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阿密+西锁岛+罗德岱堡+奥兰多 7日游
含奥兰多主题乐园门票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0209

出发日期

天天出发

团号

FNMO7

出发城市

迈阿密

目的地城市

迈阿密

目的地

迈阿密、奥兰多

行程天数

7天6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产品价格
四人入住：$849 / 人

三人入住：$869 / 人

两人入住：$1119 / 人

单人入住：$1399 / 人

出发班期
天天出发

旺季日期（售价已含）为12/21/2020-12/29/2020 ，奥兰多全程每人增加$50旺季门票差价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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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玩转佛罗里达两大旅游中心（迈阿密，奥兰多）。
2.囊括南佛州所有著名景点：西礁岛，南海滩，迈阿密市区，小哈瓦那，“童话世界”珊瑚阁，大沼泽
国家公园，豪华游艇之都罗德岱堡，美国总统的海湖庄园所在地 - 棕榈滩等，任选奥兰多十三大主
题乐园。
3.独家*特色三大一日游（肯尼迪太空中心/墨西哥湾风情海滩/圣奥古斯汀古镇一日游）。
4.独家*接机当日可自选参加劳德岱堡新河游船+自助晚宴秀或者南海滩风情夜游。
5.独家*行程两个城市之间连接美国独一无二的野生动物王国，在美南感受非洲草原般的风景和乐趣
。
6.畅玩奥兰多十三大园区。
7.精品小团，每团不超过14人（12/15-1 /3旺季除外）。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交通费用；
2. 住宿（房间以两张床为主，儿童，第三，第四人同房，不另加床。住宿晚数等于行程天数减一
）；
3. 中英文服务人员（司机/导游，乐园除外）；
4. 行程中所列十三大主题乐园和三大特色一日游费用，说明如下：
a. 所选乐园和一日游的天数，根据行程描述相同；
b. 如选择【肯尼迪航天中心】费用包含:当日行程涉及的交通费用+肯尼迪航天中心 门票 ；
c. 如选择【墨西哥湾】费用包含：当日行程涉及的交通费用+观海豚快船船票 ；
d. 如选择【圣奥古斯丁古镇】费用包含:当日行程涉及的交通费用+不老泉公园门票。

费用不含
1. 午餐与晚餐；
2. 除费用包含的景点门票费用（门票价格时常波动，不再另行通知，门票建议支付现金，在导游处
统一购买）；
3. 服务费（迈阿密接机US$5/人，迈阿密团上US$10/人/天。参加奥兰多一日游或参加奥兰多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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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自选行程US$10/人/天。奥兰多观光时，如坐酒店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十三大园区无需此费，如酒店
没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十三大园区，需本公司接送单程US$5/人。奥兰多单送机US$5/人）;
4. 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成人：$59.95；
老人(65+岁

罗德岱堡新河游船+自助晚宴秀 Fort
Lauderdale's Dinner & Show Cruise

)：$57.95；
儿童 (3-12岁
)：$32.95；
成人：$35.00；
老人(65+岁

迈阿密夜游 Miami Night Tour

)：$35.00；
儿童 (3-12岁
)：$25.00；
成人：$28.00；
老人(65+岁

迈阿密海湾游船 Miami Bay Cruise

)：$28.00；
儿童 (4-12岁
)：$20.00；
成人：$28.00；
老人(65+岁

大沼泽公园“草上飞” Everglades Airboat

)：$28.00；
儿童 (6-11岁
)：$16.00；
成人：$15.00；
老人(65+岁

海明威故居 Hemingway Home & Museum

)：$15.00；
儿童 (6-12岁
)：$6.00；

雄狮王国野生动物园 Lion Country Safari

成人：$40.00；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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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描述

老人(65+岁
)：$35.00；
儿童 (3-9岁
)：$30.00；
成人：$24.00；
老人(60+岁
清水湾水族馆 Clearwater Marine
Aquarium

)：$24.00；
儿童 (3-9岁
)：$19.00；
成人：：$126 至
$170；

迪士尼1天 Disney World 1 day

儿童 (3-9岁
)：：$120 至

魔法王国/动物王国/未来世界/好莱坞影城 ，具
体日期门票价格查询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disneyland/ticket.pdf

$164；
成人：$74.00；
迪士尼水上乐园 Disney Water Park

儿童 (3-9岁

迪士尼暴风雪水上乐园 / 迪士尼飓风水上乐园

)：$68.00；
平日：成人
：$137.00；
平日：儿童（39岁）：$132.00；
淡季：成人
环球单日（单日单园） Universal 1-Day
1-Park

：$127.00；
淡季：儿童 (3-9岁

环球影城/冒险岛乐园 日期查询网址
https://site.universalorlando.com/pdf/seasonalticket-calendar.pdf

)：$122.00；
旺季：成人
：$148.00；
旺季：儿童（39岁）：$143.00；
平日：成人
环球单日（单日双园） Universal 1-Day
2-Park

：$195.00；
平日：儿童（39岁）：$190.00；

环球影城/冒险岛乐园 日期查询网址
https://site.universalorlando.com/pdf/seasonalticket-calenda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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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描述

淡季：成人
：$186.00；
淡季：儿童 (3-9岁
)：$176.00；
旺季：成人
：$207.00；
旺季：儿童（39岁）：$202.00；
成人：$113.00；
老人(65+岁
奥兰多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

)：$113.00；
儿童 (3-9岁
)：$113.00；
成人：$75.00；
老人(65+岁

海洋世界水上乐园 Aquatica Water Park

)：$75.00；
儿童 (3-9岁
)：$75.00；
成人：$60.00；
老人(65+岁

特色一日游团费：肯尼迪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60.00；
儿童 (3-9岁
)：$50.00；
成人：$61.00；
老人(65+岁

肯尼迪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61.00；
儿童 (3-9岁
)：$50.00；
成人：$15.00；
老人(65岁以上

圣马科斯城堡 Castillo de San Marcos

)：$15.00；
儿童(9岁以下
)：$0.00；

团费不含景点门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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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描述

成人：$16.00；
老人(60+岁
不老泉考古公园 Fountain of Youth

)：$16.00；
儿童 (3-9岁
)：$10.00；
成人：$30.00；
老人(65+岁

圣奥古斯丁游览车 St. Augustine Trolley

)：$30.00；
儿童 (6-12岁
)：$22.00；
成人：$30.00；

奥兰多之眼摩天轮 Orlando eye wheel

儿童 (3-9岁
)：$25.00；

奥兰多水族馆 /杜莎夫人蜡像馆（任选其
一）

奥兰多之眼摩天轮 /海洋水族馆/杜莎夫
人蜡像馆（任选其二）
奥兰多奥特莱斯 Orlando Outlet
奥兰多直升飞机体验 Orlando Helicopter
Experience

成人：$30.00；
儿童 (3-9岁
)：$25.00；
成人：$42.00；
儿童 (3-9岁
)：$37.00；
每人：$10；

包含$5交通费用和$5送机服务费。

每人：$30/人起；
成人：$32.00；
老人(65+岁

鳄鱼王国 Gatorland

)：$32.00；
儿童 (3-9岁
)：$22.00；
成人：$39.00；
老人(65+岁

疾速赛车驾驶体验 I-Drive Nascar

)：$39.00；
兒童 (3-9岁
)：$39.00；

自10/15/2019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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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介绍

Day 1
全天

家园

飞机

迈阿密市（自费游船晚宴或夜游）

接机（码头）信息：
接待地点

免费接待时间

迈阿密机场（MIA）/ 罗德岱堡机场（FLL）

10:00 a.m. – 10:00 p.m.

迈阿密码头 （POM）

09:00 a.m. 和12:00 p.m.

罗德岱堡码头 （POE）

10:30 a.m.

团体免费机场接机：10:00AM – 10:00PM，需要在机场等候其他旅客。
个人自费接机：24小时，随接随走，第1–4人共收美元$80，每增加1人，加美金
$10。
当您来到迈阿密/罗德岱堡的机场或码头时，请保持您的电话在开机状态并可以接听
电话。我们的导游将会在机场/码头出口处等候您的到来。之后，导游会把您带往下
榻的酒店，您可以自行安排馀下的时间。早班飞机的客人，可以选择购物。您可以
二选一：前往Aventura Mall或者Dolphin Mall（$20/人/单程, 12:00 PM–8:00PM）。
Aventura Mall集结了几大高级品牌百货商场，如Nordstrom, Bloomingdale's, Macy's,
JC Penney等，包含了280多个着名服饰品牌、餐厅、电影院等; Dolphin Mall是迈阿
密最大名牌折扣商场。

15:00点前到达MIA机场的客人或16:00点前到达FLL机场的客人将有机会参加南部风
情夜生活体验二选一（自费，两人成团）
（a） 劳德岱堡新河游船+自助晚宴秀（自费， 240分钟。如若参加需提前预定
），12月至次年8月，週二至周日晚；9月至11月，週三至周日晚，6pm-10pm四小
时超值体验！晚餐游船除景点费用，需额外支付$10美金：含晚餐游船接送费用，预
定手续费用，接送司机/导游服务费用。（游船晚宴秀无导游陪同上船。）
（b) 迈阿密南海滩风情夜游 （自费，1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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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德岱堡新河游船+自助晚宴秀 Fort Lauderdale's Dinner Cruise
或者

晚上

迈阿密南海滩风情夜游 Miami South Beach Night Tour
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Miami Airport或 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Miami
Downtown或 同级（含早餐）

Day 2
全天

迈阿密市区

汽车

大沼泽国家公园

迈阿密还被认为是文化的大熔炉，受庞大的拉丁，美洲族群和加勒比海岛国居民的
影响很大与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在文化和语言上关係密切
，因此有时还被称为“美洲的首都”。而位于迈阿密市区西侧的大沼泽国家公园辽阔的
沼泽地、壮观的松树林和星罗棋佈的红树林为无数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居之地。这裡
是美国本土上最大的亚热带野生动物保护地。
行程安排：
温伍德网红墙（15分钟）→ 南沙滩（45分钟）→ 装饰艺术风格街 → 范思哲故居
（外观）→ 迈阿密海湾游船（自费，90分钟） → 珊瑚阁（车游） → 比尔提莫酒店
（外观）→ 小哈瓦那 （30分钟）→大沼泽国家公园 →草上飞风力船（自费，90分
钟，含珍稀动物表演）

上午

温伍德网红墙 Wynwood Walls
迈阿密南海滩 South Beach
迈阿密装饰艺术风格街 Art Deco District
迈阿密海湾游船 Miami Bay Cruise
珊瑚阁 Coral Gables
小哈瓦那 Little Havana

下午

大沼泽公园“草上飞”风力船 Everglades Airb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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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Miami Airport或 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Miami
Downtown或 同级（含早餐）

Day 3
全天

西锁岛（又名基维斯特）
从酒店往南驱车180英里，驶向佛罗裡达群岛岛链的最末端 - - 被誉为“美国天涯海
角”的西礁岛。一路上五彩斑斓的海面和湛蓝的天空构成独一无二的美景，在约4.5小
时车程中（路况良好情况下），您将途经一条宏伟的“跨海大桥”，它是由长短不一的
42座桥和32个岛屿串连而起，也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观”的美国1号公路。最后抵达
西锁岛后可自由活动。
行程安排：
前往美国天涯海角西礁岛 → 行驶在世界第八大奇观的美国1号公路 → 阿诺施瓦辛
格的“真实的谎言”的拍摄地，七英里桥（停靠拍照）→ 西锁岛自由活动（180分钟）
自由活动推荐与说明：在西礁岛逗留约3小时，导游会在车上先带您前往以上景点并
告知景点具体位置，集合地点以及时间，也会介绍岛上方位等。之后就可以享受您
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自由享用午餐，或前往礼品小店购买纪念品。也可自费参观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的故居。一定不要忘记与“美国大陆最南端”的地标前合影留
念。

下午

西锁岛 Key West
全美大陆最南端地标 Southernmost Point Buoy
海明威故居 Hemingway Home & Museum

晚上

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Miami Airport或 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Miami
Downtown或 同级（含早餐）

Day 4

罗德岱堡
汽车

汽车

奥兰多

雄狮野生动物世界

汽车

棕榈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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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迈阿密以北，负有盛名的“世界游艇之都” - 罗德岱堡，您将游览“美国的威尼斯
”,欣赏两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樯。河道纵横，密如蛛网，同时您还可以漫步在
美国十大海滩之一的罗德岱堡海滩。接着将前往美国南部唯一一个集驾车以及步行
体验于一体的野生动物王国，与近千头野兽近距离接触，犹如身处非洲草原。随后
我们将经过西棕榈滩市去往棕榈滩岛，作为“佛罗裡达的文化之都”，棕榈滩早在100
多年前就成为首个为美国富豪们度身定制的冬日避寒度假胜地。前往棕榈海滩，领
略大西洋的美景，海边的天价别墅不胜枚举。
行程安排：
罗德岱堡 → 罗德岱堡海滩（45分钟） → 野生动物王国（90分钟）→棕榈滩岛 →
棕榈海滩 →美国总统特朗普私宅海湖庄园（外观）→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馆（外观）
→ 沃斯大道（ 30分钟）→前往奥兰多
特殊说明： 乘坐美国当地的公共长途巴士前往奥兰多。奥兰多地区导游接到您之后
，将为您送上行程选单，开始为您量身制定安排行程，并详细介绍各大主题乐园特
色及攻略。此时可向导游报名参加各大园区，特色一日游。亦可向导游预定著名的
蓝人乐团。
上午

罗德岱堡沙滩 Fort Lauderdale
雄狮王国野生动物园 Lion Country Safari
海湖庄园 Mar-a-Lago
沃斯大道 Worth Avenue

晚上

Day 5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 同级（含早餐）

奥兰多十三大主题乐园，或特色一日游任选其一 （含门票）
搭乘园区专车往返各大主题乐园，如参加特色一日游，导游亲自到酒店接送。
十三大主题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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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魔法王国

迪士尼暴风雪水上乐园

奥兰多环球影城

迪士尼未来世界

迪士尼飓风水上乐园

环球影城冒险岛

迪士尼好莱坞影城

海洋世界水上乐园

奥兰多海洋世界

迪士尼动物王国

火山湾水上乐园

乐高主题乐园/水上乐园

三大特色一日游
肯尼迪航空中心一日游（天天出发）
墨西哥湾风情一日游（限定每周三、周六出发。）
圣奥古斯汀古镇一日游（限定每周四、周日出发。）

迪士尼魔法王国 Magic Kingdom
或者

迪士尼未来世界 Epcot Center

或者

迪士尼好莱坞影城 Disney's Hollywood Studios

或者

迪士尼动物王国 Disney's Animal Kingdom

或者

迪士尼暴风雪水上乐园 Blizzard Water Park

或者

迪士尼飓风水上乐园 Typhoon Lagoon

或者

海洋世界水上乐园 Aquatica Water Park Orlando

或者

环球火山湾水上乐园 Universal's Volcano Bay

或者

佛罗里达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或者

环球影城冒险岛 Islands of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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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
或者

乐高主题乐园 LEGOLAND Theme Park Orlando
乐高水上乐园 LEGOLAND Water Park

晚上

Day 6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 同级（含早餐）

奥兰多十三大主题乐园，或特色一日游任选其一 （含门票）

全天

搭乘园区专车往返各大主题乐园，如参加特色一日游，导游亲自到酒店接送。

晚上

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或 同级（含早餐）

Day 7

奥兰多

飞机

家园

行程最后一日，贵宾将享受多种行程选择权（自费项目）
A. 自费：美国最著名的赛车赛事Nascar官方合作伙伴I-Drive Nascar——奥兰多最快
的卡丁车体验，集完美的视觉，安全，速度，激情于一体！无需驾驶经验，无需训
练，快来带上酷炫的头盔，驰骋于没有红灯的赛道，体验一下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
吧！购买超值套餐，您将享受:
1.一场来自卡丁车的速度与激情（8分钟，约赛道15圈左右）
2.拥有30个街机游戏币，供您游玩多种大型电玩或完整一场保龄球
3.午餐套餐：牛肉汉堡或鸡肉三明治+饮料套餐。（建议预定3PM之后航班）

B. 自费：前往著名I-Drive 360休闲娱乐广场， 参观奥兰多之眼摩天轮，海洋水族馆
，杜莎夫人蜡像馆。奥兰多之眼与著名的伦敦眼是姐妹摩天轮，同属美琳集团，是
当下奥兰多最新，最高的标志性景观。结束后由导游送至机场。（建议预定2PM之
后航班）
C. 自费: 前往奥特莱斯进行购物，结束后导游送至机场。（建议预定2PM之后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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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费: 参加超值直升飞机游，鸟瞰奥兰多风光，结束后由导游送至机场。（建议预
定2PM之后航班）
E. 自费: 增加一天园区的行程（不可选择乐高乐园），或选择肯尼迪航天中心一日游
。结束后由导游送至机场（自费，建议预定5PM之后的航班，如选择肯尼迪航天中
心，则需预定7PM之后的航班）
F. 自费：游览鳄鱼王国Gatorland - 佛州最大的鳄鱼主题公园， 观看鳄鱼表演， 近距
离接触上千条美国短吻鳄以及众多佛州特色野生动物（建议3PM之后航班）

协议&须知
预定限制
1、年龄限制：【不限制】；
2、是否需要证件号码预订：【不需要】；

退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景点门票费用退
还，报名团费不退还；
2. 取消条款如下：
a. 如果团组在出发前10日 (不含)或以上 ，要求取消或改期，团费不扣，收取手续费$50/单；
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照酒 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b. 在出发前7日 (不含) 至 10日 (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50%团费，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
参照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c. 如果团组在出发前7日 (含) 至出发当天要求取消或出发当日末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
，已付团费概不退还。
d. 如贵司或客人因个人原因 (无旅行证件、迟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于旅途中退出或末能参加行
程内任何行程，已付团费概不退还，也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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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须知
1. 18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长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2. 在行程实际出行中，导游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您的行程进行适当调整（如景点游览
顺序等），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3. 如遇景点临时关门、节假日休息。导致该景点无法参观，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外观或以其
他景点代替以保证行程的丰富性。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4.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City Pass。如您坚持使用自带门票，我司将
不再提供旅行当日全天交通、导游等服务，需您自行安排。
5. 如因特别情形(如天气、修路、罢工、封山、旅游车特殊状况)造成车辆晚点，敬请见谅。
6. 所有主题乐园均无导游陪同。
7. 游客可在报名参团时，预先选择想去的园区和一日游，也可以在到达之后，再选择园区和一日游
，任意搭配(墨西哥湾仅限周三、周六，圣奥古斯汀仅限周四、周日)。
8. 水上乐园季节限定(以各水上乐园开放时间为准)。
9. 乐高主题乐园为天天出发，乐高水上乐园为季节限定。乐高水上乐园不可单独选择，客人可在选
择乐高乐园的基础上，自费$20 升级为一天双园。若参加乐高主题乐园、乐高水上乐园，每位客人
需缴纳$10/人(含往返交通费和服务费)。
10. 由于环球园区规定，选择火山湾水上乐园需要同时选择环球影城和冒险岛，无法单独选择。因此
，想要选择火山湾水上乐园的客人需要预留三天时间给三大主题园区。
11. 非免费接机时间段可提供付费接机（具体信息参考行程第一日）。
12. 免费/付费接机皆不含接机服务费。
13. 凡享受买二送一/买二送二优惠的客人，如提前取消，我们会按照取消条款来操作。若未提前取
消，且在出团当日未参团，我们将以现金的方式额外收取两人入住价格的50%作为罚金。
14. 客人抵达机场后，国内航班乘客在行李提取处等候；国际航班乘客在航班出口处等候。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接机：迈阿密机场MIA(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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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接机时间10:00 a.m. – 10:00 p.m。详细接机资讯参考第一日行程
接机：罗德岱堡机场FLL(机场)；
团体接机时间：10:00 a.m. – 10:00 p.m。详细接机信息参考第一日行程
参团：迈阿密码头 (POM)；
09:00 a.m. 和 12:00 p.m.两班
参团：罗德岱堡码头POE；
10:30 a.m. 只此一班
离团地点
奥兰多国际机场MCO(根据行程）(机场)；
送机时间8:30AM - 11:00PM，如最后一天选自费项目，请参考行程中航班建议时间。
奥兰多灰狗车站(根据行程）；
送站时间8:30AM - 11:00PM，如最后一天选自费项目，请参考行程中航班建议时间。
卡纳维尔港；
付费送 Port Canaveral 码头第 1-4 人共收 美元$8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