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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奧爾良 3 天 2 夜（休斯頓當地出發） 

 

出發日期：周五（1/26/2018 起全年出發） 

團號：HN3      

價格目錄：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288/位 $181 $181 $432 

 

上下車地點： 

上車地點 地址 出發時間 

Crowne Plaza 

Near Sugar Land 
9090 Southwest Fwy, Houston, TX 77074 8:00 AM 

休斯頓唐人街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8:15 AM 

 

行程特色： 

1. 全程含酒店早餐，每天享用早餐過後出發，真正輕鬆體驗遊。 

2. 感受新奧爾良世界爵士樂之都的魅力。 

3. 将有机会观看 NBA 球队新奥尔良鹈鹕队主场比赛。 

4. 參觀“加勒比海盜”的最愛—朗姆酒廠，巴圖魯日登頂全美最高州議會大樓。 

5. 深度探索橡樹莊園、沼澤遊船、狂歡節世界、花園區、二戰博物館、蒸汽船，新奧

爾良最著名景點一網打盡  

 

第一天：休斯頓-朗姆酒廠品酒-巴吞魯日-新奧爾良法國區 

早上出發，前往路易士安娜州。參觀全美國最大的私人手工釀酒廠：Bayou 朗姆酒廠。

Bayou 朗姆酒原料選用查理斯湖盛產的上好蔗糖，經發酵、蒸餾、陳釀而成，是“加勒比海

盜”傑克船長的最愛。接下來前往路易士安娜州首府巴吞魯日，登頂全美最高州議會大樓，

位於巴吞魯日(Baton Rouge)的州議會大廈樓高 34 層，總高度 450 英呎，是阿拉巴馬州石

灰石鋪就的摩天大樓，裝飾藝術的風格屬於 1920年代末期，古建築大大簡化了古典主義

的一個代表。作為美國受法國影響最大的州，路州部分地區仍通用法語，州政治體系也與

美國其他州有所不同。之后我们将前往位於美國南部路易西安納州新奧尔良，建於 1917

年，為該州第一大城也是知名歷史古城，因早期為法國殖民地，後來又因為戰役割讓給了

西班牙，因此紐奧爾良市充滿了濃濃的法國風情與西班牙的建築風格。而這個城市的名字

也是為了紀念奧爾良公爵腓力二世，當時的法國攝政王。新奧爾良的《法國區(French 

Quarter)》，全區被列為國家歷史地標， 以傑克遜廣場為中心，這裡保留著許多早期法國、

西班牙式建築，如皇家街(Royal Street)，卡比利多(Cabildo)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市政廳，

普瑞思貝提爾(Presbytere)為英國殖民地時代教會辦公室和法院、修道院、法國市場(Old 

French Market)以及古老的公寓住宅等都是其代表。西班牙式的突出二樓陽台、鐵鑄雕花欄

杆被暱稱為「PATIO」，建築色彩繽紛用色大膽，半開的門縫中流溢的爵士藍調旋律，非

常具有異國風情! 位於傑克遜廣場的聖路易大教堂(St. Louis Cathedral) 雄偉壯麗，也是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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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建築風格，為美國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我们将会在纸醉金迷的波旁街，波旁街(Bourbon 

Street)》為知名的紅燈區與夜店區，也是紐奧良市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街上有酒吧、音樂

餐廳、海鮮餐廳以及另人臉紅心跳的特種營業場所招牌。兩排的建築也是採西班牙式的兩

層樓突出鐵欄杆陽台，陽台上的露天酒吧是旅客的最愛，手拿一瓶啤酒，觀賞著來往的路

人也同時被觀賞著。這裡也是美國最大嘉年華會 MARDI GRAS 的遊行必經之地，成串數

以萬計的珍珠鍊子自兩旁的陽台一擲而下，非常壯觀。探秘皇室古董街漫步。您可以吃到

各式做法的美味无比的生蚝、小龙虾，再去隔壁爵士乐演奏厅来一场顶级的爵士乐盛宴，

真正体会到法国文化夜生活。或漫步去杰克逊广场喝一杯 Café De Monde 的法式咖啡牛奶

和品尝法式甜甜圈，如您是咖啡愛好者, 可別錯過品嚐一杯招牌法式牛奶咖啡 (Cafe au Lait) 

及沾滿細糖粉的法式甜甜圈。該咖啡店於 1862 年成立, 每天 24 小時營業。 

。乘坐著名的新奥尔良法语区马车游览，当地车夫会带您领略关于法语区的名人轶事、百

万豪宅、特色酒店和鬼屋酒吧。（当晚如有 NBA 新奥尔良鹈鹕比赛可协助预定门票和自

费接送服务） 

酒店：Wingate by Wyndham Slidell/New Orleans East Area或同級 

 

第二天：橡樹莊園-沼澤濕地生態遊船-新奧爾良狂歡節世界-花園區-法國區 

享用過早餐後出發。首先来到新奧爾良狂歡節世界。記錄了每年新奧爾良 Mardi Gras 狂歡

節遊行的籌備過程與成果。從一部紀錄片電影開始，小到面具製作，大到花車彩車，全方

位展現這一集華麗、宏偉等一切美好事物集中在一起的狂歡節。新奧爾良花園區以精美的

老建築而聞名，在這裡蘊藏著新奧爾良社後的歷史和豐富的傳奇故事，《夜訪吸血鬼》便

是以這裡作為背景。當然，花園區最有特色的就是不同形式的建築，希臘復興式和哥特式

的建築之外，還有很多有新奧爾良特色的景觀，悠久的歷史造就了花園街區古老而又精緻

的神韻。漫步在著名聖查理斯大道，两排百万豪宅和传统美国南方的花园设计，游览杜蘭

大學和洛約拉天主教大學。午餐将去花园区有名原生态农夫市场补给食物、水果和零食吧。 

下午我们将去到橡樹莊園，這裡是美國南部莊園的縮影，著名电影《夜访吸血鬼》取景地，

《乱世佳人》也是在那段歷史背景下，發生在南方的故事。我們將穿過 28棵 300 多年樹

齡的镇园之宝橡樹大道，據稱比建築物本身還要老上一百年（早在莊園成立之前，一個法

國人種植的）。這條橡樹大道長達四分之一英哩，大部分橡樹的樹根早已盤踞出一大片堅

固基底，漫步在樹蔭之間感覺很棒！復古著裝的僕人會帶您走進美国古典南方莊園主人的

生活。之後去到沼澤濕地生態遊船，船长是操着浓重口音典型的南方大汉，带领我们沿著

蜿蜒的河道進入到原始叢林，向您揭示沼泽和湿地的奥秘，宛如深入亚马逊热带雨林。沼

泽里能看到短尾鳄、蛇、龟、白鹭、小浣熊还有从水中長出的參天大樹，讲解路州巫毒文

化。遊船會帶我們經過鱷魚最喜歡出沒的地方，你会惊喜的发现鳄鱼最爱吃的居然是棉花

糖。 

酒店: Wingate by Wyndham Slidell/New Orleans East Area或同級 

 

第三天：國家二戰博物館-密西西比河爵士樂蒸汽船 

享用過早餐後，我們將會去到美國國家二戰博物館。進入後每個人會拿到一張身份證件卡，

憑此卡可以坐火車奔赴前線的士兵體驗開始，解鎖您的人物角色故事。參觀希特勒展館，

太平洋戰區、歐洲站區展館。當年諾曼地登陸的希金斯兩栖作戰船，設計與建造都是在新

奧爾良完成，因此新奧爾良扮演了諾曼地登陸的重要角色。中午時分我們將會登上古老的

Natchez 爵士樂蒸汽觀光船。密西西比河是美國最大的水系也是世界第四大長的河流，因

為它支流眾多，美國人又尊稱為「老人河」。密西西比河運價值很大，運輸量曾經在 2億

噸以上。美國最著名的小說家馬克吐溫，特別喜歡以密西西比河當做他許多作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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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知名的就是家喻戶曉的”湯姆歷險記”。搭乘古老的蒸氣船遊密西西比可遙想當年兩岸的

盛景，為時兩小時的船程，船上也會廣播介紹馬克吐溫的歷史故事。在密西西比河上盡情

享受悠揚悅耳的爵士樂，與船上遊客一起載歌載舞，仿佛回到了五十年代。世界爵士樂誕

生地新奧爾良，在這裡，您才會欣賞到最正宗的爵士樂。我們將在船上享用一頓傳統的美

國南方午餐，參觀蒸汽船機器室瞭解蒸汽動力原理，蒸汽船特有的管道演奏別致有趣。之

後，我們將會告別新奧爾良，驅車回到休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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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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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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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兒童
Children 

橡树庄园 Oak Alley Plantation $22 $22 
$8(13-18yr) 

$5(6-12yr) 

新奥尔良狂欢节世界 Mardi Gras World $20 $16 $13 

沼泽生态游船 Swamp Tour $27 $27 $16(4-12yr) 

国家二战博物馆 National World War II Museum $26 $22.50 
$16.50(under 

12yr) 

密西西比河爵士乐蒸汽船（含午餐）Jazz 

Steamboat Mississippi （Including Lunch） 
$44 $44 

$22(6-12yr) 

$9(2-5yr) 

法语区马车游 Royal Carriages French Quarter $20 $20 $20(2-12yr)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