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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小小文青》英語小尖兵 

「中山樓夏令營活動簡章」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 

【活動特色】  

一年一度的陽明山中山樓「小小文青」暑期夏令營開始招生囉!為使小朋友

在暑假期間，可以在自然的環境中學習英文，本館特別邀請國內知名電臺英語主

播，教導小朋友們在過去曾接待中外貴賓的中山樓，學習國際禮儀(Ins and Outs 

of International Etiquette)，讓小朋友在疫情期間，不用出國也可以成為英

語小尖兵，學習成為一位富而有禮，兼具國際觀及良好品格的小紳士及小淑女，

今夏特別邀請同學們一起 high翻中山樓。 

中山樓精彩的人文歷史及豐富的自然生態，使中山樓成為小朋友暑假期間，

自我成長學習的最佳天然教室。親愛的家長們，暑假為您的小寶貝安排一趟兼具

人文、生態及科學之旅，讓小朋友們在自然的環境下，學習新知及培養學習感知

能力。心動不如馬上行動，歡迎喜愛陽明山中山樓的家長們為您的小寶貝立即報

名吧!!  

 

【活動時間與地點】 

活動日期： 109年 8月 4日(二) 

活動時間：早上 9點 30分至下午 4點 30分(不含交通接駁時間)。 

 活動地點：陽明山中山樓及週邊。 
 

【報名資格與人數】 

國小中高年級學童，共計 30人。低年級欲報名參加者，需有中高年級兄姊

陪同報名參加。 

 

【活動行程及內容】 

 

時間 流程與課程主題 活動說明 

0800-0820 劍潭捷運站 2號出口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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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930 出發囉!前往中山樓 0830準時出發 

0930-1000 相見歡~認識你我他(她) 團康活動 

1000-1200 中山樓週邊自然體驗及樓內尋寶~   

1200-1300 吃午餐, 呷飽飽!   

1310-1400 
認識國際禮儀 

What is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含自我介紹 

1410-1610 

學習成為小紳士及小淑女 

Ins and Outs of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吃的得體 Eating Etiquette  

穿著合宜 Fashion for Every Ocassion!  

行的禮儀 Watch Your Walk  

說的藝術 Watch What You Say!  

含小組演練課程 

1600-1630 結業式   

1630~1715 離情依依，返回劍潭捷運站 
16:30準時發車，到達

時間以實際交通狀況

為主 

 

【報名費用】 

   每名新臺幣 1,200 元整(費用包括:車資、保險費、午餐、點心、兒童

T-shirt、講師費、材料費等)。 

【團體報名優惠及活動相關辦法】 

一、3人以上報名、舊生，每位優惠折扣 100元，每人收費 1,100元。 

二、中低收入戶(具證明)，每位優惠折扣 200元，每人收費 1,000元。 

三、團體報名需於同一時間進行報名，不限同一梯次，由同一帳號匯款。 

四、以上優惠辦法限擇一使用。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額滿或 7月 15日為止，符合報名資格者，家長可線上報名 

或 Email (chungsun@mail.ntl.edu.tw) 或傳真(02-2861-0123) 報名，本館收

到報名表後將以郵件確認報名成功並通知繳費。 

 

【繳費方式】 

   報名成功完成後，本館將以 email通知繳款，收到通知後請至下列指定銀行

專戶進行繳款(手續費自付)，請註明參加梯次及小朋友姓名: 

mailto:chungsun@mail.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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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國立臺灣圖書館 401專戶 

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古亭分行  

銀行轉帳代碼：007 

帳號:17130058991 

匯款成功後並回傳(e-mail或傳真)匯款收據(收據上請註明活動名稱/參加小朋

友姓名/家長聯絡電話)，始完成報名手續。收據於小朋友報到時發給帶回。若未

於時間內完成付款者，名額將由候補名額遞補。 
 

【報名專線】 

傳真：(02)2861-0123         

E-mail：chungsun@mail.ntl.edu.tw 

聯絡人： (02)2861-6391 ，分機 117或 105 
 

【報到及解散方式】 

◆ 報到：請於活動當天早上 08:00~08:20於捷運劍潭站 2號出口處向工作人員

報到，08:30準時發車，逾時不候。若有突發狀況，請通知活動聯絡人

(連絡電話:02-2861-6391，分機 105)。如家長自行接送，請事先告知

並於報名表上註明。 

◆ 返程：活動當天下午 16:30於陽明山中山樓大門口發車送至劍潭捷運 2號出

口站並解散。如家長自行接送，請事先告知並於報名表上註明。 
 

【退費及轉讓事宜】 

1. 繳費後如因故無法參與者，請於活動開始前 14個日曆天以前提出申請退費(傳

真或 Email)，退還全額費用(須扣除匯款費用)，7個日曆天前退還 1/2 費用(須

扣除匯款費用)，7個日曆天內通知取消者，恕不退費。部分團體成員申請退費，

以致其他成員無法達到優惠資格時，報名費需追加原價差額。正本申請書請於

活動結束後 20天內掛號寄出，逾期視同放棄權利，恕不退費。有關轉讓事宜，

請於活動開始前 10日以前提出書面正本申請，因攸關保險安排，請務必同時

提供受轉讓學員的報名資料。另受讓人不得申請退費或再轉讓。 

2.繳費後如若遇人數不足、天災或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本館得視情況取消活

動，同時公告於國立臺灣圖書館官網及陽明山中山樓官網，並通知報名者辦理

退費事宜，所繳費用將扣除必要費用後退還。 
 

【注意事項】 

1. 疫情期間，參加活動請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1)活動全程應配戴口罩，

(2)保持安全距離：室內 1.5公尺，戶外 1公尺，(3)體温超過 37.5度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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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上接駁車及入樓內，(4)有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規定者，請勿參加活動，以免

觸法。 

2. 因有戶外健走，請自備帽子、防曬用品、水壺、健保卡、輕便雨衣、個人藥品

及手提袋等。 

3.為配合中山樓基本參觀禮儀，小朋友請勿穿著拖鞋。  

4.午餐為葷食便餐，若吃素者請於報名表註明。 

5.報到及解散地點皆為捷運劍潭站 2號出口，請家長務必親自接送，以確保小朋

友之安全。 

6.活動期間拍攝之相關照片，同意由本館無償使用。活動結束後，將上傳至本館

及本所網站或 FB做為活動推廣使用。 

7.本活動未盡事宜，本館得保留修改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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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小小文青，英語小尖兵 

《中山樓夏令營活動報名表》 
※家長寄送報名表後，請務必再來電確認，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款動作，才算

完成報名作業。         

報名序號_____(承辦單位填寫) 

□個人報名 □團體報名*___人(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齡  

身分證字號 (請確實填寫以利安排活動當日保險) 

Tshirt 尺寸  □ 6 □ 8 □ 10 □ 12   

□S □M □L 

就 讀 學 校  年 級 年級 

家 長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手機) 

(市話) 

E - m a i l  繳款金額 __人*$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活動訊息來源 
□臺圖官網  □中山樓官網  □中山樓 FB  □活動 DM或海報     

□親友告知  □其他_______ 

餐點選擇 □ 葷  □ 素 
應注意

事項 
 

交 通 

( 請 勾 選 ) 

【報到】 □1.捷運劍潭 2號出口 

         □2.家長親自送達中山樓(09:20前送達,車號______) 

【返程】 □1.捷運劍潭 2號出口 

         □2.家長親自中山樓接回(16:30前抵達,車號______)                                 

注意事項 

1. 活動日期為：109年 8月 4日(星期二)，9:20~16:30。 

2. 匯款資料： 

戶名:國立臺灣圖書館 401專戶 

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古亭分行 

帳號:17130058991 

3. 報名費用：每名新臺幣 1,200元整。3人以上，每位 1,100 元整。 

中低收入戶(請具證明)，每位 1,000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