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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酒店 

"经典市中心酒店"

最近经过翻新，这家酒店继续为客人提供放松身心的机会。在酒店的餐厅Qua
ttro享受同样优雅的用餐。一个沙龙手头上可以照顾你可能有的任何美容需
求，而一个设备齐全的锻炼区，将保持你的形状，而你在路上。四季虽然是
商务酒店，但也欢迎有孩子的家庭;欢迎儿童和客人的礼物，并可通过酒店安
排保姆服务。

 +1 713 650 1300  m.fourseasons.com/houston/  1300 Lamar Street, 休斯顿 TX

 by Katie Haugland   

市中心的水族馆 

"航海生活"

渴望航海生活？深入休斯顿市中心水族馆。这个水族馆绝对是一个有趣的一
天的地方。水族馆拥有大约400种水生生物，其中鲨鱼航程是主要景点。这次
航行使游客有机会乘坐火车前往一个带有活鲨鱼游泳头顶的丙烯酸观景隧道
。其他景点包括潜水钟摩天轮，水上旋转木马和一些主题教育展品。如果您
已经完成了水生生物的填充并需要一些gr
then，请从水族馆餐厅或潜水酒廊挑选。

 +1 713 223 3474  www.aquariumrestaurants
.com/downtownaquariumhou
ston/

 jdawson@Idry.com  410 Bagby Street, 休斯顿
TX

遗产协会博物馆和旅游 

"十九世纪的家园"

藏在20英亩的山姆休斯顿市中心公园，你会发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得克萨
斯州的历史。参观具有历史记录的遗产协会博物馆和旅游，然后参观恢复原
有荣耀的高尚建筑的户外游览。通路导致希腊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各种着名的
家园。 1868年维多利亚式的试点大厦也恰好是该市第一个室内厨房的所在地
。所有在旅游的家庭都是独特的结构和家具。德国农民也于1891年建造了一
座古色古香的教堂。

 +1 713 655 1912  www.heritagesociety.org  info@heritagesociety.org  1100 Bagby Street, 休斯顿
TX

 by Hequals2henry   

发现绿色 

"发现你的内心探索者"

曾经是杂草丛生的停车场现在有12英亩的场地，有游乐场，狗跑道，自行车
道等等。 Discovery
Green为家庭，情侣，朋友团体和孤独的旅行者提供各种有趣的活动。
Discovery Green酒店设有露天剧场，儿童剧院和开放的“天空凝视”区域，
邀请您观看，触摸，聆听，品尝和探索穿过公园的方式。对于更技术上的倾
向，公园是一个Wi - Fi的热点，完美的学习会议。

 +1 713 400 7336  www.discoverygreen.com  1500 McKinney Street,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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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rianPotterVideo   

布法罗山口公园 

"一个绿色的逃走"

布法罗山口公园是一个郁郁葱葱的124英亩的公园，每个人都可以舒缓感官。
埃莉诺廷斯利公园位于公园内，是休斯顿许多节日和各种活动的举办地。体
验独木舟之旅，或者通过这个公园的美景和亲人一起散步。公园还设有儿童
游乐区，狗狗公园，雕塑和喷泉以及自行车道。

 +1 713 752 0314  buffalobayou.org/visit/
destination/buffalo-
bayou-park/

 info@buffalobayou.org  Allen Parkway, Memorial
Drive, 休斯顿 TX

 by brando.n   

艺术汽车博物馆 

"艺术从不太可能的对象"

在像休斯敦这样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在大部分时间里驾驶，难怪有些创新的
艺术家会想把汽车变成艺术品。在艺术汽车博物馆，也被称为“车库玛哈尔
”，你可以看到这些疯狂的作品展出。这个不寻常的博物馆将欢迎所有年龄
段的游客，将汽车变成巨大的邪恶的复活节兔子或金色的雪佛兰，被称为“
沼泽穆塔”的毛绒鳄鱼。

 +1 713 861 5526  www.artcarmuseum.com  info@artcarmuseum.com  140 Heights Boulevard,
休斯顿 TX

 by WhisperToMe   

休斯顿儿童博物馆 

"互动儿童博物馆"

休斯敦儿童博物馆于1984年开放，致力于互动教学。画廊包括历史，文化，
美术和表演艺术，科技，科学和地理。欢迎成年人在教师和家庭资源中心休
息，在这里可以获得额外的教材，以促进这些创造性的果汁。礼品店里有许
多有趣的益智玩具，小吃可以满足你的饥饿感。

 +1 713 522 1138  www.cmhouston.org  1500 Binz Street, 休斯顿 TX

 by Wolfgang Manousek from
Dormagen, Germany   

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 

"恐龙，宝石和更多！"

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提供各种各样的展品，值得一整天的出游。三级活蝴
蝶展览将吸引任何年龄的游客，古生物学博物馆的恐龙展览也是如此。威斯
能源厅和宝石矿物馆也值得一游。如果您需要休息一下，可以欣赏IMAX电影
，或者坐在伯克贝克天文馆（Burke Baker Planetarium）的节目中。

 +1 713 639 4629  www.hmns.org  webmaster@hmns.org  5555 Hermann Park Drive,
休斯顿 TX

 by D.L.   

科克雷尔蝴蝶中心 

"蝴蝶栖息地"

位于休斯敦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克雷尔蝴蝶中心承诺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体
验。来自世界各地的1,500多只蝴蝶令人印象深刻，称其为热带温室。三层玻
璃外壳是一个迷人的热带雨林，迷人的植物群和迷人的瀑布点缀着。惊叹于
节肢动物，蓝色形态，阿特拉斯飞蛾，红孔雀，猫头鹰蝴蝶和Longwing的外
来物种，仅举几例。安置一些最大和最稀有的标本，充满活力的品种描绘天
堂的图片。

 +1 713 639 4629  www.hmns.org/cockrell-
butterfly-center/

 xplorations@hmns.org  5555 Hermann Park Drive,
The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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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racy_N_Brandon   

休斯顿动物园 

"狂野的冒险"

休斯顿动物园位于美丽的赫尔曼公园内，拥有超过4500种动物和800多种动物
。在狮子，科莫多龙，火烈鸟，老虎，大猩猩，熊，蝙蝠等等的检查中体验
真正的野生动物冒险！有一个美好的自然相遇区，在那里你可以亲近起来，
个人与水獭和猫鼬;一定要旋转野生动物园旋转木马，手工雕刻和装饰的动物
，展示世界上许多濒危物种。如果看动物吃东西让你饿了，那么有两个户外
用餐台和一个室内用餐区。准备好与动物共度一天，了解更多关于自然世界
的美丽和奇迹。

 +1 713 533 6500  www.houstonzoo.org  6200 Hermann Park Drive, 休斯顿 TX

 by emiliefarrisphotos   

南的游戏和漫画也是 

"幻想寻宝"

你准备好去寻找棒球卡，模型套件或火车套件寻宝了吗？楠的游戏和漫画太
可能看起来有点混乱和杂乱无章，但如果你愿意花一些时间浏览，你可以找
到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有趣的东西。除了多年以来的游戏领域之外，该店还
巧妙地满足了现代游戏玩家的需求。您还可以找到一个不错的漫画选择 -
无论是当前和收藏的背面问题 - 和漫画相关的商品。

 +1 713 520 8700  www.nansgames.com/pics.
html

 nansgames@yahoo.com  2011 Southwest Freeway,
休斯顿 TX

 by cortneymartin82   

赫尔曼公园 

"人民公园"

休斯敦将永远感激乔治·赫尔曼在20世纪初的慷慨的土地礼物。公园占地425
亩，如此受欢迎被称为“人民公园”。全年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开展各
种活动。萨姆·休斯顿的一个巨大的雕像欢迎你到公园。那些寻求自己或孩
子的教育郊游将找到许多选择在公园内。休斯顿动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伯
克贝克天文馆和IMAX影院都是热门景点。较轻的家庭娱乐场所有踏板船，火
车和马厩。

 +1 713 524 5876  www.hermannpark.org/  doreen@hermannpark.org  6001 Fannin Street, 休斯顿
TX

 by Public Domain   

Itsy Bitsy精品店 

"时尚的幼儿"

时髦的衣服的婴儿看起来最可爱，Itsy bity为您提供这一点;时尚，年龄适
宜且舒适的名牌服装。无论您是为新生儿寻找婴儿摇篮，还是为初学步态的
幼儿制作婴儿鞋，还是为他们的午睡时间准备睡衣，以及满足各种需求的各
种婴儿服装和配饰。该商店是客户友好的，轻松导航到不同的部分，他们自
己的停车位确保无忧无虑的体验。

 +1 713 523 3100  theitsybitsyboutique.co
m/

 info@theitsybitsyboutiqu
e.com

 2813 Westheimer Road,
休斯顿 TX

 by Public Domain   

线 

"儿童时尚目的地"

对于时尚爱好者来说，穿着时髦的衣服给自己的孩子穿上衣服并不比穿衣服
更令人满意，但当衣服穿得如此之快时，谁愿意挥霍呢？ Thread，一家高端
儿童专卖店通过为快速增长的婴儿，幼儿和青少年提供一些最好的新品以及
轻柔使用的品牌服装，玩具，鞋子，婴儿用品等等来帮助您解决问题。他们
的一些收藏品包括Baby Gap，Hanna Anderson，Kissy Kissy以及Janie和Jac
k等知名品牌的名字，您还可以收集轻轻使用的儿童用品，并在此处将其出售
，收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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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81 501 0148  www.threadhouston.com/  yourfriends@threadhousto
n.com

 249 West 19th Street,
Suite C, 休斯顿 TX

 by cortneymartin82   

纪念公园 

"绿草和新鲜空气"

纪念公园是一个受欢迎的休斯敦景点，有一个美丽的三英里游乐场。有步行
小径，野餐场地，棒球场，松树，花园和池塘。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充分利
用阳光明媚的天气。当地人喜欢在这里慢跑，但你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并
打上了路。还有一个公共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和餐厅，一个网球俱乐部，和
一个锻炼设施坐落在场地上。

 +1 713 863 8403  memorialparkconservancy
.org/

 info@memorialparkconserv
ancy.org

 6501 Memorial Drive,
休斯顿 TX

 by Patrick Feller   

山姆休斯敦乘船游览 

"国内最大的港口"

在市区以东四英里的地方，你会发现全国最好的海港之一。港口之旅提供了
一个机会，以观察海洋货轮，船只和驳船，他们操纵上下通往墨西哥湾和大
西洋50英里的通道。 1914年港口开放，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投掷开关，发射
大炮。您将了解90年代山姆休斯顿的90分钟免费乘船游览历史。兴趣点将包
括船只，鹅和污染控制设施。欢迎您在巡演中提问。港务局拥有丰富的信息
。在离开之前，一定要从观景台最后看一下转向盆。这是一个看到的景象。
该旅游是免费的，但需要预订。所有成年人都必须持有带照片的身份证件，
超大袋子或手提包不被允许。请查看网站上的旅行时间表。

 +1 713 670 2400  porthouston.com/sam-
houston-boat-tour/

 questions@poha.com  111 East Loop North,
休斯顿 TX

 by Public Domain   

休斯敦人 

"商务或休闲Palacial房间"

这间豪华的酒店坐落在18英亩的精心修剪的土地上，是休斯顿最好的珍宝之
一。经过翻新的客房享有周围林地的壮丽景色，提供落地窗。客房超大的办
公桌让商务旅行更加愉快。家具是毛绒和优雅的，服务是无可挑剔的。客房
内的设施包括无绳电话，室内保险箱，浴袍，迷你吧，熨斗，Garden
Botanika品牌的洗浴用品和吹风机。

 +1 713 680 2626  www.houstonian.com/  reservations@houstonian.
com

 111 North Post Oak Lane,
休斯顿 TX

 by Chuck Davis   

谢尔顿湖州立公园 

"喜欢的自然区域"

东休斯顿的这个宜人的湖泊是全城最喜爱的一点点的户外活动。该公园有几
个特点，其中最明显的是谢尔登湖本身。这个湖对公众开放，主要用于捕鱼
，野生动物观察和划船，虽然有一些关于船马力的规定。公园内还设有环境
学习中心，教导孩子们关于野生动物，观鸟和捕鱼的活动，并举办各种以自
然为本的青年活动。最后，约翰·雅各布观察塔是一座82英尺高的塔楼，可
以欣赏到湖泊，公园和各个方向的数英里之遥。

 +1 281 456 2800  www.tpwd.state.tx.us/state-
parks/sheldon-lake

 14140 Garrett Road, 休斯顿 TX

 by Booking.com 

奥姆尼休斯顿酒店在西边 

"豪华，风景如画的酒店"

全方位休斯顿西部酒店迎接游客的水上花园，瀑布，异国情调的植物和热带
鱼。 Omni Houston Hotel at Westside酒店四周环绕着两英亩的湖泊，是您
在休斯敦休闲放松身心的休闲豪华场所。如果你饿了，酒店设有湖畔咖啡厅
或黑金酒吧解渴，两者都提供池畔服务，直到晚上10点。 Omni Houston
Hotel at Westside酒店毗邻多个高尔夫球场，距离休斯顿市中心仅有16英里
，是您暂时居住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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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81 558 8338  www.omnihotels.com/FindAHotel/Ho
ustonWestside.aspx

 13210 Katy Freeway, 休斯顿 TX

 by riends of San Jacinto 

圣哈辛托州历史公园 

"独立诞生地"

圣哈辛托州立历史公园（San Jacinto State Historical Park）是1836年得
克萨斯州独立于墨西哥的战场。在阿拉莫之后，圣安娜将军的大部队将萨姆
·休斯顿的小部队追赶到得克萨斯州，并在这个地点被击败。一个石灰石和
水泥纪念碑在海岸平地上空570英尺处向历史事件致敬。在纪念碑的底部，你
会发现德州历史博物馆，而德克萨斯战舰停泊在公园边的船舶通道上。

 +1 281 479 2431  www.thc.texas.gov/histo
ric-sites/san-jacinto-ba
ttleground-state-
historic-site

 educcmte@hotmail.com  Marker Drive & Vista Road,
La Porte TX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1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flickr.com/photos/friendsofsanjacinto/44742518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houston-tx/60976-圣哈辛托州历史公园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