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路《雙州》六城 8 天全景遊  
（休斯頓接機） 

出發日期 團號 1&2 人同房 第 3 同房 第 4 同房 單人房 

二，五 H8H $935 $0 $590 $1310 

從家園飛往休斯頓，美国第四大城。德州曾经是墨西哥的一部分, 也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德克萨斯共和国”。在合并入美国后的

今天，德州人民依然不悬挂美国旗而挂德州旗，居民热情豪爽，民风彪悍，并且具有很浓的当地文化特色，有别于美国其他地方，

体验不一样的美国。航班到達乔治-布什國際機場 (IAH)/霍比機場（HOU）,導遊在行李提取處等候您的到來，国际航班导游在出口处

等候，搭乘灰狗的客人導遊在大廳等候。 
A. 團體免費接機：IAH/HOU 两大机场以及灰狗车站（免费接机/接灰狗车站时间 9:00AM-10:00PM），与其他客人共乘交通车，送往

酒店休息。（不含小费$10/人） 
B.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单独交通车，无需等待。第 1，第 2 人共收 $100，每增加 1 人，加收$10；（小费已含）。 
酒店：Hyatt Place Airport /Crowned Plaza Suites Sugar Lan 或同級 
 

【聖安東尼奧】彎曲的河流穿過城市中心區域，譽為“美國的麗江”。西班牙文化遺址隨處可見，墨西哥的民族色彩也引人注目，還

有美國印第安人的傳統文化，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美洲之塔】是城市最高建築，登上頂層，一覽平原風貌，塔頂還有旋轉

餐廳。內進【阿拉莫歷史遺址】是這座城市的基石，象徵城市的精神和意志當年。只有不到 200 名士兵在此對戰幾千人的墨西哥軍

隊，英勇殺敵，以一抵十，奮戰 13 天后，全部犧牲，戰況慘烈。時至今日，人們依然無法忘記當初的口號“永記阿拉莫“。”阿拉莫

之戰“”圍城 13 天“”邊城英烈傳“等多部電影都是描述這段歷史。美國人中，無人不知，彷如中國的”甲午戰爭“。而這裡就是戰爭發生

的地點所在。觀賞【Alamo-自由的代價】最大的 IMAX 屏幕，1200 瓦的音響效果，感受當年戰爭慘烈情景。【徳克薩騎警博物館】

是歷史的宿影，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奇特動物標本，都是獨一無二的，美得讓人窒息。漫步於【西班牙村落】歷史遺跡，是當年西班

牙人最早居住的村落遺址。【日本花園】茶園景色優美，令人流連忘返。晚上自費夜遊$ 35 /人（含船票）。 
夜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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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邊品嚐美食一邊觀賞河上風光。還可以自由選擇乘船遊覽【都市運河遊船】用悠閒的方式遊

* 6 大名城：休斯頓，聖安東尼奧，奧斯汀，

沃思堡，達拉斯，新奧爾良。 
* 2 大名校：萊斯大學（南方哈佛），德州大

學（南方斯坦福）。 
 

*“漢密爾頓國家自然保護區” - 胡椒博士博

物館 - 塗鴉牆 

*“水墻公園”地標性建築 

*喬布什總統圖書館 

*泉水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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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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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之城”新奥尔良,品尝南方特色海鲜,

聆听纯正爵士乐，体验新奥尔良丰富夜生活 

5.全程入住商務豪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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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這個城市。並停留在【美洲之塔】前面合影後，回酒店休息。 
酒店：Holiday Inn San Antonio-Dwtn (Market Sq.) /Homewood Suites by Hilton 或同級 
 

前往美國的“矽丘” - 【奧斯汀】也是德克薩斯州的首府，是德州儀器，戴爾公司總部所在地，IBM，蘋果，谷歌，英特爾，eBay 等也

在當地設有分部。 【州議會大樓】國會大廈，建於 1878 年，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是奧斯汀的標誌性建築。大廈的高度比起

國會大廈還要高 3 米，之後流行一句話在德克薩斯州或德克薩斯州的規模）顯示德州的東西都要大一號。參觀【德州大學】建於

1883 年，主校園毗鄰奧斯汀的德州州政府。該校獲得的經濟資助和捐贈緊次於哈佛大學，名列全美前 10 位最有價值大學。我們繼

續前往奧斯汀最為文藝的【塗鴉牆】，眾多藝術家多年來的藝術創作給奧斯汀這個科技城市帶來了絲絲的感性氣息。接下來前往

【漢密爾頓自然保護區】，【漢密爾頓自然保護區】形成於幾千年之前，強有力的地下河水衝擊著脆弱的石灰岩造成了奇特的景觀，

成為德州為數不多的自然水上景色吃過午飯之後我們一路前往達拉斯，途中我們會參觀和可口可樂齊名的飲料公司 - 【胡椒博士博

博物館】進行參觀，胡椒博士成立於 1885 年，在博物館裡面可以看到整個胡椒博士飲料的發展歷史和原始生產線，同時也可品嚐新

鮮製作的胡椒博士飲料, 如果遇到籃球賽季，您還可以自費$25/人，前往觀看 NBA 籃球比賽（$25/人為交通費用，導遊幫忙購買球票

費用自理）。 
酒店：Hyatt Place Arlington/Holiday Inn Rangers Ballpark 或同級 
 

  
【先鋒廣場】被喻為世界上最具創意的城市雕塑 - 三個牛仔趕著長角牛上集市，充分體現了德州風情以及德州的過去與現在【迪利

廣場】的遇刺現場，兩個中彈點分別被做了標記，在馬路中央，地上一個大白色的叉叉就是記認。【肯尼迪紀念碑】一座四四方方，

沒有屋頂，沒有門窗，懸空支起的中空建築，代表和象徵的是美國最年輕總統那種崇尚自由的靈魂和精神。【聯盟圓塔】登上達拉

斯的地標，一覽達拉斯景色。【市政廳】是倒 V 字形建築，是著名華裔建築設計師貝律銘的大作。前往【沃斯堡牛仔城老城區】保

留了完整的 19 世紀建築風格，內在充溢著傳統的牛仔文化氣息，是感受德州牛仔文化，品嚐地道牛仔風味食物的最佳地。並有“傳
奇西部史，始於沃斯堡”的說法。【沃斯堡流水泉】幾何造型的牆面設計，搭配遮陰高樹，在這裡可以感受的美麗和力量。【六樓博

物館】裡面除了有相關肯尼迪生平到被暗殺的介紹，還在當時兇手開槍的位置真實還原射擊的場景，子彈就是從那裡射出來的。 
酒店：Hyatt Place Airport /Crowned Plaza Suites Sugar Land 或同級 
 

【橡樹莊園】讓人震撼，著名電影“夜訪吸血鬼”，“飄”，“亂世佳人”等的取景地。莊園歷任主人都是貴族，可以明顯感覺到一種富有

貴氣的古典美。莊園也歷盡 滄桑，屋中的陳設精緻輝煌，建築大氣，家具擺設透著農家莊園的古拙與粗獷，向世人展示那充滿美國

古典南方風味.28 棵大橡樹更是'鎮園之寶'，都有 300 歲以上的高齡。整個橡樹莊園那種雄偉氣魄是照片完全展示不出來的，必須要

親臨體驗。 
【沼澤遊船】Swamp Tours 開始探險之旅，在原始的密西西比河濕地樹林，導遊將向你揭示沼澤的奧秘，了解為什麼濕地是由於海

岸侵蝕而消失。觀賞短吻鱷，白頭鷹等自然生態，白鷺，浣熊，海狸鼠，鴨，龜和蛇等動物和許多的不知名的鳥和花。彷彿進入了

亞馬遜河流域一般，充滿了未知，樹木全都長在沼澤地當中，即便泡在水中也不易腐爛毀朽掉非常神奇令人感嘆大自然竟是如此的

美麗之後前往美國南方歷史古城 - ！。新奧爾良，建於 1718 年，僅次於紐約的第二大港城，以爵士樂發源地和法國克 里奧（Creole）
文化聞名。既有加勒比海的浪漫色彩，又有美國南部的熾熱情懷。晚上，自由活動或自費夜遊$ 25 /人。 
夜遊行程：進入法國區【Bourbon St】，爵士的發源地，感受當地著名的夜生活體驗，領略法國貴族的醉生夢死，紙醉金迷的“大快

活”，夜晚笙歌，日日糜爛，充耳不聞埠外事的生活 方式。進入 Jazz 酒吧，欣賞超高水平的 Jazz 演奏，體驗 Jazz 音樂文化，聽著也

讓人倍感舒服。來到新奧爾良市中心【路易斯安那 Superdome】，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內體育場。它一次可容納 7.7 萬人觀看運動比

賽。然後來到【密西西比河河岸】，飽覽新奧爾良的市區全景。 
酒店：Hyatt Regency Downtown/Hotel 504 French Quarter 或同級 
 

【法國區】，是當年法國人到新奧爾良定居後的聚集地，建築具有法國風格，有很多酒吧和藝術畫廊。漫步於【皇家街】（皇家街）

的古董商店，將會給你帶來無數的驚喜【傑克遜廣場】為了紀念“新奧爾良之戰”的英雄安得魯 - 。傑克森將軍，他的塑像就一直屹立

在廣場的中央旁邊的地標建築【聖路易斯大教堂】是美國最古老的連主開放的主教座堂，建於 1718 年。還可以去品嚐對面的杜夢咖

啡屋“Cafe Du Monde”特色的新奧爾良小吃，法式咖啡和 beignet（一種撒了甜粉的炸麵餅）味道很特別，名聲非常大。【景觀長廊】

“Moon Walk”.19 世紀修築的防洪堤，現在成為欣賞密西西比河和新奧爾良的最佳景點。【法國市場】是當地一大亮點，東西非常有

特色價錢又便宜。風味美食“海鮮市場”品嚐價廉物美的小龍蝦和各種當地海鮮。 
【國家二戰模擬體驗館】是美國記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登陸作戰的迪斯尼式體驗館。諾曼底登陸日的展覽，語音歷史區尤其精彩，

非常生動，精彩紛呈，以極其微妙的手法，全面的展示了 20 世紀規模最大的戰爭的風貌。最值得前往的戰爭館，如同身臨其境的感



覺，是來新奧爾良當之無愧的必看景點。下午返回休斯敦，晚餐後入住酒店。 
酒店： Hyatt Place Airport/Crowned Plaza Suites Sugar Land 或同級 

【萊斯大學】是一所私立的研究型綜合性大學，以其精英的本科學部著稱，小而精緻，素有“南方哈佛”之稱。【休斯頓自然科學博

物館】是休斯頓最大的博物館，固定展區，特別展區，星際館，IMAX 電影院，及蝴蝶館。其中寶石部分不可不看，能源部分講石油

怎麼形成，是很有特色的。【水牆公園】25 年來一直作為休斯頓的地標性建築，是休斯頓的必打卡之地，佔地將近三英畝的水牆公

園無論從設計還是娛樂性都一直在休斯頓的公共綠地中佔著一席之地。外觀【豐田中心球館】NBA 火箭隊的主場，當年姚明加入休

斯頓火箭隊下午來到【休斯頓太空中心】停留約 4 小時直到關館你會有非常充足的時間參觀：。乘坐中心裡面的遊覽車，觀看發射

塔，地面控制中心，航天儀器測試，訓練基地，並且進入太空穿梭機的內部一看究竟。參觀很多珍貴的實展品，用手觸摸世界屈指

可數的從月球上採集回來的岩石：。月球石，阿波羅計劃製造的真正實體的火箭展覽館內陳列著太空飛行員使用的器具，太空食物，

宇航飛機等還有免費觀看多部震撼人心的 3D，4D 和 IMAX 大屏幕電影。如果遇到籃球賽季，您還可以自費$25/人，前往觀看 NBA
籃球比賽（$25/人為交通費用，導遊幫忙購買球票費用自理）。 
酒店： Hyatt Place Airport /Crowned Plaza Suites Sugar Land 或同級 
 

【老布什圖書馆】按坐落在德州農工大學的校區之內，按照美國總統卸任之後的傳統，老布什把他的圖書館建造在他生活最久的地

方-德州，圖書館也可以說是一個小型的博物館，裡面擺滿了布什總統政治生涯當中各個不同時期的照片和不同國家元首贈送的禮物，

圖書館記錄了布什總統從孩童時代一直到現在的整個生活軌跡，同時也記載著布什執政時期美國所發生的所有的重要事件。接下來

我們前往【泉水古鎮】，泉水古鎮最早由西班牙人和法國人建立，最初的目的是和真正的美國人，當地的印第安人部落做交易，古

鎮目前還保留著許多上世紀的古老建築，漫步在街區當中仿佛穿越回以前的時光，街區中也也有很多藝術品小店，特色小吃，形形

色色的紀念品店，同時也是每年小龍蝦節舉行的地方。 
行程結束：免費送至 IAH/HOU 機場/休斯頓灰狗車站，請訂 8pm 以後航班/巴士！ 
（星期五出發的客人行程結束當天可以送往 DFW 機場，請訂 4pm 之後的航班） 
 
行程顺序： 
出发日期 二 
Day 1 家園 - 休斯頓 
Day 2 休斯頓 - 聖安東尼奧/夜遊 
Day 3 聖安東尼奧 - 奧斯汀 - 達拉斯 
Day 4 沃思堡-達拉斯- 休斯頓 
Day 5 休斯顿-新奥尔良/夜游 
Day 6 新奧爾良-休斯頓 
Day 7 休斯頓市區遊 
Day 8 休斯頓周边游 
 
免費送機/灰狗車站： 

 
IAH/HOU 機場/休斯頓灰狗車站請訂 8pm 以後航班/巴士 

 

出发日期 五 
Day 1 家園 - 休斯頓 
Day 2 休斯顿-新奥尔良/夜游 
Day 3 新奧爾良-休斯頓 
Day 4 休斯頓市區遊 
Day 5 休斯頓周边游 
Day 6 休斯頓 - 聖安東尼奧/夜遊 
Day 7 聖安東尼奧 - 奧斯汀 - 達拉斯 
Day 8 沃思堡-達拉斯- 休斯頓 
 
免費送機/灰狗車站： 

DFW 機場請訂 4pm 以後航班 
IAH/HOU 機場/休斯頓灰狗車站請訂 8pm 以後航班/巴士 

 

 

 



門票價目表： 
聖安東尼奧 成人 Adult  老人(65+)       兒童  3-11       
骑警博物馆Buckhorn & Texas RangSer Museum  $22 $22 $17 

美洲之塔Tower of the Americas $13 $11 $10 
IMAX（Alamo-自由的代价） $15 $13 $11 
遊船夜遊(含船票)  Night Tour (Including Riverwalk Cruise)  $35 $35 $25 
德州牛扒餐  TX Steak Dinner $35 $35 $35 
    
奧斯汀 成人 Adult  老人(65+)       兒童  3-11       
漢密爾頓自然保護區  Hamilton Pool Preserve（必付套票） $15 $12 $10 
    
達拉斯 成人 Adult  老人(65+)       兒童  3-11       
六樓博物館  Sixth Floor Museum  $16 $14 $13 
重逢塔  Reunion Tower  $19 $16 $10 
胡椒博士博物館 Dr Pepper Museum $10 $8 $6 
夜游（观看篮球比赛） $25 $25 $25 
    
新奧爾良 成人 Adult  老人(65+)       兒童  3-11       
橡樹莊園  Oak Alley Plantation $22 $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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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4 $18 
夜游  New Orleans Night Tour $25 $25 $15 
    
休斯頓 成人 Adult  老人(65+)       兒童  3-11       
美國宇航局太空中心  NASA Space Center  $30 $28 $25 
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25 $15 $15 
布什圖書館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9 $7 $3 
夜游（观看篮球比赛）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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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