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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丁+聖安東尼奧 2日遊
產品資訊
產品編號

R0000424

出發日期

02/24/2020

團號

HS2

出發城市

休斯頓

目的地城市

休斯頓

目的地

聖安東尼奧、奧斯丁

行程天數

2天1晚

交通工具

汽車

產品價格
四人入住：$162 / 人

三人入住：$174 / 人

兩人入住：$198 / 人

單人入住：$297 / 人

出發班期
週日、週一
加開：7/4/2020

產品特色
1. 景點深度遊覽，告別走馬觀花。見識“大”德州，Everything is bigger in Texas or Texas size。
2. 全程含酒店早餐，每天享用早餐過後出發，全程零購物，真正輕鬆體驗精品遊。
3. 獨家遊覽德州議會內部、德州軍事博物館、美國著名戰場阿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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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州第一大的鐘乳石洞，“美國威尼斯”聖安東尼奧河濱步道，公立常春藤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5. 享用正宗德州牛排，德州BBQ，正宗墨西哥美食，最有名鹿角酒吧德州啤酒！（*自費）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交通費用（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7座商務，14人座高頂/中巴，或55-61座
巴士）；
2. 住宿（僅限兩日或以上行程，住宿晚數等於行程天數減一）；
3. 中英文服務人員(司機/導遊)；
4. 全程酒店早餐。

費用不含
1. 午餐和晚餐（導遊只負責安排）；
2. 行程中需要的機票，渡輪，部分景區/國家公園內的遊覽交通費用；
3. 景點門票費用（門票價格時常波動，不再另行通知。門票建議支付現金，在導遊處統一購買）；
4. 服務費（每人每天最低支付US$10，兒童/占座嬰兒按成人標準支付）；
5.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6.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價格說明
成人：$35.00；
老人(65+歲

聖安東尼奧特色夜遊(包含遊船船票) San
Antonio Night Tour

)：$30.00；
兒童 (2-11歲
)：$25.00；

美洲塔 Tower Of Americas

成人：$14.00；
老人(65+歲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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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價格說明

描述

)：$12.00；
兒童 (4-12歲
)：$11.00；
成人：$22.00；
老人(65+歲
鹿角野生動物＆騎警博物館 Buckhorn
Saloon& Texas Ranger Museum

)：$22.00；
兒童 (3-12歲
)：$17.00；

行程介紹

Day 1
全天

奧斯丁

汽車

聖安東尼奧（自費夜遊）

獨家深度導覽德州議會大樓，瞭解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曾是國家的州。隨後車遊德
克薩斯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獨家參觀德州軍事基地博物館。然後前往德州天然橋溶
洞。最後可參加聖安東尼奧夜遊。
行程安排：
奧斯丁 → 德州議會大樓（入內參觀，60分鐘）→ 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丁分校（車
遊20分鐘） → 德州軍事基地博物館（60分鐘）→ 聖安東尼奧夜遊（自費，160分
鐘）
特殊說明：
1.如遇議會大樓關閉，無法入內參觀，將改為外觀。
2.德州軍事基地博物館每週一固定關閉，出發前請查詢。進入軍事基地需攜帶有效身
份證件。
德克薩斯州議會大廈 Texas State Capitol
德克薩斯州議會大廈於1970年被列入國家史跡名錄，1986年被評為國家歷史地標
，長約173米，寬約88米，高94米，是美國最高的州立首府大廈，比國會大廈還要
高出七英尺。大廈由紅色花崗石建造，整體感覺宏偉壯觀。在大廈的頂部有一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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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尺的自由女神雕像，于1986-1987年加上的，使整個大廈更加出眾。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成立於1883年，是德克薩斯州大學系統中最主要的旗艦級
大學，也是美國最好的公立大學，其會計科目連續十年排名全美第一。奥斯丁在德
州中心位置，而德州大學位於市中心，距離穿過城市而流的德州科羅拉多河不遠。
在民風較偏保守的美國南方，奧斯丁是少數主張自由開放的都市，此與主張獨立創
新的大學校風，相輔相成。
德州軍事基地博物館 Texas Military Forces Museum
位於德州最大陸軍基地，收藏大量美軍退役軍用直升機、坦克，可供近距離拍照。
瞭解美國建國以來眾多著名軍事將領，以及反恐戰爭中美軍的培訓和裝備。
下午

天然橋溶洞 Natural Bridge Caverns
天然橋溶洞是德州最大的溶洞，三千萬年前，海洋淹沒了這片區域，地殼改變行程
了這個巨大的溶洞！溶洞的入口處有一條自然石板連接形成一個自然天橋的形狀
，所以稱之為天然橋洞，它是德州境內最大的“活”鐘乳石洞，號稱“景觀足以向雕塑
大師們挑戰”有高達30公尺的鐘乳石柱，國會圓頂式的鐘乳石，水晶吊燈式的玲瓏剔
透，可以看到河水注入蓄水層的壯觀景象。

晚上

聖安東尼奧夜遊 San Antonio Night Tours
去到美国着名的河滨步道夜景游船，彷佛置身于美国的威尼斯，在河边两岸种植很
多来自的南美的奇树美花，巨大桔子树和各种牛仔凋像，河裡小鸭游曳、岸上古老
的西班牙式教堂，小而精緻的纪念品店，而隐藏在这其中还有众多的圣安东尼奥精
緻的当地美食。

晚上

酒店：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San Antonio Downtown/Alamo Plaza或 同級
（含早餐）

Day 2

聖安東尼奧

汽車

休斯頓

清晨前往德克薩斯州的最偉大悲壯戰役原址：阿拉莫。這裡的一磚一瓦都提醒著德
州人民：銘記祖先為德州自由付出的代價。我們將去到有著 131年歷史的西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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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龍－內有鹿角野生動物＆騎警博物館，收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動物標本，收
藏百年的珍奇異獸，超過520種動植物，許多都是世界之最。我們還會去墨西哥之外
世界上最大的墨西哥雜貨市場，墨西哥手工工藝品應有盡有，還有美味的墨西哥麵
包房。還將登上美洲之塔，是1968到1996年間美國最高觀景塔。之後離開聖安東尼
奧後驅車回到休斯頓。
行程安排：
阿拉莫（60分鐘）→ 鹿角野生動物＆騎警博物館 （自費， 60分鐘）→ 墨西哥雜貨
市場（60分鐘）→美洲之塔 （自費，60分鐘）
上午

阿拉莫遺址 The Alamo
德克薩斯州的最偉大悲壯戰役原址，阿拉莫是200餘德州人對抗1800墨西哥軍隊
，血戰13天后全體壯烈犧牲的一場史詩級戰役。阿拉莫之戰過後，整個德州都以“銘
記阿拉莫！”為戰鬥衝鋒口號，最終贏得了德克薩斯的獨立。這裡的一磚一瓦都提醒
著德州人民：銘記祖先為德州自由付出的代價。
鹿角野生動物＆騎警博物館 Buckhorn Saloon& Texas Ranger Museum
收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動物標本，收藏百年的珍奇異獸，超過520種動植物，許
多都是世界之最。騎警博物館還向您展示西部騎警古董槍收藏，回顧重現粗獷豪邁
的西部小鎮。

下午

墨西哥雜貨市場 Historic Market Place
墨西哥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墨西哥雜貨市場，100多個當地傳統小商鋪，墨西哥小樂器
、特色大帽子，墨西哥手工工藝品應有盡有，還有美味的墨西哥麵包房。
美洲塔 Tower Of Americas
美洲之塔是一座高約230米的觀景塔，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東南部。該塔
由當地設計師設計而成，是1968年世界博覽會的主建築。它是美國歷史上1968年之
1996年間最高的觀景塔，立于赫密士費爾公園正中。乘坐電梯即可到達頂部觀景台
。頂部的休息室和旋轉餐廳，為遊人提供了放鬆和俯瞰全城的絕佳位置。融合了印
第安、墨西哥、西班牙及現代特色的聖安東尼奧城區，便如同歷史長河中的一幅畫
卷在眼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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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須知
預定限制
1、年齡限制：【不限制】；
2、是否需要證件號碼預訂：【不需要】；

退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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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門票費用退
還，報名團費不退還；
2. 取消條款如下：
a. 如果團組在出發前10日 (不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團費不扣，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務需參照酒店
規定而確定是否能退款。
b. 在出發前7日 (不含) 至 10日 (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50%團費，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務需
參照酒店規定而確定是否能退款。
c. 如果團組在出發前7日 (含) 至出發當天要求取消或出發當日末能準時參加者，作自動放棄論
，已付團費概不退還。
d. 如貴司或客人因個人原因 (無旅行證件、遲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於旅途中退出或末能參加行
程內任何行程，已付團費概不退還，也不會以其他服務賠償。

預訂須知
1. 18歲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長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2. 在行程實際出行中，導遊可能會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對您的行程進行適當調整（如景點遊覽
順序等），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3. 如遇景點臨時關門、節假日休息。導致該景點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
他景點代替以保證行程的豐富性。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 Pass。如您堅持使用自帶門票，我司將
不再提供旅行當日全天交通、導遊等服務，需您自行安排。
5. 如因特別情形(如天氣、修路、罷工、封山、旅遊車特殊狀況)造成車輛晚點，敬請見諒。
6. 此行程需要與其他遊客同乘車輛，為保證團上遊客權益，出發時請提前到達上車地點候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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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與集合時間請配合工作人員安排，避免出現超時而需個人額外支付費用的情況發生。
7.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需離隊，請務必征得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8. 參團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明和檔，如若遊客被拒絕入境，我司將不
提供免費送客服務。
9. 凡享受買二送一/買二送二優惠的客人，如提前取消，我們會按照取消條款來操作。若未提前取消
，且在出團當日未參團，我們將以現金的方式額外收取兩人入住價格的50%作為罰金。
10. 酒店安排會因季節有所改變， 如需要團上酒店資訊，請在團上與導遊確認。
11. 緊急聯係電話: (美國免費電話) （212）334-4222
12. 為普及旅遊安全知識及旅遊文明公約，使您的旅程順利圓滿完成，特制定 《遊客參團須知》
（點擊藍色字查看），請您認真閱讀並切實遵守。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休斯頓：唐人街，07:15出發；詳細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皇冠假日酒店，07:00出發；詳細地址：9090 Southwest Fwy, Houston, TX 77074；
離團地點
休斯頓：唐人街；詳細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皇冠假日酒店；詳細地址：9090 Southwest Fwy, Houston, TX 77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