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美教育基金會 109 年秋季 課程資料表           P.1 (學員留存)                   

1.我來念歌、講古乎恁聽系列講座(免費) 

□A.08/28(五) □B.09/19(六) □C.10/17(六) 

□D.11/14(六) □E.12/12(六) □F.01/16(六) 

2.如何利用 RazPlus 和 Science A-Z來實施專題式 

學習與跨領域教學講座 9/6 (日) □A.免費 

3.一兼二顧，詩詞教育基本功講座 9/19 (六) □A.免費 

4.浪遊者 VEGAN旅程與生命的省思講座 

  10/17 (六) □A.免費 

5.「古靈精怪」幕後花絮講座  

  10/24 (日) □A.免費 

6.我們都是這樣長大講座 12/6 (日) □A.免費 

7.描寫一朵花，不如採訪她(他)講座 

  12/20 (日) □A.免費 

8.「聽妳唸書的狗狗」到泰美 (六) (免費) 

  □A.9/12 □B.11/21 □C.12/19 

9.泰美 Live音樂會 (六) (免費) 

□A.9/12 □B.10/24 

10.小小海洋研究室 $750/單堂 

 □A.9/12(六) □B.10/31(六) □C.11/14(六) 

   □D.12/27(日) 

11.夏日英文廚房 $500/每堂 

 □A.9/12(六) □B.10/31(六) □C.11/14(六) 

 □D.12/27(日) 

12.淘寶購物樂陶陶 9/12 (六) □A.$350 

13.一定要學的:持盈保泰的投資理財實務 

   9/21~12/7 (一) □A.$1800 

14.親子搖擺爵士舞會 9/13 (日) □A.$500/每組 

15.釀造的藝術~進階班 9/15~12/22 (二) 

   □A.$1600 

16.釀造的藝術~初階班 9/28~1/4 (一) 

   □A.$1600 

17.EQ教育基礎志工培訓班 9/15~12/21 (一) 

□A.★講義費$110+ ★保證金$1000 

18.樂高動力機械班 (三) 

   □A.9/16~11/4(第一期)$3500 

   □B.11/11~1/6(第二期)$4000 

   □C.★「樂高動力組」租借費$300 

   □D.★「樂高動力組」代購$4600 

19.文味小豆苗~趣看中國文學史 

9/20~1/17 (日) □A.$2500 

20.文學專題~悅讀作家過生活 (日) $500/單堂 

□A.09/20 □B.10/18 □C.11/15  

□D.12/13 □E.01/17 

21.給家長的親子繪本課 $1200/整梯，$500/單堂 

整梯□A.9/24~11/5(四) □B.9/27~11/22(日) 

週四□C.9/24 □D.10/08 □E.10/22 □F.11/05 

週日□G.9/27 □H.10/25 □I.11/08 □J.11/22 

22.親子「合」樂科學~橡皮筋「大型」連發槍 

   11/28 (六) □A.$450/每組親子 

23.正念與親職藝術育療~體驗與應用工作坊 

9/27 (日) □A.$1600 

24.親子手作 DIY~一條根活絡乳 9/27(日) 

   □A.$200/每組親子 □B.加小孩$50 

25.親子手作 DIY~爆裂擴香石 11/22(日) 

□A.$250/每組親子 □B.加小孩$80 

26.給家長的數學課 10/6 (二) □A.$300 

27.織布機時代前最古老的手工梭織 10/9(五) 

   $700/每梯  □A.上午 □B.下午 

28.安地斯樂園~中南美洲音樂文化分享會 

   10/10 (六) □A.$250 

29.《聽英文故事》驢子圖書館+手作哥倫比亞美食 

   10/17 (六) □A.$100 

30.《少年讀紅樓夢》種子爸媽培訓班 

   10/17~1/30 (六) □A.保證金$500 

31.香料工作坊 10/18 (日) □A.$1000 

32.深度學習的技術實務 10/25 (日) □A.$1800 

33.抽象表達繪畫工作坊 10/25 (日) □A.$800 

34.拓印工作坊~木板明信片製作 10/31 (六) □A.$650 

35.第十屆台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 In泰美 (六) (免費) 

   □A.10/31 □B.12/26 □C.1/23 

36.玩轉貨比三家 11/1 (日) □A.$700 

37.《最寶貝的飾》金工體驗課程 11/1 (日) 

   □A.$1000 □B.加材料$500 

38.仙野作~葉拓染工作坊 $1400/每梯 

   □A.11/21(六) □B.11/22(日) 

39.教師微觀階研習 11/21 (六) □A.$50 

40.與動物作朋友 $350/每堂 

 □A.11/28(六) □B.12/20(日) 

 □C.01/09(六) □D.02/07(日) 

41.2021年度計畫 11/29 (日) □A.$1800 

42.與植物的漫繡 12/5 (六) □A.$1650 

43.織了 Saori Weaving Woods 的自由綴織課 

   12/6 (日) □A.$1650 

44.聖誕節摺紙工作坊 $500/每堂 

   □A.12/12(六) □B.12/13(日) 

1、報名日期：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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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秋季 課程資料表           P.2 (學員留存) 

45.郊外的刺繡日~生活小物系列 

平日班(週一)□A.12/07 $850 □B.12/21 $850 

假日班(週六)□C.12/19 $850 □D.12/12 $1300 

         □E.12/26 $850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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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親子英文故事 (二) $2000/每期 

□A.9/15~11/3 □B.11/17~1/5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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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天然、無毒手工皂 DIY (二) $600/每堂 

   □A.09/22 □B.10/06 □C.10/20 

   □D.11/03 □E.11/17 □F.12/01 

   □G.12/15 □H.12/29 □I.01/12 

50.夜間手工皂 DIY (二) $600/每堂 

   □A.09/22 □B.10/20 □C.11/17 

   □D.12/15 □E.1/12 

51.積木創作ㄚㄚ班 $1500/每對 

  □A.第一期 9/16~10/21 □B.第二期 10/28~12/2 

  □C.第三期 12/9~01/13 

52.假日手工皂 DIY (日) $600/每堂 

   □A.09/20 □B.10/18 □C.11/15 

   □D.12/13 □E.1/10 

53.大手牽小手親子閱讀營 $50/每堂 

   □A.9/30 □B.10/28 □C.11/25 □D.12/30 

54.常夏寫作教室 (三) $2000/每期 

□A.第一期 8/12~9/30 □B.第二期 10/7~12/9 

55.健康、活力快樂運動 (三) $2000/每期 

   □A.第一期 9/2~11/4 □B.第二期 11/11~1/13 

56.跟著繪本來唱歌 (五) $1400/每期每對 

  □A.第一期 9/18~11/20 □B.第二期 11/27~1/15 

57.泰美少兒讀書會 9/11~12/18 (五) □A.免費 

58.幼兒科學補給站 (四) $1200 每期 

□A.第一期 10/8~11/12 □B.第二期 11/26~12/31 
59.親子點心班 (六) $350/每堂 
上午□A.09/19 □B.10/17 □C.10/31 □D.11/14 

□E.11/28 □F.12/12 □G.12/26 □H.01/09 
下午□I.09/19 □J.10/17 □K.10/31 □L.11/14 

□M.11/28 □N.12/12 □O.12/26 □P.01/09 

60.親子繪本玩科學(1 大 1小)$400，加小孩/人$50 

   □A.09/27(日) □B.09/27 加小孩 

□C.10/18(日) □D.10/18 加小孩 

□E.11/15(日) □F.11/15 加小孩 

□G.12/13(日) □H.12/13 加小孩 

61.趣味玩科學 (日) $500/每堂 

□A.09/27 □B.10/18 □C.11/15 □D.12/13 

62.卡林巴琴基礎入門課程 10/17~12/5 (六) 

□A.$1600 □B.入門款$1280 □C.進階款$2600 

63.3C3Q多元智能潛能開發 (五) □A.$2000/8堂 

66.親子繪本玩具秀 9/6 (日) □A.免費 

67.胖叔叔說故事 11/1 (日) □A.免費 

68.泰美讀書分享茶會 (四) (免費) 

   □A.9/17 □B.10/15 □C.11/19 □D.12/17 

69.屏科大工作犬、犬貓中途之家半日遊 10/4(日) 

□A.$300  □B.3 歲以下$50 

70.鱉出來了沒? 10/9 (五) 

   □A.$500  □B.2 歲以下$50 

71.臺北故宮博物院、胡適紀念館之旅  

11/21~11/22 (六~日) 

活動費用□A.$1900  □B.65 歲以上$1850 

□C.18歲以下$1750 □D.2歲以下$200 

住宿費用□E.雅緻客房(一大床)$2600 

□F.雙人套房(二單床)$2800 

□G.三人客房(一大床一單床)$3300 

□H.溫馨家庭房(二大床)$3900 

□I.6歲以上加人$380/人(含床墊、備品) 

72.走讀府城探迷蹤~赤崁古井的閱讀之旅 

110/1/24 (日) 

□A.$1800  □B.65歲以上及 12歲以下$1750 

□C.幼兒園$1700  □D.2 歲以下$100 

73.葉石濤文學走讀之旅 110/ 1/31 (日) 

   □A.$1200  □B.2 歲以下$100 

74.梅山悠遊行二日遊 110/6/5~6/6 (六~日) 

活動費用□A.$2900  □B.65 歲以上$2850 

□C.12歲以下$2600 □D.6歲以下$2500 

□E.2歲以下$200 

住宿費用□E.2人房(一大床，不可加床)$2600 

□F.2人雅房(二大床，可加床)$2000 

□G.4人房(二大床，不可加床)$4400 

□H.6人房(三大床，不可加床)$6600 

□I.3歲以上加人加床$700/人 

1、報名日期：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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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