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夏令營
7/13-7/17 行前通知
各位親愛的家長，您好：
感謝您對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的支持與信任，在營隊開始前有一些注意事項懇請各位家長能協助及配合，期望透過彼此的努力，能一起留給孩子
一個快樂又難忘的回憶。
★課程第一天報到資訊：

【疾病防治提醒】敬請家長接送及孩童上課配合攜帶口罩，預防勝於治療！https://cce.ntue.edu.tw/onenews/78
本校對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防護係依政府及教育部政策、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辦理，全面提高警戒，強化衛生教育，並配合疾病防治政策
滾動式相應調整，敬請隨時配合本校疾病防治之相關處理措施，為您及孩童健康把關，有個健康、平安、開心的暑假！
 本校防護措施：詳請見公告「2020 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兒童夏令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
」(滾動式增修)。
 學員生(含家長)共同注意事項：
1. 學員生凡自國外入境者，依現行規定應居家檢疫 14 日，需符合此規定者，始能報名本校推廣中心夏令營課程。請該類學員生主動停課，
並依程序申請退費，本校將專案協助全額退費；或辦理轉班，於完成檢疫後再行復課。
2. 請所有工作人員、教師、學生、家長進入教室前配戴口罩，中心可提供「口罩借用」服務，但需於隔日歸還全新口罩。
3. 請家長為學童準備備用口罩，營隊期間若學童口罩破損或浸濕可及時更換。進入教室後，如果無法維持社交安全距離(室內 1.5 公尺)，
務請全程配戴口罩。
4. 請所有工作人員、教師、學生、家長如發現有「發燒、咳嗽或其他呼吸道不適；嗅、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疑似症狀，請請假
不要到課並自行就醫。另請盡速通報本校，以利掌握學生健康情形，本校將依規定就未上課時數及就醫證明核算退費，其餘因素申請退
費者，則依原退費標準(點選查看)辦理。
5. 請教師強化衛生教育宣導(保持個人衛生習慣)，並主動關心學童的健康狀態，如有特殊情況，將第一時間通報以及協助。
6. 動態課程若學童因運動劇烈無法全程配戴口罩，將落實安全社交距離。
7. 除課程內容所需，非必要請勿在課堂教室內飲食，避免飛沫傳染。(若學童需要吃早餐，請至教室外用畢後再進教室)
8. 中午用餐前請學童使用洗手乳洗手後再用餐；並提供酒精臨時手部消毒使用。用餐時，提醒學童避免交談，保持衛生清潔。
9. 請共同叮嚀孩童勤洗手、多喝水，並保持均衡飲食與充足睡眠，以增強抵抗力。
10.如有必要，請配合本中心進行「線上健康關懷普查」，確保無接觸史、旅遊史後，始得上課。
11.本校將持續遵守並落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防疫新生活運動」各項指引，隨時修正調整各項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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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1. 接送時程說明：For 7/13-17 pick up is at these locations:
時程說明

送達

接回

課後照顧

上午梯次

8:15~9:00

12:00~13:00

/

下午梯次

13:00~13:30

16:30~17:00

17:00~18:30

12:15 後接送篤行樓其他樓層學童
者，請統一改至 4 樓接。

備註

篤行樓 1 樓辦公室，每半小時以 90 元計費，不滿半小
12:00 Chess Y405
僅報下午課加訂餐學員請於
時以半小時計。
12:00 basketball Y406
12:10 至用餐教室(篤行樓 402 教
If you plan to pick up after 17:00, there will be a $90/half
16:30 badminton Y406
室)報到。
hour late fee. You can pick up at the office on the 1st floor of
17:00 後請至篤行樓 1 樓辦公室接。
the same building.
(Y for DuXing building, 4 for 4th floor,
and 05 for classroom 5)

2. 請自備文具、個人藥品、雨具及水壺，並穿著輕便服裝，動態類課程請自備毛巾、換洗衣物。
3. 請勿攜帶除課程需求以外之貴重物品(如：平板、筆電、遊戲機、遊戲卡…等)，避免損壞、遺失或引起爭議。如發生上述事項，請自行負責，
本中心不負保管責任。
4. 餐點將統一訂購便當+小點心一份(60 元/個)，如需加價(20 元/個)訂購大便當(大便當將不附點心)，請於營隊開始前一週來信、來電登記更換。
(cce@tea.ntue.edu.tw)
***Things to bring:
1.water bottle and a towel for sports camps, and a change of clothing if there is need
2.utensils for lunch (save the earth!!)
3.Do NOT bring pad, notebook, video games, or any such items

★流程說明：
一、各課程上課第一日(每周一)請先至本校篤行樓 1 樓大廳報到，週二以後請直接至上課(集合)教室：
On Monday (first day of camp), please report to the 1st floor of the DuXing Building（篤行樓）. You will need to wear a mask to enter the campus (parents
too, if you plan to enter campus). Please arrive between 8:20-9:00. At registration, you will receive a student badge and a “pick-up student” card. The student
will wear the badge all 5 days.
Tuesday-Friday, please report directly to the 4th floor classrooms.
1. 報到流程：領取「學員上課證」及「家長接送證」，現場確認訂餐狀況、接送方式。如「自行回家」(包含自行到篤行樓 1 樓或校門口等家長
接回)之學童，請家長將接送證交予學童，並提醒學童每日下課仍需刷退後再離開學校。
2. 如有代接之情況，請家長將接送證親交或拍照予接送人。
3. 本營隊所有課程之接、送地點為校區內之「篤行樓指定樓層或教室」(非校門口、體育館或視聽館等其他區域)。本校鄰近「捷運科技大樓
站」歡迎家長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接送學童。如開車者，進入校園半小時內免收費。
You can park inside campus. First 30 minutes is free. There is a large parking lot right next to the DuXing Building.

二、課程進行中：
1. 請協助事先提醒學童上、下課時間及接送地點(見行前通知信-首頁表格)。
2. 周二將為課程拍攝團體照，本照片將放置於結業證書上，為孩子留下寶貴的回憶！
3. 靜態課程因教室為封閉區域，為保持課程品質避免孩子分心，如確實有特殊需求，請由推廣教育中心工作人員陪同入內；動態課程在不影響
課程活動下可開放觀課。
4. 營隊期間本中心工作人員將會側拍記錄上課情形。所拍攝之紀錄照，將上傳至本中心 FB 粉絲團：「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歡
迎家長加入粉絲團取得孩子精彩課程照！如考量肖像權，不希望孩子照片曝光於 FB 粉絲團，敬請來電或來信(cce@tea.ntue.edu.tw)告知本
中心。如未於課程開始日前主動告知，則一律視為同意授權本中心將課程紀錄照曝光於本中心 FB 粉絲團，敬請知悉。
Photos of the camps will be posted on the Camp Facebook fan page. If you have concerns regarding your child’s photos being on social media, you can
let the office know before 7/6 (Monday).
5. 營隊期間如遇風災、地震或重大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使停課(依臺北市政府公布停課與否，如經停課不另行通知)，並以不退學費不補課
為原則，因疫情停課者例外。(費用相關處理方式，詳參「六、退費方式及規定」)
6. 學員因個人因素於課程中請假，請主動來電告知。(費用相關處理方式，詳參「六、退費方式及規定」)
三、中午用餐及午休：
1. 時間：12:10~13:20
2.
3.
4.
5.

地點：篤行樓 4 樓 402、404、405 教室(統一用餐、休息、自習)。
期間皆有工作人員陪同，避免學童單獨行動。
可自備環保餐具(湯匙、筷子)，於課後帶回自行清洗，讓孩子吃的環保又安心。
疫情期間請配合叮嚀孩子，餐前確實洗手消毒、飲食期間勿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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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有需求可自備小枕頭及小毯子趴睡(請勿攜帶睡袋)。
7. 合作廠商皆為經衛生局檢驗合格之廠商，本中心每餐皆會留存檢體三日，以供查驗。
8. 餐盒飯菜量(皆為 60 元/份，不接受單日訂餐)：每人含飯菜便當以及小點心一份。如欲加價 20 元/個訂購大便當(大便當將不附點心)，請於
營隊開始前來信、來電登記更換。
四、接送：
The office will release the student to ANYONE with the “pick-up student” card. So have anyone that picks up the student bring the card (or a photo of the card)
each day when picking up. If your student is to go home by themselves, or to wait for you on the 1st floor or at the front gate, tell the office at registration, and
the student will keep the card inside the student badge.
1. 地點：請至篤行樓指定樓層接送。(詳見營前通知信「首頁表格」)
2. 請攜帶家長接送證或轉拍之接送證至篤行樓指定樓層接送。
3. 代接：亦須出示家長接送證或轉拍之接送證。
4. 自行回家(包含自行到篤行樓 1 樓或校門口等家長接回者)：請於報到時即告知報到櫃台登記，並將接送證交給孩子隨身攜帶，如報到時未登
記自行回家之學童，本中心將致電與家長確認後，方讓學童自行簽退後離開。

五、請假、補課方式：
1. 請協助學童遵守報到、簽退時間，如不可抗力因素須請假，請提前通知或來電通知。
2. 部分課程無法補課，亦無法退當日費用，敬請知悉。
3. 如欲補課請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篤行樓 1F)洽詢，專員將與老師確認後再行聯絡。
六、退費方式及規定：
1. 一律採線上登記：請至本中心網頁登入會員後填寫相關資料。
2. 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辦理：
(1)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學費九成（報名費不退）。
(2)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學費半數（報名費不退）。
(3)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所繳費用不予退還，亦不辦理保留。
(4)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5)報名人數未達各班基本開班人數則不予開班，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3. 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辦理寒暑假營隊活動退費原則」辦理：
(1) 如遇風災、地震或重大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使停課(依臺北市政府公布停課與否，如經停課不另行通知)，並以不退學費不補課為原
則。本中心有權與老師協商、決定是否補課，如無法補課，停課日部分則發放等值優惠券折抵。
(2) 學員因個人因素於課程中請假，除能提供醫師診斷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得依請假次數按照時數比例計算申請退還學費外，餘均
無法辦理單日退費及補課。
(3) 有關轉班之申請及相關費用，請至招生網頁-檔案下載-相關法規詳閱本原則，或來電洽詢。
(4) 本中心辦理的各項退費作業，依學校會計作業規定，均以匯款方式辦理。
4. 疫情期間，如「疾管署」公告「台北市」停班停課，則將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辦理寒暑假營隊活動退費原則」第七點：辦
理全額退費(部分課程之材料費，將依照實際狀況退費或退材料包)，請家長配合本中心公告之退費辦法，於期限內完成申請。
七、聯絡方式：
1. 專線：(02)2732-1829、(02)2732-1104#82104
2. 傳真：(02)2736-2578
3. Email： cce@tea.ntue.edu.tw
4. FB 粉絲團：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https://goo.gl/5h1qDG
八、本校交通位置圖：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1. 捷運：文湖線科技大樓站，出站左轉往和平東路二段走約 2 分鐘過馬路左轉即到達本校。
2. 公車：
(1) 復興南路口站下車：237、295、紅 57、復興幹線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下車：18、52、72、207、211、235、278、278(區間車)、284、568、662、663、680、685、688、和平幹線
3. 開車：本校校內停車場前 30 分鐘免費，30 分鐘後每小時 50 元。(因校內停車位有限，請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1) 中山高：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左轉和平東路→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 北二高：木柵交流道下→辛亥路→右轉復興南路→右轉和平東路→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4. 搭乘火車：西部幹線 ←→ 基隆 ←→ 臺北 ←→ 新竹 ←→ 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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