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美教育基金會 110 年暑期 課程資料表
1.從德國到台灣講座 5/2 (日) □A.免費
2.我來念歌、講古乎恁聽系列講座(免費) (六)
□A.5/15 □B.6/26
3.沙發客來上課~Georgi 分享會 5/22 (六) □A.免費
4.沙發客來上課~Kumar 分享會 5/29 (六) □A.免費
5.瑞典的自然生活及兒童文化設計講座
6/14 (一) □A.免費
6.不可或缺的夥伴講座 7/4 (日) □A.免費
7.先懂孩子，再懂教講座 7/3 (六) □A.免費
★TPES 人才賦能系統泰美優惠專案
□A.家長教育風格報表$500
□B.兒童性格分析表$500
□C.青少年性格分析表$500
□D.TPES 性格與職業能力分析表$500
□E.多元智能評量表$500
□F.領導力潛能分析表$2500
□G.專屬您的愛情指南$500
□H.愛情匹配分析表$1000
□I.購買兩份$500 測評，優惠價$900
□J.購買三份$500 測評，優惠價$1400
□K.購買四份$500 測評，優惠價$1800
(即日起可報名)
請掃描連結填寫

8.如何利用 Vocabulary A-Z 有效實施單字混合式學習講座
8/29 (日) □A.免費
9.島上的勞工嶼歌音樂會 5/2 (日) □A.免費
10.一定要學的：持盈保泰的投資理財實務
6/28~9/6 (一) □A.$1800
11.手創捏塑造型花藝品設計 5/4~5/25 (二)
□A.$3200
12.小藝術家親子黏土班~佩佩豬音樂盒
5/18~5/25 (二) □A.$600
13.小小花藝師~容器改造與瓶花設計
5/15 (六) □A.$450
14.第十屆台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 In 泰美 5/22 (六)
□A.免費
15.EQ 教育基礎志工培訓班 5/17~10/4 (線上課程)
□A.★保證金$1000+★工本費$500
16.小小海洋研究室 $750/每堂
□A.5/23(日) □B.6/26(六)
□C.7/24(六) □D.8/21(六)
17.夏日英文廚房 $550/每堂
□A.5/23(日) □B.6/26(六)
□C.7/24(六) □D.8/21(六)
18.在北歐 10 年的永續生活分享與環保皂製作
6/13 (日) □A.$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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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留存)

19.仲夏節的植物頭冠 6/14 (一) □A.$1500
20.行動美術館 7/3 (六) □A.免費
21.用繪本開拓心閱讀培訓推廣講座 6/26 (六)
□A.免費
22.心智圖法高效學習夏令營~青少年班 (一~五) $7000/每梯
□A.第一梯 6/28~7/2 □B.第二梯 7/5~7/9
23.心智圖法高效學習夏令營~青少年初階班
7/15~7/17 (四~六) □A.$5250
24.心智圖法夏令營~國小班 (一~五) $6600/每梯
□A.第一梯 8/16~8/20 □B.第二梯 8/23~8/27
25.心智圖法創意學習~國小複習班 8/28 (六)
□A.$1000
26.來自數學與美感的一封信 7/4 (日) □A.免費
27.考古探索二日營隊 7/5~7/6 (一~二)
□A.$3050
28.誰是大偵探二日營隊 7/8~7/7 (四~五)
□A.$2250
29.生活中也可以這樣用~Google APP 7/10 (六)
□A.$1800
30.親子眼睛瑜珈 7/11 (日) □A.$1200
31.眼睛瑜珈 7/11 (日)
□A.$2300 □B.兩人同行$4000
32.西洋棋英語夏令營 7/12~7/16 (一~五)
□A.$600+★教材費$350
□C.★代購西洋棋$500
33.兒童廚師營 (一~五) $1600/每梯
第一梯 7/12~7/16 □A.低中(上午) □B.中高(下午)
第二梯 7/26~7/30 □C.低中(下午) □D.中高(上午)
34.兒童點心營 (一~五) $1600/每梯
第一梯 7/19~7/23 □A.低中(上午) □B.中高(下午)
第二梯 8/02~8/06 □C.低中(下午) □D.中高(上午)
35.兒童情緒教育營~我是 EQ 高手 7/12~7/15 (一~四)
□A.$500
36.兒童情緒教育營~我好你也好 8/2~8/5 (一~四)
□A.$500
37.屏東演藝廳兒童管風琴夏令營 7/14~7/17 (三~六)
□A.$4000
□B.5/30 前早鳥價$3600
□C.$泰美學員$3500
□D.免費(低收、清寒)
(即日起可報名)
★以下交通方式必須擇一勾選
請掃描連結填寫
□E.高雄接駁車(調查中)
□F.屏東接駁車(免費)
□G.自行前往(家長接送)
38.與動物作朋友 $350/每堂
□A.7/18(日) □B.8/22(日)
□C.9/12(日) □D.10/2(六)

1、報名日期：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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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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童話創作夏令營 (一~五)
□A.第一梯 7/19~7/23(整梯)$3750
全天班$750/天 □B.7/19 □C.7/20 □D.7/21
□E.7/22 □F.7/23
上午單堂$350 □G.7/19 □H.7/20 □I.7/21
□J.7/22 □K.7/23
□L.第二梯 8/23~8/27(整梯)$3750
全天班$750/天 □M.8/23 □N.8/24 □O.8/25
□P.8/26 □Q.8/27
上午單堂$350 □R.8/23 □S.8/24 □T.8/25
□U.8/26 □V.8/27
40.魔法學堂遊戲挑戰二日營隊 7/19~7/20 (一~二)
□A.$2750
41.動力遙控積木車二日營隊 7/21~7/22 (三~四)
□A.$3250
42.兒童魔術營~初階班 7/21~7/23 (三~五) □A.$1200
43.兒童魔術營~進階班 7/29 (四) □A.$900
44.暑期科學營~低年級班 $1300/每梯
□A.7/24~7/25(六~日) □B.7/26~7/27(一~二)
45.暑期科學營~中高年級班 $1300/每梯
□A.8/7~8/8(六~日) □B.8/9~8/10(一~二)
46.第十八屆兒童戲劇夏令營 7/26~7/31 (一~六)
□A.A 班$3200 □B.B 班$2600 □C.C 班$2600
47.為自己工作~從零開始一人斜槓工作室 8/1 (日)
□A.$900
48.「玩美挑 tea」5 日營隊 8/2~8/6 (一~五)
□A.$4750
49.電光之戰科學二日營隊 8/2~8/3 (一~二)
□A.$2750
50.Minecraft 程式三日營隊 8/4~8/6 (三~五)
□A.$3550
51.獨輪車基礎班、進階班 8/2~8/13 (一~五)
□A.$2000
52.益智桌遊挑戰營 8/3~8/5 (二~四) □A.$1200
53.青春啟航學童班 8/9~8/13 (一~五) □A.$500
54.少年再讀《世說新語》趣 8/9~8/10 (一~二)
□A.$1700
55.穿越故宮文學營-聆賞書與畫的交響樂 8/11 (三)
□A.$1000
56.品賞與應用交會的《紅樓夢》8/12~8/13 (四~五)
□A.$2000
57.第二屆少年廚俠美食宴~升級版 8/15 (日)
□A.$900
58.超級英雄積木三日營隊 8/16~8/18 (一~三)
□A.$3750
59.給家長的一堂陪伴小孩的心智圖法課 8/21 (六)
□A.$1800
60.你一定要認識的《史記》人物 8/19~8/20 (四~五)
□A.$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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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留存)

61.STEAM 微觀跨域 3 日營 8/23~8/25 (一~三)
□A.$4500 □B.6/30 前早鳥價$3500
□C.泰美優惠價$3800 □D.低收、清寒優惠$2200
62.文味小豆苗(二)~趣看中國文學史 9/26~1/23 (日)
□A.$2500
63.文學專題 (日) $500/單堂
□A.09/26 □B.10/24 □C.11/21
□D.12/19 □E.1/23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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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8/9 □B.第二期 8/16~10/18
青少年班□C.第一期 6/21~8/9 □D.第二期 8/16~10/18
新生腰帶□E.$100
65.烏克麗麗合奏班 (二) $2000/每期
□A.第一期 7/6~8/24 □B.第二期 8/31~10/26
66.健康、活力快樂運動 (三) $2000/期
□A.第一期 4/7~6/9 □B.第二期 6/16~9/1
67.大手牽小手親子閱讀營 $50/每堂
□A.5/26 □B.6/30
68.常夏寫作教室 (三) $2000/每期
□A.第一期 4/28~6/30 □B.第二期 7/7~8/25
69.親子繪本玩科學(1 大 1 小)$400，加小孩/人$60
□A.5/16(日) □B.5/16 加小孩
□C.6/06(日) □D.6/06 加小孩
□E.7/04(日) □F.7/04 加小孩
□G.8/01(日) □H.8/01 加小孩
□I.9/05(日) □J.9/05 加小孩
70.科學玩創意 (日) $400/每堂
□A.5/16 □B.6/6
71.3C3Q 多元智能潛能開發 (五) □A.$2000/8 堂
74.親子繪本玩劇秀 9/12 (日) □A.免費
75.胖叔叔說故事 11/7 (日) □A.免費
76.泰美讀書分享茶會 (四) (免費)
□A.5/20 □B.6/17
77.柚園生態農場賞螢趣 6/12 (六)
□A.$680 □B.5~12 歲$550
□C.3~4 歲$250 □D.3 歲以下$100
□E.加購 DIY$100
78.屏科大野生動物收容中心半日遊 9/5 (日)
□A.$250
79.大安溪之旅 9/18~9/20 (六~日)
□A.雙人房每人$9000 □B.三人房每人$8600
□C.四人房每人$8200
□D.6 歲以下不佔床不佔餐依房型扣$2800
□E.2 歲以下不佔位$300

線上報名請掃描 QR-code 連結報名，即日起可報名→

1、報名日期：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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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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