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美教育基金會 109 年春季 課程資料表           P.1 (學員留存)                   
1.沙發客來上課：把世界帶進教室講座 
3/7 (六) □A.免費 

2.太陽能空氣清淨機實作分享講座 

3/15 (日) □A.免費 

3.認識朵朵講座 3/22 (日) □A.免費 

4.傾聽土地的聲音風景講座 3/26 (四) □A.免費 

5.「人體自癒療法」~3分鐘動出免疫力講座 
3/29 (日) □A.免費 

6.一兼二顧，詩詞教育基本功講座 

4/11 (六) □A.免費 

7.作文就是一個聯想的遊戲講座 

5/17 (日) □A.免費 

8.老頑童的寫作樂園~收集生活資料講座 

5/24 (日) □A.免費 

9.我來念歌、講古乎恁聽講座 

5/30 (六) □A.免費 

10.跟著林沖夜奔講座 6/21 (日) □A.免費 

11.手機達人養成班 $400/每一主題 

□A.主題一(2/24、3/02) □B.主題二(3/9、3/16)  
□C.主題三(3/23、3/30) 

12.泰美 Live音樂會 (六) (免費) 

□A.2/29 □B.3/14 □C.4/04 □D.5/30 

13.陶藝課 (日) $1000/每人每件作品 

□A.3/08 □B.4/12 □C.5/10  

14.一定要學的：持盈保泰的投資理財實務 

   3/9~5/25 (一) □A.$1500 

15.經絡養生推拿班 3/25~5/13 (三) □A.$3000 

16.日本 Jaaja遊藝團偶戲與舞蹈表演 

3/13 (五) □A.$200/每人 

17.「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親子體驗工作坊 

   3/14 (六) □A.$300/每對親子(一大一小) 
   □B.加人$100/人 

18.第二屆大屏共讀&暑期工作坊 

   →報名請掃瞄 QR-code連結報名 

19.郊外的刺繡日  

平日班□A.3/16(一)$700 □B.3/27(五)$700 

□C.5/18(一)$850 □D.5/29(五)$850 
假日班□E.4/12(日)$700 □F.4/19(日)$700 

□G.6/21(日)$850 □H.6/28(日)$850 

20.卡林巴琴親子 DIY 同樂會 3/28 (日) 

□A.$880/每組親子 

21.酸麵包學堂~基礎課程 $3050 

平 日 班□A.3/18~4/15(三) 

假 日 班□B.4/19~5/17(日) 

舊生複訓□C.3/18(三)$150 □F.4/19(日)$150 

□D.4/01(三)$250 □G.5/03(日)$250 

□E.4/15(三)$250 □H.5/17(日)$250 

22.Neurographica 神經藝術圖 (六) $700/每堂 

□A.3/21 □B.4/18 □C.5/16 □D.6/13 

23.釀造的藝術 3/24~6/30 (二) □A.$1600 

24.文學的美感斜槓力 (六) $500/每堂 

3/28□A.上午 □B.下午 

4/25□C.上午 □D.下午 

25.第九屆台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 In泰美 (六) 免費 

   □A.3/28 □B.5/2 □C.6/6 

26.和諧粉彩好好玩~基礎班、進階班 (日) 

基礎班□A.4/19 $600 □B.4/19 $1000/1 大 1小 

      □C.5/03 $600 □D.5/03 $1000/1 大 1小 

進階班$800 □E.3/29 □F.6/14 □G.6/28 

27.情緒密碼工作坊 $3600/每班 

□A.平日班 3/31(二) □B.假日班 5/3(日) 

28.泰美親子桌遊同樂會 ＄100/每人每一時段 

3/28(六) □A.14:00 □B.15:00 □C.16:00 

3/29(日) □D.14:00 □E.15:00 □F.16:00 

4/25(六) □G.14:00 □H.15:00 □I.16:00 

4/26(日) □J.14:00 □K.15:00 □L.16:00 

5/23(六) □M.14:00 □N.15:00 □O.16:00 

5/24(日) □P.14:00 □Q.15:00 □R.16:00 

6/13(六) □S.14:00 □T.15:00 □U.16:00 

6/21(日) □V.14:00 □W.15:00 □X.16:00 

29.與動物作朋友 $350/每堂 

□A.4/11(六) □B.5/24(日) □C.6/7(日) 

30.靜心收納整理術 4/12~4/26 (日) □A.$900 

31.親子搖擺爵士體驗課 4/12 (日) □A.$500/每組 

32.EQ教育基礎志工培訓班 4/13~6/15 (一) 

□A.★講義費$110+ ★保證金$1000 

33.夏日英文廚房~世界快閃 (日) $450/每堂 

□A.4/19 □B.5/31 □C.6/14 

34.給家長的數學課 4/21 (二) □A.$300 

35.｢英文繪本閱讀+3D 列印創意彩繪｣課程 

4/25 (六) □A.免費 

36.魚博士的小小海洋研究室 4/26 (日)□A.$750 

37.認識綠色海鮮及一夜干製作 4/26 (日) □A.$400 

38.數位知識管理術 4/26 (日) 

□A.$1800 □B.舊生複訓$900 

39.藍晒與垃圾 5/16 (六) □A.$650 

40.北京走讀之旅文學營 $400/每堂 

5/30(六) □A.上午 □B.下午 

5/31(日) □C.上午 □D.下午 

41.屏東演藝廳兒童管風琴夏令營 7/15~7/18 (三~六) 

□A.$4000 □B.早鳥價$3600 □C.$泰美學員$3500 

□D.親子組$6000/1大 1小 □E.免費(低收、清寒) 

□F.高雄接駁車 $200 

1、報名日期：3 月 7 日(六)，現場報名上午 9：00 起，電話報名上午 11：00 起 
2、為方便統計人數，同一戶報名同一課程請寫在同一行，並在最右邊寫上總人數 
3、本張資料表請自行保留，繳交第二頁報名表即可 
4、為公平起見，一張報名表限填一戶。不同戶者恕不受理，請大家配合，謝謝! 



泰美教育基金會 109 年春季 課程資料表           P.2 (學員留存) 

42.中國武術 (一) 

兒童班第一期  □A.舊生$2000 □B.新生$2500 

兒童班第二期  □C.舊生$2000 □D.新生$2500 

青少年班第一期□E.舊生$3000 □F.新生$3500 

青少年班第二期□G.舊生$3000 □H.新生$3500 

43.親子英文故事 (二) $1750/每期 

   □A.3/17~4/28 □B.5/12~6/23 

44.烏克麗麗音樂課 (二) 

初中階班第一期 □A.$2000 □B.新生$2500 

初中階班第二期 □C.$2000 □D.新生$2500 

進階班第一期 □E.$2000 第二期 □F.$2000 

45.天然、無毒手工皂 DIY (二) 

初階$600/每堂□A.3/17 □B.3/31 □C.4/14 

□D.4/28 □E.5/12 

進階□F.5/26$1500 □G.6/9$900 □H.6/23$900 

46.夜間手工皂 DIY (二) $600/每堂 

□A.3/31 □B.4/28 □C.5/26 □D.6/23 

47.親子手作 DIY~紙皂、皂紙 5/17 (日) 

□A.$250/每對 □B.加小孩$50/人 

48.假日手工皂 DIY (日)  

初階$600/每堂□A.3/22 □B.4/26 

進階□C.5/31$1900 □D.6/21$1500 

49.大手牽小手親子閱讀營 (三) $50/單堂 

□A.3/25 □B.4/29 □C.5/27 □D.6/24 

50.常夏寫作教室 (三) $2000/每期 

□A.第一期 1/22~3/18 □B.第二期 4/1~6/3 

51.積木創作ㄚㄚ班 (三) $1750/每期 

□A.第一期 3/18~4/29 □B.第二期 5/6~6/17 

52.幸福瑜伽 3/12~6/18 (四) □A.$1300 

53.跟著繪本來唱歌 (五) $1200/每期每對 

□A.第一期 3/20~5/8 □B.第二期 5/15~6/19 

54.泰美少兒讀書會 3/6~6/19 (五) □A.免費 

55.3C3Q 多元智能潛能開發 (五) □A.$2000/8堂 

58.胖叔叔說故事 4/12 (日) □A.免費 

59.親子繪本玩劇秀 5/17 (日) □A.免費 

60.泰美讀書分享茶會 (四) (免費) 

   □A.3/19 □B.4/23 □C.5/21 □D.6/18 

61.親子響笛班 3/14~6/13 (六) 

□A.$4200 □B.★響笛$3600 □C.★租借押金$3000 

62.卡林巴琴基礎入門課程 4/18~6/6 (六)  

□A.$1600 □B.入門款$1280 □C.進階款$2600 

63.媽媽烹飪班 (五) $600/每堂 

□A.3/27 □B.4/10 □C.4/24 □D.5/08 

□E.5/22 □F.6/05 □G.6/19 

64.親子點心班 (六) $350/每堂 

上午□A.3/21 □B.3/28 □C.4/11 □D.4/25 

□E.5/09 □F.5/23 □G.6/06 □H.7/04 

下午□I.3/21 □J.3/28 □K.4/11 □L.4/25 

□M.5/09 □N.5/23 □O.6/06 □P.7/04 

65.假日媽媽烹飪班 4/18 (六) □A.$1000 

66.假日青少年美食班 5/16 (六) □A.$1000 

67.幼兒科學補給站 (四) $1200/每期 

   □A.第一期 3/19~5/7 □B.第二期 5/14~6/18 

68.親子繪本玩科學(1大 1小)$350，加小孩/人$100 

   □A.3/29(日) □B.3/29加小孩 

□C.4/18(六) □D.4/18加小孩 

□E.5/16(六) □F.5/16加小孩 

□G.6/21(日) □H.6/21加小孩 

69.趣味玩科學 $400/每堂 

□A.3/29(日) □B.4/18(六) 

□C.5/16(六) □D.6/21(日) 

70.擁抱來自田野的力量~養蜂體驗營 2/23 (日) 

□A.$700 □B.6歲以下$400 

71.屏東自然生態化石、水晶之旅 3/29 (日) 

   □A.$850 □B.2歲以下$100 

72.咦?莎梨是什麼? 4/25 (六) 

□A.$400 □B.3歲以下$100 

73.扇平森林生態科學園二日遊 4/25~4/26 (六~日) 

活動費用□A.$1250 

□B.2歲以下兒童$100 

住宿費用□C.二人房$1400 

□D.三人房$1800 

74.鍾林藍染體驗趣 5/2 (六) 

   □A.體驗者$150 □B.小四以下家長$150 

□C.束口袋$200 □D.手提袋$350 

   □E.後背包$350 □F.大方巾$200 

75.七孔瀑布溯溪垂降體驗 5/23 (六) □A.$2150 

76.臺北文學走讀之旅 6/13~6/14 (六~日) 

活動費用□A.$2000  □B.3~12 歲$1900 

□C.2歲以下$200 

住宿費用□D.雅緻客房雙人房(無對外窗)$3500 

□E.京華客房雙人房(一大床)$3800 

□F.京華客房雙人房(兩小床)$3800 

□G.鉑晶客房三人房(一大一小床)$4500 

□H.3歲以上加人$600(僅含早餐) 

□I.3歲以上加人加床$1500(含早餐、床墊) 

77.海生館南島、輕旅行二日遊 7/11~7/12 (六~日) 

□A.$1800 □B.六歲以下$200 

 

1、報名日期：3 月 7 日(六)，現場報名上午 9：00 起，電話報名上午 11：00 起 
2、為方便統計人數，同一戶報名同一課程請寫在同一行，並在最右邊寫上總人數 
3、本張資料表請自行保留，繳交第二頁報名表即可 
4、為公平起見，一張報名表限填一戶。不同戶者恕不受理，請大家配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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