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路《双州》,新奥尔良六城 5 日全景遊 
（休斯頓當地上車） 

出发日期 

Departure Date： 

团号 

Tour Code 

1&2 人同房 

1st and 2nd 

第 3 同房

3rd 

第 4 同房

4th 

單人房 

Single 

周五 FRI H5 $585 $370 $370 $820 

*6 大名城：休斯顿，圣安东尼奥，奥斯丁，沃思堡，达拉斯，新奥尔良。 

*2 大名校：莱斯大学（南方哈佛），德州大学（南方斯坦福）。 

德州“汉密尔顿国家自然保护区” 

德州牛仔竞技表演 

上車時間和地點： 

8:00AM    989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黄金广场内 H Mart 前面停车场） 

我们的緊急聯繫電話: (美國免費電話) 1-800-390-5755 



 

 

 

1. 全美排名第二旅游城市，南部最具特色的古城，圣安东尼奥 

2. 全美仅存的牛仔小镇，美国牛仔文化体验 

3. 漢密爾頓國家自然保護區，天然水池 

4. “白”天游览新奥尔良“法国区”，城市地標“聖路易斯大教堂” 

5. “黑”夜游览新奥尔良，内进爵士乐发源地的音乐酒吧 

6. “全程”住宿商务豪华酒店 

【聖安東尼奧】弯曲的河流穿过城市中心区域,誉为‘美国的丽江’。西班牙文化遗址随处可见，墨西哥

的民族色彩也引人注目，还有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内进【阿拉莫历

史遗址】是这座城市的基石，象征城市的精神和意志。当年只有不到 200 名士兵在此对战几千人的墨西

哥军队，英勇杀敌，以一抵十，奋战 13 天后，全部牺牲，战况惨烈。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无法忘记当初

的口号“永记阿拉莫”。《阿拉莫之战》《圍城 13 天》《边城英烈传》等多部电影都是描述这段历史.

美国人中, 无人不知, 仿如中国的"甲午战争".而这里就是战争发生的地点所在.【徳克萨斯骑警博物馆】是

历史的宿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特动物标本，都是独一无二的，美得让人窒息。晚上自费夜游$35/人

（含船票）。 

這是聖安東尼奧最迷人的特色，您將欣賞到 RIVER WALK 徒步區最繁華的地段：河邊植滿棕梠樹、絲伯

樹及許多奇花異卉。運河兩岸則是觀光旅館、餐廳及藝品店。不時您也會從兩岸聽到墨西哥音樂飄揚，

遊運河將讓您有不同之體會。在河邊古色古香的步道可以欣賞河景並且還有餐廳與商店, 可以一邊品嘗美

食一邊觀賞河上風光。你还可以自由选择乘船游览【都市運河遊船】用悠闲的方式游览这个城市。行程

结束后回酒店休息。 

酒店：Holiday Inn/ Best Western 或同级 



 

 

前往美国的“硅丘”-【奥斯汀】也是德克萨斯州的首府，是德州仪器，戴尔公司总部所在地，IBM、苹

果、谷歌、英特尔、eBay 等也在当地设有分部。 内进游览【州议会大楼】Capitol ，建于 1878 年，已

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奥斯汀的标志性建筑。大厦的高度比起国会大厦还要高 3 米，之后流行一句

话 (Everything is bigger in Texas or Texas size) 显示德州的东西都要大一号。参观【德州大学】建于 

1883 年， 主校园 毗邻奥斯汀的德州州政府。该校获得的经济资助和捐款紧次于哈佛大学，名列全美前 

10 位最有价值大学。接下来前往【汉密尔顿自然保护区】，【汉密尔顿自然保护区】形成于几千年之前，

强有力的地下河水冲击着脆弱的石灰岩造成了奇特的景观，成为德州为数不多的自然水上景色。前往

【沃斯堡牛仔城老城区】保留了完整的 19 世纪建筑风格，内在充溢着传统的牛仔文化气息，是感受德州

牛仔文化，品尝地道牛仔风味食物的最佳地。并有“传奇西部史，始于沃斯堡”的说法。晚上观看牛仔

竞技表演，并品尝当地特色牛肋骨。 

酒店：Holiday Inn/ Best Western 或同级 

【先锋广场】被喻为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城市雕塑-三个牛仔赶着长角牛上集市，充分体现了德州风情以及

德州的过去与现在。【迪利广场】的遇刺现场，两个中弹点分别被做了标记，在马路中央，地上一个大

白色的叉叉就是记认。【肯尼迪纪念碑】一座四四方方、没有屋顶、没有门窗，悬空支起的中空建筑，

代表和象征的是美国最年轻总统那种崇尚自由的灵魂和精神。【市政厅】是倒 V 字形建筑，是著名华裔

建筑设计师贝律铭的大作。【六楼博物馆】（外观）里面除了有相关肯尼迪生平到被暗杀的介绍，还在

当时凶手开枪的位置真实还原射击的场景，子弹就是从那里射出来的。 

酒店：Holiday Inn/ Best Western 或同级 

【橡树庄园】让人震撼，著名电影《夜访吸血鬼》的取景地。庄园历任主人都是贵族，可以明显感觉到

一种富有贵气的古典美。庄园也历尽沧桑，屋中的陈设精致辉煌，建筑大气， 家具摆设透着农家庄园的

古拙与粗犷，向世人展示那充满美国古典南方风味。28 棵大橡树更是‘镇园之宝’，都有 300 岁以上的

高龄。整个橡树庄园那种雄伟气魄是照片完全展示不出来的，必须要亲临体验。 



 

 

【沼泽游船】Swamp Tours 开始探险之旅，在原始的密西西比河湿地树林， 导游将向你揭示沼泽的奥

秘，了解为什么湿地是由于海岸侵蚀而消失。观赏短吻鳄，白头鹰等自然生态，白鹭，浣熊，海狸鼠、

鸭、龟和蛇等动物和许多的不知名的鸟和花。彷彿进入了亚马逊河流域一般，充满了未知，树木全都长

在沼泽地当中，即便泡在水中也不易腐烂毁朽掉！非常神奇！令人感叹大自然竟是如此的美丽。之后前

往美国南方历史古城-新奥尔良，建于 1718 年，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港城，以爵士乐发源地和法国克里

奥 (Creole) 文化闻名。既有加勒比海的浪漫色彩，又有美国南部的炽热情怀。晚上，自由活动或自费夜

游$25/人。  

进入法国区【Bourbon St】，Jazz 的发源地，感受当地著名的夜生活体验，领略法国贵族的醉生梦死，

纸醉金迷的“大快活”，夜夜笙歌，日日糜烂，充耳不闻埠外事的生活方式。进入 Jazz 酒吧，欣赏超高

水平的 Jazz 演奏，体验 Jazz 音乐文化，听着也让人倍感舒服。来到新奥尔良市中心【超级圆顶体育馆】

（Louisiana Superdome），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体育场。它一次可容纳 7.7 万人观看运动比赛。然后

来到【密西西比河河岸】，饱览新奥尔良的市区全景。 

酒店：Holiday Inn/ Best Western 或同级 

 

【法国区】，是当年法国人到新奥尔良定居后的聚集地，建筑具有法国风格，有很多酒吧和艺术画廊。

漫步于【皇家街】(Royal Street) 的古董商店，将会给你带来无数的惊喜。【杰克逊广场】为了纪念”新

奥尔良之战“的英雄安得鲁-杰克森将军，他的塑像就一直屹立在广场的中央。旁边的地标建筑【圣路易

斯大教堂】是美国最古老的连续开放的主教座堂，建于 1718 年。还可以去品尝对面的杜梦咖啡屋

“Cafe Du Monde”特色的新奥尔良小吃，法式咖啡和 beignet（一种撒了甜粉的炸面饼），味道很特

别，名声非常大。【French Market】是当地一大亮点，东西非常有特色价钱又便宜。风味美食“海鲜

市场”品尝价廉物美的小龙虾和各种当地海鲜。 

【国家二战模拟体验馆】是美国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登陆作战的迪斯尼式体验馆。诺曼底登陆日的

展览，语音历史区尤其精彩，非常生动，精彩纷呈，以极其微妙的手法，全面的展示了 20 世纪规模最大



 

 

的战争的风貌。最值得前往的战争馆，如同身临其境的感觉，是来新奥尔良当之无愧的必看景点。下午

返回休斯敦市區上车点。 

門票價目表 

Admission Tickets Fee 

成人 

Adult  

老人

(65+)       

兒童   

3-11       

新奧爾良 

橡樹莊園  Oak Alley Plantation $25 $25 $10 

沼澤生態遊船  Swamp Tour $34 $34 $26 

國家二戰模拟体验馆  National World War II Museum  $28 $24 $18 

新奧爾良夜游  New Orleans Night Tour $25 $25 $15 

沃斯堡 

牛仔竞技表演 Rodeo Show（Including Dinner） $25 $20 $20 

汉密尔顿国家公园Hamilton park（必选） $15 $15 $15 

聖安東尼奧 

骑警博物馆Buckhorn & Texas Ranger Museum  $22 $22 $17 

遊船夜遊(含船票)  Night Tour (Including Riverwalk 

Cruise)  

$35 $35 $25 

服務費每人每天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10 $10 $1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因季節而調整 

景點說明: 

（1）行程中的景點，参观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 

（2）参团行程中的活动时间和路程距离因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公司享有最终解释权。 

（3）如遇景點關門或節假日休息，導遊會依据實際情況而調整行程。 

（4）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接受自行帶票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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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導遊和司機）每人每天$10,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