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蘭多 8 天遊
團號：QE8 (不含園區門票）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目錄：
團號：

第 1,2 人同房

第 3 人同房
小童 3-9 歲

第 4 人同房
小童 3-9 歲

單人房

QE8

425/人

free

free

705

接送備註：
免費接/送地點

免費接/送時間

MCO 奧蘭多機場
奧蘭多灰狗車站
Port Canaveral 遊輪碼頭

8:30-23：00
8:30-23：00
12:00PM（中午）

1.團體免費接機：8:30-23：00
2.其他時間自費接機：
a.早上 7:30-8:30，晚上 23:00-24:00，第 1-4 人共收美元$4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10。
b.凌晨 0:00-7:30，第 1-4 人共收美元$8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行程特色：
1.13 大園區或 3 大特色一日遊（太空奇妙之旅肯尼迪航空航天中心/心曠神怡的墨
西哥灣/傳奇古鎮聖奧古斯丁）。
2.專業導遊爲諸位貴賓詳盡、貼心、周到的定制專屬特色旅程，隨心搭配園區遊覽。
3.美妙而浪漫的迪士尼之泉夜遊。
4.技驚四座的太陽馬戲團 La Nouba 秀，絢麗新奇的奧蘭多藍人秀。
6.完美旅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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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組合。
第 1 天：接機 家園-奧蘭多（自費奧特萊斯/夜遊）
當您抵達奧蘭多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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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我們的導遊會在那裏與您彙合。奧蘭多機場免費接機時間從 8:30 –

23:00. 導遊將您送到下榻酒店的同時會將園區門票交于您的手中，並且隨票附贈園
區地區、奧蘭多城市概況、酒店附近餐飲、娛樂、購物地的詳細地址等資料。您可
以根據個人喜好自由安排時間。可跟導遊預定太陽馬戲團和藍人表演。下午 1:00
前抵達的遊客，可選擇自費前往佛州最大的奧特萊斯（每人$5），晚上 5:00 前抵
達的遊客可自費參加奧蘭多夜遊（成人$25/pp，兒童$15/pp）。
推薦玩樂介紹：
奧蘭多國際奧特萊斯 (Orlando International Premium Outlets)
這裏是佛路裏達州最知名且占地面積最大的一個奧特萊斯“奧蘭多國際奧特萊斯”。
它提供了超過 180 多家世界知名品牌折扣店 （如 prada ,burberry,coach,MK 等等） 。
您可以在這裏享受每天高達 25%-65%的折扣優惠，享受購物的樂趣。費用：成人
$5；兒童$5。
奧蘭多夜遊（Disney Springs: Town Center Expansion）
特別推薦的迪士尼中心不夜城，彙集了各大園區的精華，是集娛樂 ，餐飲，購物，
表演于一體的綜合遊樂區，是整個迪士尼世界的中心，有多家特色主題餐廳，特色
商店，迪士尼主題旗艦店，樂高旗艦店等等，絕對令您流連忘返，是奧蘭多旅遊絕
對不能錯過的景點。費用：成人$25；兒童$15。

酒店: Park Inn by Radisson Resort & Conference Center / Best Western / Comfort Inn
& Suites 或其他同级别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2 天：任選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三大特色一日遊
備註：（每多一天，多加一個園區/特色遊）
十三大主題園區
魔術王國

未來世界

好萊塢影城

動物王國

迪士尼台風湖水上樂
園

迪士尼暴雪海
灘水上樂園
樂高主題公園

環球影城

冒險島主題樂園

海洋世界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樂高水上樂園

火山灣水上樂園
三大特色一日遊

肯尼迪航天中心一日
遊

墨西哥灣風情一日遊

聖奧古斯丁一日遊

酒店: Park Inn by Radisson Resort & Conference Center / Best Western / Comfort Inn
& Suites 或其他同级别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3 天：任選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三大特色一日遊
第 4 天：任選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三大特色一日遊
第 5 天：任選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三大特色一日遊
第 6 天：任選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三大特色一日遊
第 7 天：任選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三大特色一日遊
酒店: Park Inn by Radisson Resort & Conference Center / Best Western / Comfort Inn
& Suites 或其他同级别酒店（提供免費早餐）
第 8 天：送機 奧蘭多 --- 家園（ABC 選擇）
送機當天爲了圓滿貴賓的旅程 貼心爲大家准備了多項行程可供選擇:
A.前往著名 I-Drive 360 休閑娛樂廣場， 屆時遊客可以選擇自費參觀①奧蘭多之眼摩天輪，②海洋水族館和③杜莎夫人蠟像館。
三項自費可任意選擇搭配，任選一項$25/人，任意搭配兩項$39/人，三項都參加
$49/人。其中奧蘭多之眼是當下奧蘭多最新，最高的標志性景觀 360 度全方位觀賞
全城美景。結束後由導遊送至機場。（建議預定 2PM 之後航班）
B.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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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 增加一天園區的行程（不可選擇樂高樂園）（建議預定 5PM 之後的航班），
如選擇肯尼迪航天中心一日遊，（則需預定 7PM 之後的航班）結束後由導遊送至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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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4） 所有主題樂園均無導遊陪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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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6）水上樂園季節限定（以各水上樂園開放時間為準)。
（7）乐高主题乐园限定周一，周四，周五。乐高水上乐园季节限定。若参加乐高
主题乐园、乐高水上乐园，每位客人需缴纳$8/人的交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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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包括：
機場接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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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C 团包園區門票，QE 团不包园区门票。
費用不含:
1. 餐費，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藍人樂團和太陽馬戲團 （向蚂蚁旅游订票即赠免费接送服务，仅须支付接送服务
费$5/人）
2. 夜遊行程。
3. 三大一日遊自費項目（草上飛，觀海豚船，水族館等）。
4. 服務費 (奧蘭多單接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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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園區無需服務費。如酒店沒
有免費穿梭巴士前往十三大園區，需本公司接送$5/人。)
退費說明:
（1）如果遇到非可抗因素，比如天气恶劣，大型节假日关门，交通封锁，景点关
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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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程顺序会因政治，交通，遊客人数和季节变化稍作调整，参观景点一样，
恕不另行通知。
各大园区介绍
Disney Magic Kingdom（魔术王国）
魔术王国顾名思义主要以“奇妙魔幻”为主题，更多地彰显一份梦幻与童真，因此也
是 最适合小朋友与老年人游玩的园区。这里有充满浪漫色彩的灰姑娘 城堡
（Cinderella Castle）、栩栩如生的迪士尼卡通人物、令你身临 其境的童话故事，
还有最不容错过的烟花表演（Celebrate the Magic & Wishes Nighttime Spectacular），
一定会为您谱写一 段难忘的回忆。

Disney Epcot（未来世界）
未来世界是迪士尼世界的 4 个园区中最为轻松的一个。与奇幻王国相 比，其占地
面积以及游乐项目数目都相对较少，且多数项目不适合 5 岁以下儿童参与，所以旅
行者人数也相对较少。“未来世界”将带您体验前所未有 的、穿越未来的旅和集中
了人工模拟的 11 个国家的 建筑，可令您陶醉于异国氛围之中。
Disney Hollywood Studio（好莱坞影城）
您知道美国大片中恢宏震撼的场面是如何制作的么？您了解动作电 影里的汽车特
技都是如何完成的么？您想体验现场拍摄并制作电脑 特效的乐趣么？那么来迪士
尼好莱坞影城吧一 一揭开好莱坞电影的神秘面纱。还有精彩的 激光秀（Fantastic）
也不容错过。
Disney Animal Kingdom （动物王国）
智慧勇敢的狮子王辛巴（Simba）和那句：Hakuna Matata 是否也曾深深打动过您
呢？迪士尼动物王 国正是以动物为主题的园区，您可以在这里观看狮子王
（Festival of the Lion King）与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The Musical）的表 演，乘
车近距离欣赏非洲动物，并体验潘多拉星球（Pandora - The World of Avatar）的无
穷魅力。
Universal Studio（环球影城）
奥兰多环球影城（Universal Orlando）拥有形式多样的刺激项目， 令人叹为观止的
真人特技表演，以及精美绝伦的童话建筑，是世界 上最著名的主题公园之一。哈
利·波特 禁忌之旅（Harry Potter and the Forbidden Journe）是奥兰多 环球影城中最
受欢迎的项目之一，您可以骑着飞天扫帚在魁地奇球 场翱翔，并与小伙伴们一同
对抗摄魂怪
Island of Adventure（冒险岛主题乐园）
这里的每个项目的流程都与经典电影完 美契合，即使是枯燥的排队，也因重现的
电影场景与播放的片段而 变得有趣。于 2014 开放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对角巷是
奥兰多环球影城中最热 门的区域，位于该区域的逃出古灵阁（Escape from Gringott）
项目永远排着长队，但绝对会为您带来超值的魔幻体验。
SeaWorld（海洋世界）
可爱的海豚、海狮表演，刺激的水上过山车，浪漫多彩的音乐 喷泉与烟花……您能
够想象到的所有水上乐园娱乐项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Aquatica Orlando （海洋世界水上乐园）
奥兰多欣赏海洋动物的最好去处，最特别的是这里有专门看海豚的管道，刺激又新
奇。
Disney's Typhoon Lagoon（迪士尼台风湖水上乐园）
乐园的背景主题设定为一个台风彻底摧毁了古代的热带乐园。船只、钓鱼器具和冲
浪板被台风吹得四处散落。从极速水上滑梯到适合儿童游玩的竹筏漂流，从高达 6
英尺的人工冲浪到老少咸宜的鲨鱼礁潜水，相信您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乐项目。
Disney’s Blizzard Beach Water Park （迪士尼暴雪海滩水上乐园）
喜欢刺激与挑战，并且热爱水上项目的旅行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景点。这里有世
界上最高、最快的自由落体水上滑梯，同时也设有多种老少咸宜的小型水上项目，
如儿童戏水池、雪地城堡喷泉等。不妨趁着炎热的酷暑，来这里清凉一“夏”吧！
LegoLand Theme Park （乐高主题公园）
这里是乐高迷的王国，很多景物，都是乐高积木拼搭而成。微缩的美国：建筑，街
区全部是真实尺寸微缩而成；还有经典童话传说，埃及文明，恐龙世界……惟妙惟
肖，叹为观止。
LegoLand Water Park（乐高水上乐园）
亲子游览的最佳去处，让大人和小孩都沉浸在大大小小的乐高积木世界里，水花四
起，一片五彩缤纷！
Volcano Bay （火山湾水上乐园）
水就是生命，而生命在于享受欢乐。来火山湾水上主题公园吧！在这个全新的主题
公园里，让我们既体验大胆的冒险，又能享受平静的时刻。
特色游
肯尼迪太空中心一日游
无论你是否航天迷，都千万不要错过肯尼迪航天中心这个景点。该中心始建于
1962 年 7 月，是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进行多种航天测试、设备研发以及实施发
射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国家普及航天知识的重要景点之一。数个航空航天博物馆，
为你一一细数航天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两大 IMAX 电影院，带你感受一场前所未有

的太空奇妙之旅；两小时的汽车环游，让阿波罗-土星 5 号中心、国际空间站等实
验中心，为你揭开神秘的科学面纱。相信这绝对会是一次充实而欢乐的旅行。
随后前往聖約翰河（St. Johns River）是美國 佛羅里達州 境內最長的河流，位于美
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现以休閒娛樂產業為重。它長達 499 公里（310 英里），
河幅寬跨 12 個縣，其中包含佛州最大的 3 個縣別。和多數佛州的水路一樣，流速
緩，約每小時 0.2 公里（⅓英里），被當地人稱為「懶惰河」。乘坐草上飞风力船
驰骋巡航一翻，河流两侧芦苇，丛林，不时惊见的奇珍异鸟，丛林沼泽独有的鳄鱼，
蟒蛇神出鬼没。可谓是体验大自然的绝佳之地。大概傍晚 6 点返回出发地。
墨西哥湾风情一日游
清晨前往著名的钓鱼圣地墨西哥湾，半日的海钓 ，可容纳百人的大型海钓船（提
供所有渔具），经验丰富的船长， 让您无须担心晕船的烦恼，无论对钓鱼有无经
验皆可快速上手，极致的海钓体验，归来后可享受您的战利品（附近餐馆可做加工，
经济实惠）
墨西哥湾的清水市，拜访全美最美海滩，清水湾海滩。这里海天一色，白沙如雪，
漫步于沙滩之上，感觉在这里我们彻底融入着碧海蓝天之中；之后可选择参观清水
湾海洋水族馆，这里居住着全世界最著名的海豚 Winter，就是好莱坞电影《海豚
故事 1&2》里的主角，这部充满温情的电影也是在这里拍摄的哦。亦可选择乘坐大
型快艇，出海来个寻找海豚之旅。大概傍晚 6 点返回出发地。
圣奥古斯丁一日游
距离奥兰多约 2 小时的圣奥古斯丁是美国的第一座殖民地城市。位于 Matanzas 湾
的圣马可古堡，建于 1672 年，是 西班牙 帝国为抵御 加勒 比海盗进攻而修建的一
座标准的防御性城堡，更有不老泉考古公园绝对比传说中更赞。古堡附近的圣乔治
街是一条超过数百年非常西班牙风情的历史旧街。漫步于老街当中，这里有各种殖
民时代的餐馆，酒吧，特色商店及街头表演。观景胜地圣奥古斯丁 灯塔 ，它的
219 阶可让您占有无与伦比美丽的景观。更可自费选择搭乘港湾游船，城市观光车，
欣赏古城的底蕴与历史文化。
随后前往聖約翰河（St. Johns River）是美國 佛羅里達州 境內最長的河流，位于美
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现以休閒娛樂產業為重。它長達 499 公里（310 英里），
河幅寬跨 12 個縣，其中包含佛州最大的 3 個縣別。和多數佛州的水路一樣，流速
緩，約每小時 0.2 公里（⅓英里），被當地人稱為「懶惰河」。乘坐草上飞风力船
驰骋巡航一翻，河流两侧芦苇，丛林，不时惊见的奇珍异鸟，丛林沼泽独有的鳄鱼，
蟒蛇神出鬼没。可谓是体验大自然的绝佳之地大概傍晚 6 点返回出发地。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邁阿密門票項目 Miami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儿童
Children(3-12)

邁阿密夜遊 Miami Night Tour

$35.00

$35.00

$25.00

大沼澤公園“草上飛”Everglades Airboat

$28.00

$28.00

$16.00(6-11)

邁阿密港灣富人島遊船 Miami Bay Cruise

$28.00

$28.00

$20.00(4-12)

海明威故居 Hemingway Home & Museum

$14.00

$14.00

$6.00

愛迪生&福特冬宮 Edison & Ford winter estates

$25.00

$25.00

$15.00

$10

$10

$10

成人

老人

儿童

Adult

Senior

Children

(65+)

(3-9)

$25.00

$25.00

$15.00

魔法王國 Magic Kingdom

$127.00

$127.00

$121.00

動物王國 Animal Kingdom

$122.00

$122.00

$115.00

未來世界 Epcot Center

$122.00

$122.00

$115.00

好來塢影城 Hollywood Studios

$122.00

$122.00

$115.00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123.00

$123.00

$117.00

冒險島 Islands of Adventure

$123.00

$123.00

$117.00

海洋世界 Sea World

$106.00

$106.00

$101.00

迪斯尼水上樂園 Typhoon/Blizzard Water Park

$70.00

$70.00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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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节限定)

$99.00

$99.00

$92.00

迪斯尼 2 天 Disney 2 Days

$223.00

$223.00

$210.00

迪斯尼 3 天 Disney 3 Days

$329.00

$329.00

$310.00

迪斯尼 4 天 Disney 4 Days

$405.00

$405.00

$384.00

環球單日（單日雙園）Universal 1 Day P2P

$181.00

$181.00

$176.00

環球雙日（每日一園）Universal 2 Day Base

$240.00

$240.00

$230.00

環球雙日（每日多園）Universal 2 Day P2P

$304.00

$304.00

$293.00

服務費每天每位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奧蘭多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奧蘭多夜遊 Orlando Night Tour
十三大主題園區 13 Theme Parks （含税 Include Tax）

環球三園 ( 含火山灣 ) Universal 3 Parks Pass

$330.00

$330.00

$312.00

部分園區在以下時段爲遊覽高峰期，票價會高于平時：

Peak visiting times are listed below. Ticket price of these times are higher
2/16-2/16，3/17-3/31，4/1-4/8，5/5-5/6，5/12-5/13，5/19，5/20，5/25-5/31，6/25-6/30，
7/1-7/4，10/6，10/13 , 10/20 , 10/27，11/3, 11/10，11/17-11/24 , 12/1，12/8, 12/15，12/2012/22
魔法王國 Magic Kingdom

$138.00

$138.00

$131.00

動物王國 Animal Kingdom

$130.00

$130.00

$124.00

未來世界 Epcot Center

$130.00

$130.00

$124.00

好來塢影城 Hollywood Studios

$130.00

$130.00

$124.00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133.00

$133.00

$127.00

冒險島 Islands of Adventure

$133.00

$133.00

$127.00

環球影城 1 天（一天雙園）Universal 1 Day P2P

$191.00

$191.00

$186.00

部分園區在以下時間段提供更爲經濟的票價：

Valued visiting times are listed below. Valued ticket price are available these times.
2/12-2/15，2/26-2/28，3/1-3/8，4/23-4/27，4/30，5/1-5/3，8/27-8/31，9/4-9/6，9/109/13，9/17-9/20，9/24-9/27，10/1-10/4, 10/29-10/31，11/1, 11/12-11/15，11/26-11/29，
魔法王國 Magic Kingdom

$116.00

$116.00

$110.00

動物王國 Animal Kingdom

$109.00

$109.00

$103.00

未來世界 Epcot Center

$109.00

$109.00

$103.00

好來塢影城 Hollywood Studios

$109.00

$109.00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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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50.00

$40.00

肯尼迪航天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53.00

$53.00

$43.00

草上飛遊船 1 小時 Airboat (60 minutes)

$40.00

$4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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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

$19.95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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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12.00(15 以下)

Center (Tour Fee)

特色一日遊（墨西哥灣）團費
Gulf of Mexico (Tour Fee)

聖馬可古堡 Castillo de San Marcos

$12.00(
16+)

不老泉考古公園 Fountain of Youth

$16.00

$16.00

$10.00

圣奥古斯丁灯塔 St. Augustine

$10.00

$10.00

$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