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特蘭大–奧蘭多 7 天遊 

 
出发日期：4/15, 6/24, 7/22, 9/2, 10/28（2017 年） 

 

團號：AO7 

 

價格目錄： 

两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888/人 $588 $588 $1188 

3/18/2017—4/2/2017, 12/24/2017-1/2/2018 期间入住奧蘭多酒店的客人每晚每房加收$50 

 

接送機信息： 

接待地點 免費接待時間 

亞特蘭大 ATL 機場 10:00AM-10:00PM 

 

第七天送機 

送客地點 免費送客時間 

奧蘭多 MCO 機場 8:30AM-11:00PM 

團體免費機場接機：10:00AM - 10: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個人自費接機：24小時，隨接隨走，第 1,2 人共收美金$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10。 

 

暢遊：亞特蘭大，聖奧古斯丁，奧蘭多 

 

第一天 家园 – 亚特兰大 

 第一日行程仅供参考，具体安排以您的航班抵达时间为准。由原居地飞往亚特兰大，导游在机场

行李出口处的等候厅（baggage claim）等候，定时班车送往酒店休息。免费接机时间为 10:00AM-

10:00PM。 

酒店: Fairfield / Hampton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级 

 

第二天 亚特兰大市区游 

参观 CNN 总部，探秘直播节目制作的流程并參觀其工作场地，观看电视节目的展示，參觀特效

工作室等。之後前往可口可乐总部，了解可乐的历史和生产过程，在 Taste It 大厅免费品尝 100 多

种該公司旗下出品的饮料。可途径亚特兰大老鹰队 NBA 主场球馆，以及亚特兰大橄榄球场馆。

前往马丁路德金纪念馆。夜晚入住梅肯市。 

酒店: Fairfield / Hampton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级 

 

第三天 梅肯市 – 杰克逊维尔 – 圣奥古斯丁 

早上出发去往圣奥古斯丁，途径杰克逊维尔，这里是佛罗里达州最大城市。美国东南部商业、金

融、保险的中心地之一。始建于 1822 年，为纪念安德鲁•杰克逊总统 (1767-1845) 而命名。圣奥古

斯丁是第一批从欧洲来美国生活的居民定居地，被称为美国的开端，现在是一座西班牙风情的小

城，众多古堡和建筑遗迹，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马科斯城堡。参观古镇博物馆（Old Town,包括

三座博物馆）带您穿越到 19 世纪的美国，再现保存完整的美国第一家百货商店和美国第一座监狱。

随后参观弗莱格勒大学，真正的贵族学院。主建筑建立于 1968 年，1885年-1887 年间，大实业家



亨利弗拉格勒在此建成豪华酒店。当时大厅里悬挂着的水晶吊灯、古董文物、宝石等艺术珍品均

被保留下来，陈列在华丽的皇宫般的校舍之中。在弗莱格勒学院旁边是莱特纳博物馆，外观雄伟

壮丽，博物馆里面是很美丽的热带花园，园林中鸟语花香郁郁葱葱，整体建筑风格是西班牙式的，

很有特色。馆内展出的主要是 19 世纪的各种文物。 

酒店： Comfort Inn 或同级酒店 

 

第四天 圣奥古斯丁 – 代托纳 – 奥兰多（自费夜游） 

早上再次去往圣奥古斯丁继续行程，下午前往奥兰多，途径代托纳。代托纳拥有美国著名方程式

赛车场，置身其中感受其霸气凌然的建筑设施，仿佛耳边依悉响想了观众的欢呼和赛车的轰鸣。

傍晚时分抵达奥兰多，可以参加奥兰多迪斯尼市区夜游。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提供免費早餐） 

第五天 奧蘭多主题园区游玩 （十二大主題公園任選其一或兩大特色主題園區任選其一）(不含門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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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提供免費早餐） 

第六天 奧蘭多主题园区游玩 （十二大主題公園任選其一或兩大特色主題園區任選其一）(不含門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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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Ramada Deluxe Tower Hotel /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同級（提供免費早餐） 

十二大主題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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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高主题乐园 

迪斯尼美高美影城     冒險島樂園      乐高水上乐园 

迪斯尼動物王國 迪士尼暴風雪水上樂園     迪士尼颶風水上樂園 

兩大特色一日遊： 

肯尼迪太空中心一日遊 墨西哥灣風情一日遊 

 

第七天 送机 

免費送機時間：請預定 8:30AM-11:00PM 之間的航班從奧蘭多機場（MCO）離團。您也可以继续

加订酒店和园区, 费用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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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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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水上樂園季節限定（以各水上樂園開放時間為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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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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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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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接機：$5/人/天；團上：$8/人/天），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

洗衣費等） 

 夜遊行程 

 景點門票（兩天所選擇園區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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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價格：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65+) 

兒童 

Children(3-12) 

亞特蘭大 Atlanta 
   

CNN 总部 CNN Headquarters $16.00 $15.00  $13.00  

可口可乐世界 World of Coca Cola $18.00 $16.00  $14.00  

圣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圣马科斯城堡 Castillo de San Marcos $7.00 (16+) $7.00 $0 (15-) 

古镇博物馆游 Old town Museum Tour $18.00 $18.00 $11 (6-12) 

奧蘭多門票項目 Orlando 
2017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兒童 
Children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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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大主題園區 12 Theme Parks （含税

Include Tax） 
  

 

魔術王國 Magic Kingdom $118.00 $118.00 $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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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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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 $64.00 $58.00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Aquatica Water Park $64.00 $64.00 $58.00 

乐高主题乐园 LEGOLAND Theme Park $99.00 $99.00 $92.00 

乐高水上乐园 LEGOLAND Water Park (季节限

定) 
$99.00 $99.00 $92.00 

迪士尼 2 天 Disney 2 Days $215.00 $215.00 $203.00 

迪士尼 3 天 Disney 3 Days $309.00 $309.00 $290.00 



迪士尼 4 天 Disney 4 Days $346.00 $346.00 $325.00 

環球單日（單日雙園）Universal 1 Day P2P $170.00 $170.00 $165.00 

環球雙日（每日一園）Universal 2 Day Base $218.00 $218.00 $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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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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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2016-1/3/2017、2/18/2017-2/20/2017、3/25/2017-4/18/2017 

魔法王國 Magic Kingdom $132.00  $132.00 $126.00 

動物王國 Animal Kingdom $121.00 $121.00 $115.00 

未來世界 Epcot Center $121.00 $121.00 $115.00 

好來塢影城 Hollywood Studios $121.00 $121.00 $115.00 

環球影城/冒險島 1 天 Universal Studios/IOA $127.00 $127.00 $121.00 

環球影城 1 天（一天雙園）Universal 1 Day 

P2P 
$180.00 $180.00 $175.00 

兩大特色一日遊（需自付往返車費和景點門

票）： 
   

特色一日遊（肯尼迪太空中心）團費 $50.00 $50.00 $40.00 

特色一日遊（墨西哥灣）團費 $50.00 $50.00 $50.00 

肯尼迪航天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53.00 $53.00 $43.00 

草上飛游船 1 小時 Airboat(60 minutes) $40.00 $4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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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费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8.00/每人每天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