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師大兒童美術冬令營* 

行前通知書 

親愛的小朋友、家長好： 

   首先感謝您報名師大美術系學會所舉辦的「2015台師大兒童美術冬令營—冰雪魔法大冒險」，本

次主要活動地點因故更改至師大美術系系館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 1號)。 

為了讓您家的小朋友在三天兩夜的活動中玩得更盡興、安全，以下事項煩請您注意： 

 

《報到》 
*活動日期：第一梯 2 月 1 日(日)~2 月 3 日(二)；第二梯 2 月 4 日(三)~2 月 6(五) 

*報到時間：第一梯 2 月 1 日(日)；第二梯 2 月 4 日(三)早上 9:00~9:30 (*第一天早餐自理) 

*報到地點:：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系館(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 1 號) *當日會有工作人員指引位置。 

*活動結束時間:第一梯 2 月 3 日 15:30；第二梯 2 月 6 日 15:30 

*活動結束 家長接送地點 與 報到處 相同 

 
※備註 

1. 請家長於當日攜帶 家長同意書 至報到櫃檯繳交 

(家長同意書下載網址: http://artchildcamp.wix.com/winter#!untitled/c1x8z ) 

2. 不住宿者於當日簽到後會退 新台幣 400 元 

 

《住宿》 
*住宿地點:師大會館(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家長探視時間:第一梯 2 月 1 日、2 月 2 日及第二梯 2 月 4 日、2 月 5 日晚間 21:00~21:30 
(於師大會館一樓等待，將有工作人員帶領上樓) 

*未住宿者，請於每日晚間 20:40 在師大美術系系館 1 樓(第一天報到處)接小朋友(晚間請走側門)，並

於隔日早上 7:40 之前在原處報到*早餐不需自備，由營隊提供 

  



《交通》 

捷運: 

1.捷運古亭站 

中和新蘆線〈橘線〉、松山新店線〈綠線〉於

『古亭站』五號出口往和平東路直行約八分鐘

即可到達。 

2.捷運台電大樓站 

松山新店線〈綠線〉於『台電大樓站』三號出

口，師大路直行約十分鐘即可到達。 

3.捷運東門站 

淡水信義線〈紅線〉、中和新蘆線〈橘線〉於

『東門站』五號出口，麗水街直行約十四分鐘

即可到達。 

 

公車: 

1. 15、18、74、235、237、254、278、295、

662、663、672、907、0 南、和平幹線在

「師大站」或「師大綜合大樓」下車。 

2. 0 東、0 南、20、22、38、204、1503、

信義幹線在「信義永康街口(捷運東門站)」

下車，麗水街直行約十四分鐘即可到達。 

 

汽車: 

中山高：: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北二高： a.木柵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b.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攜帶物品》 

a. 個人身分證明:健保卡 

b. 日用品:盥洗用品(牙刷、牙膏、洗髮精、沐浴乳)*師大會館不提供盥洗用品、環

保餐具(一定要記得!)、毛巾、衛生紙、水壺、雨具、個人藥品…等 

c. 衣物:營期間會為小朋友準備營服一件(短袖)，於活動第二日晚上發，第三日

活動統一穿著，提醒家長為小朋友準備穿在營服裡的長袖衣物。除了換洗

衣物之外，由於早晚溫差大建議多帶一件外套保暖 

d. 餐點:營隊期間會為小朋友準備三餐、點心及宵夜*不備第一天早餐及最後一天晚

餐 

e. 教材及文具: 營隊會為小朋友準備課程中所需用具，家長不必另外準備，但

可依自己習慣攜帶簡便彩繪用具(例如:色鉛筆、旋轉蠟筆)及鉛筆盒*不建議攜

帶水彩用具 

f. 強烈建議小朋友不要在營隊期間攜帶現金、貴重物品以及電子產品以防遺

失，在此營隊對於損失並不負任何保管責任，若有任何問題需緊急聯絡請

撥打兒美營專線:總籌 賴冠宇 0929630572 或 隊輔股長 江卉湘 0922121963 



g. 其他: 一件行李+隨身包包(以可裝入水瓶、衛生紙、個人藥品、文具…等輕

便活動為考量)  

 

 

《地圖》 

 

 

 

 

 

 



《2015 師大兒美營--行程》 

a:1.2.3.4 小隊 b:5..6.7.8 小隊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名稱 

9:00~9:30 報到(師大美術系系館 1 樓) 

9:30~10:00 小隊時間 

10:10~11:40 始業式 

11:50~12:40 午餐 

12:40~13:30 午休  

13:40~14:50  課程一: 

a. 冰紛紙捲收納盒 

b. 快樂驚喜包 

15:00~15:40 下午茶、小隊時間  

15:50~17:00 課程二 : 

a. 快樂驚喜包 

 b. 冰紛紙捲收納盒 

17:10~18:00 晚餐  

18:00~18:30 小隊時間  

18:40~20:30 晚會  

20:40~21:30 

*21:00~21:30 為家長探

視時間 

回房、家長探視 、 

宵夜時間 

21:30~10:00 就寢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名稱 

7:00~7:40 

*未住宿者請於 7:40 前

將小朋友送至第一天

報到處 

起床盥洗 

7:50~8:20 早操 

8:30~8:55 早餐  

9:00~10:10 課程三  

a.吃錢的機器人框咚镪

(存錢筒) 

b. 喜洋洋過好年(春聯

磁鐵) 

10:20~10:50 大合照時間  

11:00~12:10 課程四  

a. 喜洋洋過好年(春聯

磁鐵) 

b.吃錢的機器人框咚镪

(存錢筒) 

12:20~13:00 午餐  

13:00~13:30 午休  

13:40~14:50 課程五  

a.浮水印相簿 

b.羊咩咩出遊去(悠遊卡

套) 

15:00~15:40 下午茶、小隊時間  

15:50~17:00 課程六 

a.羊咩咩出遊去(悠遊卡

套) 

b.浮水印相簿 

17:10~18:00 晚餐   

18:00~18:30 小隊時間 

18:40~20:30 夜間探險 

20:40~21:30 

*21:00~21:30 為家長

探視時間 

回房、家長探視、宵夜

時間 

21:30~10:00 就寢 

第三天 

時間 活動名稱 

7:00~7:40 

*未住宿者請於7:40前

將小朋友送至第一天

報到處 

小朋友起床 

7:50~8:20 早操 

8:30~8:55 早餐 

9:00~11:40 RPG 遊戲  

11:50~12:40 午餐  

12:40~13:30 小隊時間  

13:40~15:00 閉幕 

15:00~15:20 簽名時間 

15:20~16:00 

*家長可於 15:30 在第

一天報到處接回小朋

友 

歡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