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斯頓出發 8 天 7 夜 

出發日期：週四，週六 

團號：APH8 

價格目錄： 

兩人一房 第 3，4人同房 單人房  

$938 /人 $591/人 $1313/人  

 

 

獨家特色: 

1.景點深度遊覽，告別走馬觀花。 

2.全程含酒店早餐，每天享用早餐過後出發，真正輕鬆體驗遊。 

3.新奧爾良獨家入住價值不菲的法國區 (French Quarter) 景區酒店！感受世界爵士樂之都的魅力。 

4. 融入西部牛仔生活，領略 “牛仔精神”，親眼見證套牛、趕牛、長角牛遊行等精彩表演。 

5. 名校之旅：參觀“南方哈佛”萊斯大學，“公立常春藤”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暢遊：6大名城 

休斯頓，達拉斯，沃斯堡，奧斯丁，聖安東尼奧，新奧爾良 

送機信息： 

出發日期:(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週四，週六 

休斯頓喬治布希國際機場(IAH)或者 

休斯頓國際威廉·P·霍比機場(機場代

碼：HOU) 

請定 8PM以後的航班 

週四，週六 

 
1. 團體免費 IAH （休斯頓喬治布希國際機場）或者休斯頓國際威廉·P·霍比機場(機場代碼：HOU)   接機：9:00AM-10:00PM，需要在

機場等候其他同一時間抵達航班旅客； 

2. 個人自費接機：24小時，隨接隨走。 

a. IAH第 1，2人共收美金$100，每增加 1人，加美金$20。 

b. HOU第 1，2人共收美金$100，每增加 1人，加美金$20。 

 

 

第一天 家園-酒店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准。 



對於 IAH（休斯頓喬治布希國際機場）或者休斯頓國際威廉·P·霍比機場(機場代碼：HOU)抵達的客人，我們

將會提供免費接機服務，導遊會在出口處等待客人，抵達後請聯繫 IAH接機熱線：866-585-8747，接上

您後，對於航班在下午 3PM之前的客人，由於酒店入住時間未到，我們將會幫助您妥善安置行李。您可

以選擇去逛街購物，或留在酒店大堂休息。我們的免費接機時間為 9AM-10PM。超出接機時間您可以選

擇付費接機或打車回酒店。酒店導遊將會為您準備好房卡，參團注意事項，早餐券等。 

酒店: Crowne Plaza Near Sugar Land或同級 

 

第二天 休斯頓-達拉斯 

享用過早餐後，出發前往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 

 休斯頓是美國“恐龍之鄉”，這裡收藏著全美最大的恐龍化石。我們也會參觀著名的埃及木乃伊

館，樹木年輪館，蝴蝶館等等。 

 離開博物館後，我們將會去到萊斯大學。萊斯大學素有“南方哈佛”之稱，是全美私立高等學

府之一。在校園裡瞻仰威廉萊斯先生雕塑，“暮光之城”藝術雕塑，遠眺仿佛雕塑懸浮在空中。 

 之後前往火箭隊主場—豐田中心。這裡是姚明效力數載的隊伍，退役後入選名人堂，偉大的 11

號球衣掛在豐田中心球場室內頂端。 

 我們也將去到警官紀念公園，觀賞休斯頓市區的天際線。 

途經赫曼公園，休斯頓動物園，離開休斯頓後，驅車前往達拉斯。 

酒店: Holiday Inn Garland 或同級 

第三天 達拉斯-沃斯堡 

享用過早餐後，沿著歷史的足跡，首先來到喬治布希總統圖書館。 

 您將會步入白宮一比一還原的總統辦公室，坐在橢圓形桌上體驗做總統的責任與使命；飛越華盛

頓 DC，讓您身臨其境美國政治中心；911事件全程追蹤，總統決策中心讓您體驗總統如何在各國

家部門意見中權衡利弊。 

 離開總統圖書館後驅車前往美國牛仔之都—沃斯堡，Stockyard古樸小鎮至今仍保留了當年西部

拓荒的原始面貌，我們將會漫步牛仔小鎮，觀看長角牛遊行，並在這裡享用午餐，仿佛穿越回

19世紀牛仔盛行的時代。 

 下午去到達拉斯“永遠的傷痕”，甘迺迪總統被暗殺的地方：迪利廣場。六樓博物館為您重現

當年的場景，多角度、深層次回顧美國歷史上最年輕有為總統的傳奇故事，以及歷史上最受爭議

的一次暗殺。 

 之後前往達拉斯叢林生態館，進入叢林深處探索未知的大自然。瘋狂動物城裡最閃亮的“Flash”

樹懶，火烈鳥，黑豹等珍稀動物都是館內不可錯過的亮點。 



 我們也會去達拉斯藝術區，領略室外的藝術和燦爛的建築，大量的戶外創作區與藝術工作室讓

您感受到達拉斯的人文氣息。 

 最後，登上達拉斯重逢塔，從 470英尺高空全方位觀賞 32英里內的景色。重逢塔觀景台的觸摸

電子屏設計，讓您彈指之間將眼前的景致與歷史盡收囊中。 

途經巨大眼球雕塑, 先鋒廣場, 小牛隊主場：美國航空中心體育館。 

酒店: Holiday Inn Garland 或同級 

 

第四天 奧斯丁-聖安東尼奧（夜遊） 

享用過早餐後，驅車前往德州首府：奧斯丁。 

 獨家深度導覽德州議會大樓（全美最高議會大廈，比 DC的國會山莊要高 14英尺，如遇議會大

樓關閉，無法入內參觀，將改為外觀），瞭解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曾是國家的州：德克薩斯孤星

共和國。這裡曾是西班牙，法國，墨西哥殖民地，在山姆休斯頓的領導下擊敗墨西哥大軍成功取

得獨立，數年之後加入美國。南北戰爭時期隨著南方獨立加入美利堅聯盟國，之後再次回歸美利

堅合眾國。這片土地上先後被上述六個國家統治過，這便是“六旗”的來歷。在德州議會大樓裡

面，我們可以深度參觀參眾兩院，法院，州長接待室，議會圖書館。 

 我們也將去到全美最好的公立大學之一：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丁分校。雄偉的噴泉，雕塑，奧

斯丁大學塔，讓您沉醉于美麗的校園風景內。 

 途經希望現代戶外藝術長廊，驅車前往聖安東尼奧。路上停靠美國大型超市，供您補給旅途所

需。之後抵達聖安東尼奧的酒店，稍作休整。 

 晚上可選擇參加自費聖安東尼奧夜遊（$35/人，包含價值$10門票的河濱步道夜景遊船），與友

誼雕塑，美洲之塔拍照留念，去到最有名的河濱步道夜景遊船，仿佛置身於美國的威尼斯，河邊

遊人如織悠閒雅致。最後將會為您獻上一場宏大震撼的神秘燈光秀，必將令您終生難忘。 

酒店: Best Western Plus Fiesta San Antonio 或同級 

 

第五天 聖安東尼奧-休斯頓 

享用過早餐後，出發前往德克薩斯州的最偉大悲壯戰役原址：阿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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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們將帶您去河濱步道，感受兩岸餐廳林立風光旖旎。離開聖安東尼奧後，途經馬刺隊主

場 AT&T中心球館，驅車回到休斯頓。 



 我們會來到著名的喬治農場。喬治農場是德克薩斯州第一代農場主莊園，參觀 1830年的農場小

屋，鐵匠作坊，瞭解南方種植棉花及畜牧的農場生活。在這裡，我們也將有幸參觀德州最有名的

牛仔表演：套牛，趕牛，為牛進行治病與護理等，都是牛仔的必備技能。 

離開農場後回到休斯頓酒店。 

酒店: Crowne Plaza Near Sugar Land或同級 

 

第六天 休斯頓-新奧爾良 

享用過早餐後，驅車前往新奧爾良。 

 首先去到橡樹莊園，這裡是美國南部莊園的縮影，名揚世界的《飄》就是在那段歷史背景下，

發生在南方的故事。我們將穿過 300多年樹齡的橡樹大道，復古著裝的僕人會帶您走進莊園主人

的生活。 

 之後去到沼澤濕地生態遊船，沿著蜿蜒的河道坐船進入到原始叢林，由於水面廣闊、有一定深

度，水中也可以長出參天大樹。遊船會帶我們經過鱷魚最喜歡出沒的地方，也會尋找其他鳥類，

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浣熊一家在沼澤出沒。 

 接下來我們將會去到新奧爾良世界聞名的法國區(French Quarter)景區酒店入住.導遊會為您提

供我們精心製作的法國區中文地圖，您可以遊覽熱鬧的波旁街，喝一杯 Café De Monde的咖啡，

品嘗當地的 Cajun小龍蝦，鱷魚肉，生蠔，處處彌漫著法國風情。 

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French Quarter/Hotel 504 French Quarter或同級 

第七天 新奧爾良-休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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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樂蒸汽觀光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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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Crowne Plaza Near Sugar Land或同級 

 



第八天 休斯頓-家園 

享用過早餐後，前往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戰艦博物館。 

 這是唯一一個參加過一戰和二戰的驅逐艦“德克薩斯號”。 

 聖賈辛托紀念碑—360度角度立體孤星，全美最高獨立紀念碑，比華盛頓 DC的紀念碑高出 20英

尺。這裡紀念了德克薩斯獨立最重要的一場戰役，山姆休斯頓以少勝多，俘虜了墨西哥總統聖安

納。紀念碑石料均為本土化石，揭示了美國石油重鎮：德克薩斯州的起源。 

 之後驅車前往美國宇航局太空中心。1969年阿波羅 11號降落月球後，阿姆斯壯對指揮中心和整

個世界說的第一句話是‚休斯頓，這裡是靜海基地。‘鷹’著陸成功‛ 。因此人類在月球上說

的第一個詞就是‚休斯頓‛。我們將會乘坐小火車參觀火箭公園，太空控制中心，宇航員訓練中

心，太空梭，航空航太史大電影等等。近距離觀看並觸摸“月球石”與“火星石”。 

行程結束後請選擇 IAH/HOU機場 8PM以後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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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每天$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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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yr+)      

Senior 

兒童         

 Children 

休斯頓區域  Houston:    

美國宇航局太空中心  NASA Space Center $29.95 $27.95 $24.95(4-11yr) 

喬治農場  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 $10 $9(62+) $5(5-15yr) 

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25 $15(62+) $15(3-11yr) 

達拉斯區域  Dallas:    

喬治布希總統圖書館  George W Bush Library $19 $16(62+) 
$13(5-12yr) 

$17(13-17yr) 

六樓博物館  Sixth Floor Museum $16 $14 $13(6-18yr) 

達拉斯重逢塔  Reunion Tower $17 $14 $8(4-12yr) 

達拉斯叢林生態館  The Dallas World Aquarium $20.95+tax $16.95 + tax 
$14.95 + tax  

(2-12yr) 

聖安東尼奧區域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奧特色夜遊(包含遊船船票)  Night Tour 

(Including Riverwalk Cruise) 
$35 $35 $25(2-11yr) 

新奧爾良區域  New Orleans:    

橡樹莊園  Oak Alley Plantation $22 $22 
$8(13-18yr) 

$5(6-12yr) 

沼澤生態遊船  Swamp Tour $27 $27 $16(4-12yr) 

國家二戰博物館  National World War II Museum $26 $22.5 
$16.50 

(under 12yr)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密西西比河爵士樂蒸汽船(含午餐)  Jazz 

Steamboat Mississippi including lunch 
$44 $44 

$22(6-12yr) 

$9(2-5yr) 

服務費每人每天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8.00 $8.00 $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