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梯次

月梯次

日期

第一梯 7/15-7/17

第二梯 7/20-7/24

第三梯 7/27-7/31

日期

第四梯 8/3-8/7

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7

8

課程時刻表

報名兩週 3日訂價 單週訂價 小計

1週3日營+1週5日營
3,375 5,625

9,000

2週5日營 11,250

報名三週 3日訂價 單週訂價 小計

1週3日營+2週5日營
3,188 5,312.5

13,813

3週5日營 15,938

報名四週 3日訂價 單週訂價 小計

1週3日營+3週5日營
3,150 5,250

18,900

4週5日營 21,000

報名五週 3日訂價 單週訂價 小計

1週3日營+4週5日營
3,113 5,187.5

23,863

5週5日營 25,938

報名六週 3日訂價 單週訂價 小計

1週3日營+5週5日營
3,075 5,125

28,700

6週5日營 30,750

報名7週 (每週報名) 3日訂價 單週訂價 小計

1週3日營+6週5日營 3,000 5,000 33,000

課程費用
＊暑假第1週(7/15-7/17)三日訂價3,750元，其餘單週訂價6,250元。
＊於6/30前一次報名兩週以上者，享有優惠訂價如下，趕快報名！

勇氣Courage、智慧Wisdom、探索Explore
       北市大教師最用心，夏令營課程包含科學、文學、藝術、音樂、體能、歷史、戶外
教學等等，並用活潑多元的教學方法，帶領孩子跨學科學習，啟發您孩子的智慧、美感、
體育潛能、邏輯推理等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優質的教師團隊能引導您的孩子培養正向
的生活態度及生活常規！

眾所期盼的１０９夏令營６／１起開放報名
歡慶台灣抗疫有成，６／３０前報名更享有優惠，不要錯過！

Python基礎程式設計

Python是簡單易懂且語法強大的程式語
言，更是學習數據資料 分析不可缺的工
具。透過入門引導，讓您朝向程式設計高
手之路邁進

2020/07/20 -08/07 6,000/期

Apple Swift基礎程式設計

Apple  Swift 是強大且易學的程式語言，不

但易於使用，更提供廣大的自由度。我們將
帶您認識 Swift 程式並實戰操作，讓您在短
時間內就能製作出屬於自己最具創意的 app

2020/08/10-08/28 6,000/期

APCS大學程式設計 APCS 是以客觀檢驗高中生程式能力，作
為大學選才的參考依據，是目前全台最具
公信力的程式能力檢定之一。

2020/07/20-08/28 6,000/期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價格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價格

小貝克足球班
小貝克足球歷來廣受好評，授課教練針對
兒童體育教學經驗豐富，能帶領孩子善用策
略踢足球!

9/5-10/18(六)9:00-11:00 
1期/10堂/20小時

原價4,400元 優
惠8折3,520元

莎莎畫室

美麗的莎莎老師是本處兒童美術課程的台
柱!老師能引導想像與觀察，並透過不同媒
材表現，帶領孩童進入充滿創意的創作園
地，並培養在美術世界裡無限的創造力。

9/5-10/18(六)14:00-15:30 
1期/10堂/15小時

原價4,750元 優
惠8折3,800元

基礎程式設計課程

報名辦法

上課地點

交通方式

搶先預告！１０９年９月起兒童週六課程

報名日期：自109年6月1日起開放線上報名至109年8月28為止
洽詢電話：（02）23113040*1523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台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博愛校區）
報名網址：http://210.71.24.124/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官方帳號:@856avlsf    FB: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 - 博愛校區
（舊學員登入帳號密碼即可報名，新學員請先加入會員後方可報名。）

優惠方案：舊生、士林區與中正區居民打8折。持有108年夏令營颱風停課優惠卷者，     

再減1000元。本校教職員工打７５折。主題課程不另行優惠。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捷運中正紀念堂站7號出口)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7號出口
公車站1 : (臺北市立大學站) 252 、660 、244
公車站2 : (一女中站)
　        2-1：262、3 、0東
        　2-2：台北客運、15路樹林、指南三、聯營  
                      270 、235 、662 、663
        　2-3：聯營204 、241 、243 、244 、236 、251 、
                      662 、663 、644 、706 、235 、532 、630 
公車站3：(市立大學附小站)204 、235 、630 、

644 、532 、706 、662 、663 、241 、
243 、244 、5 、236 、251

低地板公車搭乘：聯營204 、630

美術設計：彭怡文

廣告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幼兒園
(3-6歲)營

A01幼- 
種子班的奇幻旅程-小小實驗家

隨著歡樂的節奏一同來探索科學、音樂與
繪本結合各式主題及學習區。

7/15-7/17
周三至周五

08:00-18:00A01幼- 
小小運動王就是我

在運動同時吸收體育知識，團隊中學習，
發揮潛能，展現團隊力量。

7/15-7/17

A02幼- 
種子班的奇幻旅程-歡樂動物列車

隨著歡樂的節奏一同來探索科學、音樂與
繪本結合各式主題及學習。

7/20-7/24

周一至周五
08:00-18:00

A03幼- 
種子班的奇幻旅程-好餓的毛毛蟲

隨著歡樂的節奏一同來探索科學、音樂與
繪本結合各式主題及學習。

7/27-7/31

A04幼- 
幼兒藝術文學營

讓孩子運用各種素材去創作，發揮不同的
創意，運用想像力進行創作。

8/3-8/7

A05幼- 
幼兒科學探索營

透過課程，讓幼兒去探索生活中的科學，
並體會其奧妙之處。

8/10-8/14

A06幼- 
跟著繪本玩創意~給幼兒閱讀力與創造力

結合音樂與藝術，讓我們帶著孩子徜徉在
繪本的世界裡吧！

8/17-8/21

A07幼- 
跟著繪本玩創意~奧福音樂會

結合音樂與藝術，讓我們帶著孩子徜徉在
繪本的世界裡吧！

8/24-8/28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一 
新鮮人班

升小一新鮮人班
藉由圖像記憶與口訣提示，將抽象的符號轉化
成具體的意象，讓孩子輕鬆進入小一新生活。

8/10-8/21
周一至周五
10:00-12:00

A01幼- 
小小運動王就是我

在運動同時吸收體育知識，團隊中學習，發揮
潛能，展現團隊力量。

7/15-7/17
周三至周五

08:00-18:00A01幼- 
國寶營

培養孩童動靜皆宜的能力，黨陶文學素養，提
升身體知能。

7/15-7/17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二 
小三營

B01低- 
宇宙的奧秘-我們都是小小的星辰

結合遊戲、科學、語文、創意DIY與
校外教學 讓我們一同探索宇宙的奧
秘吧！

7/15-7/17

周三至周五
08:00-18:00

B02低- 
小童夏令營—飛向台灣的鄰居

透過音樂、舞蹈、勞作等多元課程
融合各國特色，並加入半日遊，實
際參觀飛機。

7/20-7/24

B02低- 
入木三分~小木工工作坊

帶領孩子將創意的想法動手實踐，
製作木工作品。 7/20-7/24

B02低- 
小小音樂家夏令營

透過遊戲了解音樂基礎知識 培養音
樂與藝術的素養。 7/20-7/24

周一至周五
08:00-18:00

B03低- 
小童夏令營—律動、音樂與科學

透過孩子們之間的互助合作， 在體
育、 音樂、 律動、 美勞 、 科學的
薰陶中共同成長。

7/27-7/31

B03低- 
入木三分~小木工工作坊

帶領孩子將創意的想法動手實踐，
製作木工作品。 7/27-7/31

B03低- 
小小音樂家

透過遊戲了解音樂基礎知識 培養音
樂與藝術的素養。 7/27-7/31

B04低- 
海底總動員之歡樂大本營

結合肢體律動、手作DIY、腦力激
盪，認識海底世界的生物! 8/3-8/7

B04低- 
藝術互動體驗營

以藝術、互動、體驗為主題，帶領
孩子進行不同的 手作體驗課程。 8/3-8/7

B05低- 
動物嘉年華

結合音樂遊戲、創意律動、語文與
校外教學。 8/10-8/14

B06低- 
古動在藝起-古藝營

古蹟探索結合科學，讓孩子在旅遊
中學習。 8/17-8/21

B07低- 
Clay製作所-Clay營

孩子們除了能認識動物，也透過手
做增進了孩子的精 細動作技巧，幫
助幼兒學習控制手部肌肉。

8/24-8/28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四 
小五小六營

C01中高- 
樂學夏夏教

莎莎兒童創意美術課程、體能活
動、遊戲、英文繪本課程。

7/15-7/17 周三至周五
08:00-18:00

C02中高- 
樂學夏夏教

莎莎兒童創意美術課程、體能活
動、遊戲、及理財小達人課程。

7/20-7/24

周一至周五
08:00-18:00

C02中高- 
國寶營

培養孩童動靜皆宜的能力，薰陶文學
素養，提升身體知能。

7/20-7/24

C03中高- 
樂學夏夏教

莎莎兒童創意美術課程、體能活
動、遊戲、及台灣歷史課程。

7/27-7/31

C03中高- 
多元智能發展探索營

結合「多元智能」理論，即使是數學
和自然課程都充滿趣味。

7/27-7/31

C04中高- 
樂學夏夏教

莎莎兒童創意美術課程、體能活
動、遊戲、結合父親節活動。

8/3-8/7

C04中高- 
多元智能發展探索營

結合「多元智能」理論，即使是數學
和自然課程都充滿趣味。

8/3-8/7

C05中高- 
樂學夏夏教

莎莎兒童創意美術課程、體能活動、
遊戲、台灣濕地探索戶外教學。

8/10-8/14

C06中高- 
樂學夏夏教

莎莎兒童創意美術課程、體能活動、
遊戲等等。

8/17-8/21

C06中高- 
FUN手做科學，地理好好玩

透過實際操作、更能充分理解地理知
識。

8/17-8/21

C07中高- 
樂學夏夏教

莎莎兒童創意美術課程、體能活
動、遊戲、認識台灣稀有動物。

8/24-8/28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國中營
E01國-E07國-
腦力開發營 (國一先修課程)

每天提供英文、數學、生物等科目之 探索
外，也安排體能課程，均衡孩子的身心發展

8/10-8/21
周一至周五

08:00-18:00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價格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價格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價格

科學益智手作營 
(升小一至小三)

從動手操作中學習科學原理， 
並與現實生活做結合

7/20-7/24 
(09:00-17:00)

5,500

STEAM手做迷你夾物機營
(升小四至小六)

從動手操作中學習科學原理， 
並與現實生活做結合

7/20-7/24 
(09:00-17:00)

5,500

魔法異聞錄(升小二小三) 以STEAM教育方式結合教學課
程，培養孩子的思辨能力

7/27-7/31 
(09:30-16:30)

6,800
優惠5,800

魔法異聞錄(升小四至小六) 以STEAM教育方式結合教學課
程，培養孩子的思辨能力

7/27-7/31 
(09:30-16:30)

6,800
優惠5,800

博學多聞半日營 
(升小一至小三）

科學結合感官的實驗營，讓孩子在實際操
作中快樂學習

8/3-8/7 
(09:00-12:00)

2,790

氣象科學小博士半日營 
(升小四至小六)

天氣的變化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透過
實驗與實際觀察，成為氣象科學小博士吧

8/3-8/7 
(13:30-16:30)

2,790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價格

升小一新鮮人班(注音符號)
藉由圖像記憶與口訣提示，將抽象的符號轉化
成具體的意象，讓孩子輕鬆進入小一新生活。

08/10-08/21 
(10:00~12:00)

5,000

言心翎兒童作文班
(本課程為優惠價格， 

不再適用其他優惠方案。)

導引孩子學習分享與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以
及從中所 感的想法與心緒，並能由此發現寫作
素材

7/21-8/25(10:00-12:00) 1,680

7/21-8/25(16:30-18:30) 1,680

暑期兒童課程

主題特色營隊
千碩創意
主題課程

魔法菁英
學院創意
主題課程

優達創意
主題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