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修推廣處(天母校區)
聯絡電話：(02)2873-0778 ﹔2873-0779
傳真電話：(02)2875-2271
天母校區：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01號

冬令營-招生簡章
2020 Winter Camp

網路報名： http://210.71.24.124/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進修推廣處

讚

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 (天母校區) 2020冬令營-招生簡章
壹、報名辦法：

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天母校區) 非學分班報名表
姓

一、報名日期：109年01月06日(星期一)開始報名至額滿為止。

名

【

】舊學員【

】新學員

請勾選

二、洽詢電話：（02）2873-0778、2873-0779
三、報名時間：現場報名:週一至週六 上午9:00至12:00；13:30至16:00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 絡 電 話

手

緊急聯絡人

聯 絡 電 話

e-mail

網路報名:24小時（109年01年06日上午九點開放報名）
四、報名方式：
（一）網路報名：網址http://210.71.24.139/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輸入帳號密碼即可報名)。

機

性 別

（二）現場報名：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01號(行政大樓1樓 進修推廣處)
（三）敬請報名後持繳費單（可自行列印）於開課前三日內至臺北富邦銀行各分行或超商辦理繳費，並將收據正本
繳交本處完成報名，以便保留名額。

（日）
手機

五、優待辦法：
（一）設籍士林區及中正區之居民8折優待(報名時請出示身分證或相關證件)。

縣

區

路

市

鎮

街

巷

聯 絡 地 址

段

（二）舊學員8折優待。
（三）新生團體5人以上8折優待。

報

（四）以上優惠最遲於課程開課前三天完成繳費，(例如3/20開課，須於3/17前【含當日】完成繳費)，逾期恕無優惠

名

項

目

期

別

班

號

樓

弄

別

上

課

時

段

備

註

，以原價計費。如課程因故延期則以延期後之開課日起計。
貳、注意事項：
一、報名及繳費手續，請於開課前辦理完畢，本處可預先受理其他梯次報名。
二、參加學員應衡量個人體能狀況，如有不適合從事之活動者，請勿報名。
三、完成報名者，於開課前如因故不克參加者，請親至本處報名處辦理轉班或退費，恕不受理電話變更。
四、若遇颱風、地震等天災，依照臺北市政府公布決定停課與否，如欲停課不另行通知，依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
決議如欲停課，不退費且不補課，則發放優惠券。
五、轉班規定：
（一）轉換班別項目者，限開課後一週內辦理並需補足差額及酌收手續費100元。
（二）由費用較高之項目轉換為費用較低之項目者，差額不予退還，並酌收手續費100元。（非自願性轉班者除外）
六、退費規定：
依據教育部頒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辦理。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所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九成。
（二）自實際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所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五成。
（三）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所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均不予退還。
應繳交金額計

（四）各班別若因人數不足，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學費。

元整

如何得知本處開課訊息？(請勾選，可複選)
□招生簡章 □捷運廣告 □公車廣告 □本校網站 □親友介紹 □其他____________
填完表格請送至: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01號(行政大樓1樓 進修推廣處)
PS：冬令營課程不接受傳真及電話報名，敬請見諒！

（五）學員如有溢繳報名費之情形，可辦理退費。
（六）學員若因個人因素缺課，不列入上述退費標準。
七、當梯次已開課時段之課程，因故無法繼續上課者，不得要求下梯次補課。
八、學員於上課期間，請勿攜帶貴重物品，若有遺失請自行負責。

天母校區 :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01號

九、本處保有合併梯次、開辦與否、課程變動及場地更換之權利。

NEW

創意小木工營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材料費每期另收300元）

上課場地：科資大樓4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10-12歲
招生人數：5-10人
課程內容：透過課程帶領孩子認識木材和簡易的木材加工。在手作的過程中
激發創意創造力和造形能力，培養耐心、專注力，並在課程結束
時帶著自製的作品回家。
師
資：外聘教師
期別
日期
班別/時間
週一∼週五
全一期
2/03-2/07
08:30-10:00

小飛人籃球營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5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40人
課程內容：精進籃球技巧、提升體能狀態、學習團隊合作、建立團隊觀念。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籃球教練群
指導顧問：李逸驊(李雲光) 國家代表隊籃球教練
期別

日期

全一期

2/03-2/07

歡樂羽球營

班別/時間
週一∼週五
A班08:30-10:00
B班10:30-12:00
C班14:00-15:30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3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40人
課程內容：羽球除了健身休閒外，對身體反應力和體力都有很大的幫助，不
但可以增進肌耐力、心肺能力及反應能力等，更能訓練判斷、起
動、移動、到位和擊球等反應及動作，不會過於激烈，能放鬆心
情、強身健體。※需自備羽球拍。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羽球教練群 指導顧問：廖焜福 國家代表隊羽球教練
日期
班別/時間
期別
全一期

2/03-2/07

網球訓練營

週一∼週五
A班08:30-10:00
B班10:30-12:00
C班14:00-15:30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5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40人
課程內容：基礎網球教學課程，訓練肌耐力與全身協調性的運用，也可作為
社交工具之一。
※需自備硬網球拍。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網球教練群
日期
班別/時間
期別
週一∼週五
全一期
2/03-2/07
A班08:30-10:00
B班10:30-12:00

桌球特訓營

【冬令營】7.5小時/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3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30人
課程內容：訓練全身協調與敏捷性，使反應佳、眼明手快，適合身高滿120
公分以上學童參加。教授內容包括正手攻、推、反手攻，左推右
攻等。※需自備桌球拍。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桌球教練群
指導顧問：陳建利、姜韻秋 國家代表隊桌球教練
日期
班別/時間
期別
週一∼週五
全一期
2/03-2/07
A班08:30-10:00
B班10:30-12:00

扯鈴跳繩營

【冬令營】7.5小時/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行政大樓1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20人
課程內容：1.個人基本動作教學、運鈴、方向調鈴、高低調鈴。 2.基本招式
教學演練，花式易學動作演練教學。3.組合性動作教學、團體性
動作教學。4.長繩遊戲演練技巧。5.依程度進階教學。
※需自備扯鈴與跳繩。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扯鈴跳繩教練群
指導顧問：劉述懿 國家代表隊民俗體育教練
期別

日期

全一期

2/03-2/07

快樂攀岩營

班別/時間
週一∼週五
A班08:30-10:00
B班10:30-12:00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3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7-12歲
招生人數：8-20人
課程內容：提升基礎運動能力，訓練肌耐力與全身協調性。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攀岩教練群
日期
班別/時間
期別
週一∼週五
全一期
2/03-2/07
A班08:30-10:00
B班10:30-12:00

小貝克足球營

【冬令營】7.5小時/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多功能草坪 / 詩欣館1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30人
課程內容：團體及小組個別訓練，以遊戲互動方式進行，藉由遊戲幫助學
員認知足球規則與動作技巧。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足球教練群
指導顧問：張武業 國家代表隊足球教練
日期
班別/時間
期別
週一∼週五
全一期
2/03-2/07
A班08:30-10:00
B班10:30-12:00

直排輪高手營

【冬令營】7.5小時/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鴻坦樓3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30人
課程內容：直排輪運動可以增加肌肉協調性、平衡感、反應力以及敏捷性，
教學過程以「前溜」、「後溜」、「轉彎」、「煞車」四大領域
的動作來做融合變化引導。
※需自備直排輪用具，包括頭盔、三合一護具(手掌、肘、膝)。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直排輪教練群
期別

日期

全一期

2/03-2/07

小海豚游泳營

班別/時間
週一∼週五
A班08:30-10:00
B班10:30-12:00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B1(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40人
課程內容：透過游泳活動達到手腳協調，讓孩子具有水性，達到運動又附有
健身的效果。
※需自備泳帽、泳鏡、泳衣。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游泳教練群
期別
日期
班別/時間
全一期

2/03-2/07

兒童體操營

週一∼週五
A班08:30-10:00
B班10:30-12:00
C班14:00-15:30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2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9歲
招生人數：8-20人
課程內容：本課程期望藉由體操教學，增進學生體能之平衡感、協調性、敏
捷度。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特技舞蹈教師群 指導顧問：黃桐絹 特技舞蹈專任教師
日期
班別/時間
期別
週一∼週五
全一期
2/03-2/07
10:30-12:00

花式蛇板特技營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科資大樓1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20人
課程內容：以強化對環境空間的本體感應，立體空間方向的判定與移動的速
度、重心轉換、平衡感、大腦的判斷力與臨場反應力，大肌肉群
的連結運用，肢體的敏捷性與靈活度，刺激前庭系統。將蛇板教
學與遊戲融合一體，運用體能器材和簡單的遊戲，引起學童高度
的學習動機。
※需自備蛇板用具，包括頭盔、三合一護具(手掌、肘、膝)。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蛇板教練群
期別
全一期

日期

班別/時間

2/03-2/07

週一∼週五
08:30-10:00

西洋擊劍營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6樓 (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6-20人
課程內容：擊劍運動分為鈍劍(FOIL)、銳劍(EPEE)、軍刀(SABER)，透過專業
教練示範，以多元的訓練方式培養正確的攻防技巧。從事擊劍運
動可以培養高度的注意力、良好的情緒、敏捷的思維和堅強的意
志等特質。此項運動著重於優美的姿勢及紳士風度，並具有隨機
應變的特點，屬於速度與智慧的競賽，可以訓練敏捷的思考能力
、果決的判斷力及快速的反應能力，同時可以建立自信與向上樂
觀的人生觀。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擊劍教練群
期別

日期

全一期

2/03-2/07

排球健將營

班別/時間
週一∼週五
10:30-12:00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5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9-12歲 招生人數：8-30人
課程內容：培養排球運動的認知，增進排球技術能力，提高對排球運動學習興趣。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排球教練群
期別
日期
班別/時間
全一期

2/03-2/07

週一∼週五
14:00-15:30

Fun玩烏克麗麗營

聯絡電話：(02)2873-0778 ﹔2873-0779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科資大樓4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6-15人
課程內容：1. 源自夏威夷的手工四弦琴，曲風輕快活潑， 充滿歡樂氣氛。
2. 快速學會小巧輕便、立即上手的入門樂器。
3. 外型酷似小吉他，可以藉由轉換吉他技巧。
4. 輕盈可愛的造型，適合攜帶，享受自彈自唱的隨性快感。
※需自備烏克麗麗。
師
資：外聘教師
日期
班別/時間
期別
週一∼週五
全一期
2/03-2/07
08:30-10:00

兒童創意黏土營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材料費每期另收250元）

上課場地：科資大樓4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7-15人
課程內容：建立空間概念與藝術啟發，藉由實際創作中，加強孩子對大小比例、
長寬深度等立體空間概念，讓孩子跳脫平面創作思考，多元性的啟發
藝術發展。
師
資： 外聘教師
期別
日期
班別/時間
全一期

2/03-2/07

寶貝舞蹈營

週一∼週五
10:30-12:00

【冬令營】7.5小時/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鴻坦樓4樓多功能教室(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4-6歲
招生人數：6-15人
課程內容：培養幼兒健康的身心平衡發展、開發其藝術天賦與潛能，並在鍛鍊小
朋友身體協調能力的同時，建立其正確的舞蹈審美觀，進而能提升我
們文化素養。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舞蹈系教師群
期別
全一期

日期

班別/時間

2/03-2/07

週一∼週五
10:30-12:00

傳真電話：(02)2875-2271

灌籃高手籃球營
一、目
的：培養良好的運動習性，倡導籃球運動，提升籃球運動參與人口。
二、辦理時間：全一期:02/03~02/05，班級數為A、B、C三班。
三、招生對象：小五 ~ 大專學生。
四、課程規劃：三天為一期，週一至週三，上午9:00至12:00。
五、上課場地：體育館(天母校區)
時間
08:30-08:50

活動內容
入班報到

課程內容：
趣味性教學，介紹籃球之個人技巧、小組合作及團隊攻防。
09:00-12:00
師資：臺北市立大學籃球教練群
指導顧問：李逸驊 ( 李雲光 ) 國家代表隊籃球教練
1. 上午 8:30-8:50 之間由學生家長送學生到場地。
備 註
2.12:00 活動結束，請家長到校接回或是由學生自行返家。

六、選課說明：1.招生班別：A班：小五 ∼ 國三；B班：高一 ∼ 高三；C班
：大專生
2. 招生人數：10-30人
七、收費標準： 1. 報名費每期2,000元(不另行優惠)。

小小運動家營
一、目

的：透過多元活潑的體能活動與藝文綜合活動課程，為孩子打造
豐富、健康、快樂、充實的寒假生活。
二、辦理時間：全一期:02/03~02/07，班級為A班
三、招生對象：小學一∼三年級學生。
四、課程規劃：五天為一期，週一至週五，上午8:00至下午17:00。
時間
07:45-08:15

活動內容
入班報到

藝能及運動 ( 一 ) ※ 選修
08:30-10:00 籃球、桌球、扯鈴跳繩、直排輪、足球、MV 舞蹈、蛇板特技、
羽球、網球、攀岩、烏克麗麗
藝能及運動 ( 二 ) ※ 選修
籃球、桌球、扯鈴跳繩、直排輪、擊劍、足球、Hip Hop 街舞、
10:30-12:00
羽球、網球、小海豚游泳、攀岩、兒童體操、創意黏土 ( 材料
費另收 )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午休時間
生活藝能課 ※ 必修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14:00-16:00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小小運動家 (A) 兒童舞蹈 瘋桌遊 魔術教學 造型樂氣球 創意美術

上課場地：詩欣館5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3-5歲
招生人數：5-10人
課程內容：藉由遊戲激發幼兒潛能，提升學習能力，更能學習如何在團體中與同
儕互動，開啟對籃球運動的興趣。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籃球教練群
指導顧問：李逸驊 (李雲光)國家代表隊籃球教練

16:10-16:30
16:30-17:00

點心時間
閱讀及棋藝時間
1. 每班均安排隨班導師，負責學生課輔以及安全照顧等事宜。
2. 上午 7:45-8:15 之間由學生家長送學生到班。
3.16:00 全日活動結束，請家長到校接回或是由學生自行返家。
4. 如需延長安親時間，則每逾一小時酌收費用 100 元。( 不足
一小時以一小時收費 )

寶寶籃球營

期別

日期

班別/時間

全一期

2/03-2/07

週一∼週五
08:30-10:00

寶寶網球營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詩欣館5樓(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4-6歲
招生人數：6-15人
課程內容：網球基本動作教學，給予小朋友輕鬆快樂的學習，以提升體能為目標
，啟蒙網球的興趣。
※需自備網球拍。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網球教練群
期別
日期
班別/時間
全一期

2/03-2/07

Hip Hop街舞營

週一∼週五
10:30-12:00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鴻坦樓4樓多功能教室(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20人
課程內容：Hip Hop是流行街舞的基礎，音樂節奏強勁，動作充滿爆發力，隨著節
拍上下跳動再加上身體擺動，融入音樂節奏中，舞出個人特色。
師
資：臺北市立大學街舞教師群
期別
日期
班別/時間
全一期

2/03-2/07

流行MV舞蹈營

週一∼週五
10:30-12:00

【冬令營】7.5小時 / 5堂課
【費 用】每期2,000元

上課場地：鴻坦樓4樓多功能教室(天母校區)
招生對象：6-12歲
招生人數：8-20人
課程內容：本營隊以豐富介紹並且教授MV舞蹈，讓你可以輕鬆學會電視螢幕上的
MV舞蹈。
師
資： 臺北市立大學街舞教師群
期別

日期

全一期

2/03-2/07

班別/時間
週一∼週五
08:30-10:00

備 註

五、選課說明：1.上午藝能及運動課程每週各選定二項選修課程。
2.每項選修課程上課時間皆為1.5小時。
3.下午為生活藝能必修課，特聘專業領域之優良師資，依學
生程度指導，增進知性與感性智能。
六、收費標準：1.全日班報名費每期5,000元
2.午餐自理或是本處代訂皆可(每期500元：含午餐、點心)。
請於報到當天時繳交。

運動高手營
一、目

的：透過多元活潑的體能活動與藝文綜合活動課程，為孩子打造
豐富、健康、快樂、充實的寒假生活。
二、辦理時間：全一期:02/03~02/07，班級為B班
三、招生對象：小學四∼六年級學生。
四、課程規劃：五天為一期，週一至週五，上午8:00至下午17:00。
時間
07:45-08:15

活動內容
入班報到

藝能及運動 ( 一 ) ※ 選修
08:30-10:00 籃球、桌球、扯鈴跳繩、直排輪、足球、MV 舞蹈、蛇板特技、
羽球、網球、攀岩、烏克麗麗、創意小木工 ( 材料費另收 )
藝能及運動 ( 二 ) ※ 選修
10:30-12:00 籃球、桌球、扯鈴跳繩、直排輪、擊劍、足球、Hip Hop 街舞、
羽球、網球、小海豚游泳、攀岩、創意黏土 ( 材料費另收 )
12:00-13:00
13:00-14:00

午餐時間
午休時間
生活藝能課 ※ 必修

14:00-16:00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運動高手營 (B) 魔術教學 造型樂氣球 瘋桌遊 創意美術 瘋狂躲避球

16:10-16:30
16:30-17:00

點心時間
閱讀及棋藝時間
1. 每班均安排隨班導師，負責學生課輔以及安全照顧等事宜。
2. 上午 7:45-8:15 之間由學生家長送學生到班。
3.16:00 全日活動結束，請家長到校接回或是由學生自行返家。
4. 如需延長安親時間，則每逾一小時酌收費用 100 元。( 不足
一小時以一小時收費 )

備 註

五、選課說明：1.上午藝能及運動課程每週各選定二項選修課程。
2.每項選修課程上課時間皆為1.5小時。
3.下午為生活藝能必修課，特聘專業領域之優良師資，依學
生程度指導，增進知性與感性智能。
六、收費標準：1.全日班報名費每期5,000元
2.午餐自理或是本處代訂皆可(每期500元：含午餐、點心)。
請於報到當天時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