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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105年暑期兒童藝文夏令營招生簡章 

一、報名資格：國小 1-6 年級學童 (以 9 月份學童就讀之年級為準，請見課程一覽表) 。 

二、報名方式：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www.artsticket.com.tw（講座類）線上購票，並可於 105 年 7 月 20 日確認課程開

班之後再至全省售票端點、萊爾富便利商店、全家便利商店、7-ELEVEN i-bon 門市取票，售票端點查

詢（02）3393-9999。 

三、報名時間：自 105 年 6 月 21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10 日止。 

四、報到方式： 

（一）每門課程上課第一天請提前 20 分鐘到達，攜帶票券並出示可證明學童年齡之相關證明文件，辦理報到事宜。 

（二）報到時如發現該學童不符合該課程規定之年齡，則現場辦理退費。 

五、上課日期：105 年 8/9(二)至 8/12(五)、8 月 16 日(二)至 8 月 19 日(五)。 

六、上課時間：每門課為週二至週五，4 堂 8 小時，詳見課程一覽表。 

成果發表會：利用每門課最後一堂 20 分鐘進行，由各班老師另行通知。 

六、上課地點：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藝文大樓(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3 段 25 號)，洽詢電話：（02）25775931 分機 342。 

七、注意事項： 

（一）請先詳細閱讀課程一覽表，依興趣及年級慎選班別，以免發生學童因年紀問題無法適應上課內容之情事，報

名繳費後恕不接受轉班。 

（二）每班最多招生 20 名學童為上限，報名人數達 15 人以上才開班，未達以上人數者則不予開班，刷卡報名者將

直接退款，現金報名者請持票券於 105 年 8 月 1 日前，親洽兩廳院售票口辦理退費事宜。 

（三）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於 105 年 7 月 20 日後上網查詢開課狀況（臺北市藝文推廣處官網最新消息區

www.tmseh.taipei.gov.tw）或來電 25775931 分機 342，確認開課再至全省萊爾富便利商店、全家便利商店、

7-ELEVEN i-bon 門市取票。 

（四）開課第一天，請攜帶票券及相關證明文件，提前 20 分鐘至教室辦理報到手續（當日會發給學員上課證），開

課當天若無票券證明，恕無法入場。 

（五）為維護學員安全及上課權益，謝絕旁聽，學員進出館所時請出示上課證，亦不得冒用他人證件報名及上課；

如有冒用情事經查證屬實，不得再參加該班課程，所繳費用亦不予退還。 

（六）上課期間如遇颱風等天災，依臺北市政府公告停課，並於隔週一進行補課。 

（七）申請退費須知： 

1.各班級開課日前如需退費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辦理（須扣除票價 10%手續費）。 

2.各班級開課當日（8/9、8/16）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核退繳納學費 8 成，請其攜帶所購買之票券至本課辦理。 

3.因本次課程僅 4 天，各班級開課後即不受理退費申請。 

（八）若課程進行期間，因無法抗拒之因素，臺北市藝文推廣處保留變更、修改、取消之權利。 

八、課程介紹： 

課程 適合對象 課程內容 

英文繪本 

表達班 

一～三年級 

精選有趣的英文繪本（Under the sea），搭配故事朗誦、歌曲教唱、小手作、團體

互動遊戲，在活動中結合閱讀、口語表達與外語學習，讓孩子快樂學習無負擔。 

三～六年級 
精選有趣的英文繪本（Sunny forest），搭配故事朗誦、歌曲教唱、小手作、團體

討論，在活動中結合閱讀、口語表達與外語學習，讓孩子快樂學習無負擔。 

創意立體 

捏塑班 
一～六年級 

介紹知名的藝術大師經典作品，從作品賞析中學習色彩搭配與構圖筆觸，並從複

合媒材（拼豆+紙黏土）進行模仿，延伸自行創作，娛樂中結合藝術知識、開發創

意思維與專注力，課程結束後將帶回三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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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適合對象 課程內容 

直笛 

節奏班 
一～六年級 

直笛為樂器中屬於容易入門的一項表演，攜帶方便，透過吹奏教學，提升兒童的

音感敏銳度；本次課程以高音直笛為基礎學習，搭配中音，次中音，Bass笛四

聲部合奏概念，建立五線譜概念，正確的吐音技巧，換氣，學會吹奏兒歌、卡通、

古典、流行等經典名曲。 

動物精細 

描繪班 
四～六年級 

介紹《國家地理雜誌》，並從雜誌中精選兩幅動物與生態照片，讓孩童更進一步瞭

解動物與環境生態保持的重要性，課程中將指導孩童精細描寫動物，培養孩童觀

察力與專注力，使用的材料有色鉛筆與壓克力顏料，讓孩子練習不同媒材混色的

差異性，提升繪畫技巧，最後帶回二件附框的畫作成品(材料費內含 2 個畫框費用

800 元)。 

烏克麗麗 

搖滾班 
三～六年級 

烏克麗麗（Ukulele）夏威夷小吉他，好聽易學又可愛，因為琴頸十分小巧好按，

非常適合小朋友學習。本課程著重帶領小朋友認識烏克麗麗，彈奏姿勢與彈片使

用，認識 do re mi 音階簡譜，單音演奏與和弦伴奏，使用彈片撥弦做出節奏，快

樂地學歌曲並自彈自唱。 

趣味拼豆班 一～六年級 

最受小朋友歡迎的卡通是什麼？是妖怪手錶、復仇者聯盟、還是冰雪奇緣、迪士

尼公主？使用拼豆做出最喜愛的卡通人物，再延伸自行創作立體作品，趣味中結

合觀察力、構圖比例練習、空間概念與專注力訓練，課程結束後將帶回三件作品。 

我的吉卜力動畫世界班 一～六年級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所導的動畫電影，部部經典大人小孩都不陌生。今夏六月「吉

卜力的動畫世界」來台展出，除了經典動畫場景外也展出動畫手稿。本課程中將

介紹經典作品的角色、分鏡與場景構圖，利用賽璐璐片製造前、中、後的畫面，

讓孩子了解動畫的製作過程與加強空間概念，課程結束後將帶回二件作品。 

九、課程一覽表： 

日期 時間 
代

號 
課程 

教

室 
對象 講師 學費 材料費 

(併學費收取) 
說明 

2015 年 

 8/9(二) 

~ 
8/12(五) 

上午 

10:00 

~12:00 

A1 英文繪本表達班 1 506 國小 1～3 年級 蔡文芬 1000 元 250 元  

A2 創意立體捏塑班 501 國小 1～6 年級 詹萬邦 1000 元 400 元 課程結束後將帶

回三件作品。 

下午 

13:30 

~15:30 

A3 直笛節奏班 401 國小 1～6 年級 易凡珍 
1000 元 200 元 

須自備直笛，如無可

請老師代購，全木笛

或日本 Alouse 膠管笛

800 元，請事先登記。 

A4 動物精細描繪班 501 國小 4～6 年級 詹萬邦 
1000 元 1000 元 課程結束後將帶

回二件附框的畫

作成品。 

2015 年 

8/16(二) 

~ 
8/19(五) 

上午 

10:00 

~12:00 

B1 英文繪本表達班 2 506 國小 3～6 年級 蔡文芬 1000 元 250 元  

B2 烏克麗麗搖滾班 401 國小 3～6 年級 魏宗吉 
1000 元 100 元 

須自備烏克麗麗，如

無可請老師代購，每

把 3,000 元，請事先

登記。 

下午 

13:30 

~15:30 

B3 趣味拼豆班 501 國小 1～6 年級 周元琪 1000 元 400 元 課程結束後將帶

回三件作品。 

B4 
我的吉卜力 

動畫世界 
503 國小 1～6 年級 詹萬邦 1000 元 250 元 課程結束後將帶

回二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