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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聽‧讀‧想‧演‧說‧寫‧評 

一、 活動時間： 

2019/7/1-7/6，週一~週五 09:00-17:30 全日班，週六上午成果演出。 

※含中餐及午休，不提供住宿。 

二、 活動地點： 

臺灣戲曲中心：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51 號（近捷運芝山站 1 號出口）， 

       臺灣音樂館 B1。 

三、 招生對象： 

暑假後升 3~7 年級學生。 

四、 活動內容： 

以相聲、快板、廣播劇說演揉合經典文學《西遊記》，打破以往說唱營隊思維，採當代兒

童藝術教育的角度，用說唱結合品格與知識、文學與藝術，多元開發潛能、陶冶品行、

提高素養，在快樂學習中養成善良、堅定、勇敢且明辨善惡的品格。最後通過「闖關」

與「展演」讓孩子愛上說唱藝術、也在心間種下了傳統文化的小小根苗！ 

 演員傳授專業技巧 

 分組課程強化技能 

 闖關活動增強動力 

 小組製作實踐體會 

 大師講座廣開見聞 

 強調基功重視形體 

 靈活選材共鑄記憶 

 激發即興創作潛能 

 看聽讀想寫說演評 

  

2019 百變西遊夏令營 
遊於藝-化想像力為超能力！ 

-說學逗唱藝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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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程表（備註：實際課程內容將因應教學狀況調整） 

課程表 7/1(一) 7/2(二) 7/3(三) 7/4(四) 7/5(五) 7/6(六) 

09:00-

09:30 

開幕式 運氣煉體 運氣煉體 運氣煉體 運氣煉體 悟空大點兵

09:30-

10:00 

修行 101 嘻哈鬧天宮 

10:00-

11:00 

猴王學妙法 猴王學妙法 猴王學妙法 神佛大亂逗

11:00-

12:00 

猴王學妙法 

12:00-14:00 午間小歇 

14:00-

15:30 

猴王學妙法 大道講講看 妙法大風吹 修整蟠桃園 花果山大練

兵 

 

15:30-

17:00 

大道講講看 大道講講看 妙法大風吹

17:00-

17:30 

松下同樂會 

六、教學團隊：台北曲藝團 

台北曲藝團成立於 1993 年 8 月，自

1998 年起，連年獲選為「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演藝團隊年度獎助專案」

迄今。台北曲藝團堅持說唱應正統傳承，

故承繼傳統而不拘泥於傳統，創新發揚而

不跳脫規範，在深厚的傳統基礎下勇於創

新，重視基本功之養成，不斷推出結合時

事新作。幾位基本團員皆以曲藝為題完成

碩士論文，部分並攻讀博士學位，充分將

理論與實務經驗結合，希望達到將曲藝根植於臺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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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學師資： 

講師│葉怡均 

台北曲藝團團長，相聲師承陳逸安先生、評書名家田連元，

為臺灣唯一評書、相聲兩門抱的專業演員；佛光大學藝術學

研究所碩士，現為中央大學博士研究生。曾獲「廣播綜藝節

目主持金鐘獎」，出版著作《有趣的說唱-大陸系說唱在臺

灣》、《說唱玩國》、《藝曲趣教遊》……等，並屢屢獲獎。被

譽為「21 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女性曲藝家」！ 

 
 

 

講師│林明 

相聲演員、模仿達人、擅長雙簧和聲音化妝術。曾任國防

部藝工總隊義工隊隊長，在「莒光園地」演出 300 餘場，

榮獲中國文藝獎章、行政院文化獎章。 

 

 

講師│黃逸豪 

台北曲藝團演員，華岡藝術學校相聲專業教師，臺灣相聲

演員中的翹楚，擅使柳活、貫口，開創宅男相聲系列，個

人色彩濃厚，受學生歡迎。創作段目包括《阿宅要脫團》、

《公主病了沒》、《正義俠》等。 

 

 
 

講師│張春泉 

新竹縣新埔鎮人 

￭ 客語竹板快書創始人 

￭ 客家電視臺「日頭下，月光光」節目打竹筴賣嘴花演員 

￭ 擔任中小學藝文競賽客語口說藝術類評審 

￭ 畢業於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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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劉祐昌 

國光劇團武生，國光藝校京劇科第 4 期，中國文化大學戲

劇學系中國戲劇組、藝術研究所戲劇組畢業。坐科期間師

承劉建明、陳玉俠、張富椿、李桐春、王鳴仲等名師。在

大學、研究所進修中幸遇李寶春老師，曾服務於當代傳奇

劇場、台北新劇團，2011 年加入本團。在劇團實踐中更受

裴艷玲、王立軍老師指點受益良多。曾習演劇目：《夜奔》

《三岔口》《白水灘》《周瑜歸天》《兩將軍》等。2010 年

獲選 ACC（亞洲文化協會）受獎人。 

 

 

 

 

導師│洪子晏 

北曲青年演員，主修聲樂。自幼參加練功房、參與北曲演

出，說唱藝齡 14 年，曾演出《藝曲趣教遊 2 藝遊未盡》、

《這 young 玩說唱》、《月說月 high》、《台北大碗茶》、

《逗陣》、《Mr.相聲別鬧了》、《過年趣那兒》、《喜迎 25》

等，現任萬興國小說唱社指導老師，兼任北曲專案執行、

臺北電台節目主持人兼執行製作 

 

 

八、 報名辦法： 

利用線上報名系統成功報名後，系統將為您保留名額 3 個日曆天，請於 3 日內完成繳費。

繳費後，務必上傳繳費憑證（掃描或拍照）至報名系統，逾 3 日未繳費者，視同放棄已保

留名額，本中心得將該名額開放予他人。 

（一） 報名期間：2019 年 5 月 1 日起至額滿為止。 

1. 早鳥優惠：2019 年 5 月 1 日上午 10：00 啟售至 5 月 15 日 23：59 截止。 

2. 5 月 16 日上午 00：00 起全面恢復原價，報名至 6 月 16 日 23：59 截止。 

3. 6 月 17 日至 6 月 23 日開放備取者候補及繳費。 

（二） 報名人數：一梯次，共 30 人。 

（三） 報名費用：原價 6,500 元/人，早鳥優惠價 5,500 元/人。  

（四） 報名管道：統一採取網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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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進入報名頁面 ttps://event.culture.tw/XCT/portal/Index/IndexAction 

Step2：確實詳閱本簡章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 

Step2：線上填妥報名資料→確認報名為「正取」。 

Step4：3 日內完成繳費者，始完成報名手續。 

※繳費期限=個人報名日期+期限天數 23:59。 

九、 繳費方式： 

1. 「信用卡」：線上刷卡→完成繳費。 

2. 「匯款」：臨櫃→於此頁面（https://goo.gl/kBo1Lf）輸入報名時填入的家長姓名、

學員姓名與電子信箱，上傳繳費收據／交易明細→完成繳費。 

■ 匯款帳戶：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 帳號：11613009097000 

■ 戶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其他雜項收入戶 

3. 「票口繳費」:至臺灣戲曲中心售票處現場繳費，立即開立收據→完成繳費。 

4. 本中心對帳約需 2 至 3 個工作天，可於「臺灣戲曲中心藝文活動平台」頁面

（https://goo.gl/kBo1Lf），輸入報名時填入的家長姓名、學員姓名與電子信箱，查

詢繳費狀態，如顯示為「已繳費」即為報名成功。 

十、 注意事項： 

1. 本中心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等調整及變更的權利，如有任何異動，將進行公告

與通知。 

2. 報名後 3 日內完成繳費者，始完成報名手續，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不另行通知。

除至售票口現場繳費外，繳費收據統一於開課當日領取。 

3. 備取學員請自行至本中心網站查看，或來電洽詢是否已為正取者，若已遞補為正取學

員，請依報名系統規定，於報名後 3 日內完成繳費，本中心不另行通知，逾期視為棄

權。 

4. 報名繳費後，恕不接受延期上課，亦謝絕旁聽或試聽，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5. 活動期間提供葷、素兩種選擇之便當或餐食，如有特殊飲食需求，敬請自理。 

6. 活動期間，如遇天災（如颱風），且政府發佈停止上班上課之公告，即行停課，不再另

行通知；為不影響課程的完整性，本中心將視授課老師可行的時間，調整上課時間或

安排時間補課，若無法配合補課時間，恕不另行退費。後續處理，將公告於本中心官

網。另課程如有其他更動，將於本中心官網刊登相關訊息，恕不另行通知，屆時請上

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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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開課前一週，將以 Email 寄發開課通知，請務必填寫手機、可聯繫之 Email 信箱，若

未收到行前通知請主動來電詢問。 

8. 本中心得就活動進行錄音、攝影、錄影等記錄，於活動期間進行記錄所衍生之聲音、

影像、照片、文字，得供本中心後續教育推廣相關活動之簡介、教學、課程行銷宣傳

等目的之使用。於該使用範圍內，學員不得對本中心主張任何權利。 

9. 本中心基於夏令營活動服務必要，向您蒐集本報名表內之辨識個人資料，作為後續相

關活動之確認、憑證、通知及活動訊息宣傳等相關必要服務之需，如您有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服務必要，請撥打以下專線(02)8866-9657 或(02)8866-9702。 

10. 學員如有特殊生理及健康狀況，請務必先行告知；或主辦單位在課程期間評估學員狀

況已無法進行後續行程，為顧及學員身心狀況，同時避免延誤醫療時間，主辦單位將

於第一時間通知家長接回學員。以上情形如報名時未主動告知，學員如有任何不適應

之症狀，未完成之活動將無法退費。 

11. 活動期間學員需遵守團體紀律，如因不守規定而發生意外事件，或不當言行造成營隊

整體安全困擾及其他學員權益受損，相關責任需自行負責，本中心保留退訓權責。如

因上述情形退訓將不予退費。 

12. 本中心活動一律投保活動事件公共意外責任險。 

十一、 疾病防治提醒 

近幾年常出現相關流行性疾病，以下事項需懇請家長配合 

1. 請叮嚀學員多喝水、均衡飲食、充足的睡眠與適度運動，以增強抵抗力。 

2. 流行疾病高峰期，請協助孩童攜帶口罩，預防勝於治療。 

3. 活動期間，若學員有發燒情況，須在家休養請勿出席；上課期間，若學員有發燒之情

況，將先行隔離，並通知家長帶回就診。 

4. 經報名繳費成功，即視為同意、配合本營隊針對疾病防治之相關處理措施，並一起為

孩童健康把關！  

十二、 退費相關事項 

1. 完成報名手續後，因故無法參加本活動者，需先以 E-mail 告知，後續填寫本中心寄出

之退費申請表，同時附上銀行或郵局存簿影本即完成申請退費。退費一律採匯款方式，

請提供「同報名者之存摺影本」及「繳費證明」辦理，退費需 30 個工作天，退匯款手

續費將由退費款項內扣除。 

2. 開課前 15 日以前申請退費，退款 100%。 

3. 開課前 8 日至 14 日申請退費，退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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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課前 1 日至 7 日申請退費，退款 50% 

5. 開課日起申請退費，將不予退款。 

6. 以上申請退費者，恕不提供教材，敬請見諒。 

 

十三、 聯絡資訊： 

活動專線：(02)8866-9657，林小姐。 

E – mail ：tttc.event@gmail.com 

臺灣戲曲中心官網：http://tttc.culture.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