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斯頓牛仔節和新奧爾良狂歡節 6 日遊（休斯頓接機） 
 

團號：APHN6M 

出發日期：3/1/2019 （週五） 

價格：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788/人 $388 $388 $1188 

 

接機信息(IAH/HOU) 

I.  團體免費 IAH （休斯頓喬治布希國際機場）和 HOU（休斯頓國際威廉 P 霍比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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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2 人$100 美元，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20 元。 

送機信息： 

機場名稱 送機信息 

新奧爾良阿姆斯壯 MSY 請預定 15:00 後起飛的航班 

休斯頓頓布希機場 IAH 請預定 20:00 後起飛的航班 

休斯頓霍比 HOU 請預定 20:00 後起飛的航班 

                  

 

行程特色 

1. 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全州派對：世界著名的新奧爾良 Mardi Gras 狂歡節。 

2. 體驗世界最大牛仔節—休斯頓牛仔節！鄧小平就在休斯頓觀看過世界著名 Rodeo。 

3. 全程含酒店早餐，每天享用早餐過後出發，真正輕鬆體驗精品遊。 

4. 品味最地道的新奧爾良海鮮美食和德州牛排和 BBQ。 

5. 遊覽學習 NASA 航太中心和火箭公園內部。 

6. 參觀美國“恐龍之鄉”，休斯頓收藏著全美最大的恐龍化石。 

 

暢遊：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兩座名城！兩大世界級盛宴！ 

 

行程介紹 
 

第一天 
家園 – 休斯頓 

參考酒店：Crowne Plaza Near Sugar Land 或同級 

對於 IAH 和 HOU（休斯頓喬治布希國際機場和休士頓國際威廉 P 霍比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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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請聯繫接機熱線：866-585-8747，接上您後，對於航班



在下午 3: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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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接機將從早上 9:00AM 開始至晚上 10:00PM 結束，超出免費接機時間

貴客可選擇付費接機或自行打車回酒店。酒店導遊將會為您準備好房卡，參團注意事項，早餐券等。（當

晚如有 NBA 休斯頓火箭隊比賽可協助預定門票和自費接送服務） 

 

第二天 
休斯頓市區遊 – 休斯頓牛仔節 

參考酒店：Crowne Plaza Near Sugar Land 或同級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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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分鐘） → 休斯頓牛仔節（團費價格已包含牛仔節入場費） 

 

❖ 豐田中心 

豐田中心（外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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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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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走進去，就看到休斯頓城市創始人之一，山姆·休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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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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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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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有 12 區，其中包括能源探索劇

院，替代能源展覽等，還有館藏豐富的古埃及木乃伊館和種類繁多、漫天飛舞的熱帶蝴蝶館。 

 

❖ 休斯頓牛仔節 

下午我們會去世界上目前規模最大的牛仔節—休斯頓牛仔節（團費價格已包含牛仔節入場費）。牛仔節的

有三項重要內容：一是孩子們最愛的嘉年華（嘉年華每個玩樂設施會單獨收費，需客人自理）。各種挑戰

膽量的玩樂設施等著你來玩！二是家畜展（費用已含）。家畜展乍聽起來名字很土，但非常好玩，有許多

與動物親近的機會。你會看到不同種類的家畜，包括小馬、小驢、小綿羊、小豬、小袋鼠、小羊駝（網紅

草泥馬）……你可以現場喂它們，與它們合影。現場可以看到真正的小馬做的旋轉木馬，你還可以觀察蜂蜜

是怎樣形成的，如何紡羊毛，甚至現場觀察小雞是如何破殼而出的。所有的展示都注重趣味性和參與性，

大人小孩都玩得很開心。而最後一項重頭戲就是牛仔競技 Rodeo 和賽後明星演唱會（該項費用客人自理，



我們可以幫忙預定），你將親眼觀看英姿颯爽的牛仔在馬背上、牛背上盡情舞動，歡呼雀躍的觀眾呐喊助

威，西部電影經典場景在孤星之州隨處可見，欣賞一場精彩的牛仔表演絕對是瞭解德克薩斯的最佳方式沒

有之一。賽後還有美國著名鄉村歌手前來捧場助陣，氣氛非常熱烈。 

 

 

第三天 
美國宇航局太空中心 – 休斯頓牛仔節 

參考酒店：Crowne Plaza Near Sugar Land 或同級 

行程 美國宇航局太空中心（自費，210 分鐘）→ 休斯頓牛仔節（團費價格已包含牛仔節入場費） 

 

❖ 美國宇航局太空中心 

休士頓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太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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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摸“月球石”與“火星石”。享受一場精彩的知性遊覽！在這裡可以觸摸到月球上採集回

來的岩石、走進太空梭實體模型體驗太空梭操作、觀賞八層樓高螢幕的 IMAX 電影瞭解美國太空計畫的過

去、現在、未來；搭上遊園車，實地走訪登任務管制室、太空人訓練中心、甚至帶您到美式足球場大小

的”火箭公園”與實體阿波羅火箭拍照；許多有趣的活動讓遊客體驗太空人的生活，而各種設備及巨大無

比的火箭則讓人歎為觀止!更別提在紀念品商店中，可以實際買到太空食品，試試看”脫水霜淇淋”是甚麼

味道？太空人蓋的被子只有一張紙那麼薄…，太空迷更可以在這裡買到 NASA 工作服、臂章、夾克、帽

子、T 恤…一應具全。 

 

❖ 休斯頓牛仔節 

下午我們會去世界上目前規模最大的牛仔節—休斯頓牛仔節（團費價格已包含牛仔節入場費）。牛仔節的

有三項重要內容：一是孩子們最愛的嘉年華（嘉年華每個玩樂設施會單獨收費，需客人自理）。各種挑戰

膽量的玩樂設施等著你來玩！二是家畜展（費用已含）。家畜展乍聽起來名字很土，但非常好玩，有許多

與動物親近的機會。你會看到不同種類的家畜，包括小馬、小驢、小綿羊、小豬、小袋鼠、小羊駝（網紅

草泥馬）……你可以現場喂它們，與它們合影。現場可以看到真正的小馬做的旋轉木馬，你還可以觀察蜂蜜

是怎樣形成的，如何紡羊毛，甚至現場觀察小雞是如何破殼而出的。所有的展示都注重趣味性和參與性，

大人小孩都玩得很開心。而最後一項重頭戲就是牛仔競技 Rodeo 和賽後明星演唱會（該項費用客人自理，

我們可以幫忙預定），你將親眼觀看英姿颯爽的牛仔在馬背上、牛背上盡情舞動，歡呼雀躍的觀眾呐喊助

威，西部電影經典場景在孤星之州隨處可見，欣賞一場精彩的牛仔表演絕對是瞭解德克薩斯的最佳方式沒

有之一。賽後還有美國著名鄉村歌手前來捧場助陣，氣氛非常熱烈。 

 

 

第四天 
休斯頓 – 朗姆酒廠 – 新奧爾良狂歡節 

參考酒店： Wingate by Wyndham Slidell/New Orleans East Area 或同級 



行程 新奧爾良建於 1918 年，為路易士安納州第一大城也是知名歷史古城，因早期為法國殖民地，後來又

因為戰役割讓給了西班牙，因此新奧爾良市充滿了濃濃的法國風情與西班牙的建築風格，法國區

(French Quarter)全區被列為國家歷史地標。 

 

• 休斯頓 → 路易士安娜州→ Bayou 朗姆酒廠（60 分鐘） ，我們將免費品嘗 Bayou 最有名的

幾種不同味道朗姆酒 → 新奧爾良 → 酒店入住登記 → 法語區體驗新奧爾良狂歡節 Mardi 

Gras 

 

❖ Bayou 朗姆酒廠 

參觀全美國最大的私人手工釀酒廠：Bayou 朗姆酒廠。Bayou 朗姆酒原料選用查理斯湖盛產的上好蔗糖，

經發酵、蒸餾、陳釀而成，是“加勒比海盜”傑克船長的最愛。 

 

❖ 法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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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奧爾良狂歡節 Mardi Gras 

下午和晚上我們都將待在法語區感受美國最有名的新奧爾良 Mardi Gras 狂歡節。新奧爾良市（New 

Orleans）最有名的那就是 Mardi Gras 狂歡節！這是一個狂歡與浪漫、瘋狂與音樂、遊行與舞會、街頭喜

劇服裝和宏偉的私人假面舞會的季節。Mardi Gras 代表著一切宏偉、華麗的事物全都彙聚到一起來一次包

羅萬象的井噴的時節。新奧爾良 Mardi Gras 擁有從尊貴到滑稽的一切！ 

 

 

第五天 
新奧爾良狂歡節大遊行 

參考酒店： Wingate by Wyndham Slidell/New Orleans East Area 或同級 

行程 今天一整天我們將在新奧爾良觀看 Mardi Gras 狂歡節大遊行！盛大遊行持續到下午，精彩的表演讓

你應接不暇，從天而降的禮品和珠鏈會幸運拋到你的手中。 

 

❖ 新奧爾良狂歡節 Mardi Gras 

狂歡節，法語意為“肥美星期二”，是整個歡樂季的高潮日。在 Mardi Gras 之前的 12 天裡，人們每年都

會在地鐵區舉行 60 多場遊行、上百場私人派對、舞會和假面舞會。肥美星期二是新奧爾良的一個法定假

日，在這一天整個城市的一半人盛裝觀看另一半人遊行！而使得 Mardi Gras 最為與眾不同的唯一習俗是拋

物——從彩車中拋出小物件——這點讓新奧爾良遊行變成了一場無與倫比的、眾人參與的活動。遊行路線

兩旁，人群高聲呐喊“先生，扔點東西給我吧”。在數百萬拋物中，最受歡迎的是那些帶組織標誌和遊行



主題的物件，包括塑膠飲水杯、獎章項鍊和一種名叫達布隆（doubloon）的多彩鋁幣。歸根結底，Mardi 

Gras 狂歡節始終是必須親身經歷才能理解的一項活動和一種精神。它是幾個世紀的結晶——古老的傳統和

高科技創新相結合的產物。從波旁街的放浪形骸，到其他地方的家庭慶祝活動，Mardi Gras 狂歡季是新奧

爾良最不能錯過的精彩體驗。 

 

❖ 新奧爾良波旁街 

波旁街(Bourbon Street)為知名的夜店區，也是新奧爾良市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街上有酒吧、音樂餐廳、

海鮮餐廳以及各種夜店招牌。兩排的建築也是采西班牙式的兩層樓突出鐵欄杆陽臺，陽臺上的露天酒吧是

旅客的最愛，手拿一瓶啤酒，觀賞著來往的路人也同時被觀賞著。這裡也是 MARDI GRAS 的遊行必經之

地，成串數以萬計的珍珠鏈子自兩旁的陽臺一擲而下，非常壯觀。 

 

 

第六天 
新奧爾良 – 巴吞魯日 – 休斯頓 

 

行程 自由活動時間 → 約中午前往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魯日 → 登頂全美最高州議會大樓（40 分鐘）→ 

聖查理斯海鮮餐（自費）→ 休斯頓機場送機 

 

備註： 

• 早上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前往 Café Du Monde，傑克遜廣場，聖路易斯大教堂，密西西比

河等自行遊覽。 

• 從 MSY 機場離團需要放棄巴吞魯日的行程。 

 

❖ Café Du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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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傑克遜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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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路易斯大教堂 

聖路易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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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密西西比河 

在密西西比河感受大河東去的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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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大廈 

全美最高州議會大樓，位於巴吞魯日(Baton Rouge)的州議會大廈樓高 34 層，總高度 450 英呎，是阿拉

巴馬州石灰石鋪就的摩天大樓，裝飾藝術的風格屬於 1920 年代末期，古建築大大簡化了古典主義的一個

代表。作為美國受法國影響最大的州，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區仍通用法語，州政治體系也與美國其他州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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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以及酒店早餐； 

2. 費用不含正餐餐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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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項目一覽表 

景點 成人 
老人 

（65 歲+） 
兒童 

自然科學博物館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25 $15(62+) $15(3-11) 

美國宇航局太空中心 

NASA 
$29.95 $27.95 $24.95(4-11) 

             *上例門票價錢只供參考，門票價錢會因季節而作出變動，並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