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美教育基金會 110年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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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六) □B.01/16(六) □C.04/24(六) 
□D.05/15(六) □E.06/26(六) 

2.我們都是這樣長大講座 12/6 (日) □A.免費 
3.描寫一朵花，不如採訪她(他)講座 
  12/20 (日) □A.免費 
4.植物獵人的奇幻旅程講座 2/21 (日) □A.免費 
5.根治飲食 0~18歲成長學習關鍵食育篇 3/1 (一) 
  □A.免費 
6.有書有贏~從閱讀到世界 3/7 (日) □A.免費 
7.泰美 Live音樂會 11/28 (六) □A.免費 
8.跟著印度人煮道地的印度咖哩 12/19 (六) 
  □A.$650 
9.魔術秀 1/1 (五)  
□A.$150 □B.10歲以下$150 (限 30位) 

10.易經的智慧~讓能量開始流轉 (五) 
□A.第一期 110/1/8~110/3/12 $1800+ ★講義費$150 
□B.第二期 110/3/26~111/8/5 $12600 
11.第十屆台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 In泰美 (六) 
□A.12/26 □B.1/23 □C.3/13 □D.4/10 □E.5/22 
12.兒童木工學堂~森林小火車汽笛 1/3 (日) 
            □A.松木$680 □B.台灣檜木$800 
家長加購材料□C.松木$480 □D.台灣檜木$600 
13.心動唐詩、感動宋詞 1/1 (五) □A.$400 
14.親子共讀，你做對了嗎?  1/16 (六) □A.$400 
15.兒童寒假閱讀寫作冬令營 2/8~2/9 (一~二) 
   □A.$3000 
16.看小說學寫作~解憂雜貨店 2/6~5/29 (六) 

□A.$8000/每人 □B.2人同行 95折$15200 
17.為自己工作~從零開始一人斜槓工作室 1/10 (日) 
   □A.$900 
18.Drum circle(鼓圈圈)體驗課程 1/16 (六) 

□A.$150 □B.幼兒園以下$100 
19.春朵朵刺繡日 $900/每人 

□A.1/16(六) □B.1/18(一) 
20.寒假科學營~中高年級班 1/21~1/22 (四~五) 
   □A.$1200 
21.寒假科學營~低年級班 1/23~1/24 (六~日) 
   □A.$1200 
22.從書店窗口看澎湖 1/23 (六) □A.$300 
23.小小海洋研習室 $750/每堂 

□A.1/24(日) □B.2/28(日) 
□C.3/27(六) □D.4/17(六) 

24.夏日英文廚房 $550/每堂 
□A.1/24(日) □B.2/28(日) 
□C.3/27(六) □D.4/17(六) 

25.「玩美挑 tea」3日營隊 1/27~1/29 (三~五) 
   □A.$3800 
26.少年悅讀《世說新語》趣 1/28 (四) □A.$1000 
27.「少年廚俠文學」冬令營 1/25~1/27 (一~三) 

□A.$2700 
28.《少年讀紅樓夢》看門道 1/29 (五) □A.$1000 
29.《少年讀紅樓夢》新書分享會 1/30 (六)  
         報名請掃瞄 QR-code連結報名→ 
30.心智圖法高效學習冬令營~青少年班 

1/25~1/27 (一~三) □A.$5250 

31.心智圖法高效學習冬令營~進階班 
1/28~1/29 (四~五) □A.$3300 

32.穿上聲音的裡裡外外~給嬰幼兒的聲音藝術表演
工作坊 1/31 (日) $800/每組  
□A.上午 □B.下午 

33.數位筆記~Evernote 1/31 (日) 
□A.$1800 □B.複訓$900(限 3位名額) 

34.心智圖法冬令營~國小班 2/1~2/5 (一~五)  
□A.$6600 

35.兒童點心營 2/1~2/5 (一~五) $1600/每班 
□A.中高年級班(上午) □B.低中年級班(下午) 

36.西洋棋英語冬令營 2/1~2/5 (一~五) 
□A.$600+ ★教材費$350 
□B.代購西洋棋$500 

37.黏土停格動畫製作 2/6 (六) □A.$800 
38.與愛連結「心理劇」工作坊 2/21 (日) □A.$450 
39.與動物作朋友 $350/每堂 

□A.3/7 □B.4/10 □C.5/2 □D.6/26 
40.文味小豆苗~趣看中國文學史 3/21~6/27 (日) 

□A.$2000 
41.文學專題~中國寓言的長河 (日) $500/單堂 

□A.3/21 □B.4/25 □C.5/16 □D.6/27 
42.排灣族單管 mini鼻笛製作吹奏體驗課程 

3/13 (六) □A.$1200/每組 
43.中國武術 (一)  
兒童班$2000/每期，青少年班$3000/每期 
兒 童 班□A.第一期 11/9~1/4 □B.第二期 1/18~3/22 
青少年班□C.第一期 11/9~1/4 □D.第二期 1/18~3/22 
新生腰帶□E.$100 
44.烏克麗麗音樂課 (二) $2000/每期 

□A.第一期 12/8~2/2 □B.第二期 2/9~4/13 
45.大手牽小手親子閱讀營 $50/每堂 
   □A.11/25 □B.12/30 
46.常夏寫作教室 (三) $2000/每期 

□A.第一期 10/7~12/9 □B.第二期 12/16~2/17 
47.健康、活力快樂運動 (三) $2000/期 
   □A.第一期 11/11~1/13 □B.第二期 1/20~3/31 
48.親子繪本玩科學(1大 1小)$400，加小孩/人$50 
   □A.12/13(日) □B.12/13加小孩 

□C.01/10(日) □D.01/10加小孩 
49.趣味玩科學 (日) $500/每堂 

□A.12/13 □B.1/10 
50.3C3Q多元智能潛能開發 (五) □A.$2000/8堂 
53.親子繪本玩劇秀 3/1 (一) □A.免費 
54.胖叔叔說故事 4/11 (日) □A.免費 
55.泰美讀書分享茶會 12/17 (四) □A.免費 
56.跟著植物獵人去獵奇~棚集山 12/26 (六) 

□A.$1000 
57.跟著植物獵人去獵奇~十八羅漢山 

110/2/28 (日) □A.$1000 
58.夜訪貓頭鷹與環境教育 

110/1/30 (六) □A.$300  
59.墾丁秘境一日遊 110/3/14 (日)  

□A.$1200 □B.2~3歲$800 □C.2歲以下$100 
60.吳晉淮音樂之旅一日遊 110/3/20 (六) 

□A.$1000  □B.幼兒園(含)以下$900 
□C.2歲以下$100 

1、報名日期：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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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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通知 □Line名稱＿ ＿＿及 ID ＿＿＿ □已是泰美 Line好友 ★請加泰美 LineID：taimei88tw 

聯 絡 人  手    機  

電話：（宅）  電話：（公）  

通訊地址 □□□                            

信    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