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州《單州》六城 6 天全景遊（休斯顿接机） 
出发日期 团号 1&2 人同房 第 3 同房 第 4 同房 單人房 

Departure Dates: Tour code 1st and 2nd 3rd  4th  single 
四日 THUR、SUN H6H 685 0 430 960 

D1. 家园-休斯顿/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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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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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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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團體免费接机 9:00AM-10:00PM，与其他客人共乘交通车，送往酒店休息。（不含小费$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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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霍比机场(Hobby Airport)机场，收费接机：第 1，第 2 人共收 $100，每增加 1 人，加收$10。（小费已含）。或者客人自行前往酒店。 
休斯顿夜游$25/人： 
首先，我们来到蝙蝠桥等待太阳下山，在德克萨斯夜间，看看这个蝙蝠殖民地， 25 万只墨西哥无尾蝙蝠以此桥为家，昼伏夜出于布法罗河畔，在同一时间同时飞出的场面相当壮观。（我们安排在此地停留一小时，蝙蝠

每天都一定会出来觅食，由于蝙蝠每天出来觅食的时间不同，无法保证能够看到蝙蝠），然后到达 Memorial Park 山顶，观看休斯顿夜景全景的最佳地点。最后，来到 downtown 老历史区，剧院区和市政厅等著名建筑合

影留念。（6 人成团） 

酒店：Hyatt Place Airport ，Crowned Plaza Suites Sugar Land 或同级 

 
D2. 休斯顿市区游-夜游 NBA 观赛 
【莱斯大学】 是一所私立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以其精英的本科学部著称，小而精致，素有“南方哈佛”之称。【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是休斯顿最大的博物馆，包含固定展区，特别展区，星际馆，IMAX 电影院，及

蝴蝶馆。其中宝石部分不可不看，能源部分讲石油怎么形成，是很有特色的。【赫曼公园】绿树成荫，整体的陈设完美无缺，相当干净，可以在山顶上一览当地的风光。然后到达休斯顿市中心区，外观【丰田中心球馆】

NBA 火箭队的主场，当年姚明加入休斯顿火箭队。合影于市中心的【市政厅】显得非常有气势。下午来到【休斯顿太空中心】停留约 4 小时直到关馆。你会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参观：乘坐中心里面的游览车，观看发射塔，

地面控制中心，航天仪器测试、训练基地，并且进入太空穿梭机的内部一看究竟。参观很多珍贵的实物展品，用手触摸世界屈指可数的从月球上采集回来的岩石：月球石，阿波罗计划制造的真正实体的火箭。展览馆内陈

列着太空飞行员使用的器具、太空食物、宇航飞机等。还有免费观看多部震撼人心的 3D，4D 和 IMAX 大屏幕电影。5 天团行程晚上可以自费$25/人，前往观看火箭队篮球比赛，（导游帮忙购买球票费用自理）。 

酒店：Hyatt Place Airport ，Crowned Plaza Suites Sugar Land 或同级 

 
D3. 休斯顿-圣安东尼奥/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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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之塔】是城市最高建

筑，登上顶层，一览平原风貌，塔顶还有旋转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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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Alamo-自由的代价】最大的 IMAX 屏幕，1200 瓦的音响效果,感受当年战争惨烈情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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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于【西班牙村落】历史遗迹，是当年西班牙人最早居住的村落遗址。【日本花园】Tea Garden 景色优美，令人流连忘返。晚上自费夜游$35/人（含船票）。 
夜游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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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停留在【美洲之塔】前面合

影后，回酒店休息。 

酒店：Holiday Inn San Antonio-Dwtn (Market Sq.) ，Homewood Suites by Hilton 或同级 
 
D4. 圣安东尼奥-奥斯丁-沃思堡-达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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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于【湖上的绿洲】 The Oasis On Lake ，在特拉维斯湖东边的峭壁上，可以俯瞰整个特拉维斯湖以及壮观的景色。一个大餐厅里

面又分 4 个小餐厅，可以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偏好，是奥斯丁最著名的美食和景点结合的旅游圣地。下午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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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堡流水泉】几何造型的墙面设计，搭配遮阴高树，在这里可以感受水的美丽和力量。晚饭后，回酒店休息。如果时间允许，你可

以自费$25/人，前往观看小牛队篮球比赛（导游帮忙购买球票费用自理）。 

酒店：Hyatt Place Arlington ，Holiday Inn Rangers Ballpark 或同级 
 
D5. 沃思堡-达拉斯-休斯顿  
【六楼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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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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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历史博物馆】（外观）曾经是达拉斯第六法院，

古老而神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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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圆塔】登上达拉斯的地标，一览达拉斯景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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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体育馆】（途经）是 NBA 球队达拉斯小牛队的主场。 

酒店：Hyatt Place Airport ，Crowned Plaza Suites Sugar Land 或同级 

 
D6. 加尔维斯顿岛-家园/送机 
1838 年，加尔维斯顿市是“得克萨斯共和国”最大的城市，称为“南部的纽约”德州的很多第一就在这里诞生：第一份报纸、医学院、邮局、海军基地，教会学校、保险公司、歌剧院，孤儿院、第一条电话线和第一盏

电灯等。1900 年加尔维斯顿飓风造成巨大破坏，6000 人丧身。之后，人民开始搬到休斯顿，造就了休斯顿的发展。 
【升式鑽井船】，近海勘探鑽井，展示海上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的技術, 海上石油開採名人堂, 大型石油開採設備如防噴器，鑽桿和固井設備。從鑽井平臺建造到鑽井施工，從採油到油品的輸送，各個環節、工序的詳細介紹，

大量的模型、實物讓您目不暇接。内进【主教城堡宮殿】Bishop's Palace （又称 Gresham 城堡）耗時五年修建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是为铁路大亨 Walter Gresham 一家而建。【海港博物馆】和【苏格兰高桅横帆船】Elissa
号，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运作的帆船之一。1877 年开始工作，近距离观察这个游动的历史标记。这里是岛上必去地点！【海豚游船】或【鸭子船】出海近距离看海豚相互追逐游船的壮观场面，让人激动和兴奋不已，在

墨西哥湾上欣赏码头周边的历史建筑和城市全貌。【老历史区】，老建筑密布。这些上百年的建筑基本都是经历 1900 年的飓风而幸存下来的，它们立面复杂、细节繁缛，博物馆、艺术中心、画廊、剧院错落其中，古老

与现代交相辉映。地面上还保留了以前的红砖路，火车的轨道和站台，风格各异的酒吧餐厅，个性小店。就连街上的路灯，不是用电的哦，是烧煤油的呐。【海滨堤坝】从东向西足足绵延了几十英里，抵挡着来自墨西哥

畅游： 
* 6 大名城：休斯顿，圣安东尼奥，奥斯丁，沃思堡，达拉斯，加尔维

斯顿。 
*2 大名校：莱斯大学（南方哈佛），德州大学（南方斯坦福）。 
 
传说： 
德州“天龙潭” - 特拉维斯湖+绿洲餐厅*人杰地灵*沾染灵气 
天龙在天玩耍时看到该地，被人间美丽的风景征服了，把自己化身为河流长居

于此。据说该地能给人们带来幸运，消灾降福，增强运程。 
 
特色：  
1. “白”天游览新奥尔良“法国区”，城市地標“聖路易斯大教堂” 
2. “黑”夜游览新奥尔良，内进爵士乐发源地的音乐酒吧 
3. “全程”住宿商务豪华酒店 
4.   出海观看海豚群，亲近最聪明的动物     



湾的巨浪和飓风。海墙（seawall）大道上的海岛气氛将你完全包裹，仿佛到了普吉岛的感觉。午餐可以在码头游乐场“ 特色布巴甘蝦餐廳”<阿甘正傳>阿甘創建的餐厅。行程结束： IAH/7PM 后航班，Hobby Airport 自费

前往 7PM 后航班。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因季節而調整 
 
景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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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参观景点，本公司將有权利更改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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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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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顿夜游Houston Night Tour $25 $25 $15 
夜游（观看篮球比赛） $25 $25 $25 
德州牛扒餐 $35 $35 $35 

    
加尔维斯顿 成人 Adult  老人(65+)       兒童  3-11       
主教城堡  Bishop's Palace $12 $12 $9 
海洋之星近海勘探鑽井Offshore Drilling Rig & Museum  $10 $7 $6 
海港帆船博物馆ELISSA at Seaport Museum $13 $13 $10 
海豚游船（2选1）*Dolphin  Tour $11 $11 $6 
鸭子船（2选1）* Duck Tour $20 $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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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游（观看篮球比赛） $25 $25 $25 

    
聖安東尼奧 成人 Adult  老人(65+)       兒童  3-11       
骑警博物馆Buckhorn & Texas R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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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費每人每天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9 $9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