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氣Courage／智慧Ｗisdom／探索Exploration勇氣Courage／智慧Ｗisdom／探索Exploration

時間時間

報名總梯數

費用費用

６梯以上（含）

定價／梯

1梯

５梯

舊生、設籍中正區及士林區民眾舊生、設籍中正區及士林區民眾

享8折優惠享8折優惠

6,250元

5,625元

5,000元

報名資訊報名資訊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交通方式交通方式

北市大博愛校區北市大博愛校區
111年度暑假兒童夏令營111年度暑假兒童夏令營

｜每梯次５日，共7梯（週）｜

111/7/4（一）～111/8/19（五）
早上8點~下午6點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報名日期｜

自111/5/16（一）
早上9：00起開放網路報名

｜報名方式｜

一律採網路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my.utaipei.edu.tw/tp
ec_exeducation/index.html 

｜報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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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７號出口

｜公車｜臺北市立大學站：252、660、644

　　　　一女中站：262、0東

　　　　　　　　　270、235、662、663

　　　　市立大學附小站：204、235、630、

644、706、662、663、241、243、

5、236、251

廣告

｜洽詢電話｜

(02)23113040*1523*1522

｜Line ID官方帳號｜

dceeutaipei

｜FB｜

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
－博愛校區

更多精彩營隊課程，在內頁喔！更多精彩營隊課程，在內頁喔！

北市大教師最用心，我們今年的夏令營有美術、體能、科學實驗等豐富課程，
 

活潑多元的教學方法，能啟發您孩子的智慧、美感、創意及體育潛能！

11



中大班及升小一營中大班及升小一營

北市大營隊課程北市大營隊課程

｜招收對象｜中大班（4～6歲）及升小一生

營隊代碼－名稱營隊代碼－名稱

A01

－點點遊樂園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最有活力的種子班老師來了～讓我們來：

1. 帶領孩子一起探索點點。
2. 結合音樂及美術，感受種種元素蹦出的美感。
3. 累積學習經驗，用點點玩出不同火花！

時間時間

7/4（一）
～

7/8（五）

你知道裝東西的紙箱還能做什麼嗎？
就跟著種子班老師們一起：

1. 用紙箱玩創意、玩科學、學環保。
2. 做中學學中做，激發無限可能！

7/11（一）
～

7/15（五）

A02

－全能改造王

A03

－海洋奇緣

上天賜給我們美麗的藍色大海，但你了解它嗎？

1. 透過與藝術創作一窺海洋生態的奧秘。
2. 藉由遊戲認識海洋面臨的危機。
3. 帶領孩子們盡一份心力去守護海洋！

7/18（一）
～

7/22（五）

A04

－斑龜好朋友

小斑龜大功臣！就讓我們跟著在森林或水域環境
生活，維持環境平衡的斑龜一起當朋友吧：

1. 從遊戲及創作中了解斑龜的食性、棲息地等。
2. 學習如何保護各種小動物，跟他們和平共處。

7/25（一）
～

7/29（五）

A05

－台灣走透透

疫情當前不能出國怎麼辦？國旅風正吹起，
快跟著我們從探索台灣的知性之旅開始吧！

☆　從北到南認識在地美食跟特色活動。

在教室也能上山下海遊台灣！

8/1（一）
～

8/5（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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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代碼－名稱營隊代碼－名稱

A06

－行行出狀元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時間時間

8/8（一）
～

8/12（五）

我的志願是～就讓我們帶著孩子：

1. 在有趣的活動中認識不同職業。
2. 透過各種職業體驗體會工作的意義。
3. 合作完成任務並培養團隊意識。

A07

－魔法水樂園

讓我們一起認識生活中的魔法－水：

1. 透過有趣的課程，了解水的重要性。
2. 發現水的多樣性，培養創造力與探究力。

就讓我們一同玩水的科學與生活的創意吧！

8/15（一）
～

8/19（五）

低年級營低年級營

｜招收對象｜升二年級至升三年級生

營隊代碼－名稱營隊代碼－名稱

B01-1

－元素魔法營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時間時間

B01-2

－藝起fun科學

7/4（一）
～

7/8（五）

7/4（一）
～

7/8（五）

生活中的科學課－水、風、電力、火
我們將帶領孩子走入水與空氣科學的世界！

1. 觀察自然現象，了解與生活的應用的連結
2. 快樂學習，將所學的知識帶到生活中！

放暑假囉！準備好藝起FUN科學了嗎？

1. 結合科學與藝術，培養主動探究的精神
2. 透過自己動手操作，了解相關原理
3. 在雙領域創作中激發創意與想像力！

B0２

－陸上動物冒險王

出發吧！冒險王！快來一起度過精彩的暑假：

1. 走出課本，深入探索陸上動物。
2. 結合美感創作，動手體驗、發揮創意。
3. 在體能活動中開發肢體的潛能、挑戰自我。

7/11（一）
～

7/15（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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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代碼－名稱營隊代碼－名稱

B03

－海洋探險家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時間時間

B04

－雨林冒險趣

B05

｜FUN心玩藝術｜

與花共生

－手作工作坊

7/18（一）
～

7/22（五）

7/25（一）
～

7/29（五）

探險家們準備好了嗎？要前往海洋世界囉！

1. 認識多樣的海洋生物，增進見識。
2. 在創作活動中激盪出獨特的創意。
3. 藉由各項體能活動，發揮身體的潛能。

這裡竟然住著地球上超過一半的生物！有趣的還
在後頭～跟著我們來趟「地球之肺」的冒險吧！

1. 認識豐富的雨林生態與相關知識。
2. 提升環保意識，增進地球公民需必備能力。

知花、愛花、賞花－與花共生，與美共感。

1. 使用各種媒材，任意揮灑創作。
2. 透過手作點心課提升對大自然的認知與喜愛。
3. 快樂玩藝術中增進孩子們的藝術美感能力。

8/1（一）
～

8/5（五）

B06

｜FUN心玩藝術｜

台灣民俗藝術創意營

藏在生活角落的民俗之美，等著我們去探索！

1. 以台灣傳統藝術為軸心主題。
2. 透過創意發想、烘焙體驗及傳統延伸課程，
啟發多元創造力，豐富美感生活，體驗手作的
溫度。 

8/8（一）
～

8/12（五）

B07

拯救地球大作戰

8/15（一）
～

8/19（五）

隨著科技的發展，地球這塊美麗的寶地正面臨
著暖化的衝擊，就讓我們從環保議題出發：

1. 延伸遊戲、藝術創作、科學活動。
2. 學習珍惜資源，保護我們美麗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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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代碼－名稱營隊代碼－名稱 時間時間

C03－中高樂學營

生命電影手工創作
7/18（一）～7/22（五）

7/25（一）～7/29（五）
C04-1－中高樂學營

咖樂COLOR！色彩科學

8/1（一）～8/5（五）
C05－中高樂學營

英TO THE UNKNOW！

8/8（一）～8/12（五）
C06－中高樂學營

地球英你而閃耀

C01－中高樂學營

活寶探險台北古城
7/4（一）～7/8（五）

C02－中高樂學營

奧斯卡ACTION成長戲劇
7/11（一）～7/15（五）

C07－中高樂學營

流行舞蹈小小練習生
8/15（一）～8/19（五）

中高營中高營

｜招收對象｜升四年級至升六年級生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樂學營從「啟發孩子創造力」的理念出發，讓孩子在豐富的主題課程中學會思考和動手做！
 

｜多元體驗｜

認識古城門、表演戲劇、賞析電影、製作羊毛氈、動手玩實驗、練習說英文，及跳流行舞。
 

｜專業教師｜

1. 本校體育研究所健身及運動教學專長的晟晟老師帶領，鍛鍊孩子有健康的體魄。
2. 風趣的阿憲老師帶領孩子玩魔術和氣球，探索日常科學的趣味，刺激孩子的邏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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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一）～7/29（五）
C04-2－怪奇夏令營

探索山海經



D01－阿基米德魔數師D01－阿基米德魔數師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招收對象招收對象

D02－賈伯斯學程式D02－賈伯斯學程式

升四年級至
升六年級生

讓一起我們拜古希臘傳奇人物阿基米德為師！

1. 採用實體教具的操作活動。
2. 結合108課綱培養學生數學素養。
3. 在遊戲中建構孩子形體的空間概念。

開始欣賞數學之美！

以下課程已為優惠價，不另做折扣以下課程已為優惠價，不另做折扣

特色主題營隊－伊索教育特色主題營隊－伊索教育

升二年級至
升三年級生

在全世界與教育的科技浪潮中站穩腳步！

1. 結合教育部108課綱，培養學生科技素養。
2. 讓孩子在不插電的環境下,以桌遊與編碼的交織,
打造情境式學習迴圈、條件判斷...等基礎程式語
言,建立程式邏輯的知識脈絡。

時間時間

｜費用｜｜費用｜

7/25（一）
～

7/29（五）

4,325元（另收材料費2,500元－第一天上課現場收）

7/18（一）
～

7/22（五）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招收對象招收對象 時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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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小一新鮮人樂玩ㄅㄆㄇE01－小一新鮮人樂玩ㄅㄆㄇ

E02－言心翎兒童語文創遊班E02－言心翎兒童語文創遊班

升二年級至
升三年級生

專業的言心翎老師以語文創遊及書寫生活為理念

1. 引導活動＋PPT 簡報教學＋文章實作
2. 閱讀訓練＋經典佳作賞析＋創意活動
（語文遊戲、小書製作、故事說唱等）

以下課程已為優惠價，不另做折扣以下課程已為優惠價，不另做折扣

語文數學好好玩語文數學好好玩

升一年級生

7/6～8/17

每週三
早上10點到12點

利用故事及生活化的主題進行教學：

1. 從聲母「ㄅ」到「ㄙ」、介音「一ㄨㄩ」、韻
母「ㄚ」到「ㄦ」  的認唸、發音、拼音。
2. 藉由圖像記憶與口訣提示。

｜費用｜｜費用｜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招收對象招收對象 時間時間

8/1～8/12

週一至週五
下午2點到4點

5,000元

｜費用｜｜費用｜2,800元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招收對象招收對象 時間時間

E03－言心翎兒童作文班E03－言心翎兒童作文班

升四年級至
升六年級生

專業的言心翎老師以語文創遊及書寫生活為理念

1. 引導活動＋PPT 簡報教學＋文章實作
2. 閱讀訓練＋經典佳作賞析＋創意活動
（成語比賽、朗說表演、集體創作等）

7/6～8/17

每週三
下午2點到4點

｜費用｜｜費用｜2,800元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招收對象招收對象 時間時間

77
下一頁還有喔，不要錯過！下一頁還有喔，不要錯過！



E04－好玩的數學教室E04－好玩的數學教室

以下課程已為優惠價，不另做折扣以下課程已為優惠價，不另做折扣

語文數學好好玩語文數學好好玩

教學經驗豐富的蔡慧如老師將帶領孩子理解並喜愛數學：

1. 透過遊戲操作各式教具，養成孩子數與量的概念。
2. 手到、眼到的實作方式，培養邏輯思考能力。
3. 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奠定孩子的數學基礎。

｜費用｜｜費用｜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招收對象招收對象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與時間與時間

8/8（一）～8/12（五）

2,250元

8/15（一）～8/19（五）

第一梯第一梯 第二梯第二梯

｜Ａ班｜9：00～10：20
｜Ｂ班｜10：40～12：00

｜Ａ班｜9：00～10：20
｜Ｂ班｜10：40～12：00

｜Ａ班｜低中年級生

｜Ｂ班｜中高年級生

｜Ａ班｜中高年級生

｜Ｂ班｜低中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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