scaled-down 
versions of the more thrilling attractions.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Aquatica Water Park (全年開放)
Aquatica是奧蘭多海洋世界創建的獨一無二的
水上公園，於2008年3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這
座活力四射的水上樂園坐落在一片宛如南海島嶼
的鬱鬱蔥蔥的景觀之中，融合了沙灘，動物近距
離體驗以及從悠閑輕松的活動和刺激高速的水上
騎乘項目為一體。您可以在水上樂園的海底世界
觀賞奇異的魚類並快速穿過激流，或者鑽進隧道
遊覽海底世界，看著一群一群的海豚在您身邊追
逐嬉戲。
Aquatica is a chain of water parks owned 
and operated by SeaWorld Parks. It just 
opened in 2008, currently the newest water 
park in Orlando. This is the water park with 
so many brand new designed rides, like no 
other.

樂高主題樂園
LEGOLAND Theme Park
樂高是源於丹麥，風靡世界的積木玩具品牌。近
年來，隨著樂高大電影的上映，樂高文化在全世
界火的不亦樂乎。位於奧蘭多西南方的樂高主題
樂園，是目前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樂高樂園。園區
內所有的遊樂項目，如過山車，跳樓機等，都是
由樂高積木拼裝完成的。園區內還有迷你美國，
冒險村，海盜灣，歡樂鎮等等。當然不能錯過樂
高主題商店，帶上一大包樂高玩具滿意而歸。本
園非常適合小孩子前來遊玩。
LEGOLAND Theme Park is Orlando’s newest 
theme park, is specifically aimed at families 
with children. The theme park has more 
than 50 rides, attractions and shows, such as 
Lego Kingdoms, Fun Town, Adventure Land, 
Pirate’s Cove, Miniland USA and Lego 
City，etc.

樂高主題水上樂園
LEGOLAND Water Park (季節限定)
樂高水上樂園是一個專門為孩子們打造的水上
世界，擁有迷你沖浪池，小醜戲水區，飛濺
滑梯，Twin Chaser大滑梯，Duplo冒險區，
超過1000英尺懶人河等等，是孩子們的夏日
天堂。LEGOLAND Water Park is like a twin 
brother to LEGOLAND theme park, got 
more than 20 water ride, including the Twin 
Chaser Slide, Splash Out, Joker Soaker, Raft 
River, Duplo Safari, and Lego Wave Pool. A 
perfect water fun zone for the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參團須知和免责条例

凡报名参加本公司旅行团者，视为同意并接受以下旅行细则及规定。
注意事项：
1.       邁阿密免費接機時間: 免費接機車輛由旅行社統一安排，時間10AM -10PM. 單獨接機或其他
時間需要收費。
2.     奧蘭多免費接機時間: 免费接机车辆由旅行社统一安排，时间8:30AM-11PM。单独接机或其他
时间需要收费。
3.     消费条例规定：每房不能超过2张床。酒店房间内不允许吸烟。
4.     本公司保留改变行程之权利以便成行。
 
报名手续及缴款方法：
贵客可亲临各大代理报名或网上购票。报名时交清全部团费，并领取登车证，
两岁以上小童必须购买小童票。出发前未交齐团费者，本公司有权利拒绝其参加，
所有定金，概不退还，也不可让他人或专用其他出发日期。

费用包括：
1.     酒店：住宿之酒店全部附有空调和私人浴厕。以二成人一房为原则，三人同房者，儿童票以不
占床位计算并需与二成人同房同床，不可加床，如贵客单人成行又无法与其他团友共用一双人房的
话，本公司需收取单人房费。
2.     交通工具采用游览巴士或其他各式交通工具，团体接送观光。
3.     导游：本公司特派经验丰富之华语接待。
 
费用不包括：
1.     任何国际或国内机票，提早或延迟返回所产生之一切费用。
2.     行程中一切餐饮费用，但本公司领队会沿途代为安排。
3.     各观光景点之门劵，入场费和行程以外之观光节目。（QC，QM團友包含園區門票）
4.     旅客在外贵客一切私人性之花费，例如电话费，收费电视等。
5.     不包括司机和导游小费 （按團天數算）
6.     各类保险、签证费用、各类税项。
7.     出发前、后因私人、政治或者自然因素而本公司不能控制而引致的各项费用。
 
临时取消及退款办法：
1.     出发前十天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因取消机票、酒店引起之费用后以公司支票退还。
2.     出发前三至十天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50%团费及取消机票、酒店所引起之费用后以公司支票
退还。
3.     三天以内要求取消或出发当日未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以富团费概不退还。
4.     鉴于可能发生之变化或参加人数不足，本公司保留于出发前更改或取消旅行团之权利，已交付
费用悉数以公司支票退还，本公司不付任何其他责任，团员不可借故要求赔偿。
5.     贵客如因私人原因于途中退出或未能参加行程内任何行程，本公司概不退回任何已付费用，也
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其离团后之一切行动，概予本公司无涉。
 
责任问题：
1.     所有行程本公司以其丰富之经验精心设计，本公司将竭尽所能以求行程之安全及住宿之旅馆按
照行程所列来进行，但如因本公司无法控制之因素而必须改变行程更换旅馆，本公司当竭尽所能安
排，但不须为任何变动复制。
2.     为适应各地交通时间及政治因素之可能变动，并为维护团体之最高利益，本公司之领队有权视
当时之情况保留所有行程之变动权及更换同等级旅馆之权利，团员不得异议。
3.     有关之旅行安全问题，各航空公司班机取消或误点、游轮公司、汽车公司或各大饭店原有其个
别之条例，直接对旅客负责，如遇交通延误，行李遗失或损坏，意外等事情，当根据各公司所定条
例为解决之根据与本公司无涉。
4.     旅途中所订之餐馆及游览等，均为本公司依丰富之经验所订，不得因个人之特殊要求更改，如
欲变其所增加之费用，则由各自负责。
5.     为维护团体之最高利益，诺是任何旅客有妨碍团体之正常活动及利益的情况发生，本公司之领
队人员有权取消之继续参加旅程之资格，自该旅客离团之时起，一切行动均与本公司无涉。
6.     如遇罢工，政治因素，天气不良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导致行程延误而引起之额外费
用，则由全体团员分担。

 Terms and condition:
 
1.     All clients responsible for their proper legal travel documents, for example: pass-
port, green card, visa, airline ticket or any other travel requirements by the customs 
or immigrations or U.S. and other countries. Due to failure of providing proper travel 
documents, no refund will be allowed, and cli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ny cost in-
curred by cancellation, delay and discontinuation of tour.
2.     Bookings and payments clients can book tour by our sales office, agents and 
internet, full payment of bookings must received by our office before the departure 
date. Otherwise, booking will be considered cancel and any partial deposits/pay-
ments will be forfeited.
3.     Payments include: tour, transportation by air-conditioned tour bus, hotel accom-
modation; children must share bed with accompany adults. If no other clients could 
share room with a booked single client, a single client, a single supplement charge 
must be paid. Due to local fire regulations, all booking including triple or quadruple 
room are base on two twin beds only.
4.     Payments do not include: meal, admission, insurance, baggage handling(baggage 
is limited to one(1) piece per client) and any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5.     Gratuity is additional and is suggested as U.S. $4 per day for tour guide and U.S. 
$4 per day for driver.
6.     Any expenses incurred for cancellation or delay departure of tour due to any 
uncontrollable circumstances.
7.     Cancellation and refund policy: (for cancellation or change of departure date)
l  If requested 10 days before the tour departure date, the received payments would 
be refunded after deductions of all hotels, air tickets, credit card processing fee and 
any expenses incurred.
l  If requested is in between 3 days to 10 days before the tour departure date, the 
received payments would be refunded after deduction of 50% of tour price, hotel, air 
tickets and any expenses incurred.
l  If requested within 3 days from the tour departure date, no refund will be allowed.
l  If customer chose to discontinue tour before the tour is finished or miss any part of the 
tour, no refund would be allowed. In addition, it is the client own responsibilities for all 
consequences arises from an early termination of the tour.
 
8.     Due to uncontrollable reasons or insufficient number if client, our company re-
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or postpone any tour. A cancelled tour will be refunded no 
more than the original price by our company cheque only. Clients shall not hold our 
company for any liabilities against such cancellation or postponement or tour.
9.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refuse any clients who may hinder or delay the progress of 
a tour. In such situation the used portion if the tour will be refunded on a pro-rata basis 
after all prepaid expenses such as hotel, transportation etc are deducted.
10.  Our company, as a tour operator, acts only as an agent or contracted services. 
All travel arrangements include in this trip are made on participant’s behalf upon the 
express condition that neither our company nor our agents shall be liable or respon-
sible in the absence of its(or their) negligenc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or irregularity of any kind which may be accessioned by reason of any act or omission 
of any person or entity, include without limitation, any act of negligence or breach of 
contract of any third party such as an airline, train, motor coach, private car, cruise 
vessel, boat, or any other conveyance, hotel, sightseeing provider, local ground 
handler, etc., which is to or does supply any goods or services for this trip. Participant 
understands that our company neither owns nor operates such third party suppliers 
and accordingly agrees to seek remedies directly and only with those suppliers and 
nor hold our company responsible fir any losses or expenses due to delay or changes 
or schedule, over booking of accommodations, default of any third parties, sickness, 
weather, strike, acts of God, acts of terrorism, force majeure, acts of government’s 
civil disturbances, war, quarantine, customs regulations., epidemics, criminal activity 
or for any other cause beyond its control. All such losses or expenses have to be borne 
and paid for by the participant.

豪華商務酒店：
Rosen Shingle Creek 

豪華商務酒店：
Wyndham Garden Lake Buena
Vista Disney Springs Resort Area

ORLANDO HOTEL:

經濟標準酒店：  
Ramada Gateway    

經濟標準酒店：
Park Inn by Radisson Resort & 
Conference Center Orl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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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導遊會根據
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3） 建議客人在導遊處購買園區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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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等費
用均不退還。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費，小費（每人每天$7）
，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