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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樂園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上 海 迪 士 尼 樂 園 (Shanghai Disney
Resort)，又稱上海迪士尼魔法王國主
題樂園，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
浦東新區川沙新鎮，是上海國際旅遊
度假區內的標誌性景區，是中國大陸
第一個，世界第六個迪士尼主題樂
園。

飛越地平線——探險島主題園區。

迪士尼樂園是個會讓您放鬆，把所有
煩惱和憂鬱心情拋九肖雲外的地方，
也就是說只有到以下「夢幻世界」遊 在這裡幻想及活動會讓人年輕，身體
客服務中心、「探險島」遊客服務中心 的安多酚發揮到了極致！會有意想不
和「明日世界」遊客服務中心才能領 到的收穫！
取屬於他們所屬的景點快速通行
證。
花車大遊行在中午兩點進行，大家排
在道路兩旁等侯，準時所有童話故事
裏的人物陸續出場，米老鼠、唐老鴨、
白雪公主、七小矮人斑斕的色彩、鮮
艷的配飾，歡樂的氣氛，賣力的表演，
加上圍觀者熱情的歡笑，很快的速度
過去，結束了這 40 多分鐘的花車大
遊行。

佛羅里達迪士尼世界度假區在 1960
年中開始規劃，並在 1971 年開放，而
上 海 迪 士 尼 在 1992 年 在 就 開 始 規
劃，於 2016 年 6 月 16 日正式開門迎
客，並舉辦為期數日的盛大開幕慶
典。實現華特迪士尼先生建造最適合
全家一起度假的樂園之夢想。

迪士尼樂園一直是全球建造成本最
高的主題樂園之一。上海迪士尼樂園
佔地 963 公畝，是 1971 年開幕 的美
國佛羅里達奧蘭多迪士尼樂園的
25.000 公畝的二十六分之一，列六個
廸士尼佔地的第二大，第三大是 1955
年加州開幕首座迪士尼樂園，佔地
510 公畝，第四大是東京迪士尼樂園
佔 494 公畝地於 1983 年開幕，第五大
是 1992 年開幕的巴黎迪士尼樂園佔
地 480 公畝和第六的香港迪士尼樂
園有 311 公畝。理所當然佛羅里達州
是全球最大的迪士尼樂園王國。這六
大廸士尼樂園天天帶給全球觀眾無
數的歡樂時光。

首先歡迎大家來到一個前所未見的
神奇世界，小朋友在此點亮他們心中
夢幻世界，而成年人可以在此感受充
滿創造力、冒險和刺激的樂趣！這就
是上海迪士尼樂園，無論老幼把目光
投向奇幻童話城堡。
具有魅力而令人難忘的七大園區：夢
幻世界、探險島、玩具總動園、米奇大
街、奇想花園、寶藏灣和明日世界；兩
座主題酒店：上海迪士尼樂園酒店、
玩具總動員酒店。

船奇戲水灘、寶藏灣的傑克船長、加
勒比海盜——沉落寶藏之戰、探秘海
妖復仇號、探險家獨木舟、愛麗絲夢
遊仙境迷宮、奇幻童話城堡里的迪士
尼公主們和七個小矮人礦山車等
……。我們三人組玩了其中六個遊 看完大遊行，我們踏進「漫月軒」用
戲，算是能夠充分利用時間和把握的 餐，點了最受歡迎的：糯米八寶鴨、牛
肉湯麵、福建海鮮炒麵、上海紅燒肉
很好，玩得不少的人。
飯
等
。
包 括 明 日 世 界 目 前 全 球 唯 一 的：
"Tron "創極速光輪－雪佛蘭呈獻。身
入其"Tron"的電子網絡世界，隨著極
速光輪、極速轉向奔馳！驚險極大的
程度，驚人、黑暗、刺激、急速降落，
喜歡這玩意的人不容錯過，小朋友和
年長者卻不宜參與。

「漫月軒」是一間典雅的餐廳，外面的
庭院優美大方，面的設計更顯精緻高
貴，處處引人注目！高品質的木材，巨
大的圓形柱子都是餐廳的靈魂，襯托
出餐廳高挑舒適的氣氛與空間。同時
餐廳分隔有各國不同的風格與創意，
我們從早上八點出發到晚上八點離
更多的精彩誘人的感覺讓人去感受
開，從早玩到晚，走了兩萬步，雖然帶
與回味！
著疲憊的身軀回家，但是看看前後左
右的遊客的臉上，充滿活力的、愉悅
的，是用金錢買不到的感覺。

超過半世紀的迪士尼樂園帶給各世
代男女老少無限的夢想與回憶，不要
以為你去了一個廸士尼樂園就無需
去另一個廸士尼樂園，那是錯的想
法，因為每一個地方的廸士尼樂園有
他的特殊意義和內涵，是值得探索和
參觀的。各迪士尼樂園還是各自獨特
性，尤其當樂園周邊發展成休閒度假
區，以電影、動物、海洋、冒險…等為
主題的新樂園在原本樂園旁邊落成，
各迪士尼據點的差異當然又更大的
吸引力了！上海迪士尼樂園外面的迪
士尼小鎮是就是免費對遊客開放：紀
念品、品牌購物、各種飲食等。

為了節省排隊時間，建議提早到遊客
服務中心領取迪士尼快速通行證，不
必交付額外費用，但快速通行證數量
有限。
迪士尼快速通行證適用景點包括：
創極速光輪——明日世界主題園區
巴斯光年星際營救——明日世界主
題園區
七個小矮人礦山車——夢幻世界主
題園區
小熊維尼歷險記——夢幻世界主題
園區
小飛俠天空奇遇——夢幻世界主題
園區
雷鳴山漂流——探險島主題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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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營三十六年

這個難忘的假期讓每個參加的人都
微笑不已。爺爺奶奶高興地陪著家
人，家長們興致拖著孩子，女孩子歡
喜地穿著灰姑娘、白雪公主、愛莎的
服裝，男孩子也是可以穿著機器人的
服飾裝酷，年輕少女也套上米奇老鼠
的大耳朵裝可愛，why not ! 只要你開
心就好！
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城堡，晚上七時
開始燈光設計，幻象呈獻廸士尼所有
經典作品，令人興奮不已，看到如痴
如醉！守住前排的旅客也讓步給後面
的人上前拍攝，大家不擁擠都很有規
律，精神可嘉！

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一般來說開放時間上午 8:00 至 晚
上 10:00，但還是要注意期間會變動，
隨時上網查詢。如假日期間樂園門票
已經售罄，你就白走一趟。建議大家
都預先計劃好，請務必提前購買門
票。希望大家都有一個歡樂的時光。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9 天臻品江南豪華美食遊 $49.00
6 天北京超值豪華團
$49.00
華東，山東 , 廣東，廣西, 福建, 海南, 雲南, 四川, 湖南 $99 起
泰国风情曼谷芭堤雅 6 日游 $99.00
越南柬埔寨 7 日 $199.00
浪漫韩国 6 日遊 $199.00
台湾环岛经典 7 日 $249.00
6 天晶鑽 日本、關東、關西 $449.00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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