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1

目录
P1   ⋯⋯ 穷游er忠告 地区速写
P2   ⋯⋯ 奥兰多周边地图
              当地人生活 语言帮助
              实用信息
P3   ⋯⋯ 实用信息 城际交通
P4   ⋯⋯ 市内交通 景点-迪士尼
P5   ⋯⋯ 奥兰多地图
P6   ⋯⋯ 景点-迪士尼
P7   ⋯⋯ 景点-迪士尼
              景点-环球影城
P8   ⋯⋯ 景点-环球影城 
P9   ⋯⋯ 景点-环球影城
              景点-其他

城市·CITY

ORLANDO 奥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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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奥兰多及坦帕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漫长，炎热而潮湿，冬季短
暂、温和而干燥。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了寒冷的严冬季时，
这里依旧是风清气爽，阳光明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光度
假。

★ 每年的5月至10月是该地区的雨季，天气阴晴不定，午后及傍晚多
雷阵雨，建议出行时携带雨具。由于该地区纬度较低，夏季阳光充
足，日照强烈，长时间户外活动，建议提前做好防晒准备并佩戴太阳
眼镜。

★ 每年的12月至次年4月，是该地区的旅游旺季。冬季的平均气温约
为15℃，但在少数特殊年份，气温也可低至5℃以下，建议出行时提
前在网络上查询相关的天气信息，注意防寒保暖。

★ 奥兰多聚集了众多世界知名的主题公园，如果想细致地体验园区的
各个项目，建议每个主题乐园安排一天的游览时间，并在开园时间入
场，以节省排队等候的时间。此外还需注意，景区的个别项目如遇大
风、大雨等恶劣天气可能取消。建议旅行者根据天气情况，对出行计
划做出相应的调整。

★ 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占地面积以及项目总数均为世界首位，共包
括四个主题公园。其中又以奇幻王国(Magic Kingdom Park)规模最
大，游客数量最多，建议旅行者尽可能地避开旅游高峰期(感恩节、圣
诞节、新年等) 。

作者：春天没有卡夫卡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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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写
和美国的许多州郡一样，佛罗里达州的每一个城市也都有着它独特
的一面；热情似火的迈阿密，婀娜水城罗德岱尔等等。在这里，街
头穿梭的人们也许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美国的传统饮食也
许远不及南美或墨西哥的菜肴风行；而来来往往的行人，大多数也
许都不是美国人典型的高挑身材以及白皙皮肤，但无论风格如何各
异，它们都有着佛州特有的拉丁风情。不妨趁着佛州最美好的季
节，去中西部的坦帕晒晒冬季温和的阳光，去中部的奥兰多感受世
界级主题公园的无限乐趣。当然，除了怡人的风景，当地特色的异
国美食，也绝对会成为你流连忘返的理由。

奥兰多市隶属于佛州橙县(Orange County)，是佛州最大的内陆城
市，也是奥兰多大都市圈的中心。幅员辽阔加上湿热的气候条件，
让自驾游成为奥兰多最佳的游览方式。同时，位于佛罗里达州中部
的奥兰多市，也是世界著名的“主题公园之都”。不同于该州的其
他城市，闻名于阳光海滩的热带风情，当人们提起奥兰多时，更多
联想到的是充满童话色彩的迪士尼王国以及惊险刺激的环球影城。  

如果一定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座城市，作者会选择隶属于奥兰多
的NBA队名——魔术(Magic)。在这里，童话书中的城堡不再只是
脑海中的想象，电影中的宏大场景也不再只是一张二维的平面图。
在这里，你可以重拾孩提时那个有关王子和公主的梦，也可以重温
记忆中那些永不褪色的经典荧屏画面。似乎不经意间，这座城市就
被赋予了魔法的神奇威力，从此让时间倒流，回忆重现，梦想成真。 

插座：   电压：120V 频率：60Hz 电话区号：001  急救电话、匪警、火警：911
货币汇率：1美元 ≈ 6.2人民币元(2012年12月)

★ 奥兰多的主题公园位于奥兰多市的城郊地带，公共交通系统远不及
市中心便利。建议旅行者尽可能地选择在景区内的主题酒店，或距离
园区半小时左右车程的区域内住宿。部分旅馆及酒店提供免费的穿梭
巴士服务，可直达环球影城、迪士尼主题公园、水上世界等主要景
点。

★ 自驾游是游览奥兰多及周边城市最佳的方式。一般来说，旅行者只
需持有有效的中国驾照(中文驾照需国内公证)且年满18周岁(部分汽车
租赁公司需2年以上驾龄)即可办理租车手续。

                   

http://guide.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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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the-usa/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the-usa/


P 2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语言帮助
官方语言为英语。但由于佛罗里达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处美国最南
端，且毗邻南美洲)，该地区拥有大量的来自西班牙和加勒比海的移
民，有超过50%的人口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这些移民中的青年
人和中年人，基本上能够流利地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但发音有明
显的西班牙口音。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B标识 

奥兰多官方游客中心 Orlando Official Visitor Center
为游客提供最方便快捷的旅游服务。在这里，你可以购买到旅游景
点的优惠门票，领取免费的奥兰多旅游折扣手册(Free Orlando 
Magic Card，包含各类酒店、餐馆、景点以及购物等折扣信息)，兑换
货币，预订酒店房间等等。

地址：8723 International Drive，Suite 101，Orlando，FL 32819
开放时间：8:30-18:30(圣诞节不开放)，优惠景点门票出售时间为
8:30-18:00(圣诞节不开放)。
电话：(407)-363-5872
www.visitorlando.com

★ 地图
机场便利店、超市等都可购买到详细的当地地图，价格为8到10美
元不等。此外，部分城际高速公路服务区，为广大游客们提供免费
的旅游地图及景点的详细介绍。

★ 电话
如在该区域旅行时间较长，建议去当地的电信公司(AT&T、T-
Mobile、Metro PCS、Verizon等)办理一张预付的SIM卡(Prepaid 
Card)，有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美国国内电话的收费标准约为每分
钟2美分，拨打中国国内电话每分钟约1.4美分。具体详情请参见各
电信公司的官方网站或店内咨询。申请办理预付SIM卡，一般需提交
个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签证等。如需拨打国际长途，可在
中国超市或网站购买长途电话卡，这里提供一个留学生常用的网
站，供旅行者参考：sinocalling.com。

当地人的生活
比起中国快速的生活节奏，这里的日子似乎显得格外的悠闲。论及
城市的繁华程度，奥兰多及其周边远不及中国的许多大中型城市，
娱乐场所也十分有限，所以在周末驾车出游成为了当地人最典型的
生活方式。夏季去临近的海滩游泳，浮潜，钓鱼又或者只是躺在细
软的白沙上，静静地享受着明媚灿烂的阳光；冬季带上装备，去高
尔夫球场一试高下，又或是去主题公园体验一把惊险与刺激，还可
以去体育馆观看一场精彩的球赛。

http://www.visitorlando.com
http://www.visitorlando.com
http://sinocalling.com
http://sinocall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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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交通
★ 机场
奥兰多共有三个机场，其中奥兰多国际机场为主要机场，Orlando 
Sanford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及Orlando Executive Airport
主要服务于私人小型机场及个别航空公司。

✈ 奥兰多国际机场 Orlando International Airport ，MCO
奥兰多市最主要的商用机场，也是整个佛罗里达州，除迈阿密国际
机场外，业务最为繁忙的机场。此外，奥兰多国际机场也是连接佛
州中部与美国其他州郡、及其他国家的重要枢纽。机场有直达市
区、大卖场以及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公交线路，交通十分便利。此
外，游客们也可以选择搭乘出租车或穿梭巴士(Shuttle Van)前往目
的地，具体详情请查看机场的官方网站。
地址：1 Jeff Fuqua Boulevard  Orlando，FL 32827

免费酒店穿梭巴士：部分酒店提供免费的机场接送服务，游客可直接
在Main Terminal的B出口搭乘，具体详情请查阅网址。

机场大巴：可直接在机场出口搭乘，车程约为30-60分钟，单程票价
为每人19美元(International Drive)、18美元(Downtown 
Orlando)、27美元(Winter Park)、21美元(Walt Disney World)。

公交车：可在机场Main Terminal的A出口搭乘各路公交车，前往旅
行目的地，这里列出几个主要目的地的乘车详情，供旅行者参考。

         ★ 网络
      大多数美国连锁速食餐厅(如麦当劳、星巴克、Dunkin' Donuts
等)、咖啡厅、部分餐厅和旅馆都提供免费的Wi-Fi供游客们使用。这
里提醒旅行者注意，并不是每一家星级宾馆或家庭式旅馆，都会提供
免费的无线网服务，建议旅行者在订房时明确网络使用的收费标准，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 货币帮助
兑换
机场、外币兑换处、银行以及部分购物中心内均可兑换外币。

银联
绝大多数商家接收银联卡，凡有银联标志的ATM机都可提取现金。

刷卡
Visa、Master、American Express在美国均可普遍使用。

★ 邮局
在佛州地区，邮筒并不多见。如果想要邮寄包裹或明信片，可到当
地常见的快递邮寄中心(如UPS、USPS、FedEx和DHL等)。一般来
说，工作日的营业时间为8:30-17:00，周六为8:30-12:30，周日不
营业。美国国内明信片的邮资约为0.32美元，国际约为1.05美元。

★ 厕所
佛州的厕所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找的，基本上所有的快餐店、便利
店、加油站、购物中心以及主题公园内，都可以找到免费的厕所。

目的地 线路 车程 票价 首、末班车时间

Downtown 
Orlando

51
约40
分钟

2美元
5:38-21:37 

(5:20-20:22 节假日) 

International 
Drive

42
约60
分钟

2美元
6:00-22:30 

(6:30-21:30 节假日)

Walt Disney 
World

111
约75
分钟

4美元
6:00- 22:30 

(6:30-21:30 节假日) 

出租车：从机场出发，到达奥兰多市中心单程约为35美元，迪士尼
世界约为60美元。
www.orlandoairports.net

✈ 桑福德国际机场 

Orlando Sanford International Airport，SFB
位于Sanford郊区，是奥兰多的另一大商用机场。1969年之前，这
里曾为政府军用的海军航空站。该机场仅服务于7个航空公司：
Allegiant、ArkeFly、Iceland Air、SST Air、Monarch、 
Thomas Cook、Thomson Airways。
www.orlandosanfordairport.com

✈ 奥兰多执行机场 Orlando Executive Airport，ORL
毗邻奥兰多市中心，主要服务于航空类院校及小型私人飞机。

★ 火车站 见地图B标识 
奥兰多火车站 Orlando Amtrak Station 
一般来说，火车的人均价格较租车及长途大巴稍贵，且城市间往返
车次较少。从奥兰多到迈阿密搭乘火车，车程约为6小时，价格为每
人53美元。具体详情请参阅官方网站。综合票价、车程、以及旅行
自由度等多方面因素，笔者并不推荐乘坐火车游览佛州。
www.amtrak.com

★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B标识 
灰狗巴士 Greyhound 
美国最干净快捷的旅行巴士，几乎覆盖了全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
车上提供插头以及免费Wi-Fi。建议提前在网上订票，可享受一定价
格的优惠。
乘车地点：555 N John Young Pkwy，Orlando，FL 32805
订票电话：(407)-292-3424
运营时间：24小时。
www.greyhound.com

佛州阳光巴士 Florida Sunshine Shuttle
连接佛州各主要城市的旅行巴士，价格相对灰狗巴士更加便宜实
惠，但班次较少，不够灵活，建议提前在网上订票。
乘车地点：5441 International Drive，Orlando，FL 32819 (Orlando)、
2298 E IRLO BRONSON HWY，Kissimmee，FL 34744 (Kissimmee)
订票电话：(407)-956-5400
工作时间：9:00-17:00(周一-周五)、9:00-12:00(周六、日)。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er，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http://www.orlandoairports.net/marketing/hotels.htm
http://www.orlandoairports.net/marketing/hotels.htm
http://www.orlandoairports.net/
http://www.orlandoairports.net/
http://www.orlandosanfordairport.com/
http://www.orlandosanfordairport.com/
http://www.amtrak.com/
http://www.amtrak.com/
http://www.greyhound.com
http://www.greyh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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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内交通
★ 公共交通通票、优惠卡
公交车是奥兰多市主要的公共交通系统(LYNX)，也是连接机场、居
民区以及各主要旅游景点的重要交通枢纽。奥兰多的几大主题公园
都有直达的公交车，市内公交车收费标准为单程2美元，如需转车，
可向司机索要换乘票(Transfer Ticket)，90分钟之内可享受免费换
乘，也可登录奥兰多交通换乘网(www.golynx.com)，使用“Trip 
Planner”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查询具体的乘车路线。

LYNX提供了多种公交优惠通票，供游客们选择。日票(Fixed 
Route All-Day Pass)：不限搭乘次数，1日内有效，票价为4.5美
元；若在奥兰多旅游时间较长的游客，也可选择周票(Fixed Route 
7-Day Standard Pass)：7日内有效，票价为16美元。旅行者可选
择网上直接订票，或输入邮编查找售票地址，就近购买。

★ TAXI
美国出租车业务的使用频率远不及中国，如需出租车服务，需提前电
话预订。待提供接送地点及目的地等信息之后，约5分钟出租车便会
到达所在地。这里提醒旅行者注意，并非所有的TAXI都接收信用
卡，如需用信用卡支付，建议在预约服务时提前告知。更多详情可参
看奥兰多出租车服务网：www.mearstransportation.com
预订电话：(866)-435-5686

★ 租车
当然，如果想要最方便快捷地畅游奥兰多，最适合的方式莫过于自驾
游。建议旅行者提前在网上对比多家租车公司的价格及要求，通过网
络提前预订，价格将优惠许多。具体的租车费用根据车型不同，将有
较大差别。此外，一般来说，年龄未满25周岁的游客在租车时，需
每天额外支付一部分费用(20-25美元不等)。

常用的租车公司：Thrifty、Enterprise、Hertz、Avis、Payless。

景点 - 迪士尼主题公园
★ 迪士尼主题公园 Disney World
主题公园，这个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名词，似乎只有到了迪士尼，
才有了最真实的诠释。在这里，每一个游乐项目都有专属的故事，
每一篇故事都有专属的记忆，而每一段记忆都曾装载过，我们心中
那个关于“童话”的梦。从栩栩如生的卡通人物，到气势磅礴的美
丽城堡；从经典电影的身临其境，到极富想象的未来世界。在这
里，即使是并不起眼的细枝末节，也被雕琢地细腻而生动。热爱旅
游，充满童真的你，不妨也趁着假日，带领着家人和朋友，一睹世
界知名童话王国的魅力和风采吧！

开放时间：9:00-19:00(各园区具体的开放时间会随日期有细微调
整，建议旅行者出行前，在网站上查询相关的时间安排)。
单个园区门票：10岁及以上89美元；3-9岁83美元，停车费14美元/天。
(具体门票信息可参见Tips)。
电话：(407)-824-4321

★ 迪士尼综合商业区 Downtown Disney 见地图B标识 
坐落于奥兰多城郊的迪士尼世界是全球占地面积最大、游乐项目最
多的迪士尼主题公园，共包括奇幻王国、动物王国、好莱坞影城以

及未来世界四个园区。此外，还设有6个高尔夫俱乐部，2座水上乐
园以及6家主题酒店。如果在傍晚到达这里，不妨移步位于中心地
段，集休闲、饮食、购物为一体的迪士尼综合商业区(Downtown 
Disney)，在和家人或是同行的朋友们，享受完一顿丰盛的晚宴之
后，可以选择观看一场街头艺术表演，又或是走进电影院，欣赏一
部当季热映的电影，为整个奥兰多之旅开启一个美妙而浪漫的夜晚。

地址：1494 E Buena Vista Dr. Lake Buena Vista，FL 32830
到达方式：可直接乘坐50、111路公交到迪士尼综合商业区。
disneyworld.disney.go.com/destinations/downtown-disney

★ Tips: 购票须知
迪士尼世界的门票种类十分丰富，根据游客所在的州郡、国家、游
玩天数、是否可同时用于多个园区等不同条件，票价都会有所不
同。这里，根据游玩天数自1天到4天，以及是否可适用于多个园区
等不同情况，列出中国居民游玩的票价信息，供旅行者参考，具体
详情请查阅官方网站。

游玩
天数

仅单个园区
(美元/天)
仅单个园区
(美元/天)

仅单个园区
(含水上公园) 
(美元/天)

仅单个园区
(含水上公园) 
(美元/天)

适用多个园区 
(美元/天)
适用多个园区 
(美元/天)

适用多个园区
(含水上乐园) 
(美元/天)

适用多个园区
(含水上乐园) 
(美元/天)

年龄 10+ 3-9 10+ 3-9 10+ 3-9 10+ 3-9

1 89 83 146 140 124 118 168 162

2 88 82 116.5 110.5 116.5 110.5 127.5 121.5

3 80.67 75.33 99.67 94.33 99.67 94.33 107 101.67

4 64 59.75 78.25 74 78.25 74 83.75 79.5

建议提前在官方网站上订票，若提前1个星期以上订票，可选择不同
的邮寄方式，迪士尼公司会将门票直接寄到收件处，仅适用于美国
地区，中国游客可在官方网站订票后，凭订票收据(即邮箱确认信)到
园区服务窗口，直接换取门票；若不足1星期，则必须前往园区服务
窗口，出示相关证件(护照、身份证等)，方可领取门票。

在迪士尼世界周边地区，不少商家会举着出售迪士尼或环球影城门
票的广告牌，吸引游客前来购票。作者本人从未购买，据说价格会
相对便宜，运气好的话也可能低价买到官方门票，但购买存在一定
的风险，一经查出门票有任何问题，需重新购买正价门票，方可入
园，不建议尝试。如遇行程临时变动，不必担心提前购买到的门票
会作废。除购买1天票的游客之外，都可前往园区售票处办理门票升
级(Upgrade)手续，即可享受“门票无有效期”的待遇，每张票需额外
支付约15美元。

★ 迪士尼奇幻王国

Disney's Magic Kingdom Theme Park 见地图B标识 
奇幻王国，顾名思义，突出的是“奇妙魔幻”的主题。它是奥兰多
迪士尼世界中占地面积最大、游乐项目最多，同时也是历史最悠
久，最经典的主题公园。大多数香港迪士尼乐园引进的游乐项目，
都来自于这个园区。对于一味地寻求惊险刺激的旅行者来说，这里恐
怕会让你失望了。与奥兰多其他的主题公园相比，这里并没有许多让人
心跳加速的高空娱乐项目，相反，更多彰显出的是一份梦幻与童真，因
此，也是最适合孩童以及老年人游玩的主题公园。这里有充满浪漫色彩
的灰姑娘城堡，栩栩如生的迪士尼卡通人物，身临其境的经典童话故
事，当然还有最不可错过的“音乐炫彩烟花表演”，相信童心未泯的你
一定会在这里谱写出一段最难忘的回忆。

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http://www.golynx.com/
http://www.golynx.com/
http://www.mearstransportation.com/
http://www.mearstransportation.com/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destinations/downtown-disney/transportation/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destinations/downtown-disney/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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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项目推荐：
   Celebrate the Magic 魔幻庆典：每晚在灰姑娘城堡(Cinderella 
Castle)前举行的烟花灯光表演，是整个迪士尼最值得看的节目，没有
之一。灿烂的烟花，让人目眩神迷的光影效果，一直是迪士尼最引
以自豪的品牌。结束晚餐之后，不妨来广场中央大道上购买一些纪
念品，然后挑选一个最佳的观赏位置，耐心地等待着演出的开始。
因为，这将成为你迪士尼之旅最难忘的回忆

Space Mountain 飞跃太空山：垂直过山车，急速过山车，多环
过山车，也许这些在你看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项目了。想试试
在黑暗中坐高速过山车的感觉吗？其实它并不高，也并不快，但精
心设计的光影效果却能引起你的体感错觉，让你大呼过瘾。

Cinderella Castle 灰姑娘城堡：作为Magic Kingdom的标志性
建筑，灰姑娘城堡绝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景点。城堡前的广场空
地，更是游客们休息、摄影、写生、观景、以及购物的最佳选择。

Celebrate a Dream Come True Parade“梦想成真游行”庆
典：经典迪士尼动画中的人气角色，将为你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游
园活动，其中包括米奇一家、白雪公主、匹诺曹、爱丽丝、阿拉丁
等等。这是在晚上烟花表演前的另一项大型活动，绚烂的灯光，搭
配华丽的花车，为你营造一份童话专属的浪漫氛围。

Mickey's Philhar Magic 米奇魔幻交响乐：来到这里，米奇老鼠
和他的朋友们将以3D电影的形式，为你重现迪士尼动画中的那些经
典故事。相信即使是已然成年的大朋友们，也会从中收获许多关于
童年的回忆。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加勒比海盗： 以加勒比海盗为主题的
游乐项目。乘坐一艘小船，跟随杰克船长进行大冒险吧！

地址：3111 World Dr. Lake Buena Vista，FL 32830
到达方式：可乘坐50、111路公交到达迪士尼世界售票中心
(Disney's Transportation & Ticket Center)，后转乘免费的迪士
尼专列/轮船至“奇幻王国”入口处。
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magic-kingdom

★ Tips: 如何节约排队时间？
为了充分地体验园区的各个项目，建议旅行者尽可能地在开园前15
分钟左右到达园区入口，一般情况下，上午游客数量较少；游客们
在进入园区时，都可免费领取一张包含各项目详细信息的园区地
图。总体来说，有身高限制的项目，排队人数较多，建议旅行者优
先选择。为节约排队等候的时间，4大主题公园的热门项目均设有快
速通道(Fast Pass)，可在项目入口处领取，但需注意，每人一次只
能领取一个项目的Fast Pass，直至票根作废后，才可领取下一个项
目的Fast Pass；考虑到游乐项目的单次载客量有限，且不少游客都
喜欢和同行者一同乘坐，导致部分座位空缺。因此，大多数热门项目均
设有Single Rider的快速通道，可为游客们节省约一半的排队等候时间。

★ 迪士尼动物王国 

Disney's Animal Kingdom Theme Park 见地图B标识 
还记得勇敢智慧的“狮子王”辛巴，聪明可爱的尼莫么？那些耳熟
能详的电影歌曲，现在的你，是否还会哼唱？电影中的经典台词，
是否也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你呢？相信无论你出生于哪个年代，对于
迪士尼动画系列中经典的卡通动物形象，一定都并不陌生。如果你
喜欢可爱的小动物们，如果你也被那些活灵活现的卡通动物形象所

吸引，那么不妨来到动物王国。这个以迪士尼动画中的卡通动物形
象为主要背景的主题公园，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

重点项目推荐：
Expedition Everest 珠峰探险：于过山车之上深入雪山腹地，探访
神秘的“雪山野人”。在迪士尼，这是为数不多的惊险过山车之一。

Kilimanjaro Safaris Expedition：乘坐着颇具热带风情的越野
车，跟随动物保护者们的足迹，欣赏非洲的各种动物，如长颈鹿、
犀牛、疣猪、羚羊、斑马、狮子等等。和动物园不同的是，这里并
没有防护栏，游人可以真正的近距离接触这些动物。

Festival of the Lion King《狮子王》演出：以迪士尼经典电影
《狮子王》为故事原型改编的大型演出，结合了杂技、歌剧、花车表
演等多种形式。多首经久不衰的电影插曲，也将在这里重新唱响。

Finding Nemo-The Musical 《寻找尼莫》音乐剧：以歌剧的形
式，重现海底总动员欢乐、动人的故事。精美的舞台设计，搭配美
妙的经典旋律，绝对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Flights of Wonder 飞行奇幻世界：驯鸟师以其成熟老练的专业技
巧，以及诙谐幽默的说话方式，将为你展示世界上超过20多种鸟类
的奇异特性，相信你一定会不知不觉地喜欢上那些可爱的小家伙们。

地址：Osceola Parkway，Lake Buena Vista，FL 32830
到达方式：可乘坐50、111路公交到达迪士尼世界售票中心
(Disney's Transportation & Ticket Center)，后转乘免费的迪士
尼专列/轮船至“动物王国”入口处。
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animal-kingdom

★ 迪士尼好莱坞影城 

Disney's Hollywood Studios 见地图B标识 
你知道美国大片中，恢宏震撼的场面是如何制作的么？你了解动作
电影里的汽车特技，都是如何完成的么？你想体验，现场拍摄并制
作电脑特效的乐趣么？那么就请来到这里，让迪士尼好莱坞影城精
心设计的游乐项目，为你一一揭开“好莱坞电影”的神秘面纱。当
然，除了经典的游乐项目之外，每天为你倾情奉献的表演秀，也是
绝不能错过的。相信这些精彩刺激的各类演出，一定会让你大开眼
界，叹为观止。

重点项目推荐：
Fantasmic(仅节假日开放的特定项目) 魔幻激光秀：长约25分钟
的大型激光秀。整个表演位于湖中心区，优美的布景，搭配炫彩的
激光效果，场面十分宏大，耗资不菲的大手笔制作，将为你展示出
世界级主题公园的实力和水平！需提前30分钟进场。

The Twilight Zone Tower of Terror：也被称为“酒店惊魂”跳
楼机，除了传统跳楼机所能带给你的惊险和刺激的体验之外，还加
入了一些类似鬼片情节的创意元素，绝对让恐怖升级。

Light，Motors，Action：还记得迪士尼那部经典的《汽车总动
员》么？长约33分钟的真人汽车特技表演，将带你重温电影中的一
些精彩画面。这是一场近距离的视觉震撼，绝对不容错过！如果你
也好奇，电影中的那些特技画面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就赶紧来这里
一一揭开谜底吧。

记得品尝当地的美食，这是旅行中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地人的支持。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magic-kingdom/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magic-kingdom/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animal-kingdom/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animal-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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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y and the Beast《美女与野兽》：长约30分钟的音   
      乐剧表演，将大家耳熟能详的迪士尼电影——《美女与野兽》，重
新改编并搬到戏剧舞台。浪漫的故事情节，动听的经典旋律，让你情不自
禁地陶醉其中。

Rock‘n’Roller Coaster 摇滚过山车：经典的室内过山车项目。
你将搭乘宇宙飞船，穿梭于众星闪耀的银河系。变幻莫测的过山车
轨道，总会出其不意地来一个急转弯，或是急速下降，一定让你大
呼过瘾！

Star Tour 星际之旅：3D体验项目，只需舒服地坐在特制的椅子
上，便可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一次模拟太空飞行。

地址：351 South Studio Dr. Lake Buena Vista， FL 32830
到达方式：可乘坐50、111路公交到达迪士尼世界售票中心
(Disney's Transportation & Ticket Center)，后转乘免费的迪士
尼专列/轮船至“好莱坞影城”入口处。
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hollywood-studios

★ 未来世界 Epcot 见地图B标识 
这也许是迪士尼世界的4个主题公园中，最为轻松的一个园区了。
与“奇幻王国”相比，占地面积以及游乐项目的数目都相对较少，
且大多数都并不适合5岁以下孩童，也许这也是该园区客流量相对较
少的一个原因。整个园区分为“未来世界”(Future World)和“世
界之窗”(World Showcase)两大主要区域。“未来世界”几乎囊
括了园区里所有的游乐设施，带你体验一次前所未有的，穿越未来
的旅行；而“世界之窗”则集中了人工模拟的共11个国家的经典建
筑，让你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异国的风景名胜和人文氛围之中。节假
日，Epcot在闭园之前都会有一场烟花表演，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
过了哦。

重点项目推荐：
Soaring 翱翔之旅：乘坐着“滑翔伞”翱翔于天际，从圣地亚哥军
港，金门大桥到优胜美地，你可以将美国西海岸的所有美景尽收眼底。

Mission Space 太空任务：模拟太空发射的场景，在这里，你会
体验到十分强烈的超重感觉。项目为4人一组的团队合作形式，每个
人都需要完成属于各自的简单项目操作。

World Showcase 世界之窗：环湖而建的世界橱窗区，包括了墨
西哥、挪威、中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摩洛哥、法国、
英国、加拿大共11个国家的著名景观。来到这里，你可以尽情地观
赏属于11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倾听11个不同民族的文化故事，还可
以品尝到11种不同风味的特色美食。

Test Track 汽车测试：别出心裁的一款试车项目，短时间加速、
急速转弯、急刹车，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只属于专业
赛车手的无限快感。

Spaceship Earth 穿越时空：位于乐园的标志性建筑“白色的巨
大球体”内，你将搭乘一列小火车，穿行于时空走廊，踏寻世界各
国的文明发展历程。

地址：1200 Epcot Resort Blvd. Lake Buena Vista，FL 32830
到达方式：可乘坐50、111路公交到达迪士尼世界售票中心

(Disney's Transportation & Ticket Center)，后转乘免费的迪士
尼专列/轮船至“未来世界”入口处。
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epcot

★ Tips：合理安排游园时间
迪士尼乐园的魅力远不止于丰富多彩的游乐项目，精彩纷呈的各式
表演也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基本上，如果一个园区安排一天的游览
时间，是可以将所有的游乐项目及表演都涉猎一遍的。但对于行程
较为紧张的旅行者，建议挑选自己最感兴趣的园区游玩，并提前研
究好想要体验的项目及观看的表演，合理地安排游园时间。

★ 迪士尼风暴海滩 Disney's Blizzard Beach 见地图B标识 
喜欢刺激与挑战，并且热爱水上项目的旅行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景点。这里有世界上最高、最快的自由落体水上滑梯，同时也设有
多种老少咸宜的小型水上项目，如儿童戏水池、雪地城堡喷泉等。
不妨趁着炎热的酷暑，来这里清凉一“夏”吧！

地址：1500 W. Buena Vista Dr. Lake Buena Vista，FL 32830
到达方式：可乘坐50、111路公交到达迪士尼世界售票中心
(Disney's Transportation & Ticket Center)，后转乘免费的迪士
尼专列/轮船至“Blizzard Beach”入口处。
开放时间：10:00-17:00(具体的开放时间会随日期有细微调整，建
议旅行者出行前，在网站上查询相关的时间安排。)
门票：10岁及以上55.38美元；3-9岁46.86美元；停车费14美元/天。
电话：(407)-934-7639、(407)-939-7529
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blizzard-beach

★ 迪士尼水上乐园 Disney's Typhoon Lagoon 见地图B标识 
Typhoon Lagoon是位于迪士尼度假区的2大水上乐园之一，从极
速水上滑梯到适合儿童游玩的竹筏漂流，从高达6英尺的人工冲浪到
老少咸宜的鲨鱼礁潜水，相信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乐项目。来
到，除了阳光、海滩之外，不妨也来这里体验一下戏水的乐趣吧。

地址：1494 E Buena Vista Dr.，Lake Buena Vista，FL 32830 
到达方式：可乘坐50、111路公交到达迪士尼世界售票中心
(Disney's Transportation & Ticket Center)，后转乘免费的迪士
尼专列/轮船至“Typhoon Lagoon”入口处。
开放时间：10:00-17:00(具体的开放时间会随日期有细微调整，建
议旅行者出行前，在网站上查询相关的时间安排。)
门票：10岁及以上55.38美元；3-9岁46.86美元。停车费14美元/天。
电话：(407)-934-7639、(407)-939-7529
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typhoon-lagoon

景点 - 环球影城
★ 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Theme Parks at Universal Studio 见地图B标识  
这里有全世界最让人意外的室内过山车，最让人叹为观止的真人特
技表演，最形式多样的机动游戏，以及最精美绝伦的童话建筑。如
果只是惊险和刺激，似乎还不足以说明环球影城的魅力。在这里，
每一个项目的流程，都与一部经典的电影完美的契合，让即便是枯
燥乏味的排队，也因为可以重温电影的经典片段，而变得有趣。不
必再去羡慕那些电影电视的主角们，一切冒险与神奇的人生经历，
来到这儿，你就是经典大片中的主角！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typhoon-lagoon/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hollywood-studios/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hollywood-studios/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epcot/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epcot/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blizzard-beach/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blizzard-beach/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typhoon-lagoon/
http://disneyworld.disney.go.com/parks/typhoon-lagoon/


P 8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重点项目推荐：
       The Simpsons Ride 辛普森一家: 你只需舒服地坐在小车里，
Simpson一家便会通过360度的影像变幻，为你营造一次身临其境的探
险旅程，老少咸宜。 

Revenge of the Mummy 木乃伊复仇：十分经典的室内过山
车，在黑暗密闭的空间里，完全不知晓轨道形式的情况下，属于过
山车的那份刺激感绝对升级。

Disaster 灾难：长约20分钟的体验秀，通过现场拍摄和特效制
作，为你揭开灾难型电影的神秘面纱。

Hollywood Rip Ride Rock It 好莱坞死亡过山车：Universal 
Studio里的超大型音乐过山车，垂直90度的盘旋上升，将你带到17
层楼高的顶端，紧接着是时速65英里的急速下滑。

Terminator 2《终结者2》：以电影《终结者2》为背景的3D体验
项目，360度的环形演艺厅绝对带给你超值的震撼体验。

Despicable Me Minion Mayhem《卑鄙的我》：2012年最近开
放的一个3D游乐项目，以热门电影《Despicable Me》为故事原型。

Shrek 4D《怪物史莱克》：基于《Shrek》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故事
背景，重新创作的一部4D动画，非常适合全家人的一个游乐项目。 

地址：6000 Universal Boulevard，Orlando，FL 32819 (GPS
可设置为：纬度 28.47399，经度 -81.46228)。 
到达方式：可先乘坐111路公交至“Florida Mall”站下车，后转乘
37路公交至“Universal Boulevard”站下车。
开放时间：9:00-20:00(具体的开放时间会随日期有细微调整，建议
旅行者出行前，在网站上查询相关的时间安排)。
门票：环球影城通票(Park-to-Park Admission)，即购买同一张
票，可同时游玩两个主题公园，票价为成人123美元，孩童117美
元；单个主题公园(Single Park Admission)票价为成人88美元，
孩童82美元。
停车费：15美元(Regular Parking)，20美元(Preferred Parking
以及巴士、旅宿汽车)，佛罗里达州居民持有效证件(驾照，身份证
等)可享受18:00后免费停车。
电话：(407)-363-8000、(407)-224-4233
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Universal-Studios-
Florida.aspx

★ Tips：购票须知
建议提前在官方网站上购票，较园区售票处购票可优惠约20美元；环
球影城主题公园的门票类别可分为单园区(Single Park Admission，
仅能在一个园区使用)及双园区通票(Park-to-Park Admission，可同
时适用于两个园区) 两种。具体票价如下：

天数 1 2 3 4

Single Park 

Admission 

(美元/天)

成人88

孩童82

成人60

孩童55

成人46

孩童41

成人37

孩童33

Park-to-Park 

Admission 

(美元/天)

成人123

孩童117

成人70

孩童65

成人51

孩童47
成人40
孩童36

★ 冒险岛 Universal's Islands of Adventure
正对着Universal Studio的便是环球影城的另一大主题公园——冒
险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似乎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等待着勇敢
无惧的你前来征服。各种各样，你从未尝试过的惊险游戏，带给你
视觉震撼的舞台表演，以及去年刚刚新建的哈利·波特魔法乐园，
将把曾经荧幕中的经典电影、神话、卡通以及歌剧中的英雄人物，
逐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充满奇幻的平行空
间。喜欢探险的你，是否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接受来自冒险岛的种
种挑战了呢？

重点项目推荐：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Spider-Man 蜘蛛侠之旅：以
电影《蜘蛛侠》为故事原型改编的游乐项目。逼真的视觉效果，结
合多变的轨道设计；既有3D电影的身临其境，又有过山车式的惊险
刺激，是冒险岛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Dudley Do-Right's Ripsaw Falls 激流勇进：水上过山车，与国
内主题公园里的《激流勇进》类的项目十分相似，夏季乘坐是再合
适不过的了。水上项目附近，为游客们提供了投币式烘干机，但对
于几乎全身湿透的挑战者们来说，作用也并不是太大。如遇寒冷天
气，还是建议旅行者慎重考虑是否尝试这个项目。

Jurassic Park River Adventure 侏罗纪公园水上探险：冒险岛
内的的另一个大型水上过山车，结合了电影《侏罗纪公园》内的不
少经典场景，带你开启一段神秘的探险之旅。

The High in the Sky Seuss Trolley Train Ride 空之轨迹：
在距离地面一定高度的轨道上，悠闲地踩着双人四轮花车，将整个
乐园的精彩项目尽收眼底，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童一同乘坐。

The Incredible Hulk Coaster 无敌浩克过山车：中规中矩的过
山车项目，和主题公园中的其他游乐项目相比，似乎少了一些创
意，不过整体还是非常刺激的。如果你也是个过山车爱好者，就千万
不要错过这个项目。

Doctor Doom's Fear Fall 太空梭：国内俗称的跳楼机，让你体验在
约50米的高空，垂直降落的失重感。一定让热爱刺激项目的你，大呼
过瘾！
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Islands-of-
Adventure.aspx

★ 哈利·波特魔法乐园 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魔法乐园位于冒险岛(Universal Islands of Adventure)
的西北角，涵盖了三个主要的游乐项目以及各式特色商店，真实地
还原了哈利·波特电影中的众多经典场景。从南面的正门进入，首
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霍格莫德村(Hogsmeade)，精心雕琢的英式建
筑，让你仿佛一下子便穿越到了电影中的魔幻世界，右侧是乘坐过
山车Dragon Challenge的入口，需要寄存随身物品。

http://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Universal-Studios-Florida.aspx
http://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Universal-Studios-Florida.aspx
http://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Universal-Studios-Florida.aspx
http://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Universal-Studios-Florida.aspx
http://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Islands-of-Adventure.aspx
http://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Islands-of-Adventure.aspx
http://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Islands-of-Adventure.aspx
http://www.universalorlando.com/Theme-Parks/Islands-of-Adventure.aspx


P 9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er，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沿着霍格莫德村一路向北，很快便能看见著名的霍格沃茨学
         校，最受欢迎的游乐项目Harry Potter and the Forbidden 
Journey(需要寄存包裹)就坐落在此。不远处则是另一个过山车项目
Flight of the Hippogriff，与Dragon Challenge相比，轨道的高
度明显降低了许多，更加适合孩童乘坐。

★ Tips：哈利·波特魔法乐园游览提示
整个哈利·波特魔法乐园的游乐项目并不是很多，但仅凭园区营造
出的氛围，就足以吸引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室外建筑到店内
设计，每一个细节都能勾起你对《哈利·波特》这部经典作品的回
忆。由于是新开设的园区，游客相对较多，建议旅行者在入园后先
乘坐该区的游乐项目，然后去广场周围的特色店铺转转，从《哈利
·波特》系列胸针、明信片到奥利凡德魔杖、魁地奇队服，这里有
许多颇具收藏价值的纪念品。如果你也是哈利迷，不妨来这里逛逛
吧，相信你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重点项目推荐：
Harry Potter and the Forbidden Journey 哈利·波特的禁
忌之旅：作为哈利·波特园区的重头戏，队伍会一路排到霍格沃茨
城堡外面。不过不用担心排队的乏味，一路上你可以参观各种景
点，从邓不利多的办公室、黑魔法防御术的教室到草药课所在的花
园，再到格兰芬多学院大厅等等，绝对让你应接不暇。当等待结束
的时候，你便可以跟随着哈利·波特一起，开始一段冒险之旅。这
里结合了高科技的灯光、投影、音效、以及座椅的快速移动，让游
客们仿佛置身于魔法世界中。出口处，是一家综合的纪念品商店
——Filch's Emporium of Confiscated Goods(费尔奇的藏宝
室)，魔法学校校服、斗篷、围巾、徽章、书包等等，应有尽有，价
格为10-50美元不等。

Hogsmeade 霍格莫德村：这里是游客们休息、就餐以及购物的场
所，同时也是摄影的最佳取景地之一。广场入口处，是模拟的电影
中霍格沃茨特快的火车头，列车长会站在一旁与游客们合影！广场
中央是摆着零星的几个摊位，这里可以找到《哈利·波特》中出名
的黄油啤酒(实际上不含酒精，口感比较特别)以及南瓜汁。此外，还
有许多别具特色的商铺遍布广场两侧，体验完游乐项目的哈利迷不
妨来这里瞧瞧，说不定能淘到许多心仪的物品呢。

Three Boomsticks 三把扫帚酒吧：哈利·波特园区唯一的一家
餐厅，菜单以英式及美式食品为主。餐厅为21岁以上的成年人，专
设了酒吧区。在这里，你也可以品尝到黄油啤酒和南瓜汁等饮品。

Honeydukes 蜂蜜公爵糖果店：哈利·波特小说及电影中提及到
的许多特色糖果，你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比如比比多味豆等等。

Zonkos 佐科玩笑商店：一家以经营《哈利·波特》电影中的特色
玩具为主的商店，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窥镜等等。

Owl Post 猫头鹰邮政：这里有最齐全的《哈利·波特》明信片、
邮票、信封、笔记本等等。在出口处，你还可以为刚刚买到的明信
片或信件，盖上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专用邮戳哦！

Devish and Banges 德维斯&班斯商店：这里有各种与魁地奇相
关的物品，例如金色飞贼、魔法扫帚、魁地奇队服等等，这里还出
售《妖怪们的妖怪书》——会咬人的书！

Ollivanders 奥利凡德魔杖专卖店：这里便是大名鼎鼎的奥利凡德
魔杖专卖店，常常会排很长的队，因为每次只允许进入10个人左
右。入店之后，首先是店主奥利凡德为游客们准备的一个小型娱乐
节目，接下来游客们可以购买纪念品。店里有对应12星座的魔杖，
当然也有原作中各位重要人物的魔杖。魔杖制作非常精致，十分有
纪念价值，价格约为每把30美元。

Dragon Challenge 龙的挑战：传统的过山车项目，噱头在于有
两条轨道供游客们选择，感兴趣的旅行者可以两种都体验一下。官
方并没有说明哪一条更惊险刺激，笔者两种都尝试了，个人感觉并
没有什么明显区别。

Flight of the Hippogriff：虽然是比较小型的过山车，但带上孩
子一起玩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有一台好相机，没有上去的家人
朋友可以选择在下面拍照留念。

★ Tips：主题公园游玩安排
美国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共有两座，一座在西岸的洛杉矶市，一座
便在东南部的奥兰多市。即使已经去过洛杉矶的旅行者，也可以选
择这里做为主要的旅游景点，因为大约有70%的游乐项目都不尽相
同。即便是同一个游乐项目，轨道及外观设计也有所差异。相对来
说，奥兰多的环球影城更加地刺激。两座园区之间的距离，约步行
10分钟左右，对于行程安排稍微紧张的旅行者来说，可购买一天的
双园区通票，以个人最感兴趣的几个游乐项目为主。当然，如果时
间允许的话，还是建议尽可能的每个园区安排一天的游览时间。

顺带介绍一下各主题公园的饮食情况。相比较而言，环球影城的餐饮
服务要好许多，囊括了诸如星巴克(Starbucks)，熊猫快餐(Panda 
Express)等多家知名的连锁餐饮店，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价格
也比较适中。此外，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世界各地的美食，如日本料
理、西班牙以及意大利风情的餐厅。如有需要，旅行者还可以提前在
网上购买相关的餐饮折扣券，具体详情可参看官方网站。

迪士尼世界的餐饮服务则显得有些差强人意。整个园区的餐饮业
务，几乎由迪士尼集团全权承包，没有一家游客熟知的连锁品牌。
餐厅的总体数目虽也不少，但选择范围却十分狭窄。以美式快餐为
主，很难找到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亚洲餐厅，收费价格也较贵。对于
口味比较挑剔的旅行者，建议可随身携带一些零食。

景点 - 其他
★ 肯尼迪航天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如果你是航天迷，那么就千万不要错过肯尼迪航天中心这个景点。
该中心始建于1962年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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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航空航天博物馆，为你一一细数航天
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两大IMAX电影院，带你感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太
空奇妙之旅；两小时的汽车环游，让阿波罗-土星5号中心、国际空
间站等实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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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State Road 405 East Kennedy Space Center，FL 32899
到达方式：肯尼迪航天中心位于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梅里特岛，距离
奥兰多大约2小时左右车程，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旅行者可选择自
驾前往 (GPS可设置为28o31'34.10"N 和 80o40'45.12"W)，或参
加奥兰多的肯尼迪航天中心一日游，票价约为每人100美元(含门票及
往返交通费用)。



P 10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路线
★ 奥兰多3日游：
第1天：环球影城，可以购买双园区通票，上午主要游览冒险岛，午
饭后步行至Universal Studio游览。

第2天：迪士尼乐园，可以挑选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园区游览，或者
购买4个园区的通票。早上9点入园，晚上再观看一场烟火表演。

第3天：前两天玩转主题公园还是十分辛苦的，最后一天不妨去奥特
莱斯全拼一番，好好地犒赏一下自己，为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 Tips： 奥兰多主题公园游览提示
奥兰多的每一个景点内容都十分丰富，想要更好地体验园区的各个
游乐项目，每个园区都需要将近一天的时间。建议旅行者根据自己
的行程安排，挑选感兴趣的主题公园前往；主题公园内都配有款式
多样的各式餐厅供游客们选择，并提供免费的饮用水，考虑到园区
占地面积较大，以及部分项目需排队等候，建议旅行者尽可能地避
免携带太多的物品，以节省体力。

主题公园内的部分机动游戏类项目需要存包，这里提醒旅行者注意
存包的免费时间。一般来说，超过1小时仍未取包，一次需付费2美
元，建议旅行者尽可能地先在网上购票，可节省一定的费用和排队
的时间。此外，主题公园还推出了多种套票供游客们选择，具体详
情请参看各景点的主页。佛罗里达州的居民持有效证件(驾照，身份
证等) 可享受一定价格的优惠。

除了地图上标明的娱乐项目之外，主题公园的各式特色表演、花车巡
游以及闭园前的烟花秀都是十分令人期待的。旅行者可利用排队等候
的时间，挑选出自己感兴趣的表演，再合理地安排整个游园的行程。
迪士尼主题公园为方便各位儿童家长，免费提供儿童用手推车租赁服
务，但数量有限，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

★ 奥兰多5日游：
安排5天左右的时间游玩奥兰多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
爱好安排具体的行程，这里作者大致给出几条个人建议：如果同行
的包括10岁以下的孩童，那么Magic Kingdom是绝对不容错过的
景点，建议安排一天的游览时间，并尽可能地避开节、假日高峰
期；如果同行者主要是成年人，或者对刺激类项目比较感兴趣，最
好将游玩重点放在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建议安排两天的时间，可以
尽情地体验园区所有的项目和表演。

购物爱好者，可以腾出一天的时间前往奥兰多的奥特莱斯，这里集
中了整个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几家大卖场，绝对能淘到许多物超所值
的名牌货品。航空航天爱好者，可以前往肯尼迪航天中心游览，由
于地理位置距离市区和主题公园较远，需安排整整一天的旅行时
间。建议自驾前往。

如果天气比较炎热，并且你还是一个水上项目爱好者，海洋世界也
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安排一天时间游玩的景点。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奥兰多及坦帕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没有明显的四季更替，全年可划
分为干湿两季。夏季炎热湿润，平均气温约为30℃；冬季较温和干
燥，平均气温约为10℃。每年的12月至次年4月是该地的旅游旺季。

“飓风季”(即中国指的台风)，出现在每年的6月1日至11月30日，
可能造成区域内的大风、强降水及雷暴等恶劣天气。特别是每年的8
月中旬至9月底，飓风活动最为频密，不建议这段时间出行。

每年的10月至次年4月，奥兰多都是旅游爱好者的度假首选地。在
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已经开始进入寒冷的冬天时，这里却依旧是花红
柳绿，微风拂面。除了温暖舒适的气候之外，这段期间也集中了美
国许多盛大的节日(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等等)。为了迎
合节日的气氛，每个主题公园也都设计、安排了形式多样的表演和
活动，热闹非凡。

★ 节日
河岸艺术节 Winter Park Sidewalk Arts Festival 3月中旬
美国最悠久，最盛大，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节之一，至今，
已成功举办了将近半个世纪。每年的3月中旬，来自全世界的超过
1600位艺术家，都将在这里齐聚一堂。河岸艺术节也凭借着其宏大
的规模，丰富的艺术形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摩。
电话：(407)-672-6390
www.wpsaf.org

佛州电影节 Florida Film Festival 4月5-14日
由奥兰多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 Orlando)主办的一年一度的
电影盛会，云集了美国国内及海外共计超过70部的优秀电影及短
片，绝对是影迷们的一场视觉盛宴。
www.floridafilmfestival.com

         开放时间：9:00-17:00(汽车环游为10:00-14:30，每15分  
         钟一班，时长为2小时)。
门票：成人票50美元，3-11岁40美元。
停车费用：汽车及摩托车10美元，旅宿汽车15美元。
电话：(866)-737-5235
www.kennedyspacecenter.com

★ 海洋世界 Sea World 见地图B标识 
可爱的海豚、海狮表演，刺激过瘾的水上过山车，浪漫多彩的音乐
喷泉和烟花盛宴等等，只要你能够想到的水上娱乐项目，这里都应
有尽有。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欣赏到精彩的各式表演，体验种种别
出心裁的水上项目，还能学习和了解许多海洋动物的相关知识，老
少咸宜，寓教于乐，相信这一定是你夏季旅游的首选！

地址：7007 SeaWorld Drive，Orlando，FL 32821
到达方式：可乘坐50路公交至“6101 Sea Harbor Dr and 
International Dr”站下车，后步行约5分钟抵达海洋世界入口。
开放时间：9:00-18:00(具体的开放时间会随日期有细微调整，建议
旅行者出行前，在网站上查询相关的时间安排)。
门票：10岁及以上74.99美元；3-9岁66.99美元。
电话：(888)-800-5447
seaworldparks.com/en/seaworld-orlando

http://www.floridafilmfestival.com/
http://seaworldparks.com/en/seaworld-orl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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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节 Annual Mexican Festival 9月
    每年的9月，为庆祝墨西哥独立日，在奥兰多的假日公园
(Orlando Festival Park)，都会举办一次以墨西哥传统文化为载体
的庆典，是游客们全面、细致地了解墨西哥的最佳选择之一。在领
略历史文化风采的同时，不妨也体验一下墨西哥传统美食与音乐带
给你另一番享受。

国际美食节 International Food & Wine Festival 9-11月
截至2012年，迪士尼未来世界的国际美食节，已经成功举办了16
届。从美味爽口的Tapas (西班牙菜系的餐前小食) 到各式鸡尾酒，
从世界名厨的现场示范到摇滚巨星的激情表演，这里绝对是美酒及
美食爱好者的天堂。由于票数有限，需提前网上或电话预定，具体
详情请查询官方网站。

米奇圣诞派对 Mickey's Very Merry Christmas Party  
11-12月
每年的11月至12月，迪士尼奇幻王国都会为游客们呈现数十场精
彩而浪漫的派对活动。这里有极致绚烂的焰火表演，设计独特的花
车游行，制作精美的各式甜点等等，说到这里，你是否已经满怀期
待了呢？派对活动只有在特定的日期才举行，游客们需购票入场，
价格随不同日期会有一定金额的浮动，更多详情请查阅活动官方网
站。更多有关奥兰多的节日详情，可参看
www.floridalakevillas.com/areainformation/annualevents.asp

活动
★ 历史文化博物馆

如果想要用最快速的方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和文化背景，
游览博物馆应该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了。而来到奥兰多旅游，主题
公园似乎抢走了太多的风头，其实，这里还隐藏着许多值得一看的
博物馆，例如奥兰多艺术博物馆、橙县历史博物馆等。体验过主题
公园所带给你的热闹和新鲜之外，不妨挑一个闲适的午后，来感受
一下文化和历史，带给你的另一份恬静的享受吧。
更多详情可以查阅以下网站：
www.visitorlando.com/things-to-do/arts-culture-and-history

★ 高尔夫运动
这里拥有超过170种高尔夫课程，20所高尔夫院校，也是世界最负
盛名的高尔夫锦标赛举办地之一。称奥兰多为“高尔夫运动的天
堂”，一点也不夸张。这里曾培养出高尔夫世界级选手的数目，也
远远地超过了世界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如果你也是位高尔夫高手，
或是对高尔夫这项贵族运动感兴趣的初学者，不妨趁着假日，来这
里体验一下五星级的场地所带给你的无限享受吧。
www.visitorlando.com/things-to-do/golf

★ NBA球赛
如果你是NBA魔术队的球迷，那么既然来到奥兰多，怎么能不到主
场去感受一番现场观看篮球比赛的激情呢？运气好的话，坐在前排
的你，说不定还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Amway Center 见地图B标识 
地址：400 West Church Street #200 Orlando，FL 32801
到达方式：从市中心 (Downtown Orlando) 出发，沿W Church 
St步行约10分钟左右即可。从环球影城出发，可搭乘21路公交车

至“S Central Blvd and S Bryan Ave”站下车，车程约1个小
时，后沿着W Church St步行约5分钟左右即可。从迪士尼世界出
发，若搭乘公交系统，则需约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建议自驾前往 
(约40分钟)。
票价：根据不同的场次及坐位，票价从每人10美元到上百美元不
等，详情请参考官方网站的票价信息。建议提前在网上订票，可自
由选择座位，比赛当天凭购票确认邮件，即可入场。在观赛淡季，
若部分场次没有满座，游客也可能抢到位置十分靠前的低价票，但
这需要非常好的运气。建议可以在比赛前的1-2天内，打电话咨询。
电话：(407) 440-7000
www.nba.com/magic

餐饮
来到奥兰多，除了传统的美国菜之外，西班牙、古巴、墨西哥等异
国美食，也是绝对不可错过的。旅行者可登录美国大众点评网
www.yelp.com，根据所在位置，搜索周边各色餐厅的详细信息，
如人均消费、地址、特色以及网友评论等，十分方便。

★ 当地特色

Padrino's Cuban Bistro 见地图B标识 

如果真的要探寻这家餐馆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
代。美味正宗的古巴菜，细致周到的服务，Padrino's Cuban 
Bistro已经成功经营了将近半个世纪，且在整个佛罗里达州，也开
办了多家分店，在当地颇受好评。
地址：13586 Village Park Drive Suite 304，Orlando，FL 32837
营业时间：周一-周四11:30-22:00，周五11:30-22:30，周六
12:00-22:30，周日12:00-22:00。
人均消费：约20-30美元。
电话：(407)-251-5107
www.padrinosbistro.com/home.htm

Seasons 52 见地图B标识 
以烘培、烧烤为主的传统美国餐厅。为了给顾客提供最应季的食
物，菜单会随季节变换，做出相对的调整。在这里，除了能够享受
到用最新鲜的食材，烹调出的美味佳肴之外，还能够品尝到种类多
样，且荣获国际大奖的香醇美酒。
地址：7700 Sand Lake Rd， Orlando， FL 32819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1:30-14:30，17:00-22:00；周五
11:30-14:30，17:00-23:00；周六11:30-23:00；周日11:30-22:00。
人均消费：约40-50美元。
电话：(407)-354-5212
www.seasons52.com

Texas de Brazil 见地图B标识 
这里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巴西烤肉、美式牛排、各式沙拉及浓
汤，当然还有制作精美考究的餐后甜点，绝对让你大饱口福！
地址：5259 International Dr. Orlando， FL 32819
营业时间：周一-周四17:00-22:00；周五12:00-15:00，
17:00-22:30；周六12:00-15:00，16:00-22:30；周日
12:00-15:00，16:00-21:30。
人均消费：约45美元。
电话：(407)-355-0355
www.eatgring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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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餐
         Lam's Garden
以粤菜为主中国餐馆，从各式炒菜到各类海鲜，应有尽有，价格实
惠。如果旅途中，厌倦了每天西式快餐的生活，那么不妨来这里，
寻找一丝熟悉的味道吧。
地址：2505 E Colonial Dr. Orlando，FL 32803
营业时间：周一-周四11:00-22:00；周五11:00-23:00；周六
10:30-23:00；周日10:30-22:00。
人均消费：15美元。
电话：(407)-896-0370

住宿
不同地区的住宿价格相差较大，旅游旺季的住宿价格普遍偏高。如
果选择旺季前来旅游，建议提前预订好旅馆。住宿条件的选择范围
十分广泛，从青年旅舍、家庭旅馆、星级酒店到特色主题宾馆，住
宿价格为每天15美元至上百美元不等。旅行者可以根据个人预算，
选择适合的旅店入住。大部分中、高档星级酒店都提供免费的机场
接送服务。

奥兰多的主要景点相对集中，且距离市中心较远。建议想要游览主
题公园的旅行者，尽可能地居住在景区附近，以节省路途上消耗的
时间。这里主要介绍奥兰多旅游最受欢迎的两种住宿类型：主题酒
店和家庭式旅馆。

★ 主题酒店、度假村 Resort
为了烘托整个旅游景区的主题，迪士尼世界和环球影城都设有各自
的主题酒店，它们抑或温馨，抑或浪漫，抑或童话，抑或魔幻。除
了别出心裁的设计之外，交通便利(可直接搭乘园区内的免费穿梭巴
士到达各景点)以及配套的各种优惠活动，都是你选择主题酒店的缘
由。但房间价格稍贵，平均为130美元/晚。

★ 家庭式旅馆
如果旅行人数较多(5人以上)，那么家庭式旅馆便是最佳的选择，可
以花最少的钱租用最大的居住面积，平均为每人10美元/晚。在这
里，你不仅能够体验各式各样的家居风格，享受经济实惠的居住条
件，还可以结识来自不同国家和城市的旅游爱好者，一举多得。
www.airbnb.com

购物
奥兰多拥有整个佛罗里达州最大的Outlet Mall，且奥兰多及周边城
市的销售税较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等大城市稍低，适合购买各类
名牌、奢侈品以及古董等。感恩节的第二天(也称为“Black 
Friday”)，是全美一年一度的疯狂打折季，热爱购物的旅行者大可
酣畅淋漓地血拼一番。来到奥兰多旅行，除了体验世界级的主题公
园之外，当然也少不了要去佛州最大的Outlet血拼一番。

★ 名牌大卖场

Orlando Premium Outlets-International Dr
位于Universal Orlando Resort以及International Drive的交界
处，是奥兰多的两大Premium Outlets之一。游客可以在独一无二
的室外布置中享受每天25%-65%的折扣优惠。这里共有超过180家
美国国内外中、高档品牌，相信热爱购物的你一定会满载而归的。
地址：4951 International Drive，Orlando，FL 32819
到达方式：可先搭乘50路公交车至“Sea Harbor Drive”，后转乘
8路公交车；或先搭乘111路公交车至“Destination Parkway 
interchange”，后转乘42路公交车。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10:00-23:00；周日10:00-21:00(具体的开
放时间会随日期有细微调整，建议旅行者出行前，在网站上查询相
关的时间安排)。
电话：(407)-352-9600
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96

Orlando Premium Outlets-Vineland Ave
奥兰多的另一大Premium Outlet，游客们每天都可享受25%-65%
的全场折扣优惠，其中包括有Coach、Prada、Giorgio Armani等
超过150家中、高档品牌。与International Drive的大卖场店相
比，存在着部分不同的品牌，建议旅行者提前在官方网站上，了解
相关的店铺信息，以更好地安排购物行程。

地址：8200 Vineland Avenue，Orlando，FL 32821
到达方式：可搭乘50路公交车至“Sea Harbor Drive”，后在马路
对面(相反方向)换乘8路公交车至“Vineland Avenue”下车即可。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10:00-23:00；周日10:00-21:00(具体的开
放时间会随日期有细微调整，建议旅行者出行前，在网站上查询相
关的时间安排)。
电话：(407)-238-7787
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17

★ 百货公司、商场  
Neiman Marcus
集服饰、皮具、珠宝、化妆品及家居用品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商业
中心，共有上百种美国国内外知名品牌供顾客们选择。

地址：4170 Conroy Road，Orlando，FL 32839
到达方式：若从迪士尼世界出发，可搭乘40路公交车至Conroy 
Road站下车，后步行1分钟即可。
www.neimanmarcus.com

The Florida Mall
佛罗里达州中部占地面积最大、装潢最为华丽的购物中心，集中了
超过250家名牌店铺及餐饮，倍受当地居民和游客们的喜爱。

地址：8001 South Orange Blossom Trail Room 420， 
Orlando，FL 32809
到达方式：可搭乘111路公交至“1350 W Sand Lake Rd and 
Golden Sky Ln”站下车，后步行约10分钟。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1:00；周日12:00-18:00。
电话：(407)-851-6255、(407)-851-7234
www.simon.com/mall/?id=139

https://www.airbnb.com/
https://www.airbnb.com/
https://www.airbnb.com/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96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96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17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17
http://www.neimanmarcus.com/
http://www.neimanmarcus.com/
http://www.simon.com/mall/?id=139
http://www.simon.com/mall/?id=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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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写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海岸的坦帕市，是希尔斯伯勒县的县政府所
在地(Hillsborough County)，佛罗里达州西海岸最大的城市，同时
也是佛州仅次于杰克逊维尔和迈阿密的第三大城市，距离奥兰多约
一小时车程。坦帕湾——佛罗里达州最大的海湾，因其得天独厚的
优越地理位置，曾是塞米诺战争中(Seminole War)的一个重要堡
垒。而如今的坦帕市，早已褪去了它战乱时期的萧条景象，俨然成
为了一个文化、工业和服务业都十分发达的大都市。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C标识 

游客信息中心
Tampa Bay & Company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
为到访坦帕市旅游的游客提供最全面实用的旅游信息。此外，这里
也是坦帕特色旅游纪念品的购买点。更多坦帕及周边地区的游客中
心详情，请参看以下提供的官方网站。

地址：615 Channelside Drive，Suite 108A，Tampa，FL 33602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9:30-17:30，周日11:00-17:00。
电话：(813)-223-2752
www.visittampabay.com/visitors/vic

★ 地图
地图在机场、大多数超市(如CVS、7-11等)购买，价格约为10美
元。此外，部分城际高速公路服务区，以及游客中心都可免费领取旅
游地图。

城际交通
★ 机场
坦帕市及周边共有四大机场，分别为Tampa International Airport 
(TPA)，Peter O. Knight Airport (TPF)，Tampa Executive Airport 
(VDF)，以及St. Petersburg-Clearwa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PIE) 。
其中，Peter O. Knight Airport和Tampa Executive Airport为两
个小型的通用航空站，主要服务于私人飞机和航空类院校等。

✈ 坦帕国际机场 Tampa International Airport，TPA
连接坦帕与美国其他城市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也是坦帕市最主要的
商用机场，曾多次被 Condé Nast Traveler 的读者评为最佳机场，
有去往芝加哥、洛杉矶等美国其他城市的航班。

公交车(HART)：可在15号红色行李提取处(Red Baggage 
Claim)，搭乘30路公交车前往Tampa市中心及周边地区。

普通车票价约为每人2美元，特快车(Express)为每人3美元。到达
市内后可换乘其他HART公交车，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具体请查询
网站。

共享客车服务(Super Shuttle)：提供前往坦帕市中心区、坦帕港
(Port Tampa)，以及Pinellas、 Pasco / Hernando等周边城镇的
客车服务，车程从20分钟至1小时不等，根据不同的目的地进行分
段收费。同时也提供部分酒店的接送服务，票价为25美元，具体详
情可查询网站。

出租车：从机场出发，至坦帕市中心及坦帕港约为20-25美元。具
体详情可查询网站。

地址：4100 George J Bean Parkway Tampa，FL 33607
到达方式：可搭乘30路公交到达Tampa International Airport站
下车。
电话：(813)-221-4900
www.tampaairport.com

作者：春天没有卡夫卡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12月7日

http://guide.qyer.com/
http://www.tampaairport.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www.visittampabay.com/visitors/vic/
http://www.visittampabay.com/visitors/vic/
http://www.gohart.org/routes/hart/pdf/system_map_local_111112.pdf
http://www.gohart.org/routes/hart/pdf/system_map_local_111112.pdf
http://www.tampaairport.com/ground_transportation/shared_services.asp
http://www.tampaairport.com/ground_transportation/shared_services.asp
http://www.tampaairport.com/ground_transportation/taxi_services.asp
http://www.tampaairport.com/ground_transportation/taxi_services.asp
http://www.tampaairport.com/
http://www.tampa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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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圣彼得堡-清水湾国际机场
         St. Petersburg–Clearwa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PIE
虽然在坦帕湾区域，大多数的商业航空交通都会使用坦帕国际机
场，但是在坦帕东部约16公里的圣彼得堡至今仍是一些低成本包机
运营商的首选，主要服务于有包机意愿的大中型企业或商家，并不
适合大多数游客。
www.fly2pie.com

★ 港口 Port of Tampa 见地图C标识 
坐落于佛州西海岸，距离墨西哥湾约40公里，是佛罗里达州最大的港
口。这里也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游轮港口，主要服务于四大游轮公司：
Carnival Cruise Line、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Holland 
America Line以及Norwegian Cruise Line。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
始，这里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从世界各地前来度假的旅客。

游轮公司 地址

Carnival Cruise Line
假日游轮

Terminal 2-651 
Channelside Drive，
Tampa，FL 33602 

 Royal Caribbean & Norwegian 
Cruise Line

皇家加勒比&挪威游轮公司

Terminal 3 -815 
Channelside Drive，
Tampa，FL 33602

Holland America Cruise Line
荷兰美国游轮

Terminal 6 -1333 McKay 
Street，Tampa，FL 33602 

到达方式：Port of Tampa位于坦帕市中心，可步行前往；或搭乘
19路公交车在Port Tampa站下车。
www.tampaport.com

★ 城际巴士 Red Coach Inc. 见地图C标识 
可直接在机场搭乘，是连接坦帕与佛州其他主要城市(如奥兰多、迈阿
密、罗德岱尔堡等)的重要陆路交通工具，车上提供插头和免费的无线
网络，为游客们营造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电话：(877)-733-0724
www.redcoachusa.com

来往奥兰多和坦帕之间，还可搭乘城际大巴(The Florida Express 
B u s ) ，需提前预订，票价约为每人 4 5美元，订票电话
888-872-9992，部分地区提供Door-to-Door的接送服务，更多详情
可查阅www.thefloridaexpressbus.com

奥兰多 坦帕

乘车
地点

1. Orlando All Tour Bus Depot 
地址：7536 Universal Blvd， 
Orlando， FL 32819 
2. Orlando McDonald’s
地址：9814 International 
Drive， Orlando， FL 32819 
3. Orlando Airport
地址：1 Jeff Fuqua 
Boulevard， Orlando， FL 
32827

Tampa 
McDonald's

地址：2101 East 
13th Avenue， 
Tampa， FL 
33605

★ 自驾
奥兰多与坦帕之间仅有约1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以自驾的方式旅
行，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必费心地查阅火车及大巴的班次时
间，也不必担心错过末班车次而小心翼翼地安排旅游景点，大可以
尽情地享受充满自由的旅途时光。国际上连锁的几大租车公司，
Thrifty、Enterprise、Hertz、Avis等，在奥兰多及坦帕都有租车
点。建议旅行者提前在网上预订，选择余地大，且价格更加优惠。

市内交通
★ 公共交通通票、优惠卡
搭乘公交车是除自驾游之外，游览坦帕市最主要的方式。整个坦帕
市的公共交通系统是由HART(Hillsborough Area Regional 
Transit Authority)运营的，也是连接国际机场、居民生活区以及各
旅游景点的重要交通枢纽。更多有关交通线路的详情，可参看官方
网站：www.gohart.org

日票(1-Day Unlimited Hartride)：分为3.75美元(Local & 
Limited Express)和5.5美元(Express)两种，一天内有效，不限乘
坐次数，适合一天内需要多次换乘的游客。旅行者可前往指定商
铺，或直接上车购买。更多票价详情可参看网站。

★ TAXI
坦帕的出租车系统主要是Yellow Cab，即一种黄色面的。只需拨打
一个电话，一般约5分钟左右，便会有出租车到达指定地点，十分方
便快捷。收费为打表制，2.5美元(1/8英里，约200米内)起价，之后
每1/8英里加收0.3美元。如需等候，收费标准为每分钟0.3美元。一
般来说，除仪表显示的价格之外，游客还需支付15%左右的小费。
电话：(813)-253-0121
www.yellowcaboftampa.com

景点
★ 布施公园 Busch Garden 见地图C标识 
坦帕市最受欢迎的野生动植物主题公园。这里既有世界级水平的惊
险过山车，又有颇具南美风情的现场表演，可以说它是内容包罗万
象的游乐场，也可以说它是北美最大的动物园之一，你似乎很难给
它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因为来到这里，你都能一次性地全部体
验，绝对是全家旅行的上上之选。

地址：10165 N McKinley Dr. Tampa，FL 33612 
到达方式：可搭乘39路公交至Busch Blvd @ 40th St站下车，后
步行约2-3分钟。也可凭门票搭乘Mears Destination Services提
供的免费Shuttle(含奥兰多地区)，可拨打(407)-422-2222预约，
或登陆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开放时间：10:00-18:00(具体的开放时间会随日期有细微调整，建
议旅行者出行前，在网站上查询相关的时间安排)。
门票：10岁以上每人74.99美元，3-9岁孩童每人66.99美元(此
外，还有多种优惠套票供游客们选择，具体详情请查阅官方网站)。
电话：(813)-987-5000
seaworldparks.com/buschgardens-tampa

http://www.yellowcaboftampa.com/
http://www.fly2pie.com/
http://www.fly2pie.com/
http://www.tampaport.com/
http://www.tampaport.com/
http://www.redcoachusa.com/
http://www.redcoachusa.com/
http://www.thefloridaexpressbus.com
http://www.thefloridaexpressbus.com
http://www.gohart.org/
http://www.gohart.org/
http://www.gohart.org/ride_guide/fares/passes.html
http://www.gohart.org/ride_guide/fares/passes.html
http://www.yellowcaboftampa.com/
http://www.yellowcaboftampa.com/
http://secure.mearstransportation.com/MearsExpress/BuschGardens.asp
http://secure.mearstransportation.com/MearsExpress/BuschGardens.asp
http://seaworldparks.com/buschgardens-tampa
http://seaworldparks.com/buschgardens-ta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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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险岛 Adventure Island 见地图C标识 
位于布施公园附近的冒险岛，是佛罗里达州最古老、占地面积最大
也是最受欢迎的水上乐园之一。从造浪池、漂流到各式各样的螺旋
式滑梯，这里有一切你所能想象到的水上娱乐项目。来到“阳光之
州”的佛罗里达，有什么能比“水上乐园”更能为你在炎炎夏日带
来最畅快、最凉爽的乐趣呢？喜欢刺激的你，赶紧来接受挑战吧！

地址：10001 N. McKinley Dr. Tampa， FL 33612
到达方式：可搭乘39路公交至Busch Blvd@40th St站下车，后步
行约5分钟即可。
开放时间：仅夏季开放(11月至次年2年不开放，10月仅周六、日开
放)，具体时间请查询官方网站。
门票：成人票44.99美元，孩童40.99美元，停车费12美元 (佛州居
民均可享受一定价格的优惠)。
电话：(888)-800-5447
www.adventureisland.com

★ 佛州水族馆 The Florida Aquarium 见地图C标识 
坦帕作为佛州东岸著名的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知名的水族馆。而
坐落于坦帕市中心的佛州水族馆，便是其中最享有盛名的一个。集
娱乐休闲与科普教育为一体，这里有稀有动物的特色展馆，精彩纷
呈的现场表演，以及种类繁多的水上项目。此外，你还可以登乘水
族馆的观光邮轮，与那些可爱的海豚们，来一次彻底的亲密接触。

地址：701 Channelside Drive，Tampa，FL 33602
到达方式：位于坦帕市中心，步行约20分钟即可到达，更多详情请
参看网站。
开放时间：9:30-17:00(感恩节及圣诞节不开放)。
普通门票(General Admission)：成人票21.95美元(网上订票
19.75美元)，60岁以上长者18.95美元(网上订票17.05美元)，
2-12岁孩童16.95美元(网上订票15.25美元)，2岁以下免费。
套票：含水族馆及观光邮轮(Aquarium/Wild Dolphin Cruise 
Combo)，成人票37.95美元，60岁以上长者33.95美元，2-12岁
孩童29.95美元，2岁以上免费。
电话：(813)-273-4000
www.flaquarium.org

★ 坦帕罗瑞动物园 Tampa's Lowry Park Zoo 见地图C标识 
坦帕市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家非盈利动物园，但似乎“动物园”这三
个字，并不能很好地诠释这个地方。这里不仅有传统的动物游览和
表演，还有各式各样的娱乐项目，如森林小火车、水上气垫船、小
型过山车等等。2004年，曾被美国儿童杂志评为“最适合全家游览
的动物园”。

地址：1101West Sligh Avenue，Tampa，FL 33604-5958
到达方式：可搭乘41或45路公交车在North Boulevard站下车。
开放时间：9:30-17:00(除感恩节和圣诞节之外，全年对外开放)。
门票：成人票24.95美元，60岁以上长者22.95美元，3-11岁孩童
19.95美元，2岁以下免费，凭门票可免费停车。
电话：(813)-935-8552
www.lowryparkzoo.com

★ 恐龙世界 Dinosaur World
不必再在脑海中费力地想象着“侏罗纪公园”了，这里将直接带你
进入一个奇幻而神秘的恐龙世界。从巨型的恐龙骨骼模型，到藏品
丰富的恐龙博物馆，这里有关于恐龙的一切。参观完展览，不妨
去“化石挖掘沙堆”碰碰运气；又或者移步人工模拟山洞，看一场
微电影。即使生活在21世纪，这里也会为你还原古生物时期的“恐
龙时代”。

请不要直接施舍金钱、文具或者糖果给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如果想要帮助当地人，可以去做志愿者，或者向当地学校或扶贫机构捐赠。

http://www.adventureisland.com/
http://www.adventureisland.com/
http://www.flaquarium.org/explore-the-aquarium/directions.aspx
http://www.flaquarium.org/explore-the-aquarium/directions.aspx
http://www.flaquarium.org/
http://www.flaquarium.org/
http://www.lowryparkzoo.com/
http://www.lowryparkzoo.com/


P 16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路线
坦帕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西海岸，也是从奥兰多至迈阿密西线上一个
必经之地，不少游客都会选择1-2日的行程安排。对于以奥兰多的主
题乐园为主要景点，却又不想错过海上游轮或是佛州海滩风情的游
客们来说，坦帕都是个不错的选择。

★ 坦帕1日游
上午可以选择去坦帕的市中心购物和就餐，下午游览佛州水族馆，
或者沿着Hillsborough Bay散步，在海滩晒晒太阳，吹吹海风，傍
晚时分欣赏一幕动人的日落。

★ 坦帕2日游
第1天：可以挑选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游玩，如布施公园、冒险
岛等。

第2天：主要游览坦帕市区，欣赏Hillsborough Bay，游览佛州水族
馆，Port of Tampa也在附近。

旅行日历
★ 节日
海盗节 Gasparilla Pirate Fest 1月底
海盗节，距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应该算是坦帕市最有特色
的一个节日。1904年设立，初衷是为了纪念勇敢而智慧的Jose 
Gasparilla海盗船长。现如今，这早已成为了一场以海盗为主题的狂
欢派对。还在电视机前看加勒比海盗系列的电影么？不如来这里，
亲身体验一下海盗生活的惊险和刺激吧。
www.gasparillapiratefest.com

佛州草莓节 Florida Strawberry Festival 2月28-3月10日
为期11天的佛州草莓节，是佛州一年一度的草莓盛事，最早举办于
上个世纪30年代，距今已有超过80年的历史。每年的这段时间，
Plant City(距坦帕市20分钟左右车程)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草莓
爱好者，从草莓派、草莓奶昔到草莓冰淇淋，草莓披萨，只要是你
能够想象到的关于草莓的食物，这里都应有尽有。除了让你食指大
动的诱人美食之外，这里还为你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绝对
是一场“浪漫的红色嘉年华”。
www.flstrawberryfestival.com

活动
★ 去海边欣赏日落
优越的地理位置，赐予了坦帕湾(Tampa Bay)许许多多世界知名的
海滩，也因此吸引了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游客。可以选一个晴朗的
午后，在平静的湖水中，撑一支长蒿，体验一下泛舟的惬意；又或
是去Hillsborough河边，探寻奇特的各种生物，拾几颗漂亮的贝
壳，串成一串项链；再或者，和心爱的恋人静静地在湖边相互依
偎，看无限好的夕阳如何褪尽最后一丝残红，运气好的话，也许还
能看见海豚如何在海上划出优美弧线。更多海滩旅游详情可参看
www.visittampabay.com/visitors/beaches

★ 乘坐海上游轮
如果想要拥有一次最惬意、最轻松、最浪漫的旅行，那么海上游轮
一定是当仁不让的首选。坦帕作为著名的港口城市，除了繁忙的海
上运输业务之外，也是许多游轮爱好者的最爱。这里每天都有多班
出发至墨西哥、加勒比海等地的豪华游轮，行程从3-10天不等。冬
季是游轮旅游的旺季，建议提早在网上预订，可享受相对优惠的价格。

餐饮
★ Bern's Steak House 见地图C标识  
坦帕最负盛名的一家牛排餐厅，当然也价格不菲。顾名思义，鲜嫩
多汁的上好牛排是这里当仁不让的招牌。让人垂涎三尺的招牌牛
排，优雅的就餐环境，特色的餐前小食，以及精美的各类甜点，绝
对会让你印象深刻。
地址：1208 S Howard Ave，Tampa，FL 33606
营业时间：周一-周四、周日17:00-22:00，周五、六17:00-23:00。
人均消费：60美元。
电话：(813)-251-2421
www.bernssteakhouse.com

★ Pané Rustica 见地图C标识 
意大利餐厅，在业界颇受好评，也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餐厅之一。不要
以为意大利只有披萨和意粉，这里将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意大利美食
王国。可口的食物，精致的点心，再配上动听的音乐和雅致的环境，
如此的浪漫之夜，你是不是期待已久了呢？
地址：3225 S MacDill Ave， Tampa， FL 33629
营业时间：周二8:00-17:00，周三-周六8:00-22:00，周日
8:00-15:00。
人均消费：约15美元。
电话：(813)-902-8828
www.panerusticabakery.com

★ La Teresita Restaurant 见地图C标识 
传统的古巴菜，价格实惠。在没有正宗中国菜的城市，古巴菜应该算
是最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菜系了。除了传统的美式快餐，不妨也来感受
一下古巴的南美风情吧。
地址：3248 W Columbus Dr. Tampa， FL 33607
营业时间：周一-周三 5:00-24:00，周四、五24小时营业。
人均消费：10美元左右。
电话：(813)-879-9704
www.lateresitarestaurant.com

         地址：5145 Harvey Tew Road，Plant City，
         Florida 33565
到达方式：位于Plant City(距离坦帕约20分钟车程)，建议自驾前往。
开放时间：9:00-18:00(11月-次年1月9:00-17:00)。
门票：成人票14.95美元，60岁以上长者12.95美元，3-12岁孩童
11.95美元，2岁以下免费。凭门票可免费停车。
电话：(813)-717-9865
www.dinosaur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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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坦帕的住宿选择类型较广，从几十美元的经济型酒店到上百美元一
晚的奢华度假村，应有尽有。旅行者可根据自己的预算，以及感兴
趣旅游景点，选择适合的酒店和地区。此外，旅游旺季的住宿价格
较淡季会有一定的涨幅，建议游客们提前在网上预订，可享受部分
折扣优惠。

购物
★ Channelside Bay Plaza 见地图C标识 
位于坦帕市中心，是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商业区。
地址：615 Channelside Dr. Suite 117，Tampa，FL 33602
到达方式：可搭乘19路公交车在Platt St@Hyde Park Av站下车，
后步行约7分钟即可。
电话：(813)-223-4250
www.channelsidebayplaza.com

★ Ellenton Premium Outlets
不属于坦帕市，而位于坦帕南部的Bradenton城镇，是距离坦帕市位
置较近的另一个大型奥特莱斯。有超过130家美国国内、外知名品
牌，游客们每天都可享受25%到65%的折扣优惠。喜欢购物的你，
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血拼一番了呢？

地址：5461 Factory Shops Boulevard，Ellenton，FL 34222
到达方式：从坦帕市中心出发需自驾，车程约45分钟左右。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10:00-21:00，周日10:00-19:00 (特殊节假日
将延长开放时间，具体详情请参看官方网站)。
电话：(941)-723-1150
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92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er，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安全
急救电话、匪警、火警：911

★ 治安
奥兰多和坦帕都是佛州非常受欢迎的旅游城市，治安情况良好，但
建议旅行者晚上尽量避免去偏僻地区，最好能结伴出行。

★ 中国使领馆
中国没有在奥兰多及附近区域设立领事馆，距离最近的中国领事馆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Consulate-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cago
地址：100 West Erie Street，Chicago，IL 60610
电话：312-803-0095
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士顿总领事馆
Consulate-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Huston
地址：3417 Montrose Boulevard，Houston，Texas 77006
电话：713-520-1462
houston.china-consulate.org

★ 医疗应急 见地图C标识 
奥兰多及周边地区都拥有良好的医疗设施，公立及私立医院遍布市
中心及部分城郊地带。此外，如有需要，旅行者也可在附近的便利
店(CVS、Walgreens、Publix等)购买急需的药品，市中心地带大
部分为24小时营业。 

Florida Hospital Orlando
地址：601 East Rollins Street， Orlando， FL 32803
电话：(407) 303-5600
www.fhorlando.com

Orlando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地址：1414 Kuhl Avenue，Orlando，FL 32806
电话：(321) 841-5111
www.orlandohealth.com/orlandoregionalmedicalcenter/
index.aspx

Florida Hospital Tampa
地址：3100 E. Fletcher Ave，Tampa，FL 33613
电话：(813)-971-6000
www.elevatinghealthcare.org/locations/tampa

St. Joseph's Hospital
地址：3001 West Doctor 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 
Boulevard  Tampa， FL 33607
电话：(813) 870-4000
www.sjbhealth.org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有错误，请发送邮件
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
穷游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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