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氣Courage、智慧Wisdom、探索Explore 

      北市大教師最用心，冬令營課程包含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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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培養正向的生活態度及生活常規！ 

梯次 日期 訂價 

第一梯 1/21-1/22 2,500元 

第二梯 1/25-1/29 6,250元 

第三梯 2/1-2/5 6,250元 

第四梯 2/8-2/9 2,500元 

★全梯報名者(不包含最後的特色 

    主題課程!!)，訂價15,750元! 

★舊生、設籍中正區、士林區居 

    民享訂價8折優惠。 

課程時間及費用 

一      報名日期：自109年12月1日 

         早上09:00起開放網路報名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三 報名網址：
http://210.71.24.124/tpec_ex
educ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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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洽詢電話：（02）23113040*1523 
五 Line ID官方帳號：dceeutaipei 
六  FB：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博愛校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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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上課地點： 

交通方式： 

 報名資訊： 

更多精彩營隊課程，詳見內頁！ 

http://210.71.24.124/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http://210.71.24.124/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http://210.71.24.124/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http://210.71.24.124/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幼兒園營 
(中班及大

班) 

K01-種子班的奇幻旅
程 

-音樂玩創意 

隨著歡樂的節奏一同來探索自然、音
樂與繪本結合各式主題及學習區並將
英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讓寶貝們一起

來FUN寒假、輕鬆玩。 

1/21-1/22 週四至週五
08:00-18:00 

K02-種子班的奇幻旅
程-綠野仙蹤 

隨著歡樂的節奏一同來探索自然、音
樂與繪本結合各式主題及學習區並將
英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讓寶貝們一起

來FUN寒假、輕鬆玩。 

1/25-1/2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K03-種子班的奇幻旅
程-自然好好玩 

隨著歡樂的節奏一同來探索自然、音
樂與繪本結合各式主題及學習區並將
英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讓寶貝們一起

來FUN寒假、輕鬆玩。 

2/1-2/5 

K04-種子班的奇幻旅
程-一起過新年 

隨著歡樂的節奏一同來探索自然、音
樂與繪本結合各式主題及學習區並將
英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讓寶貝們一起

來FUN寒假、輕鬆玩。 

2/8-2/9 

 
週一至週二
08:00-18:00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小一營 

A01-小腳ㄚFUN心玩 

從孩子們最熟悉的【玩】，作為主軸，
帶領孩子們藉由人文、藝術、自然等
不同領域之活動結合，激發孩子的創
造力、培養自信與專注力、耐心與與
美感的養成，一起玩出無限可能。透
過不同的活動課程安排，讓孩子能夠
在營隊中玩樂的同時，快樂學習、開

心成長！ 

1/21-1/22 週四至週五
08:00-18:00 

A02- 頭好壯壯冬令營 

今年就讓我們帶著孩子們展現最活力
滿滿的一面，盡情的追趕跑跳，還有
精彩豐富的主題式活動，讓孩子們在
短短的五日營隊中，培養各領域的學
習興趣，並提升觀察力與邏輯思考力！ 

1/25-1/2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A03-葉子創意營 

你是不是也在好奇植物生長的秘密呢? 
自然玩創意能讓孩子探索植物的變化，
學習教科書以外的知識 由植物結合美
感的創作，讓孩子動手體驗、發揮創
意 及各式各樣有趣的體能活動，等著
孩子們開發自己肢體的潛能 希望孩子
能在營隊中快樂學習，有個精彩的寒

假，滿載而歸。  

2/1-2/5 

A04-哞哞嘉年華 

快來加入哞哞嘉年華的行列!透過觀察、
體驗，認識有關動物的知識，培養孩
子愛護動物及環境的態度，配合手作
活動，讓孩子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 

2/8-2/9 週一至週二
08:00-18:00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小二營 

B01-Fun心玩藝術營 剪影畫、摺紙、黏土DIY以及北美館之
旅，增進孩子的美感素養。 

1/21-1/22 
週四至週五

08:00-
18:00 

B02-藝遊仙境營 

帶領孩子利用不同的媒材創作美術作
品，藉由遊戲的方式引導孩子的語文
學習。本課程將帶孩子到中正紀念堂、
孫運璿紀念館出遊。 

1/25-1/29 

週一至週五
08:00-
18:00 

B02-掘地求生冬令營 

 透過遊戲探索地科、生物等自然科目，
也不忘兼顧體能以及藝術領域。本營

隊會帶領孩子至中央氣象局、 
海科館、天文館、防災科教館參觀 

1/25-1/29 

B03-繪本音樂劇自信展
現冬令營 

音樂、魔術、與故事的課程，啟發孩
子想像力與創造力。 

2/1-2/5 

B03-出發吧，台北「捷
客」營 

我們將帶領孩子認識捷運、並實地親
訪捷運周遭的景點，孩子從中學會該
地方的特色。趕快來加入我們吧! 

2/1-2/5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小三、 
 小四營 

C01-這藝個星球 

我們要以藝術角度切入、友善環境；
我們常說廢物利用就是隨手做環保，
原來回收的雜誌、飲料罐也可以創造

出新生命! 

1/21-1/22 

週四至週五
08:00-
18:00 

C01-春日部防衛隊-捷
運紅線篇 

小新、妮妮、風間、阿呆、正男想要
出發去淡水認識當地的歷史與地理，
並且藉由地圖探索捷運紅線的美食。 

1/21-1/22 

C01-Where is my 
money兒童理財營 

此營隊教導孩子正確的金錢觀念， 懂
得分別想要以及需要，做出正確的消
費行為，並養成記帳的好習慣，學習
儲蓄、支出、投資，從小培養孩子正
確的理財觀念。另外也結合 STEAM 教
育，將數學、藝術融入理財課程中，
並透過所學的理財能力與同儕合作創
業，培養孩子跨領域的素養和能力。  

1/21-1/22 

C02-原來是這樣 
我們將帶領孩子至剝皮寮認識老台北
的歷史人文、下午時段帶領孩子做實
驗，發現日常生活的科學原理。 

1/25-1/29 
週一至週五

08:00-
18:00 

M02-三到六年級OTTO
機器人  

由資訊科學系研究所的大哥哥大姊姊
們組成的團隊，將帶領小朋友學習時
下最熱門的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

(OTTO、mBlock、Arduino) 

1/25-1/27 
(此營隊 
學費: 

3,750元) 

週一至週三
08:00-
18:00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小三、 
 小四營 

C03-英語好好玩 
-讀者劇場 

英語教學系的隊輔老師將帶領小朋友用
有趣活潑的方式學習說英文喔!課程包含
閱讀英文童書、大聲唸、單字遊戲等等，

最後戲劇表演，千萬別錯過喔! 

2/1-2/5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M03-三到六年級OTTO
機器人  

由資訊科學系研究所的大哥哥大姊姊們
組成的團隊，將帶領小朋友學習時下最
熱門的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OTTO、

mBlock、Arduino) 

2/1-2/3 
(此營隊 
學費: 

3,750元) 

週一至週三
08:00-18:00 

C04-一起趣過年 

介紹不同國家的過年給小朋友認識，可
以學習到各國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差異。
從古時候介紹「過年」的由來，製作小
鞭炮，看誰最能嚇跑年獸!用毛筆創作春
聯，DIY 包水餃，讓小朋友們動動手體

驗過年的樂趣!  

2/8-2/9 週一至週二
08:00-18:00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小四、 
  小五、 
 小六營 

D01-冬季樂學營 

美麗的莎莎老師將帶領孩子們進行科學
與藝術的創作活動；帥氣的小奕老師擅
長兒童體能教學，訓練孩子協調力、專
注力；氣質的彤彤老師將帶領孩子走訪
十三行博物館﹑認識遠古歷史。三位優

秀的老師，您的孩子千萬別錯過! 

1/21-1/22 
週四至週五
08:00-18:00 

D01-桌遊列國， 
身歷其境 

一群史地系的隊輔老師將透過桌遊為引，
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歷史、地理相關知

識，並了解知識活用的重要性。 
1/21-1/22 

D02-冬季樂學營 

美麗的莎莎老師將帶領孩子們進行科學
與藝術的創作活動；帥氣的小奕老師擅
長兒童體能教學，訓練孩子協調力、專
注力；氣質的彤彤老師用活潑的方式帶
領孩子導讀文學名著。三位優秀的老師，

您的孩子千萬別錯過! 

1/25-1/2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M02-三到六年級OTTO
機器人  

由資訊科學系研究所的大哥哥大姊姊們
組成的團隊，將帶領小朋友學習時下最
熱門的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OTTO、

mBlock、Arduino) 

1/25-1/27 
(此營隊 
學費: 

3,750元) 

週一至週三
08:00-18:00 

D03-冬季樂學營 

美麗的莎莎老師將帶領孩子們進行科學
與藝術的創作活動；帥氣的小奕老師擅
長兒童體能教學，訓練孩子協調力、專
注力；可愛的Gina老師將實際體驗製作
糯米麵團，並運用傳統捏麵技法進行創
作。三位優秀的老師，您的孩子千萬別

錯過! 

2/1-2/5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M03-三到六年級OTTO
機器人  

由資訊科學系研究所的大哥哥大姊姊們
組成的團隊，將帶領小朋友學習時下最
熱門的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OTTO、

mBlock、Arduino) 

2/1-2/3 
(此營隊 
學費: 

3,750元) 

週一至週三
08:00-18:00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小四、 
  小五、 
 小六營 

D04-冬季樂學營 

三位優秀的老師莎莎、小奕、Gina將
帶領學員一步一腳印地認識反重力懸
浮，從到簡易測試、到小組創作，不
斷深入探討反重力懸浮的魔力吧！此
次北市大樂學營隊即將舉辦首次大規
模的集體創作！超長超壯觀的巨大畫

作，期待你/妳的加入！  

2/8-2/9 

週一至週二
08:00-18:00 

D04-當經濟走入地理大
觀園 

我們將以富含趣味性的互動式課程，
帶領學生在遊戲和問答中學習完整的
地理知識，讓孩子能以地理和歷史文
化的角度瞭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與
日常生活做結合，激發其探索全球經

濟的興趣。 

2/8-2/9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日期 學費 

★高中浩瀚今生營 

這是一個地科、生物、環境教育營，由本校專業
的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的老師組成的團隊! 課
程包含岩礦學、海洋學、地震學、植物學等等，
課程活動包含有趣的桌遊、大地活動並實地參訪
氣象局，增進學員在地科生物及環境見聞。 

1/26-1/29 
週二至週五
09:00-17:00 

3,500元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國一營 E01-E04國中腦力開發
營 

 您還在思考要一的孩子，要在寒假進
入補習班衝刺學業，還是繼續讓他有
一個智力、體力都能均衡發展的營隊？ 
本校國一「腦力開發營」，除了每天
提供英文、數學、生物等科目之探索
外，也安排體能課程，像籃球與跑步，

均衡孩子的身心發展！ 

1/21-2/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千萬別錯過的特色課程！ 

文澄足球班!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110冬令營-三到六
年級文澄足球班 

文澄老師擅長兒童體適能、足球教學。歷年在本
處博愛校區的兒童足球班任教。課程中，老師將
從基礎的規則及培養球感帶起，並進階至學習運
球、 控球及射門等，搭配個人與小組練習競賽， 

讓孩子在運動中學習團隊合作的重要。 

1/21-2/9  
(週一至週五)  
14:00-15:30  
共21小時 

 

3,780元 

以下學費已為優惠價格，不再做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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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學費已為優惠價格，不再做折扣!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酷炫氣球&魔術營 
(小一至小三)★ 體驗魔術和氣球的魅力，讓才藝生

活多采多姿。 

1/21-1/22 
週四至週五 

(09:00-16:30) 
3,500元 

★酷炫氣球&魔術營 
(小四至小六) 

1/21-1/22 
(09:00-16:30) 3,500元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STEAM教育科學手
作營(小一至小三)★ 以STEAM教育為核心， 

從動手操作中學習科學， 
並與生活做結合。 

1/25-1/29 
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5,500元 
(另收教材費
2,450，開
課當日繳納) 

★STEAM教育科學手
作營(小四至小六) 

1/25-1/29 
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5,500元 
(另收教材費
3,000，開
課當日繳納)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科學大富翁 
(小一至小三)★ 

以實驗了解科學，並結合遊戲 
體驗“理財”的樂趣。 

2/1-2/5 
週一至週五 

(09:00-16:30) 
6,500元 

★地球科學守護者 
(小四至小六) 

2/1-2/5 
週一至週五 

(09:00-16:30) 
6,500元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魔法科學偵探營 
(小一至小三)★ 

將課本中生硬的科學原理，轉化 
為好玩好解讀的神奇魔術。 

2/8-2/9 
週一至週二 

(09:30-16:30) 
3,400元 

★魔法科學偵探營 
(小四至小六)★ 

2/8-2/9 
週一至週二 

(09:30-16:30) 
3,400元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專題式科學素養冬令
營-玩轉科學 

(小一至小三)★ 

透過遊戲和實驗，小朋友將發現圓
周運動拉扯的向心力與離心力。 

1/21-1/22 
週四至週五 

(09:00-16:30) 
2,800元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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