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4 佛州阳光 4 日游  

接送信息
 

上车地点
:  

[7:30 AM] 2300 Pleasant Hill Rd, Duluth, GA 30096 (The Great Wall Supermarket)  
[8:15AM]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355 Ferst Dr NW, Atlanta, GA 30313 (entrance of visitor parking 2)  

下车地点
: 

2300 Pleasant Hill Rd, Duluth, GA 30096 (The Great Wall Supermarket)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355 Ferst Dr NW, Atlanta, GA 
30313 (entrance of visitor parking 2)  

产品介绍
 

行程特色  

I.             领略东南部最大城市亚特兰大魅力，亲临 CNN总部、全美最大水族馆和可口可乐世界。  

II.            走进《阿甘正传》取景地，美国古城萨瓦纳。  

III.           在 NASA揭开太空奇妙之旅的神秘科学面纱.  

IV.          畅游乐园之都奥兰多。  

参团须知
 

参团说明  

景点说明：  

  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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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费不退；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费用以及住宿  

  费用不含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 ($10每人每天)，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行程表
 

日期
 

描述
 

酒店
 

用餐
 

D1 

亚特兰大市区游  

创造出一个具有南方魅力的城市。  

首先我们将参观美国三大理工学院之一的乔治亚

理工学院（40 分钟）,随后外观乔治亚州政府大楼

（15分钟）,游览马丁路德金纪念广场（20分钟）,

入内参观吉米卡特总统博物馆（30分钟）。  

下午我们将前往 1996年奥运会主办地——亚特兰大

Wyndham Garden Duluth 
或同级  

敬请自理  



奥林匹克公园。毗邻公园就是 CNN总部大楼（60分

钟）,我们一起跟随 CNN 演播室导览走进幕后一探

究竟。这里不仅能观看到新闻编辑室的高效运作,还

能让你坐到台前享受一把新闻播报和气象预测的

独特体验。别忘了时刻睁大你的双眼,兴许就能一睹

美国著名主播的芳容。  

穿过公园就是乔治亚水族馆（90分钟）外型酷似“诺

亚方舟”,是美国规模最大,世界第二大的水族馆。可

口可乐世界（90分钟）是亚特兰大响亮的代名词。

在这里,你可在琳琅满目的展区了解这一著名软饮

的逸闻轶事,用舌尖感受来自世界各地上百种产品

带来的全新味蕾体验。  

D2 

亚特兰大—萨维纳  

清晨离开亚特兰大,我们将前往美国最受欢迎的旅

游目的地城市——萨瓦纳。  

广大电影爱好者一定还记得在著名电影《阿甘正

传》中的传奇场景,一片羽毛静静地从天空中飘落,

汤姆·汉克斯所饰演的阿甘坐在长椅上向一个个过

往的有缘人讲述自己曲折多彩的人生经历。而这令

人记忆犹新的场景就拍摄于佐治亚州的浪漫之城

的萨瓦纳街心广场（Chippewa Square）。  

中午抵达萨瓦纳后,我们将在河流街（River Street）享

用午餐,河流街靠着萨瓦纳河,河的对面就是南卡。

这条用石头铺出来的小路给这条街道增添了非常

独特的历史趣味。我们品着美食,看着偶尔驶过的古

色古香的“铁轨游览车”和河面的货轮和游轮”。在惬

意中感受这座古城。  

之后我们将游览萨瓦纳,此处拥有美版望夫石之称

的 THE WAVING GIRL STATUE,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

此地广为流传。而市中心区域包含了萨瓦纳历史街

区、萨瓦纳维多利亚历史街区和 22 个花园式广场,

是美国最大的国家级历史地标区域之一。  
 

Ramada 
Jacksonville/Baymeadow

s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或同级  

敬请自理  

D3 

圣奥古斯丁—肯尼迪太空中心—奥兰多  

离开酒店后我们将前往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汀有

440 多年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长！虽然搁到亚洲

或者欧洲还稍显逊色,但在北美大陆,这可是响当当

的第一古城。白墙红屋顶是圣奥古斯丁的标志,看着

这样的建筑让人忍不住感到平静和祥和。圆顶教堂,

尖顶教堂,马克喷泉,荒废的城堡,石板路,只要随意

在这个小镇上逛游都能碰到。  

我们在德通纳海滩享用午餐后将前往肯尼迪太空

中心（180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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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前所

未有的太空奇妙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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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年 2

Comfort Inn Maingate 
Kissimmee 或同级  

敬请自理  



月 6 日,航天航空中心又一次成功发射世界现役最

强大的中心运载火箭“猎鹰 9号”。  

夜晚我们会前往奥兰多夜游（120分钟）, 市中心 i-

Drive 360休闲娱乐广场汇集了奥兰多之眼摩天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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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 

奥兰多—亚特兰大  

上午我们游览鳄鱼王国 Gatorland（120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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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时分我们将结束奥兰多之旅,返回亚特兰大。  

约 8:30PM 返回到亚特兰大。  
 

敬请自理  敬请自理  

补充信息
 

 

巴士团自费项目一览表  

Attraction  Adult  Senior  
(65+)  

Children  
(3-12)  

CNN总部大楼  
CNN Studio Tour  

$16.34  $15.25  $15.25(13-18)  
$13.07(4-12)  

乔治亚水族馆  
Georgia Aquarium  

$43.15  $39.91  $36.67  

可口可乐世界  
World of Coca Cola  

$18.51  $16.34  $14.16  

吉米卡特总统博物馆  
Jimmy Carter Museum  

$8.00  $6.00  $8.00  

肯尼迪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53.00  $53.00  $43.00  

奥兰多夜游  
Orlando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摩天轮+水族馆+蜡像馆 (三选一)  
Orlando eye wheel + SeaWorld + Madame 

Tussauds （Choice 1）  
$29.00  $29.00  $22.00  

摩天轮+水族馆+蜡像馆 (三选二)  
Orlando eye wheel + SeaWorld + Madame 

Tussauds （Choice 2）  
$41.00  $41.00  $36.00  

摩天轮+水族馆+蜡像馆 (全选)  
Orlando eye wheel + SeaWorld + Madame 

Tussauds（Choice 3）  
$52.00  $52.00  $46.00  

鳄鱼谷  
Gatorland  

$28.00  $28.00  $28.00  

*上例门票价钱只供参考，门票价钱会因季节而作出变动，并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