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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夏令營】航向宇宙 太空之城休士頓探險之旅 

親子天下與休士頓旅遊局聯手打造，今夏唯一親身探險之旅 

前進距離宇宙最「近」的美國太空總署（NASA），深入太空人訓練基地，體驗太空人的生活  

參觀兩大博物館，擴大知識視野，並夜宿美國最古老的無畏艦，美國太空之城休士頓呼叫你！  

 

 營隊日期：2018/7/3(二) - 2018/7/11(三) 

 營隊對象：11-14 歲孩童，11 歲以下需家長陪同參與 

 航班：長榮航空直飛 

7/03(二) 桃園-休士頓 BR52 

起飛時間 7/03(二) 22:00(台灣時間) 抵達時間 7/03(二) 23:00(休士頓當地時間) 

7/11(三) 休士頓-桃園 BR51 

起飛時間 7/10(二) 01:25 (休士頓當地時間) 抵達時間 7/11(三) 05:50(台灣時間) 

 住宿：Day1、8：機上 

Day2-7：安排入住休士頓市區 Crowne Plaza Hotel 或 Holiday inn 同等級飯店，便於

課程安排、夜間活動規劃及交通往返。 

房型：四人一間，男女分房。 

 全程餐飲，除飛機餐外，皆以美國德州在地生活料理為主。 

 交通工具全程安排合法專車接送，並依時間及天候許可彈性安排搭乘當地地鐵 metro 體驗。 

照片來源：休士頓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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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行程表 

Day1 

7/3(二) 

桃園國際機場→美國德州，休士頓（搭乘長榮直航班機） 

22：00 台北(TPE)→23：00 美國休士頓喬治布希洲際機場(IAH) 

從桃園機場起飛，我們即將前往美國太空之城－德州休士頓，展開為期 9 天的探索旅程，準

備好冒險的心，跟著我們一起到美國德州去探險吧！ 

 

Day2 

7/4(三) 

人類探索遼闊宇宙的第一步~太空之城休士頓 

踏進太空之城休士頓，漫步在這個德州最大城，也是全美第四大的城市，體驗

這裡多元豐富文化，駐足欣賞街頭活躍的視覺表演藝術。 

 特別活動：市區觀賞國慶煙火 

 體驗基地：休士頓市政府、塗鴉牆地景、水之牆、威廉斯塔 

休士頓（Houston）是全美第四大城，於2012年被《Forbes》雜誌評比為「美國最酷城市」，

除了是赫赫有名的太空之城外，擁有創新研發及創業優勢，讓休士頓也成為千禧世代最愛的

創業基地之一，甚至被稱為「矽谷第二」。同時，多元文化融合及豐富的生活體驗，讓休士頓

成為科技、科學、人文體驗必訪之處。抵達休士頓的第一天就讓我們從探索休士頓的發展脈

絡及在地生活體驗開啟此行探險之旅。 

 

休士頓市政府歷史之旅 

休士頓創建於 1836 年，是美國德克薩斯州（Texas）

的第一大城，德克薩斯曾經是個獨立的國家，休士頓

市名即是以當年德克薩斯共和國第一位總統山姆·休

士頓（Sam Houston）命名而來。 

安排到訪休士頓市政府大樓，體會當時德克薩斯共和

國的歷史，這裡曾經是德克薩斯的第一個總統府，市

府的噴水池園區，也是德州剩下僅有的⾃由之⼟Free Land。將由休士頓會議及旅遊局帶領學

員搭乘時光機，了解德克薩斯的源起，體會甚麼是 Free Land？以及它對這塊⼟地的影響。  

 

休士頓藝術塗鴉文化體驗 

一幅幅色彩繽紛的塗鴉彩繪牆，散落在休士

頓市中心東邊，當地人稱此區為EADO區，

一棟棟建築物的單調牆面，皆成為街頭藝術

家盡情揮灑的畫布，展現休士頓多元文化、

熱情活潑的特色。 

高 33 英呎，寬 100 英呎的兩層樓高的

「Houston is inspired」彩繪壁畫，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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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Gonzo247耗費2周的時間，使用超過250罐的油漆顏料繪製完成，以休士頓的天際線帶出

主題，鮮豔對稱的花紋如同蛻變的花蝴蝶，象徵休士頓就像脫離蛹後的蝴蝶，以王者姿態驚

艷世界，鮮豔的色彩也代表著休士頓兼容並蓄的多元文化，漫步此區，慢慢欣賞感受這個城

市獨有的魅力。 

 

休士頓在地生活體驗-水之牆/威廉斯塔/ The Galleria Mall/國慶煙火秀 

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也稱為"獨立紀念日

"(Independence Day)或 "July 4th" (七月

四日)，每年這一天所有的城市都熱鬧非凡，

下午前往市區體驗國慶日慶祝氛圍，參觀知

名建築休士頓第一高樓威廉斯塔 （Williams 

Tower）、水之牆及美國第七大商城The 

Galleria Mall，並特別安排參觀國慶煙火，

深入美國生活體驗。 

 

Day3-5 

7/5(四)- 

7/7(六) 

揭開宇宙的神秘面紗 

由 NASA 專人進行深度導覽，帶領孩子在互動的過程及純英語環境中接受太空

知識的教育；參與模擬飛行訓練與挑戰者任務，親身著裝、動手操作，體驗太

空人的生活，完整的感受到太空科技的歷史並滿足對外太空的好奇心。登上經

歷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克薩斯號戰艦，夜宿美國最古老的無畏艦，不只參觀，還

能夜宿！戰艦就是你的飯店。 

 特別活動  模擬飛行訓練、挑戰者任務、飛行體驗、夜宿德克薩斯號戰艦 

 體驗基地  美國太空總署（NASA）、飛行博物館、海上博物館(德克薩斯號

戰艦)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休士頓，我們有麻煩了。」是湯姆漢克在電影「阿波羅 13」

裡的經典台詞，想到太空即想到休士頓，這三天我們將前往美國太空總署 NASA，親⾃參與

操作滿足對外太空的好奇心，並前往飛行博物館體驗航空模擬 STEM 課程，夜宿德克薩斯號

戰艦體驗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偉大歷程。 

 

NASA one day tour 太空歷史/星空走廊/任

務控制中心 

前往  “休士頓太空中心 (Space Center 

Houston)”、“美國太空總署詹森太空中心

(NASA's Johnson Space Center)”安排太空

中心教育人員專人導覽教學，體驗遠離地球的

感覺、親身觸摸月球的岩石，在幕後觀看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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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訓練， “發射電影院”(Blast-Off theater) 中體驗 2030 年發射到火星的未來世界！命

運電影院 (Destiny Theater) 欣賞電影《談論人類的命運》(On Human Destiny)，安排參與

“太空總署電車之旅” (NASA Tram Tour) ，參觀真正的 NASA 工作人員工作區及體驗最

新的太空機器人(NASA Humanoid Robots)模擬執行任務，開啟此行跨越時空太空之旅。 

★營隊特別安排：全程由 NASA 教育背景專人進行深度導覽，非一般旅遊團行程 

 

★營隊特別安排：challenger program 挑戰者任務 

課程內容以 PBL(專案是學習)為主，解決複雜的資訊及問題，學習團隊合作，跨界思考。 

於太空任務模擬中心實際體驗太空任務，由學員分組擔任地面控制組和太空中任務執行組，

實際模擬太空任務，考驗學員們團隊合作與太空知識整合！  

  
challenger program https://youtu.be/zieNfACFuN0 

圖片來源：Hmns.org 

 

★營隊獨家安排：2017 年 9 月始開放之飛行博物館-Aviation 飛行計畫任務模擬訓練，台灣

團體首次體驗 

前往飛行航空城及 STEM 學習中心(美國非營利 501(C)(3)組織)，參觀世界級飛機收藏及德州

航空名人堂，探索飛行的樂趣。 

營隊獨家規劃 ALC 航空模擬 STEM 課程，由專業教練指導進行計畫和導航，“提交”FAA

飛行計畫後，實際體驗飛航的樂趣。除了航空科學知識學習，學員更可親身體驗進入 M20

模擬器時，當模擬器灣進入高速行動的感覺，搭配最先進的顯示面板，操作方向踏板，控制

軸和其他飛行控制，感受實際飛行的快感。 

 
Aviation Learning Cen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WAsIVv7WM&feature=youtu.be 

圖片來源：LSFM 

https://youtu.be/zieNfACFuN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WAsIVv7WM&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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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獨家安排：夜宿德克薩斯號戰艦，體驗只開放給美國童軍營的戰艦生活！ 

德克薩斯號（BB-35）為紐約級戰艦的二號艦，也是美國海軍第二艘以德克薩斯州命名的艦

隻，經歷 1914 年墨西哥坦皮科事件、在一次大戰為協約國船隻護航、二次大戰時更活躍於

大西洋、北非、參與諾曼地登陸，再轉戰太平洋，協助盟軍登陸硫磺島與沖繩島，單在二戰

就獲得了 5 個戰鬥之星。除役後德克薩斯號改建成休士頓的浮動博物館，也是許多電影拍攝

的場景。 

德克薩斯號保持多項歷史性紀錄，既是美國尚存最古舊的無畏艦，更是世上少數現存、曾服

役兩次大戰的艦隻。就美國而言，德克薩斯號更是首隻美軍戰艦裝上防空高炮及現代火控系

統、彈射軍用偵察機、使用 CXZ 雷達信號及安裝 CXAM-1 型雷達、永久改裝成博物館船、

及被評作美國國家級歷史地標。 

除了戰艦完整保存外，戰艦上機槍大炮，都還可以坐上去操作，想像戰爭時的場景；船內更

保留完整的船員生活，包含寢室、理髮廳、醫務室、廚房…等。本次營隊獨家規劃夜宿體驗，

實際感受獨一無二的戰艦生活，並安排參觀全美國最高的紀念碑-德克薩斯獨立紀念碑，見證

德克薩斯歷史。 

  

  

圖片來源：battleshiptex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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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7/8(日) 

造訪最受歡迎全美兩大博物館 

休士頓⾃然科學博物館的古生物館相當於八個小巨蛋，真實的恐龍化石、栩栩

如生的場景，讓孩子彷彿置身於侏儸紀世界。曾被 Parents 雜誌評選為全美第

一的兒童博物館，包括體能、科學、數學等創客任務，以及豐富職業體驗情境，

滿足兒童健康成長、激發探索的熱情的超大型展區。 

 特別活動：專人導覽祕探恐龍世界、創客任務挑戰 

 體驗基地：休士頓⾃然科學博物館、休士頓兒童博物館 

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祕探恐龍世界]

上午前往休士頓⾃然科學博物館，特別

安排博物館教育專員以美國在地學童教

學導覽方式，帶領探索地球生命的起源-

「恐龍園區」，整體規模約一個美式橄

欖球場大的遠古生態園區，收藏超過 

450 種恐龍化石及化石的復制品，祕探

地球令人難以置信的 35 億年歷史，從

遠古生物看生命的奧妙和生物的演進。 

館中還有古埃及館、能源館…等12個主題館，將依學員興趣分別安排參觀學習。 

 

休士頓兒童博物館創客任務挑戰 

休士頓兒童博物館為美國Parents Magazine票選第

一名兒童博物館，共有十四個兒童喜愛展覽館，包

含體能挑戰 (Power Play) 、⾃己動手作體驗館

(Chevron-Houston Texans Maker Annex)、認識數

學(Cyberchase)、生態展覽(EcoStation)、認識水力

(FlowWorks) 、 認 識 簡 單 科 學 (How Does It 

Work?)、發明家工作坊(Invention Workshop)、迷

你城市(Kidtropolis)，  

課程將採小組方式，分區體驗，從身體體能活動，

到多項創客任務挑戰，為機器人設定編碼程序和進

行創造發明，可以⾃己坐雲霄飛車, 木板車, 利用繩

和滑輪嘗試將⾃己舉起來認識簡單科學原理，或是

利用想像力創造小玩意兒；主持最夯的新聞節目、

⾃己做門好生意、競選市長；探索奈米技術和爬上

三層高的大樓…，全面啟動學員的好奇心與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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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Museum of Houston  

https://www.cmhouston.org/learn-mo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51&v=5lw4lV0CmFw 

圖片來源：cmhouston.org 

 

Day7 

7/9(一) 

探秘休士頓地下城 

四通八達的休士頓地下隧道商城，猶如一座休士頓的地下世界，全長 7 英里的

隧道，連接了 80 多棟建築，每一段的隧道風格都不同，因此每一個轉彎都是驚

喜，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眼會看到什麼！ 

 特別活動：地下城尋寶闖關遊戲 

 體驗基地：TMCX 德州創新研究院、休士頓地下隧道商城 

 

TMCX 德州創新研究院-創新能量學習 

TMCX創新研究院聚集創新者與學術界、科學界和醫學界最優秀的思想家，以創造醫療保健

未來發展，是德州重要的新創基地，在這裡無時無刻可看到新點子形成，創業能量爆發。課

程特別安排透過新創公司的分享經驗，讓學員學習創新及⾃我實現，培養發現問題及解決的

能力。 

 
http://www.tmc.edu/innovation/ 

 

https://www.cmhouston.org/learn-mo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51&v=5lw4lV0CmFw
http://www.tmc.edu/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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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地下隧道商城定向活動大挑戰 

休士頓市中心有個非常奇異的特色，就是在地面下活動的人潮比地面上活絡，走在市中心的

路上會發現似乎有點冷清，原來休士頓有座全長7英里的地下商城，包含餐廳、銀行、診所..

等，學員們將在這個地下迷宮挑戰定向活動，透過團隊合作完成指定任務，勇闖地下城。 

 

 

Day8 

7/10(二) 

美國德州，休士頓→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直航班機） 

01：25 美國休士頓喬治布希洲際機場(IAH)→05:50 +1 日 23：00 台北(TPE) 

返回甜蜜的家，與家人分享我的「休士頓太空探險經驗」，當日預計上午5：50分抵達桃園

國際機場，家長可事先安排接機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