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冬令營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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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請至本校篤行樓 1 樓大廳報到，領取「學員證、接送證」
報到時間

代碼

課程名稱

107D111 【書香語文】兒童毛筆書法班(上午)

9:00

下課後接送地點

攜帶物品

篤行樓 401 教室(不須報到)

107D118 【邏輯科學】空氣動力科學創意手做營(上午)

篤行樓 403 教室

107D122 【數位科技】平板遊戲程式設計營(上午)

篤行樓 404 教室

107D134 【邏輯科學】LEGO 動力機械(上午)

篤行樓 405 教室

上午報到 107D160 【趣味主題】瘋狂賽車科學營
107D114 【邏輯科學】航空科學營
8:30
│

報到後集合地點

剪刀

篤行樓 406 教室
篤行樓 301 教室

107D138 【活力體能】空手道(上午)
107D146 【活力體能】誰羽爭鋒(上午)

篤行樓 305 教室

107D154 【活力體能】活力足球(上午)
107D117 【活力體能】創意兒童遊戲故事瑜珈(上午)
107D150 【活力體能】活力籃球(上午)

瑜珈墊
篤行樓 306 教室

107D157 【活力體能】桌球-初階(上午)
12:00-13:30 用餐、休息教室：篤行樓 4 樓 402 教室
107D108 【書香語文】兒童硬筆書法班(下午)

篤行樓 401 教室(不須報到)

107D105 【手腦創作】兒童藝術創作-橡皮章班(下午)

篤行樓 403 教室

107D120 【邏輯科學】小小創客手創營(下午)

篤行樓 404 教室
文具、剪

下午報到

107D136 【趣味主題】小小 MAKER-創意四驅車與科學動力(下午)

篤行樓 405 教室

刀、3 號電

13:00

池*2、螺絲

│

起子(小)

13:30

107D160 【趣味主題】瘋狂賽車科學營

篤行樓 406 教室

107D114 【邏輯科學】航空科學營

篤行樓 301 教室

107D129 【邏輯科學】數學動動腦初階-忍者抓小偷(下午)

篤行樓 304 教室

107D124 【數位科技】Scratch 程式設計應用班(下午)
107D147 【活力體能】誰羽爭鋒(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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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行樓 305 教室

USB

107D141 【活力體能】兒童體操(下午)
107D151 【活力體能】活力籃球(下午)
107D155 【活力體能】活力足球(下午)

篤行樓 306 教室

107D159 【活力體能】桌球-進階(下午)

★注意事項：
一、報到：
1. 上午課程請於 8:30 至 9:00、下午課程請於 13:00 至 13:30 於本校篤行樓 1F 大廳報到，
2. 每梯次第一天報到請依課程之「報到櫃台號」(如上表)領取「學員上課證」及「家長接送
證」，如自行回家之學童，請將家長接送證交予學童，並現場填寫表單。
3. 如有代接之情況，也請於報到時主動告知櫃台或來電告知，以登記接送人「姓名」及「與學
員關係」
，並將家長接送證親交或拍照予接送人。
二、課程進行中：
1. 參加動態課程之學員，學童請穿著舒適、易活動之褲裝及球鞋，並建議自備換洗衣物及毛
巾。
2. 請依課程需求(詳見課表)攜帶相關文具、備品，並請自備水壺、雨具、個人藥品、小枕頭、
小毛巾等個人用品。
3. 請協助事先提醒學童上、下課時間及接送地點(見上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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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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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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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傳至本中心網頁課
程剪影區（http://cce.ntue.edu.tw/coursesilhouet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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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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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人事行政局規定不
上課者)，本中心有權與老師協商、決定是否補課，如無法補課，本中心將退還該日學費及
餐費，報名費及教材費恕不退還，退費請主動於公告期限內配合至本中心官網登入會員後申
請。
三、中午用餐及午休：
1. 時間：12:00~13:30
2. 地點：篤行樓 4 樓 402 教室(統一用餐、休息、自習)。
3. 期間皆有工作人員陪同，避免學童單獨行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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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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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餐盒飯菜量(皆為 60 元/份，不接受單日訂餐)：
(1)小便當：小學二年級以下，飯菜量較少，附一份小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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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便當：小學二年級以上，飯菜量較多，沒有附小點心。
(3)如欲更換，可來電或親至本中心篤行樓 1 樓 101 辦公室登記。
四、接送：
1. 地點：請至篤行樓指定樓層接送。(如前頁表列)
2. 上午接送時間為 12:00~13:00，下午接送時間為 16:3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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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報到時即告知報到櫃台登記，工作人員須先記錄代接人姓名。
b. 來電告知：為確認是學童之親屬來電，請主動報出學童身分證字號以供查核，並告知來
電人姓名及接送人姓名及與學員之關係。
4. 自行回家：請於報到時即告知報到櫃台登記填寫表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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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照顧服務：17:00 後每半小時以 80 元計費，不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算，最晚至 18:30。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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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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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天災等)所造成之停課事項(依政府人事行政局規定不上課
者)，將退還當日課程學費及餐費全額(材料費不退)，請主動於公告期限內至本中心官網登
入會員後申請。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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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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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鐘過馬路左轉及到達本校。
2. 公車：
(1)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復興南路：237、295
(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和平東路：15、15(區間車)、15(萬美線)、18、211、235、284、
284(直行)、3、52、662、663、685、72、和平幹線
(3)復興南路口：74、680、207、紅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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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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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