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达拉斯浸会大学（DBU）
暑期语言课程及文化交流活动安排
（第一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7 月 6 日）

（7 月 7 日）

（7 月 8 日）

（7 月 9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1 日）

7 月 12 日）

6:00—23:00

·8:30—9:15 早餐

·8:30—8:55 早餐

·8:30—8:55 早餐

前 往 Six Flag Over Texas

·7:25 前往 Grapevine

（Moon IC 109A）

（Moon IC 109A）

（Moon IC 109A）

（德州六旗主题公园）

·8:10—9:35 早餐

·12：00—12:30 午餐

·9:00—9:50

·9:00—9:50

·9:00—9:50

*10:00 早餐

（Cracker Barrel）

（注：在此前每个人应该确定自

（Moon IC 109A）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己的交通和住宿情况，合理安排

·12:30—13:00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时间）

见面会（欢迎和介绍）

·10:00—10:50

·10:00—10:50

·10:00—10:50

·10:30—22:00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Six Flag Over Texas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小组 2 交流对话 （109A）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提供$40）

·11:00—11:50

·11:00—11:50

·11:00—11:50

到达和入住

6:00—11:30
到达和入住

（Moon IC 109A）
吃饭时间根据具体到达时间定

·13:00—13:30
项目简介和安排

·17:00—18:00
晚餐（校园内）

前往沃尔玛超市

·18:15—19:45
沃尔玛超市购物

·19:50
前往 DBU

·20:05
到达 DBU

·20:05
休息

·9:45
前往 Fellowship Church

·10:00—11:00
参观 Fellowship Church

（Moon IC 109A）

小组 1&小组 2 活动（109A） 小组 1&小组 2 活动（109A）

小组 1&小组 2 活动（109A）

·返回 DBU

·13:45—15:00

·12:00 午餐（校园内）

·12:00 前往 Yes Buffet

·12:00 午餐（校园内）

早班车：17:00

·11:15—12:45

·午餐后—19:00 休息

·12:15—13:15 午餐（Yes Buffet） ·午餐后—15:00 休息

晚班车：22:15

午餐

（自由活动）

·13:25 返回 DBU

（自由活动）

·19:15

·14:00—14:50

· 15:15

·17:10

前往 Trinity Groves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Stadium

他们可以选择在校园里吃晚

前往 Spring Creek BBQ

·19:45—21:00

小组 2 阅读/写作 （109B)

·15:45—18:30

餐，然后他们可以选择自由

参观校园
·18:00

（Brown Bag Breakfast）

·15:00—16:55
休息（自由活动）

·17:30—19:00 晚餐

晚餐（Trinity Groves） ·15:00—15:50

前 往 Cowboys

游览 Cowboys Stadium

（Rainforest Cafe）
*提早确定要返回 DBU 的人，

活动。

·12:00—17:50
前 往 Grapevine
Mall

（Spring Creek BBQ）

·21:15 返回 DBU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18:45 前往 Studio Movie

·19:10 返回 DBQ

·21:45 到达 DBU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Grill 或者返回 DBU

或者

·21:45

·16:00—16:50 小组 1&小组 2

*晚餐 Studio Movie Grill

·18:00

前往沃尔玛超市

休息

活动（109A）

看电影 Arlington

返回 DBU

·17:35 前往 Mckinney Plaza

（时间根据电影时长）

· 18:00

·返回 DBU

·19:25—21:00
沃尔玛超市购物

前 往 Dallas 艺 术 博 物

·21:10 返回 DBU

馆·18:30—21:00 游览 Dallas 艺术

*提早确定要返回 DBU 的人，

·21:25 到达 DBU 休息

博物馆 吃晚餐和欣赏爵士乐

他们可以选择在校园里吃晚

（Atrium）

餐，然后他们可以选择自由

·21:25 前往 Mickinney Plaza

活动。

·21:45 到达 Mickinny Plaza
·22:00 返回 DBU

$15 每人

·19:00—21:00
晚餐
（Moon IC）

Mills

美国达拉斯浸会大学（DBU）
暑期语言课程及文化交流活动安排
（第二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7 月 15 日）

（7 月 16 日）

（7 月 17 日）

星期六
（7 月 18 日）

·8:30—8:55 早餐

·8:30—8:55 早餐

·8:30—8:55 早餐

·8:30—8:55 早餐

·8:30—8:55 早餐

· 早 餐 （ 打 包 ）（ Brown Bag

（Moon IC 109A）

（Moon IC 109A）

（Moon IC 109A）

（Moon IC 109A）

（Moon IC 109A）

Breakfast）

·9:00—9:50

·9:10 前往 Fort Worth

·9:00—9:50

·9:20 前往达拉斯水族馆

·9:00—9:50

·8:15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 10:00 — 11:00 游 览 Cattle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Dallas World Aquarium）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Drive 和 Stockyards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9:50—12:00 游览参观达拉斯水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9:15—10:45 iFLY

·10:00—10:50

·11:05—12:30 午餐

·10:00—10:50

族馆

·10:00—10:50

·11:00 前往 Stonebriar Mall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 12:15 前 往 Sonny Bryan`s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11:15—15:15 午餐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Risky·s Barbeque）

前往 iFLY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12:40 前往 Sliver Creek Ranch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Smokehouse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11:00—11:50

·13:00—16:00

·11:00—11:50 小组 1&小组 2

·12:30—14:00

·11:00—11:50

活动（109A）

午餐（Sonny Bryan`s Smokehouse） 小组 1&小组 2 活动（109A）

Dallas Stadium）

动物农场

·12:00 午餐（校园内）

·14:15 返回 DBU

·12:00—13:15 午餐

·15:00—16:30 参观 FC 达拉斯足
球场

小组 1&小组 2 活动（109A）
·12:00——13:20 午餐
（Papa John·s Pizza）

骑马，使用索套，坐草车，参观

购物（Stonebriar Mall）
·15:30 前往 FC 达拉斯足球场（FC

·17:00 返回 DBU 换衣服

·
14:00—14:5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15:00—15:50

（Moon IC 109A）

·14:00—14:50

·18:00 前往 American Homes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13:15—16:00 休息（自由活动） ·19:30 在 FC 达拉斯足球场看比赛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18:30—20:30 晚餐

·15:00—15:50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16:45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American Homes）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16:00—16:50 小组 1&小组 2

·15:00—15:50

·20:40 返回 DBU 休息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活动（109A）

·17:00—18:30 晚餐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16:00—16:50 小组 1&小组 2

·17:15 前往 Cheddar`s Cafe

（Five Guys Burgers and Fries） ·返回 DBU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活动（109A）

·17:30—19:00 晚餐

·19:00 前往 Bass Performance

（时间根据比赛或者电影时间定）

·16:00—16:50

·17:30 前往 Medieval Times

（Cheddar`s Cafe）

Hall

*退订住宿和机场接送时间（12:00

小组 1&小组 2 活动（109A）

·18:00 到达 Medieval Times

·电影欣赏（Cinemark 16）

·19:00 欣赏音乐剧 Pippin

—23:00）

·17:00—17:50 晚餐（校园里）

·19:30—21:30 观看演出

·返回 DBU

（Bass Performance Hall）

·18:15 前往沃尔玛超市
18:30—20:00 购物
·20:15 返回 DBU
·8:30 休息

晚餐（Medieval Times）
·21:45 返回 DBU 休息

（时间根据电影时间定）

前往沃思堡（Fort Worth）

·返回 DBU
（时间根据音乐剧时间定）
*退订住宿和机场接送时间
（12:00—23:00）

或者
在 AMC Movie Theatre 看电影（如
果没有比赛）

美国达拉斯浸会大学（DBU）
暑期语言课程及文化交流活动安排
（第三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 月 20 日）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7 月 24 日）

·8:30—8:55 早餐

星期六
（7 月 25 日）

·8:30—8:55 早餐

·8:00—8:30 早餐（宾馆内）

·9:15—10:30 早餐（宾馆内）

·8:30—8:55 早餐

·早餐

（Moon IC 109A）

（Moon IC 109A）

· 9:00 前 往 圣 安 东 尼 奥 （ The

·10:45—11:00 退房

（Moon IC 109A）

（Brown Bag Breakfast）

·9:00—9:50

·9:00 前往 San Antonio

Alamo）

·11:00 前往 Sea World

·9:00—9:50

小组 1 交流对话（109A）

·13:00—13:30

·9:10—11:00 游览圣安东尼奥

·11:30—13:30 游览 Sea World

小组 1 交流对话 （109A）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10:00—10:50
小组 1 阅读/写作 （109B)

登记入住 Holiday Inn Express
·13:45—15:00 午餐
台湾中华餐厅（河畔步行街

小组 2 交流对话（109A）

River Walk）

·11:00—11:50

·11:15 步行前往赛百味（Subway） ·14:00 前往 Rudy`s BBQ

小组 2 阅读/写作（109B)

·11:30—13:00 午餐（Subway）

·10:00—10:50

*退订住宿和机场接送时间（6：00

小组 1 阅读/写作（109B)

—23:00）

·13:00—13:45

（Rudy`s BBQ）

小组 2 交流对话 （109A）

·15:10—19:45 购物（River Walk） Garden）

·晚餐（校园内）

·11:00—11:50

小组 1&小组 2 活动（109A）

·20:00—21:30 晚餐

·15:45—18:45

（在关门之前自行选择用餐时间）

小组 1&小组 2

·12:00——13:20 午餐

（Casa Rio）

自由活动（River Walk）

*打包行李，确保在星期四早餐后

活动（109A）

·21:30

·19:00—20:30 晚餐

顺利退房

·12:00——13:20 午餐

·14:00—16:00 社区服务活动
·16:15 返回 DBU
·17:00—17:50 晚餐（校园内）

休息

前 往日 本茶 园 （Japanese Tea

·14:15—15:30 用餐

·15:00 返回 DBU

（Papa John·s Pizza）

（Republic of Texas）

·自由时间（打包行李/休息/打扫

·20:45 散步（River Walk）

卫生）

休息

·18:15 前往沃尔玛超市

*打包行李，确保在星期四早餐后

·18:30—20:00 购物

顺利退房

·21:15 返回 DBU
·20:30 休息

*自由安排/做好退房准备

*退订住宿和机场接送时间（12:00
—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