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奧蘭多+邁阿密+西鎖島+棕櫚灘+羅德岱堡 9日遊  

    

 含主題樂園門票  

產品資訊 

團號 QM9   

出發城市 奧蘭多 Orlando   

目的地城市 邁阿密 Miami -MIA 途經地點 

奧蘭多 Orlando、邁阿密 

Miami -MIA、西鎖島 Key 

West、棕櫚灘 Palm 

Beach、羅德岱堡 Fort 

Lauderdale 

行程天數 9 天 8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24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269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249 = 2249 

【4天】燃油附加費:1 x 20 = 20 

兩人入住：$188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81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889 = 3778 

【4天】燃油附加費:2 x 20 = 40 

三人入住：$163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4977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1639 = 4917 

【4天】燃油附加費:3 x 20 = 60 

四人入住：$154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6276 

房間數:1;遊客數:4; 

基礎價格:4 x 1549 = 6196 

【4天】燃油附加費:4 x 20 = 80 

兒童價格：$130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329 

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309 = 1309 

【4天】燃油附加費:1 x 20 = 20 

 

    

出發班期 



 週一、週四；  

此行程2人成團。  

12/23/2023-12/31/2023旺季期間，奧蘭多全程每人增加$50旺季差價。  

    

產品特色 

1. 暢遊佛州兩大熱門旅行目的地：奧蘭多+邁阿密。 

  

  

2. 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和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 

  

  

3. 囊括南佛州著名景點：西礁島，南海灘，小哈瓦那，大沼澤國家公園，豪華遊艇之都羅德岱堡。 

  

  

4. 精品小團，每團不超過14人（12/15-1/3旺季除外）。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接機：奧蘭多國際機場 (MCO)； 

團體免費機場接機時間：9:00-22:00。詳細接機資訊參考第一日行程。 

 

12:00出發，參團：卡納維爾郵輪碼頭； 

免費接碼頭時間：中午12:00（只此一班） 

參團：奧蘭多灰狗車站；詳細地址：555 John Young Pkwy, Orlando, FL 32805； 

免費接站時間為：9:00-22:00。詳細接機資訊參考第一日行程。 

    

離團地點 

離團：羅德岱堡碼頭 (POE)； 

約15:00左右送到郵輪碼頭，最後一天無法參加西棕櫚灘行程。 

 

離團：邁阿密碼頭 (POM)； 

約17:00左右送到郵輪碼頭，最後一天無法參加西棕櫚灘行程。 

送機：羅德岱堡國際機場 (FLL)； 

請預訂18:00後起飛的航班。推薦在此機場離開的航班，更省時，價格通常比MIA機場航班便宜。 



 

送機：邁阿密國際機場 (MIA)； 

請預定19:00后起飛的航班。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奧蘭多（自費夜遊） 

全天   

免費接的地點 免費接的時間 

奧蘭多國際機場（MCO） 09:00-22:00 

奧蘭多灰狗車站 09:00-22:00 

Port Canaveral郵輪碼頭 中午12:00 

備註： 

1. 

團體免費機場接機，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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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2. 自費接機接站服務： 

晚上22:01–24:00：1-4人$60，5-6人$80，7-

10人$100，11人及以上$10每人，此報價不含接機服務費$6每人。 

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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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00 前到達的遊客可參加自費夜遊，自行入住酒店的客人無法參加。 

（當日接機服務未含服務費$6每人。） 

4. 增值體驗： 

接機當日如您不想與陌生人拼車，我司可提供私享專車服務，無需等待、隨接隨走，車價為$100

/天（7人座商務，一臺車最多6位客人，不含$6/人小費）。 

  

 

    

晚上   

奧蘭多夜遊 Orlando Night Tour 

夜遊將前往奧蘭多夜晚最繁華熱鬧的迪士尼之泉（Disney 

Spring）。它是一個集特色餐廳、街頭演出、特色購物於一體的嘉年華式不夜城。小鎮中隨處可見的西班牙風格

建築、數不清的佛州特有“冷泉”，波光粼粼，清澈見底，真所謂是滿眼皆美景。恐龍餐廳、雨林餐廳等各種各

樣精緻美味的餐廳，滿足您的味蕾。您可以在享受一頓豐盛的晚宴過後，觀看各種迪士尼花重金聘請的藝術家

所表演的免費街頭表演，此外它還是著名的太陽馬戲團所在地。亦或是前往世界最大的迪士尼商場、最大的樂

高專賣店等數十家特色商店，開始買買買的購物模式，為您整個的奧蘭多之旅開啟一個美妙而又浪漫的夜晚。 

 



 

    

晚上   

酒店：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Orlando Lake Buena Vista in The Marriott Village 或 同級 

    

    

Day 2 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含門票）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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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大主題園區  

迪士尼魔法王國  迪士尼未來世界 迪士尼好萊塢影城  迪士尼動物王國  

奧蘭多環球影城   環球影城冒險島  環球影城-火山灣水上樂園 奧蘭多海洋世界  

迪士尼颶風或暴風雪水上樂

園 
樂高主題樂園 樂高水上樂園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兩大特色一日遊  

肯尼迪航空中心一日遊（週一至週五&週日出發，兩人成團）   

墨西哥灣風情一日遊（限定每週六出發，兩人成團）   

  

增值體驗： 

如您不想與陌生人拼車，我司可提供私享專車服務，車價為$200/天（7人座商務，一臺車最多6位客人，不含$1

2/人小費）。 

 

    

全天   

迪士尼魔法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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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代表了迪士尼文化的核心：兒童的

夢想之城，年輕人的朝聖之城，老年人的圓夢之城。遊樂設施最為豐富，如﹕加勒比海盜寶藏之旅，小矮人礦

車歷險，太空山，米老鼠交響樂盛宴，鄉村熊俱樂部，史迪仔大逃亡，西部礦山探險，飛濺山激流之旅等等。

園區內還有機會和心目中的偶像合影留念，索要簽名，如米奇老鼠，小熊維尼等。一天之內，多個時段，都有

迪士尼經典卡通人物花車大遊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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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您永生難忘。 

 

 或者  

迪士尼未來世界 Epcot  



未來世界EPCOT是科技與人文的完美結合。園區由兩大部分組成，前半為未來世界，遊客可以模擬太空發射,模

擬撞車實驗，搭乘虛擬滑翔機，配合全息投影技術，飛越地平線等等。後半部份為世界之窗，集合了11個國家

的建築，美食，人文風情的迷你萬國園，包括有墨西哥，挪威，中國，義大利，日本，摩洛哥，法國等11個獨

立的區域，可以參觀瑪雅金字塔，北京天壇，挪威冰雪奇緣之旅，日本民俗村等等，每晚的 Illumination 

水上煙火表演，更是不容錯過。 

 

 或者  

迪士尼好萊塢影城 Disney's Hollywood Studios 

迪士尼除了卡通製作之外，也是全球最大的電影公司。這裡到處都看得到著名的迪士尼電影場景。園區最新開

放的園中之園玩具總動員區域，和胡迪和巴斯的朋友夢一起重返童真。經典大片奪寶奇兵從螢幕搬到舞臺，幸

運觀眾可以參與其中。星球大戰的粉絲們，更是不能錯過星戰主題區域，坐上飛船和絕地武士一起捍衛銀河系

和平。冰雪奇緣的粉絲，別忘了參加Elsa姐妹的演唱會，千人合唱let it 

go。喜歡刺激的朋友當然不能錯過高達十三層樓的暮光驚魂電梯，以及Aerosmith搖滾飛車。全天多時段，會有

星球大戰主題遊行，幸運的話，還有會星戰電影中的明星演員參與其中。 

 

 或者  

迪士尼動物王國 Disney's Animal Kingdom 

動物王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獨立主題公園。整個園區似乎就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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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龍樂園以及全新開放的潘朵拉星球——

阿凡達主題園（必玩）。園區內各處都棲息各種野生動物，還可以乘坐越野車，到乞力馬劄羅區來一次精彩的S

AFA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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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迪士尼都有的音樂方式重新演繹百老匯經典名劇獅子王。新開放的阿凡達主題園，耗資5億美元，

由大導演卡梅隆團隊親自設計，完全還原了電影中的NAVI星場景，遊客可以騎著飛龍，感受世界上最高科技的4

D動感技術。 

 

 或者  

佛羅里達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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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小黃人和孩子們一起戲弄神偷奶爸，和辛普森全家乘坐 4D 

模擬飛車暢遊嘉年華，與怪物史萊克在"遠得要命王國"一起營救費歐娜公主，同變形金剛一起捍衛地球。更有

和速度與激情的黑幫家族，一起感受極品飛車的疾速冒險。 別忘了大型真人 3D 

互動表演終結者，看史瓦辛格州長重新披掛上陣。耗資高達數十億美元興建的哈利波特主題園—

對角巷，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哈利波特世界。完全複製了電影中的魔法街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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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靈閣銀行金庫裡，與伏地魔大戰，感受前所未有的3D互動！如果



您夠膽量，還可以挑戰奧蘭多較高的過山車—洛磯山飛車！ 

 

 或者  

環球影城冒險島 Islands of Adventure 

冒險島是與環球影城一街之隔的是全新主題公園，園內各項遊藝設施，更加傾向於“冒險”二字。從冒險港開始

園區分 5 

大主題。漫威英雄島以各種電影主題人物如蜘蛛俠、綠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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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湖中有如大力水手、布魯圖等經典人物。侏羅紀公園乘坐小船參觀已絕種的恐龍生態，

從85尺高的滑梯高速沖下水中，刺激萬分。近年來開放的園中之園哈利波魔法城堡-

霍格莫德村，在店鋪買上一根魔仗，你就可以擁有魔法，操縱城堡內各種機關。最火爆的項目，就是和哈利波

特一起騎上魔法掃把，參加魁迪球世界盃，或在魔法三人對抗賽中馴服巨龍。最新開放的金剛骷髏島，是由201

7年同名電影製作團隊原班人馬打造，360度全方位3D投影技術配合真正的越野車，完全模擬電影中的經典場景

。 

 

 或者  

環球火山灣水上樂園 Universal's Volcano Bay 

環球旗下的火山灣水上樂園，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水上樂園，四大主題區域，18個全新景點。讓您既能夠大膽冒

險，又可以享受平靜與放鬆。中心的人造火山，是園區的地標，白天從山頂噴流而下蒸汽瀑布，晚上火上還會

營造出岩漿爆發的效果。火山口也同時是水滑梯的入口，遊客將順著管道，貫穿整個火山。山腳下的人工海灘

，讓你仿佛置身於夏威夷的火山島。 

 

 或者  

奧蘭多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 

海洋世界樂園則是完全不同於迪士尼和環球的獨特體驗。海洋世界園內你可以欣賞到精彩的海洋動物表演，優

雅的真人水下互動表演，巨形的海底水族館，奇妙無比各式各樣海洋珍奇，令人歎為觀止。海洋世界裡，最高

人氣的要算上 4 

大動物表演：寵物表演妙趣橫生，讓您忍俊不禁。海豚互動表演令您時時發出陣陣歡呼。海獅高中的兩大明星

海獅，憨態可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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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鯨表演秀，海中的小霸王到了這裡，卻比海豚還要可愛，是您終生難忘的視聽盛宴。園區內的大型遊

藝設施也絲毫不遜於迪士尼與環球樂園，與VR技術結合的海妖過山車，魔鬼魚俯衝式過山車，讓您體驗到什麼

是真正的“貼地飛行”，當然如果你喜歡追求刺激，就去挑戰奧蘭多最高，最快，最長的鯊魚MAKO過山車吧。在

新建的南極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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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機會親密接觸海洋生物，觸摸魔鬼魚，甚至親手餵食海豚。 

 



 或者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Aquatica Water Park Orlando 

水上樂園是奧蘭多海洋世界創建的的水上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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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輕鬆的活動到刺激高速的水上騎乘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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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迪士尼颶風水上樂園 Typhoon Lagoon 

迪士尼台風水上樂園有全世界最猛的人造海浪，等著衝浪高手們前來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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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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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迪士尼暴風雪水上樂園 Blizzard Water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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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溶雪的滑雪渡假村為

中心，有多條不同刺激程度的滑雪道，可以在暴風雪中和夥伴們比賽速度、競技，最後泡進雪水所彙集而成的

游泳池裡；其中號稱全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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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樂高主題樂園 LEGOLAND Theme Park Orlando 

樂高是源於丹麥，風靡世界的積木玩具品牌，近年來，隨著樂高電影的上映，樂高文化在全世界蔓延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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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還有海盜主題水上特技表演，以及樂高城，用樂高積木搭建而成的迷你

城鎮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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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還可以在園區內升級門票遊玩樂

高水上樂園。 

 

 或者  

樂高水上樂園 LEGOLAND Water Park  

佛羅裡達樂高樂園水上樂園位於佛羅裡達樂高樂園內部，須購買樂高樂園+水上樂園套票才可遊玩。 

水上樂園最有特色的要數漂流河，河裡飄著大大小小各種顏色的樂高積木，遊客可以一邊漂流一邊在水中砌積

木。 

 



 

    

晚上   

酒店：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Orlando Lake Buena Vista in The Marriott Village 或 同級 

    

    

Day 3 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含門票）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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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體驗： 

如您不想與陌生人拼車，我司可提供私享專車服務，車價為$200/天（7人座商務，一臺車最多6位客人，不含$1

2/人小費）。 

  

 

    

晚上   

酒店：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Orlando Lake Buena Vista in The Marriott Village 或 同級 

    

    

Day 4 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含門票）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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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體驗： 

如您不想與陌生人拼車，我司可提供私享專車服務，車價為$200/天（7人座商務，一臺車最多6位客人，不含$1

2/人小費）。 

  

 

    

晚上   

酒店：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Orlando Lake Buena Vista in The Marriott Village 或 同級 

    

    

Day 5 奧蘭多十三大主題樂園，或兩大特色一日遊任選其一 （含門票）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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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體驗： 

如您不想與陌生人拼車，我司可提供私享專車服務，車價為$200/天（7人座商務，一臺車最多6位客人，不含$1

2/人小費）。 

  

 

    

晚上   

酒店：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Orlando Lake Buena Vista in The Marriott Village 或 同級 

    

    

Day 6 奧蘭多 - 汽車 - 邁阿密 

全天   

遊客當日可選擇如下行程：  

  

A. 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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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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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前往奧特萊斯進行購物，結束後乘車前往邁阿密。（每人$12，包含$6交通費用和$6服務費。）  

C. 自費：參加超值直升飛機遊，鳥瞰奧蘭多風光（自費，$30/人起），結束後乘車前往邁阿密。  

D. 

自費：增加一天園區的行程（僅限於環球影城，冒險島，海洋世界，海洋世界水上樂園），結束後乘車前往邁

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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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乘車前往邁阿密。 

  

您在奧蘭多段的行程結束後，導遊將送您到車站乘坐美國當地的公共長途巴士前往邁阿密。邁阿密當地導遊接

到您之後，將送您前往酒店辦理入住。 

 

    

晚上   

入住城市：邁阿密 Miami -MIA 

酒店：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Miami Airport South 或 同級 

    

    

Day 7 邁阿密市區 - 汽車 - 大沼澤國家公園 

全天   

邁阿密被認為是文化的大熔爐，受龐大的拉丁美洲族群和加勒比海島國居民的影響很大，與北美洲、南美洲、



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在文化和語言上關係密切，因此有時還被稱為“美洲的首都”。而位於邁阿密市區西側

的大沼澤國家公園遼闊的沼澤地、壯觀的松樹林和星羅棋佈的紅樹林為無數野生動物提供了安居之地。這裡是

美國本土上最大的亞熱帶野生動物保護地。 

  

行程安排： 

溫伍德網紅墻（30分鐘）→ 珊瑚閣（車遊） → 比爾提莫酒店（外觀）→ 小哈瓦那 （30分鐘）→ 

大沼澤國家公園 → 草上飛風力船（自費，90分鐘，含珍稀動物表演）→  邁阿密自由塔（車遊）→ 

NBA熱火球場（車遊）→  邁阿密海灣游船（自費，100分鐘）→ 南沙灘（45分鐘） 

 

    

全天   

溫伍德網紅牆 Wynwood Walls 

邁阿密的溫伍德網紅牆是一個自由與包容的藝術創作天堂。紳士化的街頭藝術在這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在這裡誰都能分分鐘變身街拍達人。 

 

珊瑚閣 Coral Gables 

珊瑚閣區是邁阿密的富人社區，形成於19世紀20年代左右，頗有西班牙特色，綠樹成蔭，鮮花環繞。鬱鬱蔥蔥

的林蔭大道兩旁都是異國風情濃鬱的奢華宅邸，很多美國名流都愛在這裡置產。作為標誌性建築的巴爾的摩酒

店因其在二戰期間改成醫院並接納大量傷患而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它也是克林頓總統夫婦的最愛。 

 

小哈瓦那 Little Havana 

這裡是著名的古巴區，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必來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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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不少餐廳、酒吧和商鋪，特色的紀念品、藝術品、書籍音像製品、古巴雪茄等都能

淘到。小哈瓦那的古巴風情非常濃鬱，來到此地甚至會恍惚自己是否身在美國國土上。小哈瓦那的建築和街道

都是古巴元素的，你甚至會感覺到這空氣中蔓延的都是古巴雪茄味，耳邊不時傳來梅格輪舞和薩爾薩舞的音樂

。 

 

大沼澤地國家公園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大沼澤地國家公園位於佛羅裡達州南部，是美國最大的亞熱帶沼澤濕地公園以及全美第三大國家公園，面積約

為140萬英畝左右，棲息著鳥類、鱷魚等眾多野生動物。公園有多個入口，主入口設有遊客中心，可先去領取公

園地圖並諮詢工作人員遊玩路線。自駕、遊覽車、觀光船、徒步、騎車是最主要的遊覽方式，水上活動和叢林

探險等活動需要提前預約。 

 

大沼澤公園“草上飛”風力船 Everglades Airboat 

位於佛羅裡達州南部尖角位置，遼闊的沼澤地、壯觀的松樹林和星羅棋布的紅樹林和無數野生動物一定能令你

眼前一亮，坐上氣墊船出發吧。 

 



邁阿密自由塔 Freedom Tower at Miami Dade College 

自由塔建於1925年，是邁阿密達德學院（Miami Dade 

College）校園的一部分。這座西班牙文藝復興式的建築是邁阿密的地標性建築，在1962-

1974年曾作為古巴難民的援助中心。每到夜晚，建築上會打出變幻的彩色燈光，異常醒目。 

 

NBA熱火球場 FTX Arena 

NBA熱火球場位於邁阿密市中心，前身為美國航空競技場，周圍高樓林立，緊鄰海灣，是一座集運動和娛樂為

一體的綜合場館。該體育場是邁阿密熱火隊的主場，每年吸引大批球迷來此觀看比賽。 

 

邁阿密海灣遊船 Miami Bay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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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眺

邁阿密下城區的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任何形容詞都不能描繪出比斯坎灣的美景，蔚藍的海水、溫和的海風以

及令人心馳神往的“水世界”，這些都使得比斯坎灣國家公園散發出無盡的魅力。 

 

邁阿密南海灘 South Beach 

位於佛羅裡達邁阿密的這個海灘，是全世界夜生活最豐富以及最時髦、娛樂的地方。不僅如此，這裡還擁有許

多多文化機構，如博物館、劇院和歷史遺跡。如要目睹邁阿密真實的一面，南海灘絕對是一個不二選擇。這裡

已經成為邁阿密市最著名的休閒娛樂勝地，集結了上百家的酒吧、餐廳、精品店以及旅館。湛藍的海水，銀色

的沙灘，不經意間流露出些許風情萬種。 

 

 

    

晚上   

入住城市：邁阿密 Miami -MIA 

酒店：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Miami Airport South 或 同級 

    

    

Day 8 西鎖島（又名基維斯特） 

全天   

從酒店往南驅車180英里，駛向佛羅裡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 -  - 

被譽為“美國天涯海角”的西鎖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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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4.5小時車程

中（路況良好情況下），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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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國1號公路。最後抵達西鎖島後可自由活動。 

  

行程安排： 

前往美國天涯海角西鎖島 → 行駛在世界第八大奇觀的美國1號公路 → 

阿諾施瓦辛格的“真實的謊言”的拍攝地，七英里橋（停靠拍照）→ 



西鎖島自由活動（180分鐘，可自費參觀海明威的故居） 

  

自由活動推薦與說明：在西鎖島逗留約3小時，導遊會在車上先帶您前往以上景點並告知景點具體位置，集合地

點以及時間，也會介紹島上方位等。之後就可以享受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自由享用午餐，或前往禮品小店

購買紀念品。也可自費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一定不要忘記與“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合影留

念。 

 

    

下午   

西鎖島 Key West 

在加勒比海的深處，有一連串叫做佛羅裡達群島的珊瑚礁島嶼，仿佛散落在海面上的珍珠，絢爛奪目，而最南

端的那一座就是西鎖島。西鎖島是美國本土最南端的小鎮，因此被稱為“日落故鄉”。島上常住人口不多，但是

遊客卻常年絡繹不絕。房屋以各式各樣色彩明媚的民居為主，路兩邊整整齊齊地栽種著青翠欲滴的棕櫚樹，五

彩繽紛的鮮花點綴其中，讓人流連忘返。 

 

全美大陸最南端地標 Southernmost Point Buoy 

全美大陸最南端地標有“美國的天涯海角”之稱，該地標位於弗羅裡達最南端，亦是全美國大陸最南端，這裡距

離古巴只有90英里。今天，它是美國訪問量最大，拍照最多的景點之一。 

 

海明威故居 Hemingway Home & Museum 

海明威故居博物館為位於美國佛羅裡達的西礁島上，海明威在這裡只住了10年，這10年也是他寫作的鼎盛期，

很多重要的作品也都是在這裡撰寫的。故居目前還保留著海明威居住時的樣子，包括隨處可以見的書籍和雜誌

，隨時準備接待朋友的起居室。踏進庭院，滿眼是綠樹繁花，顯得靜謐而安詳。不長的甬道盡頭，掩映在樹蓋

和花影中的是一座西班牙風格的二層小樓，檸檬黃的牆壁，草綠色的窗櫺和墨藍色的屋頂，給人一種深邃與悠

遠的感覺。 

 

 

    

晚上   

入住城市：邁阿密 Miami -MIA 

酒店：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Miami Airport South 或 同級 

    

    

Day 9 羅德岱堡 - 汽車 - 雄獅野生動物王國 - 汽車 - 棕櫚灘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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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將前往美國南部唯一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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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佛

羅裡達的文化之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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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棕櫚海灘，領略大西洋的美景，海邊的天

價別墅不勝枚舉。   

  

行程安排：  

前往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堡 →漫步在羅德岱堡海灘（45分鐘）→ 雄獅野生動物王國（自費，90分鐘）→ 

棕櫚灘島 → 棕櫚灘海灘（40分鐘）→ 美國總統特朗普私宅海湖莊園（途經）→ 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外觀） 

 

    

上午   

羅德岱堡海灘 Fort Lauderdale Beach 

有著美國威尼斯之稱的羅德岱堡，它距邁阿密約一小時車程，有獨一無二的棕櫚海灘，市中心有水道、湖泊和

河流，還有12 

公裏長的白沙灘，沙灘上有棕櫚樹，蔚然的海水來自於溫暖、乾淨的大西洋。羅德岱堡海灘是全美最美的十大

海灘之一，沙灘潔白細膩，適合冬季休閑度假。 

 

雄獅王國野生動物園 Lion Country Safari 

美國南部唯一一座集駕車以及步行體驗於一體動物王國，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在這

裡與900多種動物邂逅，物種中有獅子、白犀牛、黑猩猩、斑馬和長頸鹿，其中還有廣受歡迎的羊駝。除了目不

暇接的動物展覽，還可以體驗動物餵食，參加水上快艇等園內活動。在這樣頂尖的動物王國中，你必將擁有一

次與動物最近距離接觸的難忘之旅。幸運的話，還能參加動物園內的大型活動，例如世界海洋日，藝術表演等

。 

 

 

    

下午   

棕櫚灘 Palm Beach 

棕櫚灘位於邁阿密市以北65公里處的一個島，西靠近岸內航道，東臨大西洋。棕櫚灘島是最靠近墨西哥暖流的

陸地，因這裡草木茂盛，海灘上滿布高大的棕櫚樹故而得名-

棕櫚灘，其優越的海洋性環境氣候在世界眾多一流的旅遊勝地中位於前列。優美的自然風光、多樣的文化交錯

、矚目的社交活動使棕櫚灘成為了世界各地旅遊者心目中嚮往的天堂。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交通費用； 

  

  

2. 住宿（房間以兩張床為主，兒童，第三，第四人同房，不另加床。住宿晚數等於行程天數減一）； 

  

  

3. 中英文服務人員（司機+導遊/司兼導，樂園除外）； 

  

  

4. 行程中所列主題樂園單日單園門票和特色一日遊費用，說明如下： 

  

  

   a. 所選樂園和一日遊的天數，與行程描述相同； 

  

  

   b. 如選擇【肯尼迪航天中心一日遊】費用包含：當日行程涉及的交通費用+肯尼迪航天中心 門票 ； 

  

  

   c. 如選擇【墨西哥灣一日遊】費用包含：當日行程涉及的交通費用+觀海豚快船船票。 

  

  

5. 酒店內早餐。 

  

  

  

 

 

費用不含 

1. 午餐與晚餐； 

  

  

2. 除費用包含的景點門票費用（門票價格時常波動，不再另行通知，門票需在導遊處統一購買）； 



  

  

3. 服務費： 

  

  

    奧蘭多接機、送機當天服務費US$6/人，參加奧蘭多一日遊或參加最後一日自選行程US$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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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本公司接送U

S$6/人/天。 

  

  

    如涉及到邁阿密到觀光，邁阿密部分的行程服務費是US$12/人/天。 

  

  

4.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價格說明 描述 

奧蘭多夜遊 Orlando Night Tour 

成人：$35.00

； 

老人（65+）

：$35.00； 

兒童（9歲以

下）：$25.00

； 

 

環球單日（單日單園） Universal Studios 1-

Day Base 

成人：$117.00

~$170.00； 

兒童（3-

9歲）：$111.0

環球影城/冒險島樂園，具體每日門

票價格請以環球影城官網為準。 



0~$165.00； 

奧蘭多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  

成人：$113.00

； 

老人(65+歲)：

$113.00； 

兒童 (3-

9歲)：$113.00

；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Aquatica Water Park 

成人：$95.00

； 

老人：$95.00

； 

兒童（3歲以

上）：$95.00

； 

 

奧蘭多直升飛機體驗 Orlando Helicopter 

Experience  

每人：$30/人

起； 
 

清水灣水族館 Clearwater Marine Aquarium 

成人：$24.00

； 

老人(60+歲)：

$24.00； 

兒童 (3-

9歲)：$19.00

； 

 

聖馬科斯城堡 Castillo de San Marcos 

成人：$15.00

； 

老人(65歲以上

)：$15.00； 

兒童(9歲以下)

：$0.00； 

 

奧蘭多之眼摩天輪 The Wheel at ICON Park 

成人：$30.00

； 

老人（65+歲

）：$30.00； 

 



兒童 (3-

9歲)：$25.00

； 

奧蘭多水族館 或 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Orlando or SEA LIFE Orlando 

Aquarium 

成人：$34.00

； 

老人（65+歲

）：$34.00； 

兒童（3-

9歲）：$29.00

； 

 

杜莎夫人蠟像館及海洋水族館套票 

Madame Tussauds Orlando and SEA LIFE 

Orlando 

成人：$43.00

； 

老人（65+歲

）：$43.00； 

兒童 （3-

9歲）：$38.00

； 

 

鱷魚王國 Gatorland 

成人：$35.00

； 

老人（60+歲

）：$35.00； 

兒童（3-

12歲）：$25.0

0； 

 

奧蘭多奧特萊斯 Orlando Outlet 每人：$12； 包含$6交通費用和$6送機服務費。 

邁阿密海灣遊船 Miami Bay Cruise 

成人：$30.00

； 

老人（65+歲

）：$30.00； 

兒童（4-

12歲）：$30.0

0； 

 

大沼澤公園“草上飛” Everglades Airboat 
成人：$37.00

； 
 



老人(65+歲)：

$37.00； 

兒童 (6-

11歲)：$27.00

； 

海明威故居 Hemingway Home & Museum 

成人：$17.00

； 

老人（65+歲

）：$17.00； 

兒童（6-

12歲）：$7.00

； 

 

雄獅王國野生動物園 Lion Country Safari 

成人：$51.00

； 

老人（65+歲

）：$51.00； 

兒童（3-

9歲）：$40.00

； 

 

 

 

退改說明 

1. 一經預訂，訂單不可取消或改期。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 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 

2.請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聯繫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

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

您自行承擔。 

3. 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 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 

Size的雙床房。每個房間可合法住宿的最多人數在2 到4 

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給予配合。保證

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 



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感恩節、聖誕節、新年等）關閉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

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由於疫情後景點在提前預定方面的要求，奧蘭多團在報名時需要預先選擇想去的主題樂園園區或一日遊，請

在預定時聯繫我司確認主題樂園是否可以預約，一經選擇並預約好之後將不能取消或更改。同時，產品一經預

定不能取消和改期。 

11. 所有主題樂園均無導遊陪同入園。 

12. 水上樂園季節限定（以各水上樂園開放時間為准）。 

13.樂高主題樂園天天出發，樂高水上樂園為季節限定且不可單獨選擇。客人可在選擇樂高樂園的基礎上，自費

$30每人升級為一天雙園。若參加樂高主題樂園、樂高水上樂園，每組客人需繳納$100的車費（1-

4人），每多一位客人加收$20/人，同時需另外支付服務費$12/人。 

14. 涉及奧蘭多主題樂園的產品，客人通過我司訂購迪士尼園區門票，如需綁定在客人自己的Disney 

帳戶，請在下單時提供Disney帳戶資訊，我司訂購好園區門票後，客人登錄自己的帳戶即可（不建議修改），客

人可自行選擇是否購買和綁定Genie+服務。如下單時未提供客人自己的Disney 

帳戶，默認由我司的帳戶綁定相關門票，則無法再購買和綁定Genie+服務。 

15. 迪士尼魔術王國（Magic 

Kingdom）在萬聖節和耶誕節期間會有夜場活動，持有日常普通票的客人需要在17:00左右離場（涉及到的日期

及當天離場時間可进入迪士尼官网查看）；如需參加夜場活動，需要額外購買相關門票。 

16.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7.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https://disneyworld.disney.go.com/calendars/park-hours/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美國聯邦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

練，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至少250 

美元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