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 休斯顿+墨西哥湾+达拉斯+奥斯汀+圣安东尼奥 5日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0963 团号 APH5V

出发城市 休斯顿 Houston -HOU

目的地城市 达拉斯 Dallas -DAL 途经地点

达拉斯 Dallas -DAL、奧

斯汀 Austin、圣安东尼

奥 San Antonio

行程天数 5 天 4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出发班期

天天出发

 

产品特色

产品价格：

 

全程入住一个房间（最多4人）：$560/天/车

 

全程入住两个房间（最多6人）：$660/天/车

 

 

 

【尽情尽兴】出发班期自由选择，自在出行随时出发。

 

【私享小团】1-6人迷你小团，一单一团，不与陌生人拼车。

 

【专车专导】接机当日随意用车，从接机到送机，全程不换司导和车辆。

 

【优质住宿】入住质量酒店，酒店内享用早餐后再出发。

 

【安全出行】疫情后最安全的出游方式，全程防疫措施做到家，车辆定时消毒。

 

    



【深度游览】告别走马观花，见识“大”德州，畅游：休斯顿，达拉斯，沃斯堡，奥斯丁，圣安东尼奥。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休斯顿乔治布什国际机场 IAH ；

威廉·佩特斯·霍比机场 HOU ；

 

离团地点

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 DFW；

 

行程介绍

Day 1 家園  - 飞机 - 休斯頓

全天  

接机信息：

免费接机机场：休斯顿乔治布什国际机场 IAH&威廉·佩特斯·霍比机场 HOU，根据您的航班实际抵达时间，随

接随走，无需等待。

同一订单客人分不同航班抵达，仅免费提供一次接机服务，剩余航班按照120美金/一趟的标准收费。

 

抵达当天，如您想自由活动，我们可根据您的意愿进行用车安排。

 

建议参考行程：

自然科学博物馆（自费，90分钟）→ 莱斯大学（40分钟）→ 丰田中心（外观，20分钟）→ 中国城晚餐

（90分钟）

温馨提示：13:00之后抵达的航班，将无法参加自然科学博物馆。

 

 

下午  

休斯敦自然科学博物馆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休士顿自然科学博物馆是休斯顿最大的博物馆。它座落在赫曼公园的东北角，紧临山姆休斯顿的铜像及缅街与

蒙特罗斯相交处的喷水泉。博物馆里珍宝林列，例如沙皇的财宝、阿富汗黄金以及全美最大的恐龙化石；馆藏

丰盛，化石、珠宝、矿石和可以触摸的样品是这里永久的陈列品。值得一提的是其能源馆，这也是管内最独特

的展区之一。

    



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莱斯大学素有“南方哈佛”之 称，是全美私立高等学府之一，也拥有全美最好的建筑系之一。在校园裡瞻仰威廉

莱斯先生凋塑，“暮光之城”艺术凋塑，远眺彷佛凋塑悬浮在空中。校园虽不甚大，但浓厚的文化气息及学园内

悠静的美景仍是让人不得不来的原因。其空间物理系与美国宇航局交往甚密， 有几个共同的研究项目，美国

前总统肯尼迪曾在莱斯大学就登月专桉发表过演说。

丰田中心 Toyota Center 

丰田中心是休斯顿火箭队主场。这裡是姚明效力数载的队伍，退役后入选名人堂，伟大的 11 号球衣挂在丰田

中心球场室内顶端。

 

晚上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Houston/Sugar Land 或 同级

 

 

Day 2 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

全天  

今天，我们将前往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战舰博物馆，这是唯一一个参加过一战和二战的驱逐舰“得克萨斯号”。随

后参观全美最高战争独立纪念碑圣贾辛托纪念碑。最后，我们将驱车前往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休斯顿拥有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太空中心，1969年阿波罗11号降落月球后，阿姆斯特朗对指挥中心和整个世界说的第一句话

是“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着陆成功” 。 

 

行程安排： 

得克萨斯号驱逐舰（外观，30分钟）→ 圣贾辛托纪念碑（30分钟）→ 休斯顿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自费

，4小时）

 

全天  

得克萨斯号驱逐舰 USS Texas

得克萨斯号是纽约级战舰的二号舰，也是美国海军第二艘以得克萨斯州命名的舰只，为美国海军服役34年。得

克萨斯号因保持了多项历史性纪录而闻名于世，它是美国现存最古老的无畏舰，也是世上少数现存、曾服役两

次大战的舰只。在退役后，得克萨斯号参与了多部电影拍摄，如1966年《圣保罗号炮艇》，2001的电影《珍

珠港》。2006年的《来自硫磺岛的信》与《父辈的旗帜》两部电影中，得克萨斯号扮演了61年前的自己：为

登陆硫磺岛的美军提供火力掩护。

圣贾辛托纪念碑 San Jacinto Monument

圣贾辛托纪念碑是全美最高的战争独立纪念碑，比华盛顿特区的纪念碑高出20英尺。这里纪念了得克萨斯独立

    



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山姆·休斯顿以少胜多，俘虏了墨西哥总统圣安纳。纪念碑石料均为本土化石，揭示了美

国石油重镇：得克萨斯州的起源。

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 NASA Space Center

休斯顿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太空中心，1969年阿波罗11号降落月球后，阿姆斯特朗对指挥中心和整个世界

说的第一句话是“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着陆成功” 。因此人类在月球上说的第一个词就是“休斯顿”。

我们将会乘坐小火车参观火箭公园，太空控制中心，宇航员训练中心，太空梭，航空航天史大电影等等。触摸

“月球石”与“火星石”。享受一场精彩的知性游览!在这里可以触摸到月球上采集回来的岩石、走进太空梭实体模

型体验太空梭操作、观赏八层楼高荧幕的iMax 电影了解美国太空计划的过去、现在、未来；搭上游园车，实

地走访登任务管制室、太空人训练中心、甚至带您到美式足球场大小的”火箭公园”与实体阿波罗火箭拍照；许

多有趣的活动让游客体验太空人的生活，而各种设备及巨大无比的火箭则让人叹为观止!更别提在纪念品商店

中，可以实际买到太空食品，试试看”脱水霜淇淋”是什么味道？太空人盖的被子只有一张纸那么薄…，太空迷

更可以在这里买到NASA 工作服、臂章、夹克、帽子、T恤…一应俱全。

 

晚上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Houston/Sugar Land 或 同级

 

 

Day 3 休斯顿  - 汽车 - 圣安东尼奥

全天  

清晨前往得克萨斯州的最伟大悲壮战役原址：阿拉莫。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提醒着德州人民：铭记祖先为德州自

由付出的代价。我们将去到有着 131年历史的西部传统沙龙－内有鹿角野生动物＆骑警博物馆，这里收集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标本，收藏百年的珍奇异兽，超过520种动植物。前往墨西哥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墨西哥

杂货市场，墨西哥手工工艺品应有尽有，还有美味的墨西哥面包房。将登上美洲之塔，是1968到1996年间美

国最高观景塔。

 

行程安排：

阿拉莫遗址（60分钟）→ 鹿角野生动物＆骑警博物馆 （自费， 60分钟）→ 墨西哥杂货市场（60分钟）→ 美

洲之塔（自费，60分钟）→ 圣安东尼奥夜游（自费，160分钟）

 

全天  

阿拉莫遗址 The Alamo

得克萨斯州的伟大悲壮战役原址，阿拉莫是200余德州人对抗1800墨西哥军队，血战13天后全体壮烈牺牲的

一场史诗级战役。阿拉莫之战过后，整个得州都以“铭记阿拉莫！”为战斗冲锋口号，最终赢得了得克萨斯的独

立。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提醒着德州人民：铭记祖先为得州自由付出的代价。

    



鹿角野生动物＆骑警博物馆 Buckhorn Saloon& Texas Ranger Museum

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标本，收藏百年的珍奇异兽，超过520种动植物，许多都是世界之最。骑警博

物馆还向您展示西部骑警古董枪收藏，回顾重现粗犷豪迈的西部小镇。

墨西哥杂货市场 Historic Market Place 

墨西哥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墨西哥杂货市场，100多个当地传统小商铺，墨西哥小乐器、特色大帽子，墨西哥手

工工艺品应有尽有，还有美味的墨西哥面包房。

美洲塔 Tower Of Americas

美洲之塔是一座高约230米的观景塔，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东南部。该塔由当地设计师设计而成

，是1968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建筑。它是美国历史上1968年之1996年间最高的观景塔，立于赫米斯费尔公园正

中。乘坐电梯即可到达顶部观景台。顶部的休息室和旋转餐厅，为游人提供了放松和俯瞰全城的绝佳位置。融

合了印第安、墨西哥、西班牙及现代特色的圣安东尼奥城区，便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幅画卷在眼前展开。

圣安东尼奥夜游 San Antonio Night Tour

去到美国着名的河滨步道夜景游船，彷佛置身于美国的威尼斯，在河边两岸种植很多来自的南美的奇树美花

，巨大桔子树和各种牛仔凋像，河裡小鸭游曳、岸上古老的西班牙式教堂，小而精緻的纪念品店，而隐藏在这

其中还有众多的圣安东尼奥精緻的当地美食。

 

晚上  

酒店：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San Antonio Alamo Plaza/Convention Center 或 同级

 

 

Day 4 圣安东尼奥  - 汽车 - 沃斯堡

全天  

独家深度导览德州议会大楼，了解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曾是国家的州。随后车游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

，独家参观德州军事基地博物馆。最后可参加牛仔小镇Rodeo夜游。 

 

行程安排： 

得州议会大楼（入内参观，60分钟）→ 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车游20分钟） → 得州军事基地博物馆

（60分钟）→ 牛仔小镇Rodeo夜游 （自费，300分钟，含冠军牛仔竞技表演赛，仅限周五周六当天可以参加

）

 

特殊说明： 

1.如遇议会大楼关闭，无法入内参观，将改为外观。 

2.德州军事基地博物馆每周一固定关闭，出发前请查询。进入军事基地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全天  

得克萨斯州议会大厦 Texas State Capitol

得克萨斯州议会大厦于1970年被列入国家史迹名录，1986年被评为国家历史地标，长约173米，宽约88米

，高94米，是美国最高的州立首府大厦，比国会大厦还要高出七英尺。大厦由红色花岗石建造，整体感觉宏伟

壮观。在大厦的顶部有一个高14英尺的自由女神雕像，于1986-1987年加上的，使整个大厦更加出众。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成立于1883年，是得克萨斯州大学系统中最主要的旗舰级大学，也是美国最好的公

立大学，其会计科目连续十年排名全美第一。奥斯丁在得州中心位置，而得州大学位于市中心，距离穿过城市

而流的得州科罗拉多河不远。在民风较偏保守的美国南方，奥斯汀是少数主张自由开放的都市，此与主张独立

创新的大学校风，相辅相成。

得州军事基地博物馆 Texas Military Forces Museum

位于得州最大陆军基地，收藏大量美军退役军用直升机、坦克，可供近距离拍照。了解美国建国以来众多著名

军事将领，以及反恐战争中美军的培训和装备。

牛仔小镇与竞技表演 Rodeo Night Tour

在牛仔小镇吃一顿本地正宗的世界著名德州传统烤肉和德州size的啤酒。饭后我们来逛一逛世界著名的沃斯堡

牛仔小镇，在牛仔小镇我们会寻到自己心中的牛仔精神！长角牛交易市场，传统长角牛棚和牛仔马棚，足够幸

运的话我们会看见来参加比赛的牛仔和女牛仔们的上场前的准备活动！牛仔小镇的牛仔服装靴子店，特色皮具

店，西部手工品，皮带帽子店很多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店铺。游览过后欣赏世界最负盛名的冠军牛仔竞技表演

赛，亲眼观看英姿飒爽的牛仔在牛背上尽情舞动，欢呼雀跃的观众在场内呐喊助威，西部电影经典场景在孤星

之州随处可见，欣赏一场精彩的牛仔表演绝对是了解德克萨斯的最佳方式没有之一。在今天您可以成为一名热

情的德州人一起欢呼叫好，感受牛仔们的狂野与不羁。

 

晚上  

酒店：Springhill Suites Fort Worth Stockyards 或 同级

 

 

Day 5 达拉斯  - 汽车 - 家园

全天  

首先我们将去达拉斯最有名的两个广场，迪利广场“永远的伤痕”，而附近的第六层博物馆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

枪手埋伏的地方。随后前往达拉斯历史博物馆和肯尼迪纪念广场。与达拉斯地标拓荒者广场上世界最大的牛群

铜像合影留念，继续旅程外观达拉斯市政厅。参观达拉斯艺术博物馆。

 

    



行程安排：

迪利广场&肯尼迪纪念广场（50分钟）→ 外观六楼博物馆、达拉斯历史博物馆、先锋广场（30分钟）→ 达拉

斯市政厅（外观，15分钟）→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150分钟）→ 达拉斯送机

 

温馨提示：

1.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仅限周四-周日开放，开放时间如下：周四2:00pm-8:00pm，周五：2:0pm-8:00pm、周六

&周日：11:00am-5:00pm，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将关闭。

 

全天  

迪利广场 Dealey Plaza

迪利广场是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中心街区西区的一个小广场，由于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甘

迺迪在这里遭到枪击身亡而使得该广场名声大振。广场是一个落成于1940年的达拉斯城公园，位于达拉斯市

中心西部。该广场由三条道路围成，这三条道路分别是美茵大街、埃尔姆大街和商业街。在广场的西端，这三

条道路交汇到一处，并通过一个铁路立交桥，在当地，把这里称为“三合一地下道”。该广场是以民权领袖，达

拉斯晨报早期的出版商乔治·班尼曼·迪利的名字命名的，他曾经为了这一地区的繁荣而四处奔走。

六楼博物馆 Sixth Floor Museum

达拉斯历史博物馆曾经是达拉斯第六法院，红色的砖墙博物馆，壮观古老。我们在这里将帮您重现当年的场景

，多角度、深层次回顾、探秘美国历史上最年轻有为总统肯尼迪的传奇人生故事，以及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一次

刺杀。

达拉斯先锋广场 Pioneer Plaza

达拉斯的先锋广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铸铜纪念碑，它生动展现着三个牛仔赶着40头长角牛上集市的热闹情景。

广场的背后是一片坟地，据说埋葬着早年美国中西部的开拓者。后来，这块坟地成了市中心的一部分，政府提

出要将坟地迁走，引起了大众的不满，经由协商，在坟地前建造一个雕塑公园，使之成为两全齐美的事情。占

地4英亩的雕塑公园，由当地一个名为罗伯特萨默斯的人在1995年完成的。名为拓荒者的雕塑，是一个包含了

3个牛仔赶着40头德州长角牛的群雕，每头牛的表情不同，形态各异。牛仔和长角牛的粗犷神态，生动的肢体

，全在雕塑家的手笔之下，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雕塑中的牛仔和长角牛都是真实的人和牛的1.5倍，用铜雕

塑而成，整座雕塑气势恢弘，表现了牛仔的坚韧、独立的性格以及冒险精神。

达拉斯市政厅 Dallas City Hall

达拉斯市政厅是著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律铭的大作。倒V字形体能够形成大片的阴影，从而使市政厅面前的广

场成为引人逗留的良好的室外空间，倾斜的V字形建筑本能的形体趋向就是产生与广场相互亲近的气氛。从侧

面看，市政厅就像是德州地图的形状。这座像倒转金字塔的建筑物的倾斜面有34度，楼高7 层，每一层比底下

一层宽出9.5英尺。这样的设计虽然有点夸张，但可以遮挡风雨以及德克萨斯州酷热的阳光。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 Dallas Museum of Art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此馆共收藏24000余件艺术品，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至今，包罗万象。此博物馆还以其灵

活的展览政策和广受美誉的教育专案而闻名。艺术收藏令人叹为观止，藏品纵穿三千年，一直免费为游人开放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行程中交通费用（7座商务车）；

 

2.行程中住宿（住宿晚数等于行程天数减一）；

 

3.中英文服务人员（司机兼导游）；

 

4.行程中早餐。

 

费用不含

1.午餐和晚餐；

 

2.景点门票费用（门票价格时常波动，不再另行通知。门票在导游处统一购买，建议支付现金）；

 

3.服务费（每人每天最低支付US$12，儿童及占座婴儿均按成人标准支付）；

 

4.酒店房间内私人费用（洗衣费，电话费等）；

 

5.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成人：$25.00；

老人(62+岁

)：$15.00；

儿童 (3-11岁

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15.00；

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 Houston 

NASA Space Cente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29.95；

老人(65+岁

)：$27.95；

儿童 (4-11岁

)：$24.95；

海豚游船 Baywatch Dolphin Tou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13.80；

老人(65+岁

)：$13.80；

儿童 (2-11岁

)：$9.20；

冠军牛仔竞技表演赛 Stockyard 

Championship Rodeo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45.00；

老人(65+岁

)：$45.00；

儿童 (3-12岁

)：$35.00；

圣安东尼奥特色夜游(包含游船船票

) San Antonio Night Tou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35.00；

老人(65+岁

)：$30.00；

儿童 (2-11岁

)：$25.00；

美洲塔 Tower of Americas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14.50；

老人(65+岁

)：$12.50；

儿童 (4-12岁

)：$11.50；

鹿角野生动物＆骑警博物馆 

Buckhorn Saloon& Texas Ranger 

Museum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22.00；

老人(65+岁

)：$22.00；

儿童 (3-12岁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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