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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母親河密西西比河 9 日遊（芝加哥接機）
參團信息：
團號
出發日期
售價

APIT9
週二（2019 年 4-12 月）
加開日期（2019）：1/1, 1/15, 1/29, 2/12, 2/26, 3/12, 3/26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1058/位

$295

$725

$1587

行程特色：
1. 貫穿美國中部南北大陸，南北文化深度對比。
2. 完整解讀中部本土地理風情。
3. 景點深度遊覽，告別走馬觀花。
4. 新奧爾良經典滿分景點：密西西比河、橡樹莊園、沼澤濕地生態遊船，二戰博物館、蒸汽船。
5. 將有機會觀看 NBA 三大球隊主場比賽：休斯頓火箭，聖安東尼奧馬刺，新奧爾良鵜鶘。
6. 見識“大”德州，Everything is bigger in Texas or Texas size。
7. 獨家遊覽德州議會內部，德州百年牧場，世界最大的鄉村酒吧，德州第一大的鐘乳石洞，最有名鹿角
酒吧德州啤酒，“美國威尼斯”聖安東尼奧河濱步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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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享用正宗德州牛排 BBQ，墨西哥美食，新奧爾良生蠔小龍蝦，正宗 Cajun 美食，世界著名爵士樂酒
吧
暢遊：芝加哥、聖路易士、孟菲斯、奧斯丁、聖安東尼奧、新奧爾良、休斯頓
接機信息：
1. 芝加哥 ORD 機場團體免費機場接機：9:00AM - 9: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2. 芝加哥 MDW 無免費接機。
3.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2 人$120 美元，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10 元。
送機信息：
•

休斯頓喬治布希國際機場 IAH：請預定 18:30 後起飛的航班

•

休斯頓國際威廉 P 霍比機場 HOU：請預定 18:30 後起飛的航班

•

或者選擇休斯頓唐人街、Crowne Plaza Near Sugar Land 酒店離團

行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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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家園 – 芝加哥市（夜遊）
參考酒店：Best Western Plus O’Hare International South Hotel 或同級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準。
由原居地飛往芝加哥，導遊在機場行李出口處的等候廳（Baggage Claim）等候，定時班車送往酒店休息。
O’Hare 機場（導遊免費接機 9am-9pm，其他時間, 可選擇自行到機場酒店或自費接機，Midway 機場
不接機，客人需自行前往酒店）。3:00pm 之前到達集合點，免費送往 Fashion Outlets 自由購物。5PM
前到達酒店，可以自費$25 參加夜遊。夜遊 4 人以上成行。
【芝加哥夜遊】
從千禧公園的皇冠噴泉開始，下一站是密西根大道，您可以在此看華麗一英裡的夜色繁華並在芝加哥河邊
漫步欣賞河邊夜景。最後一站前往密西根湖邊欣賞芝加哥世界級的城市天際線。

第二天

芝加哥市區遊
參考酒店：Best Western Plus O’Hare International South Hotel 或同級

這是全美最佳建築典範城市；這有世界聞名的城市園林— 千禧公園；這有奇偉設計雲之門，巨城之鏡看城
市倩影；這有世界最大的人工噴泉，白金漢噴泉；這有美中遊客最多的湖濱樂園，曾經在五大湖裏的美軍
海軍基地如今變為綜合遊樂場；這裡是芝加哥。
行程安排：
千禧公園 &雲門（20 分鐘）→ 格蘭特公園 （10 分鐘）→ 芝加哥大劇院（自費，60 分鐘）→ 芝加哥藝術
博物館（自費，120 分鐘）→ 老水塔（15 分鐘）→ 密西根大道（30 分鐘）→ 芝加哥建築遊船（自費，
75 分鐘）→ 360 芝加哥（自費，含傾斜玻璃觀景台，75 分鐘）
行程中途經：白金漢噴泉，海軍碼頭，玉米大樓，川普大廈，威利斯塔
備註：芝加哥建築遊船冬季關閉。

千禧公園 Millennium Park
千禧公園是芝加哥的一座大型城市公園，公園的一邊是芝加哥最繁華的密西根大街，另一邊則是風景秀麗
的密西根湖。置身公園中，處處可見後現代建築風格的印記，因此也有專業人士將此公園視為展現後現代
建築風格的集中地。其中露天音樂廳、雲門和皇冠噴泉則是千禧公園中最具代表的三大後現代建築。
芝加哥大劇院 Chicago Theater
芝加哥劇院於 1921 年 10 月 26 日開業，曾因宏偉壯麗的建築風格、優雅的大廳、宏偉的樓梯和美麗的禮
堂被當時的人們稱之為“世界奇跡劇院”，由尼利厄斯和喬治拉普設計也是美國第一個大型豪華的電影宮
殿。劇院於 1986 年 9 月 10 日重新開放，主要為西納特拉的表演。自那時以來，娛樂圈的最亮的恒星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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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偉大的作品開始登上了舞臺，包括奧爾曼兄弟樂隊、布魯斯旅行者、埃倫德傑尼勒斯、艾瑞莎、凱茜格裡芬、吉普賽國王，靛藍女孩等等。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創建於 1891 年，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美術展覽館之一，也是當今美國三大美術館之一。
館內收藏了上下五千年、縱橫五大洲的藝術珍品，簡直可以稱為是萬國博物館。尤其是法國印象派畫家的
代表作享譽世界，雷諾瓦、畢卡索、梵古等一代宗師的巨作價值連城，就連盤踞於大門兩側的青銅獅子塑
像也成了芝城的標誌。
360 芝加哥（含傾斜玻璃觀景台）360 Chicago (incl. Tilt)
約翰漢考克中心位於芝加哥密西根大街一側，又稱“芝加哥 360°”，完工於 1969 年，是當時紐約之外全
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站在 94 層放眼望去，視野範圍將達到 128 公里，伊利諾州、印第安那州、密西根
州和威斯康辛州四個州的景色盡收眼底。
芝加哥建築遊船 Chicago Cruise
坐著遊船，欣賞芝加哥的建築森林，絕對是你在芝加哥的必遊項！Shoreline 的沿河觀光，全程大概 75 分
鐘，由專業又風趣的導遊做嚮導。你除了會看到芝加哥那些著名的地標建築，瞭解它們的故事，還能近距
離的感受芝加哥河的美。海軍碼頭（Navy Pier）和密西根街大橋（Michigan Avenue Bridge）每天都有
多個輪渡班次。

第三天

芝加哥 - 春田市 - 聖路易士
參考酒店：Comfort Inn Festus 或同級

早晨從芝加哥出發開始南下，前往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總統林肯的故鄉——伊州首府春田市，外觀林肯故
居。林肯故居背後，是伊州州政府—美國最高的州政府大樓。下午前往聖路易士。這裡是美國密蘇裡州東
部最大城市，它坐落在美國母親河密西西比河畔，幾乎處於美國的幾何中心，曾經是世界最繁忙的火車樞
紐的城市，西部大開發的起點。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遊覽世界最高紀念碑：西進運動大拱
門，1914 年建的聖路易士大教堂，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馬賽克組成的藝術圖案之一。
行程安排：
芝加哥 → 伊州首府春田市 → 林肯故居（外觀）→ 伊利諾伊州州政府大樓（外觀）→ 聖路易士 →西進運
動大拱門（30 分鐘） → 聖路易士天主大教堂（20 分鐘）

林肯故居 Lincoln Hom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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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美國國家歷史遺址的林肯故居，四面都有馬路環繞。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於 1844 年至 1861 期間
居住於此，直到他離開伊利諾伊前往華盛頓入住白宮。林肯故居自 1887 年期對公眾開放，不斷通過修繕
保留了它的原貌。
舊伊利諾伊州政府 Old Illinois State Capitol
這樁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建築曾在 1840 年至 1876 年期間作為伊利諾伊州政府大樓被使用。大樓建築為希臘
複興式建築風格。美國總統林肯和奧巴馬都在此宣誓就職。
西進運動大拱門 Gateway Arch
美國向西開發的一個象徵，美國最高的獨自挺立的紀念碑。1967 年 6 月 10 日開放予公眾參觀，成為聖路
易士舉世聞名的地標性建築。這座閃閃發光的用鋼製成的圓弧造型，拔地而起，有將近 200 米高，跨度也
是將近 200 米。這一次的觀光體驗絕對不會令我們失望。
聖路易聖殿主教座堂 Cathedral Basilica of St. Louis
聖路易聖殿主教座堂位於美國聖路易士，建於 1907-1914 年，是天主教聖路易士總教區的總主教座堂。該
堂的主保聖人是法國國王路易九世。該堂以馬賽克裝飾著稱。它的頂部由七千種不同顏色的馬賽克（共計
4 萬顆）鋪滿，是在俄羅斯以外世界最大的馬賽克組成的藝術圖案。

第四天

孟菲斯貓王雅園 – 傑克遜
參考酒店：Ramada Pearl/Jackson Airport 或同級

乘車前往孟菲斯，美國田納西州最大城市，人文地理酷似尼羅河畔的古城孟菲斯，兼有埃及開羅特有的炎
炎烈日。因此得名。瀏覽孟菲斯宜人的景色；參觀音樂界搖滾鼻祖巨星：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故居
“雅園”。50、60 年代美式懷舊情結伴隨著貓王金曲四處傳來，瞭解中部音樂之鄉田納西。晚上入住傑克
遜附近酒店休息。
行程安排：
孟菲斯 → 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故居“雅園”（自費，120 分鐘）
貓王雅園 Graceland (Elvis Presley Mansion)
每年都有數以萬計遊客到訪貓王的故居——雅園來瞻仰已故的搖滾天王，這段旅程被稱為貓王朝聖之旅。
你可以拜訪貓王最喜歡房間之一叢林之屋，還可以在貓王墓穴前致敬這位母音樂偉人。每年八月，人們會
聚集在孟菲斯舉辦貓王紀念周，緬懷他在音樂上的卓越貢獻。

第五天

橡樹莊園 - 新奧爾良(夜遊)
參考酒店：Wingate by Wyndham Slidell/New Orleans East Area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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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去到橡樹莊園，這裡是美國南部莊園的縮影，著名電影《夜訪吸血鬼》取景地，《亂世佳人》也是在
那段歷史背景下，發生在南方的故事。之後去到沼澤濕地生態遊船。入住酒店後，晚上可以自費夜遊新奧
爾良。法語區充滿異國風情，著名的波旁街，傑克遜廣場熱鬧非凡。
行程安排：
橡樹莊園（自費，90 分鐘）→ 沼澤生態遊船 （自費，90 分鐘）→ 入住酒店 → 新奧爾良夜遊（自費，
180 分鐘）
新奧爾良夜遊：
這座全美最接近歐洲的古老城市以其獨特的方式，將加勒比海的浪漫色彩和美國南部的熾熱情懷洋溢在每
棟法式，西班牙式聯排小樓之間，狂歡的夜，不眠的心。

橡樹莊園 Oak Alley Plantation
位於新奧爾西郊的南部最大種植園，被列為美國南部地標的歷史古跡橡樹莊園可以說是歷經滄桑，南北戰
爭的創傷隨著橡樹莊園的興衰仍然若隱若現，昔日奴隸主大屋中的陳設精緻輝煌，建築大氣，和莊園內古
拙與粗礦的黑奴小屋形成鮮明對比，莊園內隨處可見的參天巨木仿佛無聲的講述著小說《飄》的情節，像
世人展示那古典的南方風味。
沼澤生態遊船 Swamp Tour
新奧爾良四面環水的獨特地貌造就了這片特有的南部沼澤濕地，沿著蜿蜒的河道進入到原始叢林，向您揭
示沼澤和濕地的奧秘，宛如深入亞馬遜熱帶雨林。沼澤裡能看到短尾鱷、蛇、龜、白鷺、小浣熊還有從水
中長出的參天大樹。十年前卡特裡娜颶風遺跡依然依稀可見，長在沼澤裡的植被，即便泡在水中也不易腐
爛毀朽，非常神奇。遊船會帶我們經過鱷魚最喜歡出沒的地方，你會驚喜的發現鱷魚最愛吃的居然是棉花
糖。
法國區 French Quarter
法國移民早期留下的法國街區，這裡有歐洲傳統的狹窄街道，酒吧和咖啡館有非常棒的音樂人和樂隊。你
還可以看到街頭舞蹈，即興的銅管樂隊表演等。這裡保留著許多早期法國、西班牙式建築，如皇家街，卡
比利多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市政廳，普瑞思貝提爾為英國殖民地時代教會辦公室和法院、修道院、法國市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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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鑄雕花欄杆被昵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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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旁街 Bourbon Street
波旁街位於新奧爾良法國區，開闢於 1718 年，是一條著名的古老街道。波旁街已成為全美國聞名的酒吧
街，除此之外也有新奧爾良市有名的餐廳聚集於此。在最近的吸血鬼電視劇集中，有很多場景是以 Burbon
Street 為背景編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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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遜廣場 Jackson Square
傑克遜廣場為美國國家歷史地標，廣場位於法國區和河岸的交匯處，面積並不大，但它是半個世紀來街頭
藝術家們聚集的地方，尤其到了晚上，這裡非常熱鬧，有不少街頭樂隊在表演。廣場以之後成為美國第七
任總統的安德魯傑克遜將軍的名字命名，他的塑像就一直屹立在廣場的中央。近兩百年前，傑克遜將軍率
領軍隊在新奧爾良保衛戰中以少勝多戰勝了當時強大的英軍，而近兩百年後，新奧爾良的軍民卻沒能抵擋
得住卡特裡娜颶風所帶來的洪水的襲擊。
傑克遜廣場的聖路易大教堂
聖路易大教堂是天主教新奧爾良總教區的主教座堂。它是美國最古老的連續開放的主教座堂。這個地點的
第一座教堂建於 1718 年，第三座建於 1789 年，1793 年升為主教座堂。1850 年進行了大幅改建，1789
年餘下的結構很少。
Café Du Monde 咖啡館
Café De Monde 的法式咖啡牛奶和品嘗法式甜甜圈，如您是咖啡愛好者, 可別錯過品嘗一杯招牌法式牛奶
咖啡 (Cafe au Lait) 及沾滿細糖粉的法式甜甜圈。該咖啡店于 1862 年成立, 每天 24 小時營業。

第六天

新奧爾良－休斯頓
參考酒店： Crowne Plaza Suites Houston - Near Sugar Land 或同級

清晨我們將參觀二戰博物館，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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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
搭乘密西西比蒸汽遊船，它不僅是一艘船，更是一個時光機。懷舊風格的氛圍，讓乘客體驗昔日的浪漫和
神奇。
行程安排：
國家二戰博物館（自費，90 分鐘）→密西西比爵士樂蒸汽觀光船（自費，120 分鐘）→ 休斯頓

國家二戰博物館
進入美國國家二戰博物館後每個人會拿到一張身份證件卡，憑此卡可以做火車奔赴前線的士兵體驗開始，
解鎖您的任務角色故事。參觀希特勒展館，太平洋戰區，歐洲戰區展館。當年諾曼地登陸的希金斯兩棲作
戰船，設計與建造都是在新奧爾良完成，因此新奧爾良在諾曼地登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密西西比爵士樂蒸汽觀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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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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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當做他許多作品的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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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奧斯丁-聖安東尼奧（夜遊）
參考酒店：Fairfield Inn& Suites By Marriott San Antonio Sea World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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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橋
溶洞（90 分鐘）→ 聖安東尼奧夜遊（自費，160 分鐘）
聖安東尼奧夜遊
去到美國著名的河濱步道夜景遊船，仿佛置身於美國的威尼斯，在河邊兩岸種植很多來自的南美的奇樹美
花，巨大桔子樹和各種牛仔雕像，河裡小鴨遊曳、岸上古老的西班牙式教堂，小而精緻的紀念品店，而隱
藏在這其中還有眾多的聖安東尼奧精緻的當地美食。
備註：
1. 如遇議會大樓關閉，無法入內參觀，將改為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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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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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成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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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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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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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橋溶洞 Natural Bridge Cav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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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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天

聖安東尼奧-休斯頓
參考酒店： Crowne Plaza Suites Houston - Near Sugar Land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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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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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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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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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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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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休斯頓市區遊

遊覽休斯頓（以德克薩斯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名字命名），這裡有休斯頓火箭隊主場的豐田中心體育場，被
譽為“南方哈佛”的萊斯大學；收藏著恐龍化石和展示能源的自然科學博物館。下午前往喬治牧場，遊客
來到喬治牧場歷史公園，會對從德克薩斯州拓荒時期到二戰時的日常家庭生活獲得更深入的體悟和理解。
行程安排：
豐田中心（外觀，20 分鐘） → 萊斯大學（40 分鐘） → 赫曼公園（20 分鐘） → 自然科學博物館（自
費，150 分鐘） → 喬治牧場（自費，120 分鐘）
豐田中心 Toyota Center
豐田中心是休斯頓火箭隊主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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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萊斯大學素有“南方哈佛”之 稱，是全美私立高等學府之一，也擁有全美最好的建築系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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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雖不甚大，但濃厚的文化
氣息及學園內悠靜的美景仍是讓人不得不來的原因。其空間物理系與美國宇航局交往甚密， 有幾個共同的
研究項目，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曾在萊斯大學就登月專案發表過演說。
赫曼公園 Hermann Park
一走進進公園，就看到休斯頓創始人之一，山姆·休斯頓的雕像歡迎著大家。他的手指向園區，指引旅客進
入公園內感受公園的美麗。
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是休斯頓最大的博物館。它座落在赫曼公園的東北角。博物館裡珍寶林列，例如沙
皇的財寶、阿富汗黃金以及全美最大的恐龍化石；館藏豐盛，化石、珠寶、礦石和可以觸摸的樣品是這裡
永久的陳列品。值得一提的是其能源館，休士頓是“石油之城”, 因此能源館也是必參觀的最獨特的展區之
一, 展區內展示能源，石油地質和石油勘探。
喬治牧場 George Ranch
喬治牧場的歷史也是一部家族史（120 分鐘）。一切都始於 1824 年，這裡尚且屬於墨西哥國土的時候，
美洲第一批開拓者在布拉索斯河（Brazos River）落腳定居。這些年來，農場經歷了四代的家族傳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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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為本德堡縣（Fort Bend County）的標誌性建築之一。如今，喬治牧場占地 23000 英畝是一座尚
在運轉的農場。家族獨創的“老家”是喬治牧場歷史公園（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的核心。遊
客來到喬治牧場歷史公園，會對從德克薩斯州拓荒時期到二戰時的日常家庭生活獲得更深入的體悟和理解。

參團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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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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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說明：
1. 費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費用以及住宿
2. 費用不含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芝加哥區域

成人

老人 Senior

兒童 Child

Adult

(65+)

（3-12）

$25.00

$25.00

$15.00

$28.00

$28.00

$21.00

$39.00

$35.00

$18.00

$25.00

$25.00

FREE (under 14)

$15.00

$15.00

$10.00

$40.00

$36 (62+)

Chicago

芝加哥夜遊 (4 人以上成行)
Chicago Night Tour (Minimum 4 Passengers)
360 芝加哥（含傾斜玻璃觀景台）
360 Chicago (incl. Tilt)
芝加哥建築遊船
Chicago Cruise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劇院
Chicago Theater

孟菲斯 Memphis
貓王雅園
Graceland (Elvis Presley Mansion)

新奧爾良區域 New Orleans

$19.00 (7-12)
免費 (6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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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樹莊園
Oak Alley Plantation
沼澤生態遊船
Swamp Tour
新奧爾良夜遊
New Orleans Night Tour
國家二戰博物館
National World War II Museum
密西西比河爵士樂蒸汽船(含午餐)
Jazz Steamboat Mississippi (Including Lunch)

$7.00(6-12)

$25.00

$23.00

$27.00

$27.00

$16(4-12)

$25.00

$25.00

$15.00

$28.00

$24.00

$18.00(6-12)

$46.00

$46.00

$35.00

$30.00

$25.00 (2-11)

$23.50

$23.50

$15.25

$13.00

$11.00

$10.00(4-12)

$22.00

$22.00

$17.00(3-12)

$25

$15(62+)

$15 (3-11)

$15

$12

$10 (4-12)

$10.00(13-18)

$23.00(6-12)
$9.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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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橋溶洞
Natural Bridge Caverns
美洲塔
Tower Of Americas
鹿角野生動物＆騎警博物館
Buckhorn Saloon& Texas Ranger Museum

休斯頓區域

Houston

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喬治牧場歷史公園
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