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生菁英美語營- Mini Ted 英語演說家

1. 學習策略：
100%原汁原味美語營
從 Cultural Project 到闖關任務，外籍教師全程 100％美語
授課。
情境式互動美語教學
透過主題活動（Mini Ted 英語演說）及生活課程（運動，
烘培），讓英文融入 our life！成為全方位發展的未來菁英。

2. 主辦單位: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家長會。
協辦單位: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毛克利青少年協會

3. 營隊亮點：
Mini TED 五分鐘英語演說 | 讓英語真正學以致用
結合語言 x 生活 x 知識 x 技能，讓學員實際應用聽說讀寫技
巧，不只是學習語言，而是活用語言，為未來打好基礎！
 Mini TED 五分鐘英語演說
 原汁原味美式運動會
 小小奧利佛烘培教室
 英文瘋桌遊

4. 結合 108 課綱「核心素養」
：
營隊課程以素養的三大面向著手「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融入關鍵生活技能，讓學員
能自信迎接未來世界的變化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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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2020 年菁英美語營- Mini Ted 英語演說家夏令營招生簡章
一、主旨: 結合108課綱「核心素養」的三大面向 -「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融
入關鍵生活技能，讓學員能自信迎接未來世界的變化與挑戰。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家長會。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毛克利青少年協會。
四、活動對象及時間：週一~週五，共5天，每日09:00-16:00。
E1班＜對象：國小升5、6年級、國中7年級新生＞109/08/03(一)~109/08/07(五)
E2班＜對象：國中升8年級學生優先＞109/08/10(一)~109/08/14(五)
五、每班人數：25人。(未滿20人不開班，已報名學員採退費或併班處理)

六、活動費用：原價 7,500 元(含：課程、午餐、保險、中英文結業證書)
【第一階段報名】自即日起至 6/7(日)止，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優惠每人新台幣 6,500 元，額滿為
止。(請一律於網路報名 https://reurl.cc/Njxrx6 並完成轉帳繳費。)
1. 懷生國中學生。
2. 學區小學(忠孝國小、懷生國小、幸安國小)學生。
3. 本校家長會推薦。
4. 若同時報名本校另一營隊(STEAM 機器人夏令營)，享報名優惠價 12,000 元。
【第二階段報名】若第一階段報名結束後仍有名額，自 6/22 日起至 7/18 止，凡符合下列條件者，
優惠每人新台幣 6,500 元。(請一律至本校學務處辦理現場報名及繳費)。
1. 懷生國中學生。
2. 學區小學(忠孝國小、懷生國小、幸安國小)學生。
【獎助費用】低收入戶學生提供費用減免 3000 元，每位收取 3500 元，名額採外加方式，共計 2 名
(一班 1 名)，需檢附相關正式證明文件，依完成報名手續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請一律至本校學務處辦理)
七、活動地點：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3 段 248 巷 30 號，捷運忠孝復興站步行 3 分鐘)
八、活動內容:
(1) Mini TED 五分鐘英語演說
(2) 原汁原味美式運動會
(3) 小小奧利佛烘培教室
(4) 英文瘋桌遊
九、營隊聯絡專線：02-27215078 分機 220~222 學務處訓育組黃組長
E-mail: t199yeh@gmail.com 或 dominiquehcyn@gmail.com
課程詢問專線：毛克利青少年協會專線 02-89521687
十、退費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1.本研習活動全程皆有保險，請學員於報名時務必資料填寫正確。
2.活動期間，若遇颱風、地震等天災，依當地市政府人事行政局公布是否上課規定，決定活動是否
延期或取消(屆時另行公告)。
3.因家長或報名學員本身之因素，報名後無法參加本課程時，退費標準如下：
(1) 開課(E1:8/3，E2：8/10)前因病全程無法參加，附上公立醫院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校申
請取消參加課程者，即可全額退費（需自付原報名轉帳繳費手續費用及保險費）。開課後，
參加學員經公立醫院確診為流感、腸病毒、水痘等疾病，通知本校並提具公立醫院診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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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按照該學員實際參加課程時間，依比例退還未參加天數的費用。
(2) 學員在報名本課程後，若無法參加，需以書面向本校申請取消參加活動。
◎於開課前 31 日提出申請者，本校得收取 1%的行政費用（製單、收費手續費…等）
，退還
99%之費用。
◎於開課前 21 日至 30 日前提出申請者，退還 90%之費用。
◎於開課前 2 至 20 日前提出申請者，退還 70%之費用。
◎於開課前 1 日提出申請者，退還 50%之費用。
◎課程開始後提出申請者，僅退還未參加天數餐費，其餘費用不予退還。
◎本校僅接受親自到校辦理取消報名手續。
(3) 本課程開課後中途請假或未出席，一律不予退費。
(4) 同意書規定應退費予家長之情形者，應於本課程結束後一週內檢附學員銀行(郵局)存簿影
本到校提出書面申請，以利本校將款項以匯款方式退還家長。
4.學員若出席時數未達總時數三分之二者，將不發與結業證書。
十一、交通資訊: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1.捷運：文湖線〈棕〉
、板南線〈藍〉於『忠孝復興站』下車，1、2 號出口走路約 3 分鐘即到達
2.公車
(1)忠孝東路 站名：懷生國中
停靠路線：忠孝新幹線、605 (正線、副線及新台五線)、204、204(區
間)、212 (直行車)、232、232 (副線)、262、262 (區間)、299
(2)復興南路 站名：懷生國中
停靠路線：204、204 (區間)、278、685、74
(3)仁愛路→ (從西至東方向) 站名：仁愛建國路口(二)
停靠路線：37、245、261、263、270、311、621、630、651、665
(4)仁愛路← (從東至西方向) 站名：仁愛復興路口或仁愛建國路口(一)
停靠路線：37、226、245、261、263、270、311、621、630、651、665
十二、課程時間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Mini Ted 英語演說家】
09:00
|
10:30

Placement Test
超能力分類帽
能力分班測驗

English Class
English Class
English Class
English Class
【賦予故事新生命 I】 【英語演說練習 I】
【演說前最後衝刺】 【Youtuber 開麥拉】
魔鬼藏在細節裡
說一個動人的故事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準備就緒
抓住你的注意力
Practice makes perfect
No pain No gain
321 Action！

English Class

English Class

English Class
【從講台到影音平

主題討論與分析

【戰勝恐懼】
向賈伯斯致敬
Become an influencer

English Class
English Class
10:40 【Mini TED 工作坊】
【賦予故事新生命 II】 【英語演說練習 II】
左右腦動起來
|
設定演說目標
好萊塢三幕劇技巧
Think logically
12:00
跨越語言阻礙

台】
和世界分享我的故事

午餐約會

12:00
13:00
|
草地橄欖球
14:30 Be there or be square
14:40
|
16:00

高‧潮‧迭‧起

【美式運動會】

English Class

泡泡躲避球

樂樂棒球

稱霸足球場

【Mini TED 發表會】

反應力生存賽

屬於我們的主場

團隊 X 策略 X 專注力

英語演說家的誕生

【英語瘋桌遊】

【小小奧利佛烘培教室】
Commencement

英語大富翁

英文 X 理財

400 次美祿

挑戰手打舒芙蕾

Learning by playing

Monopoly Gamer

Mast Chef Junior

Pancake or Souff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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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party
頒發勝利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