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州陽光 6 日遊（APFBS6） 

 
出發日期：週日 

價格：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第 3 人同房 第 4 人同房 單人房 

828/人 0 458 1238 

 

接機信息 

1. 亞特蘭大 ATL 機場團體免費接機：9:00AM - 9: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2.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2 人共$120 美元，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20 元。 

 

送機信息 

接機 送機備註 送機 

週日 
請預定 

奧蘭多國際機場 MCO 3:00PM 之後的航班 
週五 

 

行程特色           

I. 全程含酒店早餐，每天享用早餐過後出發。 

II. 輕鬆遊，精品小眾團，每車不超過 14 位客人。 

III. 貼心服務，所有行程，每人每天贈送 1 瓶礦泉水。 

IV. 探秘全美最大私人府邸—比特摩尔莊園，美國最富有家族之一的范德比爾特莊園。 

V. 地下金礦探險，體驗親手挖金。 

VI. 走進《阿甘正傳》取景地，美國古城薩凡納。 

VII. 在 NASA 揭開太空奇妙之旅的神秘科學面紗. 

VIII. 暢遊樂園之都奧蘭多。 

 

行程介紹 

第一天 
家園——亞特蘭大 

參考酒店：Wyndham Garden Duluth 或同級含早 

由原居地飛往亞特蘭大，國內航班乘客提取行李后，在北航站樓 N3 門口處或南航站樓 S4 門口處等候；國

際航班乘客出海关后在 A2 门口处等候。接机导游將安排與鄰近抵達航班乘客共同前往酒店。 

 



 

 

第二天 
海倫德國村—德洛内加 

參考酒店: Wyndham Garden Duluth 或同級含早 

 

清晨我们出发将前往海伦镇。海伦镇以前是个伐木小镇，后来商人及居民齐心将小镇上的建筑以中世纪德

国巴伐利亚风格重建，摇身一变成为以德国村为主题的旅游小镇。隨後我們出發將前往德洛內加，來一場

地下挖金探險之旅。 

 

行程安排： 

安娜宝石瀑布與步道（50 分鐘） → 海倫小鎮德國村（約 120 分鐘）→ 前往德洛內加 → 地下挖金探險之

旅，親手淘金（自費，90 分鐘） 

 

 

❖ 德洛內加金礦 Dahlonega Consolidated Gold Mine 

提到淘金，首先大家想到的應該會是三藩市，然而實際上德洛內加的淘金比加州還要早 20 年！在這裡您將

會瞭解到德洛內加的採礦和淘金歷史。在地下旅行之後，我們將會在礦工的指導下親手淘金。 

 

❖ 海倫小鎮德國村 Helen Town 

海倫是佐治亞州東北部的一個山城。它以其葡萄園和巴伐利亞風格的建築而聞名。小鎮起初是切羅基人的

家，然後是歐洲人為了金礦和木材定居於此，因此每個建築都有經典的南德風格。 整个街道有许多特色商

店及餐厅，一年当中有很多节庆活动，最著名的是啤酒节。 

❖ 安娜宝石瀑布 Anna Ruby Falls Trail 

徒步穿越安娜紅寶石瀑布，這是佐治亞州海倫附近罕見的一對美麗的雙瀑布。我们将沿着安娜宝石瀑布與

步道走来，这是一条沿河而上的步道，来回约 50 分钟，森林步道伴着溪水潺潺而下，很清爽而且空气清新，

步道的尽头是两座瀑布。 

 

第三天 
比特摩爾莊園一日遊 

參考酒店：Wyndham Garden Duluth 或同級含早 

 

清晨從亞特蘭大出發，驅車前往阿什維爾，阿什維爾是北卡羅來納州西部藍嶺山脈的一座城市。它以充滿

活力的藝術氛圍和歷史建築而聞名，巨大的比特摩爾莊園更是其中翹楚。 

 

具體行程： 

前往阿什維爾  → 參觀美國最大私人府邸比特摩尔莊園（自費，240 分钟）→ 品嘗美味的紅酒（品酒 21



岁以上） 

 

 

❖ 比特摩爾莊園 Biltmore Estate 

比特摩爾莊園坐落於北卡羅來納州，其規模和奢華堪稱美國私宅之最，是美國最大的私人莊園。它的主人

是美國曾經的首富範德比爾特家族。這裡為人們展現了 19 世紀 “鍍金時代” 的奢華。比特摩爾莊園帶有

濃鬱的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特色，現在已經開放為旅遊勝地，一般人只要付費就能夠近距離欣賞莊園

的秀麗和奢華。莊園內來自 13 個國家的珍貴的藝術品、傢俱等一直保存至今。 

 

第四天 
亞特蘭大—薩維納 

參考酒店：Ramada Jacksonville/Baymeadows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或同級含早 

 

廣大電影愛好者一定還記得在著名電影《阿甘正傳》中的傳奇場景，一片羽毛靜靜地從天空中飄落，湯姆·

漢克斯所飾演的阿甘坐在長椅上向一個個過往的有緣人講述自己曲折多彩的人生經歷。而這令人記憶猶新

的場景就拍攝於佐治亞州的浪漫之城的薩凡納街心廣場（Chippewa Square）。 

 

行程安排： 

薩凡納 → 河流街（60 分鐘） → 美版望夫石之稱的 THE WAVING GIRL STATUE → 薩凡納市區遊覽（60

分鐘） 

 

 

❖ 河流街 River Street 

河流街靠著薩凡納河，河的對面就是南卡。這條用石頭鋪出來的小路給這條街道增添了非常獨特的歷史趣

味。我們品著美食，看著偶爾駛過的古色古香的“鐵軌遊覽車”和河面的貨輪和遊輪”。在愜意中感受這

座古城。 

 

❖ 薩凡納市區遊覽 Savannah City Sightseeing 

之後我們將遊覽薩凡納，此處擁有美版望夫石之稱的 THE WAVING GIRL STATUE，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

在此地廣為流傳。而市中心區域包含了薩凡納歷史街區、薩凡納維多利亞歷史街區和 22 個花園式廣場，是

美國最大的國家級歷史地標區域之一。 

 

第五天 
聖奧古斯丁—肯尼迪太空中心—奧蘭多 

參考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Kissimmee 或同級含早 

 

離開酒店後我們將前往聖奧古斯丁，聖奧古斯汀有 440 多年的歷史，比美國的歷史還長！白牆紅屋頂是聖

奧古斯丁的標誌，看著這樣的建築讓人忍不住感到平靜和祥和。之後前往肯尼迪行空中心，了解人類探索



太空的科學精神。最後將在傍晚抵達奧蘭多。 

 

具體行程： 

圣奧古斯丁 → 肯尼迪航空中心（自費，180 分钟）→ 返回酒店→ 奧蘭多夜遊（自費，180 分钟） 

 

❖ 肯尼迪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這裡見證了美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事件，如肯尼迪演講、美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登月、載人飛船、太空站、

星際探測器、哈勃望遠鏡等。這裡由工作區、發射中心、參觀者中心組成，參觀者中心包括多個博物館和

兩個 IMAX 電影院。你可以參觀工作區及發射場瞭解火箭發射背後的故事，還可以體驗阿波羅 11 號起飛著

陸的感受。一場前所未有的太空奇妙之旅為你揭開神秘的科學面紗。相信這絕對會是一次充實而歡樂的旅

行。與 2018 年 2 月 6 日，航太航空中心又一次成功發射世界現役最強大的中心運載火箭“獵鷹 9 號”。 

 

❖ 奧蘭多夜遊（亞特蘭大出發團）Orlando Night Tour 

第一站我們將前往迪士尼市中心，這裡是一座華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區中的戶外購物、飲食和娛樂設施，主

題設計以佛羅里達州的濱海小鎮為靈感來源。隨後前往市中心 i-Drive 360 休閒娛樂廣場匯集了奧蘭多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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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 奧蘭多—亞特蘭大 

 

今天將走進佛州最大的鱷魚主題公園， 觀看鱷魚表演， 近距離接觸上千條美國短吻鱷以及眾多佛州特色野

生動物。中午時分我們將結束奧蘭多之旅，返回亞特蘭大。 

 

具體行程： 

佛州最大的鱷魚主題公園 - 鱷魚王國 Gatorland（自費，120 分钟） 

 

 

❖ 鱷魚王國（Gatorland） 

接著探訪令人心驚膽跳的鱷魚島，這裏生活著上千頭各種美洲鱷魚，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美洲鱷魚之都”，

奧蘭多鱷魚樂園同時也是鱷魚保護區，在這裡你可以超級近距離的接觸鱷魚和其他爬行類動物，在距離不

到 1 米的地方與鱷魚合影或是抱著蟒蛇拍照，精彩驚險的鱷魚表演定會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請預定奧蘭多機場 MCO 3 點后的航班。 

 

 



參團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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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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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說明： 

1. 費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費用以及住宿 

2. 費用不含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巴士團自費項目一覽表 

景點 成人 
老人 

（65 歲+） 

兒童 

（3-12 歲） 

比特摩爾莊園 

Biltmore Estate  
$69.55 $69.55 

$34.77 

(10-16) 

德洛內加金礦 

Dahlonega Consolidated Gold Mine 
$16.00 $16.00 

$11.00 

(4-14) 

安娜宝石瀑布 

Anna Ruby Falls 
$3.00 $3.00 

Free 

 (15 and under) 

肯尼迪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61.00 $61.00 $50.00 (3-11) 

奧蘭多夜遊 

Orlando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摩天輪+水族館+蠟像館 (三選一) 

Orlando eye wheel +  SeaWorld + 

Madame Tussauds （Choice 1） 

$32.00 $32.00 $22.00 

摩天輪+水族館+蠟像館 (三選二) 

Orlando eye wheel +  SeaWorld + 

Madame Tussauds （Choice 2） 

$42.00 $42.00 $37.00 

摩天輪+水族館+蠟像館 (全選) 

Orlando eye wheel +  SeaWorld + 

Madame Tussauds（Choice 3） 

$53.00 $53.00 $48.00 

鱷魚谷 

Gatorland 
$32.00 $32.00 $22.00 (3-9) 



                                *上例門票價錢只供參考，門票價錢會因季節而作出變動，並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