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1 最新大學營隊活動公告
活動名稱
Python 初階應用實務體驗營

＊資料如有任何問題，皆以該校活動辦法為準＊
活動期間

106/11/12(日)

費用
優惠價$1,800 元(含講義、研

報名期限

聯絡人或電話

即日起至 11/08

04-35061355

習證書) 特殊優惠： 1. 106
年 10 月底前報名，享早鳥優
惠折扣 400 元 2. 兩人團
報，每人可享折扣 200 元(可
與早鳥優惠同時進行) 3. 舊
生優惠，每人可享折扣 300
元(可與早鳥優惠同時進行)
高醫醫社營

107.01.23(二)～107.01.25(五)，共

4000/人；1. 團體報名-三人

即日起至 106.12.30(六)止，依匯

醫社營 總務長 楊淳涵 0933-079-455 醫社營 副總務 潘

四天三夜。

(含)以上，每人享「3,800 元

款日期順序招 48 名學員，額滿為

東岳 0934-312-967 醫社營 總召 黃鈺棋 0937-825-202

優惠價」。 2. 低收入戶、中

止。

醫社營 副召 樂道心 0935-129-700

即日起至 106/11/30

總召 陳威呈 0966-587-809 副召 李元靖 0938-739-900

即日起至 106/12/02

總召：李庭宇 0988-557-191；副召：杜琇綺 0952-872-728

即日起至活動前一日，額滿為止

(04)3506-1355

低收入戶之報名費五成(即
2,000 元)，本營隊優惠 2 人，
需出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文件証明影本
2018 17th 中山數學營-數間

107/02/02~107/02/06

情

4500/人 優惠 1.團體報名三
人(含)以上 4300/人 2.策略
聯盟高中學生 4050/人(p.s 策
略聯盟的優惠名額只有 20 個
喔要搶要快)

第七屆嘉義大學生化營—魔

107/02/04~107/02/07

境峽谷的召喚

4500/人；4300/3 人以上；早
鳥優惠(至 106/10/31)4300/
人；4100/3 人以上

口語表達暨大學面試體驗營

107/1/29-107/1/30

優惠價：3500 元(含餐點、講
義、活動教具、證書)

2018 勤益科大機器人研習營

107/2/1-107/2/2

5000 元(含餐點、講義、活動

即日起至活動前一日，額滿為止

(04)3506-1355

即日起至活動前一日，額滿為止

(04)3506-1355

每人 4500 元 早鳥優惠 每

報名期限：11/21~12/24 早鳥優

1.以粉絲專頁聯絡為主 2. 寄信詢問

人 4300 元 2 人團報 每人

惠報名期限：11/21~11/26

2018nctucamp@gmail.com 3. 招生 黃齡萱 0912750556

即日起至 2017/12/16

温柏淯 0921-507-112；張玟翔 0978-048-194；王冠筠

教具、證書)
亞洲大學創客 x 文創設計營

107/2/5-107/2/7

5000 元(含餐點、講義、活動
教具、證書)

2018 交大探索體驗營

2018/01/25(四)-2018/01/28(日)

4300 元 3 人團報 每人
4000 元
師大物理營

2018/01/28~01/31

4200/人；團報 4000/3 人

0970-558-497
South Geo【高師大南地營】

2018.01.29-02.02

一般費用：5500；早鳥費用： 即日起至 2017.11.30

總召 劉厚佐 0932-232-933

5300 元
(2017.10.01-10.31)；三人團
報：5200 元 ；中低收入戶優
惠：3000 元
師大公領營

2018 成大光電營 NCKU
OEC 7th

2018/01/29(一)~2018/02/02(五)

2018.01.30~02.03

5000/人(含保險、餐飲、住

（一）第一階段：106 年 11 月 6

宿、交通、紀念品等費用)

日至 11 月 24 日。 （二）第二階

4700/人(三人以上團報方得

段：10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享有優惠) 2500/人(需低收入

15 日（如第一階段 額滿，第二階

戶證明)

段不開放報名）。

4800。清寒家庭補助(名額 2

即日起至 2017.12.02

人)： ■ 低收入戶可享有全額
補助 ■ 中低收入戶可享有
半額補助

總籌 蕭羽彤 0983716635 副籌 曾 戎 0914151114

總召郭雨鑫 0922-102-496；副召黃政皓 0979-989-351

第五屆成功大學國家領導研

2018/01/30 - 2018/02/03

習營

第一階段報名：2017/11/1～

即日起至 12/31

總召 許沁渝 0911-937-075

詳見活動網頁

總召：彭琬瑜 0909866218 招宣：洪瑄鎂 0916506510 （請

2017/11/30 4800/人 第二階
段報名：
2017/12/01~2017/12/31：
4900 / 人 三人以上團報價
不限時段：4600 / 人

2018 臺大傳醫華佗營

2018.01.31~02/04

6500/人；團報 6200/4 人以
上

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2018.02.01-2018.02.05

第 21 屆醫工營

4650 元。三人(含)以上團報

在 18-22 時撥打）
即日起-2017.12.29

總協林雨彤 0921-784713；副總協蘇致綸 0917-963251。

新台幣 4500 元整/人； 五人
(含)以上團報 新台幣 4350
元整/人

輔大企管營 2018 Being

2018.02.02~02.06

5300；團報 5000/5 人以上

詳見活動網頁

總召黃筱庭 0978-396-351；副召張詠欣 0988-611-453

臺大化學營 -貝克街的化身-

2018/02/05~02/09

6000

即日起至 2017/11/20

詳見活動網頁

2018 第十一屆交大資財營

2018/02/05-02/29，共五天四夜

單人$5000；兩人$4800；三

即日起～2017/12/15

總召毛沁詳-0916-984-218、副召陳昀萱-0958-070-654

即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25 日止，

薛智遠 同學聯絡，手機：0985841221，電子郵件：u05510

採線上報名

11@nkfust.edu.tw

即日起至 2017/12/21

總召 何芸瑄 0971217121 ，副召 廖凰均 0909582088

Alive

人以上$4600
第一電通營

嘉大數位創課營

2018/02/05-2018/02/07

2018/1/29~2/1

2900/人；2700/4 人以上

個人報名 3800，若五人團報
一人 3600

台大法律營

2018/1/29~2/2

6900

即日起至 2017/11/17

總召蔡嘉璇 0935-408-918；副召張奕靖 0972-072-883

中科大護理營-消失的病室

2018/1/30-2/2

個人報名；新台幣 3800 元/

即日起至 2017/12/11

吳柏辰 0905053567、陳岳稜 0970411304、嚴千啻

人，團體報名(三人以上)：新

0975866115

台幣 3500 元/人，低收入減
免：新台幣 1900 元/人。
第一屆高醫職能治療營
【Open Time】

2018 1/30-2/2

5000/人；4650/三人以上；
(9/11~10/23 單人早鳥 4500/
人)

2017/09/11~12/25

鄭涵檣 0978-391-106；黃子芸 0958-763-307

2018 東海食光旅行冬令營

2018/1/30(二)~2018/2/1(四),計三天

一般報名(個人):4500 元/人

即日起至 2017/12/16(六)止,額滿

總召 李怡坤 電話 0973029465 副召 邱曼婷 電話

兩夜

團體報名(3 人以上):4200

即提前關閉表單

0939768160

即日起~2017/12/22(額滿為止)

總召-林志浩 0928-235893/副召-唐嘉佑 0978-657056

11/1~12/1(晚間 12 點)

辜宥郡同學 0965 -176-950

元/人
2018 北大休運營

2018/2/2~2/4(三天兩夜)

原價 3800 元/人；早鳥優惠
3600 元/人(12/17 前)；三人
同行 3600 元/人

台師大機電營

2018/2/7- 2/11

5500/人；2 人團報-5400 元/
人 4 人團報-5300 元/人

2017 第 16 屆彰師大地理營-

2018 年 2 月 2 日至 2 月 5 日，共計

4500/人。※早鳥優惠：2017

即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3 日截止， 地理營執行長何佩容 0970224568、廖晨喻 0938500682

失落地國 Georassic Park

四天三夜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報名手

報名額滿則為候補人選

續，費用為新台幣 4200 元整
／人。
成成功大學 環境生態研習營

2018 年 2 月 4 日（日）至 2 月 9 日

單人 4500 元 三人以上團報

(五)中午

4300 元(含吃、住、生態參

即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四)

總召 曾煜傑 連絡電話：0912686776；副召 陳建宏 連絡
電話：0928233715；宣傳 廖宣玟 連絡電話：0917169188

觀、保險、營服、實驗器材等
費用) 10/31 前報名享有早鳥
優惠每人折扣 200 元(單人、
團報適用)。
中興物理營

中興物理營

2018 年 2 月 5(一)中午 12:00 至 2

新台幣$4500/人，團報(三人

月 9 日(五)下午 14:30

以上)$4200/人

2018 年 2 月 5(一)中午 12:00 至 2

新台幣$4500/人，團報(三人

月 9 日(五)下午 14:30 ，共計 5 天 4

以上)$4200/人

2017 年 12 月 15 日止

總召 蔡明侑 0919061797

2017 年 12 月 15 日止

總召 蔡明侑 0919061797

詳見活動網頁

台北 02-55802006 新竹 03-5238442 台中 04-35061355

夜
2017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全台

台北 106/09/17(日) 桃園新竹

200 元/人 兩人同行一人免

職涯探索一日營

106/10/01(日) 台中 106/10/22(日)

費

嘉義台南 106/10/21(六) 高雄屏東
106/09/30(六)

嘉義 05-2290125 台南 06-5112258 高雄 07-9531037

107 寒假-「半導體人才培育高

第一梯次: 107 年 01 月 29 日～107

新台幣 6,800 元/人 (12/31 日

中營」

年 02 月 01 日。 第二梯次: 107 年

前，早鳥價 6,500 元/人。) (3

02 月 05 日～107 年 02 月 08 日。

人(含)以上，團報價 6,500 元

即日起 至 107/01/14(日)。

03-5742267 劉小姐 (syliou@mx.nthu.edu.tw)

/人。)
106 學年 國高中生職場達人

詳見活動網頁

依場次而定 另有優惠折扣

活動前一周

(04)3506-1355

詳見活動網頁

詳見活動網頁

詳見活動網頁

04-35061355

Word:107/3/11、107/10/21

2500 元(含教材、考證費用)

即日起至活動前一日，額滿為止

(04)3506-1355

探索營
大碩青年關懷基金會 ─ 2018
寒假營隊
MOCC 一日證照營

Excel:107/5/13、107/11/18
Powerpoint:107/7/15、107/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