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梯次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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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營隊課程，詳見內頁！ 

梯次 月

第五梯 8/2-8/6 

第六梯 8/9-8/13 

第七梯 8/16-8/20 

第八梯 8/23-8/27 

★ 課程費用：報名1梯6,250元
-另報名梯次數達2~8梯，訂價如下:
-達2梯及3梯者，每梯訂價5,625元
-達4梯及5梯者，每梯訂價5,315元
-達6梯、7梯、8梯者，每梯訂價5,000元

★ 舊生、設籍中正區、士林區居

民享訂價8折優惠。

★ 以上折扣不適用於主題特色營隊�

http://210.71.24.124/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http://210.71.24.124/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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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幼兒園營 

(升小中大
班) 

K01-種子班-海洋奇緣 

透過遊戲、藝術創作、科學一窺海洋
的生態與奧秘，認識海洋生態與生物，
了解海洋所面臨的危機，盡一份心力
去守護這份美麗的禮物。 

7/5-7/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K02-種子班-泡泡藝術 

最好玩的泡泡在這裡！一起從泡泡中
看見藝術，用泡泡玩藝術，好玩的泡
泡藝術讓你嗨爆整個夏令營！ 

7/12-7/16 

K03-種子班- 
我是小廚師 

透過烹飪營讓孩子嚐盡生活中的酸甜
苦辣，也讓他們親手創造獨一無二的
料理，從中學會均衡營養與不浪費的
重要性！ 

7/19-7/23 

K04-種子班- 
斑龜好朋友 

以遊戲、創作等活動中了解斑龜的習
性、棲息地等相關知識，並從中學習
如何保護各種小動物，如何與動物和
平共處。 

7/26-7/30 

K05-1-種子班- 
童玩高手 

以童玩為主題，透過手作、體驗童玩
及繪本，培養閱讀力及創造力，同時
也讓孩子們與家長們的童年有連結，
增進親子間的關係。 

8/2-8/6 

K05-2-種子班- 
爸氣十足的爸爸 

謝謝爸爸為我們做的一切，雙手撐起
我們的家，總是竭盡所有把最好的給
我們，卻不要求一點回報，超級無敵
的爸爸，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嗎？ 

8/2-8/6 

K06-1-種子班- 
全能改造王 

這週我們將帶領孩子發揮創意，讓紙
箱變成好玩的玩具，同時也會帶入科
學及環保的概念，讓孩子邊玩邊學習。 

8/9-8/13 

K06-2-種子班- 
夏日饗宴 

誰說夏天只能在房間吹冷氣？誰說夏
天只能去海邊玩水？誰說夏天只能吃
冰淇淋？我們一起去找太陽公公約會
來場屬於我們的夏日饗宴吧！ 

8/9-8/13 

K07-種子班- 
點點遊樂園 

一個圓點，形狀有大有小，孩子們的
學習也是一點點的累積起來，讓我們
帶著孩子一起探索點點，透過音樂及
美術，感受種種元素蹦出的美感。 

8/16-8/20 

K08-種子班- 
藝條線之美 

透過這次的營隊，讓孩子在線條藝術
中盡情的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運用
美術創作和肢體動作的結合，編織出
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線。 

8/23-8/27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一營 
A01-1-餅乾列車出發~

一起來搭火車 

可愛的小餅乾出發囉!你有搭過火車嗎?

搭火車是怎麼樣的體驗呢?以搭火車為
主題，結合各種活動，一起和我們了
解火車吧! 

7/5-7/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一營 

A01-2-跟著馬來貘去
旅行~認識東南亞 

我們要探索東南亞，結合美感創作、動
手體驗，認識當地文化，發揮創意， 

7/5-7/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A02-1-餅乾列車出發
~一起來做車票 

可愛的小餅乾出發囉!你有搭過火車嗎?
搭火車是怎麼樣的體驗呢?以火車車票為
主題結合學習區，一起設計車票搭火車
吧! 

7/12-7/16 

A02-2-雨林探險趣 

以雨林做為發想，結合美感創意，讓孩
子動手體驗，發揮創意。還有各式各樣
的體能活動，等著孩子們發揮無限潛能。 

7/12-7/16 

A03-餅乾列車出發~
水彩好好玩 

可愛的小餅乾們出發囉!紅+藍=?暑假來
營隊快樂玩~以水彩為主題，結合有趣的
學習區，一起來探索色彩的奧秘吧! 

7/19-7/23 

A04-餅乾列車出發~
英語童謠好好玩 

隨著歡樂的英語節奏，一同來探索音樂
與繪本，結合有趣的學習區，讓寶貝們
一起來fun暑假、輕鬆玩。 

7/26-7/30 

A05-餅乾列車
GOGOGO~FUN玩 

ㄅㄆㄇ 

我們將帶領小朋友用活潑的方式認唸37
個注音符號的聲符、韻母及聲調符號，
並且能運用37個注音符號，搭配聲調，
輕鬆練習拼音。 

8/2-8/6 

A06-餅乾列車
GOGOGO~FUN玩 

ㄅㄆㄇ 

8/9-8/13 

A07-餅乾列車
GOGOGO~FUN玩 

ㄅㄆㄇ 

8/16-8/20 

A08-餅乾列車
GOGOGO~FUN玩 

ㄅㄆㄇ 

8/23-8/27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二營 

B01-小小探險家出發
囉-台灣走透透 

因為疫情大家都不能出國玩，轉而往國
內旅遊，透過營隊小朋友能更加認識台
灣，對於自己居住的地方更加了解。 

7/5-7/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B02-小小探險家出發
囉~行行出狀元 

職業體驗的意義，在於讓孩子體會工作
的意義。和伙伴一起合作完成任務、培
養團隊意識吧!  

7/12-7/16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二營 

B03-「風」狂科學營 

⾵從哪裡來?⼜是怎麼形成的呢?讓我
們 ⼀起探索⾵的秘密、發掘⾵對⽣活
中帶來的各種影響，了解「⾵」是如

何改變世界的氣候吧! 

7/19-7/23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B04-動物特攻隊 
透過觀察、科學小實驗，認識有關動
物的知識。培養愛護動物及環境的心， 
配合手作讓孩子發揮創意與想像力。 

7/26-7/30 

B05-FUN心玩藝術~ 
與花共生手做工作坊 

讓孩子使用各種不同創作媒材，將藝
術美感能力內化，另外也認識花卉品
種，搭配DIY點心課程，提升小朋友
對大自然的認知與喜愛。 

8/2-8/6 

B06-FUN心玩藝術營~
台灣民俗藝術創意營 

透過體驗課程結合創意發想和老物新
生，啟發多元創造力，並配合校外參
訪，帶領孩子體會台灣傳統藝術創作
之美。 

8/9-8/13 

B07-千水萬化 

透過環境議題討論以及科學實驗，教
孩子們更理解水資源及水災害。另也
配合校外參訪，讓孩子體會環境的千
變萬化。 

8/16-8/20 

B08-繪本玩實驗 

利用繪本帶領小朋友認識傑出的女性
科學家，藉由這些偉人故事的啟發，
觀察生活中有趣的科學原理，並教導
小朋友性別平等及互相尊重，任何領
域其實都沒有性別限制喔!  

8/23-8/27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三營 

C01-FUN玩水世界 

透過探索及操作有關⽔的各種實驗，
讓孩⼦認識有關⽔的浮⼒、壓⼒及表
⾯張⼒、⽔資源的循環等知識。 

7/5-7/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C02-1-第二梯雨林冒
險趣 

想享受來自熱帶雨林的熱情嗎？想體
驗異國風情的料理及節慶嗎？雨林冒
險趣將帶領小小探員們一起認識雨林！ 

7/12-7/16 

C02-2-藝起FUN科學 

透過科學與藝術，培養孩子主動探究
的精神，也激發他們的創意與想像力，
透過自己動手操作，進一步了解相關
原理，快跟著老師的腳步，藝起fun科
學吧！ 

7/12-7/16 

C03-活寶探險-我素臺
北營 

臺北，是一座充滿奇幻故事與...，我們
將與孩子們一起出發尋找臺北的秘密，
運用國粹及藝術，將那些故事存放在
孩子心中。 

7/19-7/23 

C04-咖樂COLOR!色
彩科學營 

盛夏午後，想製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
的漸層飲料嗎?想知道哪些有趣的科學
實驗運用到色彩學嗎?那一定不能錯過
最好玩的咖樂科學營! 

7/26-7/30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三營 

C05-奧斯卡Action！
成長戲劇營 

孩子小小的身體，心中卻有大大的世界，
試著用表情、肢體與聲音詮釋出自己，
從幕前到幕後通通一手包辦，讓我們期
待看到他們在舞台上發光發熱吧! 

8/2-8/6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C06-生命電影手工創
作營 

透過一部部溫馨的電影，帶領孩子們探
討情感的議題；了解親情的重要性；探
討友情的意義，並透過手作藝術品，釋
放內在真實情感，找到自我價值。 

8/9-8/13 

C07-百變水寶貝 
水有什麼特性呢？水可以怎麼玩出創意？ 
百變水樂園除了讓孩子體驗「做中學」，
同時激發孩子的創造力及學習力。 

8/16-8/20 

C08-千變萬化玩科學 

透過動手操作生活小實驗，鼓勵孩子相
互討論，並進一步思考改良，培養孩子
主動探索及勇於嘗試的精神，在腦力激
盪過程中開啟孩子對科學的興趣！ 

8/23-8/27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四~
小六營 

D01-中高樂學營-肢體
表演自信展現 

樂學營以「啟發孩子創造力」的理念出
發，讓孩子學會思考和執行！除了有藝
術實驗手作課，也會進行各類體能活動，
今年更安排魔術氣球老師刺激孩子邏輯
思考。每週下午安排不同的主題課程，
包含流行舞蹈、生活英語等。 
(本梯主題:肢體開發、表演練習) 

7/5-7/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D02-中高樂學營-流行
舞蹈魅力無限 

樂學營以「啟發孩子創造力」的理念出
發，讓孩子學會思考和執行！除了有藝
術實驗手作課，也會進行各類體能活動，
今年更安排魔術氣球老師刺激孩子邏輯
思考。每週下午安排不同的主題課程，
包含流行舞蹈、生活英語等。 
(本梯主題: 身體律動、舞蹈、流行舞) 

7/12-7/16 

D03-中高樂學營-遊名
人故居學英文 

樂學營以「啟發孩子創造力」的理念出
發，讓孩子學會思考和執行！除了有藝
術實驗手作課，也會進行各類體能活動，
今年更安排魔術氣球老師刺激孩子邏輯
思考。每週下午安排不同的主題課程，
包含流行舞蹈、生活英語等。 
(本梯主題:遊李國鼎、林語堂故居學英文) 

7/19-7/23 

D04-中高樂學營~百變
魔術邏輯玩創意 

樂學營以「啟發孩子創造力」的理念出
發，讓孩子學會思考和執行！除了有藝
術實驗手作課，也會進行各類體能活動，
今年更安排魔術氣球老師刺激孩子邏輯
思考。每週下午安排不同的主題課程，
包含流行舞蹈、生活英語等。 
(本梯主題:魔術師的口條訓練、生活中的
魔術) 

7/26-7/30 



年級 代碼/課程列表 課程簡介 日期 時間 

升小四~
小六營 

D05-中高樂學營~穿越
古今中外八大藝術冒

險記 

樂學營以「啟發孩子創造力」的理念出
發，讓孩子學會思考和執行！除了有藝
術實驗手作課，也會進行各類體能活動，
今年更安排魔術氣球老師刺激孩子邏輯
思考。每週下午安排不同的主題課程，
包含流行舞蹈、生活英語等。 
(本梯主題: 從電影學習歷史、智慧財產權
的概念、配音競賽) 

8/2-8/6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D06-中高樂學營~穿越
古今中外八大藝術冒

險記 

樂學營以「啟發孩子創造力」的理念出
發，讓孩子學會思考和執行！除了有藝
術實驗手作課，也會進行各類體能活動，
今年更安排魔術氣球老師刺激孩子邏輯
思考。每週下午安排不同的主題課程，
包含流行舞蹈、生活英語等。 
(本梯主題:建築之美) 

8/9-8/13 

D07-中高樂學營~穿越
古今中外八大藝術冒

險記 

樂學營以「啟發孩子創造力」的理念出
發，讓孩子學會思考和執行！除了有藝
術實驗手作課，也會進行各類體能活動，
今年更安排魔術氣球老師刺激孩子邏輯
思考。每週下午安排不同的主題課程，
包含流行舞蹈、生活英語等。 
(本梯主題:從「霸王別姬」學習分析故事
脈絡、自我改編小短劇、口語表達訓練) 

8/16-8/20 

D08-中高樂學營~穿越
古今中外八大藝術冒

險記 

樂學營以「啟發孩子創造力」的理念出
發，讓孩子學會思考和執行！除了有藝
術實驗手作課，也會進行各類體能活動，
今年更安排魔術氣球老師刺激孩子邏輯
思考。每週下午安排不同的主題課程，
包含流行舞蹈、生活英語等。 
(本梯主題: 欣賞故宮經典名作及國寶) 

8/23-8/27 



以下學費除有特別備註，否則不另再做折扣!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科技素養夏令營 

(升小二至小三)★ 以科技素養為核心規劃一系列科學
手作課程，利用引導、提問的方式
使孩子在過程中思考其中的科學原
理，最後透過競賽活動將課程所學
加以靈活應用。 

7/5-7/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5,500元 
(另收教材費
現金2,500
元，開課當
日繳納) 

★迷你夾娃娃機手作
夏令營(升小四至小六) 

★ 

7/5-7/9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5,500元 
(另收教材費
現金3,000
元，開課當
日繳納)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備註 

★OTTO機器人 

(國中高中班)★ 

由北市大資科系教師團隊帶
領的OTTO機器人課程，在課
程中老師將一步一步帶領國
高中學生透過電腦操作程式
指令使機器人動起來!這是一
門訓練邏輯思考、問題解決
能力的課程，歡迎來報名喔! 

第一梯 

7/7~7/9 

(週三至週五 

08:00-18:00) 

3,750元 
舊生、設
籍中正區、
士林區居
民享訂價
8折優惠。 

第二梯 

8/4-8/6  
(週三至週五 

08:00-18:00) 

3,750元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備註 

★OTTO機器人(國
小班-升三年級至

六年級)★  

由北市大資科系教師團隊帶領
的OTTO機器人課程，在課程
中老師將一步一步帶領小朋友
透過電腦操作程式指令使機器
人動起來!這是一門訓練邏輯
思考、問題解決能力的課程，
歡迎來報名喔! 

第一梯 

7/12~7/14 

(週一至週三 

08:00-18:00) 

3,750元 

舊生、設
籍中正區、
士林區居
民享訂價8

折優惠。 

 

第二梯 

7/19~7/21  
(週一至週三 

08:00-18:00) 

3,750元 
 

第三梯 

8/9~ 8/11 

(週一至週三 

(08:00-18:00) 

3,750元 

第四梯 

8/16~ 8/18 

(週一至週三 

(08:00-18:00) 

3,750元 



以下學費除有特別備註，否則不另再做折扣!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創意玩樂趣(兒童易
經x桌遊x益智課程)(升

小三至小六) ★ 

藉由易經牌卡、八面玲瓏骰子、易
經拼圖等趣味遊戲，讓孩子從中體
彥訊息解碼、資訊編碼整理、預測
未來，並進一步學習化繁為簡的大
數據技巧。 

7/26-7/30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6,250元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日期 學費 

★魔法科學遊樂園 

(升小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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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強
調「創客精神」，讓孩子自己思考
為什麼，啟發孩童主動探索科學。 

7/12-7/16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6,800元
(6/25前報
名早鳥價
6,300元) 

★魔法科學遊樂園 

(升小四至小六)★ 

7/12-7/16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6,800元
(6/25前報
名早鳥價
6,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