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一期9折,兩期85折

6/30前報名

7/15前報名

•本中心保有課程及活動相關最終釋義權

早鳥優惠 5/10-5/31

凡報名享85折優惠
3人報名同梯次享8折優惠
一次報名兩梯次8折優惠

6/1報名

凡報名享9折優惠
3人報名同梯次享85折優惠
一次報名兩梯次享85折優惠

運動星球全日營

運動星球單項營

報名第三期9折,
第三-第六期全報85折
第一-第六期全報8折

鶯泳小將夏令營

掃我加入鶯雄小將
夏令營群組



運動星球全日營

全日營費用 對象

5,800
(第一梯:3,500)

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一年級

第二梯 運動星球全日營 7/20-7/24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00 早晨點名

09:00-10:30 羽你同行
電影欣賞

羽你同行

10:30-12:00 活力桌球 活力桌球

12:00-13:30 美味午餐/午休時間

13:30-15:00 籃球小子 手做DIY 籃球小子

15:00-15:30 點心時間

15:30-17:00 水中蛟龍 兒童有氧 水中蛟龍

第三梯 運動星球全日營 7/27-7/31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00 早晨點名

09:00-10:30 樂樂棒
電影欣賞

樂樂棒

10:30-12:00 活力桌球 活力桌球

12:00-13:30 美味午餐/午休時間

13:30-15:00 籃球小子 手做DIY 籃球小子

15:00-15:30 點心時間

15:30-17:00 水中蛟龍 趣味競賽 水中蛟龍

第一梯 運動星球三日營 7/15-7/17

時間 三 四 五

08:30-09:00 早晨點名

09:00-10:30 羽你同行

10:30-12:00 電影欣賞 兒童有氧 智力遊戲

12:00-13:30 美味午餐/午休時間

13:30-15:00 手做DIY 籃球小子

15:00-15:30 點心時間

15:30-17:00 樂樂棒 水中蛟龍



運動星球全日營

全日營費用 對象

5,800
(第一梯:3,500)

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一年級

第五梯 運動星球全日營 8/10-8/14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00 早晨點名

09:00-10:30 足球小將
電影欣賞

足球小將

10:30-12:00 活力桌球 活力桌球

12:00-13:30 美味午餐/午休時間

13:30-15:00 籃球小子 手做DIY 籃球小子

15:00-15:30 點心時間

15:30-17:00 水中蛟龍 兒童有氧 水中蛟龍

第六梯 運動星球全日營 8/17-8/21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00 早晨點名

09:00-10:30 足球小將
電影欣賞

足球小將

10:30-12:00 活力桌球 活力桌球

12:00-13:30 美味午餐/午休時間

13:30-15:00 籃球小子 手做DIY 籃球小子

15:00-15:30 點心時間

15:30-17:00 水中蛟龍 趣味競賽 水中蛟龍

第四梯 運動星球全日營 8/3-8/7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00 早晨點名

09:00-10:30 足球小將
電影欣賞

足球小將

10:30-12:00 活力桌球 活力桌球

12:00-13:30 美味午餐/午休時間

13:30-15:00 籃球小子 手做DIY 籃球小子

15:00-15:30 點心時間

15:30-17:00 水中蛟龍 兒童體適能 水中蛟龍



運動星球全日營

全日營費用 對象

5,800
(第一梯:3,500)

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一年級

※全日營注意事項:

•報到時間:每日早上08:30。
•報到地點:三鶯國民運動中心4樓會議室。
•費用含教練費、材料器材費、餐費、結業證書。

•如有特殊狀況需特別注意或素食者請事先告知。
•請著運動服裝、運動鞋、攜帶毛巾、水壺、健保卡
•課程內容均依實際狀況調整。

第七梯 運動星球全日營 8/24-8/28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00 早晨點名

09:00-10:30 羽你同行
電影欣賞

羽你同行

10:30-12:00 活力桌球 活力桌球

12:00-13:30 美味午餐/午休時間

13:30-15:00 籃球小子 手做DIY 籃球小子

15:00-15:30 點心時間

15:30-17:00 水中蛟龍 兒童體適能 水中蛟龍

家教班
不想花大錢就能享受專業健身的器材器材嗎?三鶯運提供優質的場地及教練師資給您,我們等您來運動~~

備註：
·優惠日期:5/10-8/31
·專案優惠須出示在學學生證等相關證明文件
·本場館保留各項優惠內容最終釋義及變更權利

家教優惠 購買體適能、游泳池家教課程贈送1個月會員

學生優惠方案 購買體適能、游泳月會員2個月優惠2000元

•逢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新北市政府宣布是否停班停課標轉規定辦理,
本場館不另行通知,補課方式依本中心決議另行公告於臉書粉絲專頁及官方Line@ 。
•退費一律須持正本發票、正本刷卡單據、信用卡片至本場館繳費台辦理,若發票遺失則需填寫折讓單。
※信用卡繳費只能退還信用卡,無法退現金。
•本中心營隊課程,如學員私人請假,無法另行補課、退費。



運動星球單項營

球類運動營 國小-國中

足球小將

上課地點:3F綜合球場

梯次 日期 時間 老師 費用

第一梯 7/15-7/17

15:00-16:30

馬良

1,080

第二梯 7/20-7/24

1,800

第三梯 7/27-7/31

第四梯 8/03-8/07

09:00-10:30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15:00-16:30

羽你
同行

上課地點:3F綜合球場

梯次 日期 上午班 老師 下午班 老師 費用

第一梯 7/15-7/17

09:00-10:30 昶毅 15:00-16:30 政憲

1,080

第二梯 7/20-7/24

1,800

第三梯 7/27-7/31

第四梯 8/03-8/07

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籃球小子

上課地點:3F綜合球場

梯次 日期 時間 老師 費用

第一梯 7/15-7/17

13:30-15:00 小朱

1,080

第二梯 7/20-7/24

1,800

第三梯 7/27-7/31

第四梯 8/03-8/07

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運動星球單項營

球類運動營 國小-國中

活力桌球

上課地點:2F桌球場

梯次 日期 時間 老師 費用

第一梯 7/15-7/17

10:30-12:00 中心師資

1,080

第二梯 7/20-7/24

1,800

第三梯 7/27-7/31

第四梯 8/03-8/07

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能量壁球

上課地點:4F壁球室

梯次 日期 上午班 下午班 老師 費用

第一梯 7/15-7/17

10:30-12:00 13:00-14:30 中心師資

1,200

第二梯 7/20-7/24

2,000

第三梯 7/27-7/31

第四梯 8/03-8/07

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旋風直排輪

(裝備租借
100元/次)

上課地點:3F綜合球場

梯次 日期 時間 老師 費用

第一梯 7/15-7/17

15:30-17:00 APPLE

1,080

第二梯 7/20-7/24

1,800

第三梯 7/27-7/31

第四梯 8/03-8/07

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運動星球單項營

綜合運動營 國小-國中

兒童拳擊

上課地點:

梯次 日期 時間 老師 費用

第一梯 7/15-7/17

10:00-11:00 Jimmy 

720

第二梯 7/20-7/24

1,200

第三梯 7/27-7/31

第四梯 8/03-8/07

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兒童舞蹈

上課地點:4F角力室

梯次 日期 時間 老師 費用

第一梯 7/15-7/17

09:00-10:00 大寶

720

第二梯 7/20-7/24

1,200

第三梯 7/27-7/31

第四梯 8/03-8/07

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幼兒籃球

上課地點:4F角力室

梯次 日期 時間 老師 費用

第一梯 7/15-7/17

13:00-14:00 中心師資

1,200

第二梯 7/20-7/24

2,000

第三梯 7/27-7/31

第四梯 8/03-8/07

第五梯 8/10-8/14

第六梯 8/17-8/21

第七梯 8/24-8/-28

幼兒運動營



鶯泳小將夏令營
上課時間
每週一到五,共五天(每堂60分鐘)
•第一期7/20~7/24   •第二期7/27~7/31   •第三期8/3~8/7  
•第四期8/10~8/14 •第五期8/17~8/21   •第六期8/24~8/28

課程介紹
•團體班(6~12人/班)7-12歲,會拿浮板悶氣踢水
•精緻班(5-10人/班)7-12歲可報名,適合無基礎者
•幼兒班(4~6人/班)3~6歲
•成人班(6-12人/班)年滿13歲即可報名

開課時段 團體班 精緻班 幼兒班 成人班

(A) 07:00~08:00 √ √ √ √

(B) 08:30~09:30 √ √

(c) 10:00~11:00 √ √ √ √

(D) 13:00~14:00 √ √

(E) 14:30~15:30 √ √ √ √

(F) 16:00~17:00 √ √

(G) 17:30~18:30 √ √ √ √

(H) 19:00~20:00 √ √ √ √

班別 價格/期

團體班 1250元/期

精緻班 1500元/期

幼兒班 2000元/期

成人班 1500元/期

※課程注意事項:
※未滿12歲之學員,可一位陪同(不下水),陪同者如欲使用泳池設備,需購買全票100元。
游泳課請假制度:
1.無補課。
2.需致電泳池櫃台請假。
3.單堂費用250者可補兩次入場,300元可補入場三次,單堂400元可補四次進場,需本人持證件至 泳池櫃檯辦理核對,期限為開課

日起算60日內使用完畢,逾期無法使用。
4.請假補入場，本人親友如需要使用，需與學員一同入場，否則不予進場。

夏令營報名方式:                                                                 
報名流程:臨櫃報名→選定期別→繳交課程費用→領取發票及收據
注意事項:                                                                       
1. 本中心營隊課程,如學員私人請假,無法另行補課、退費。
2.報名營隊之學員需自我評量自身健康狀況及能力,若身體不適者,請勿報名 。
3. 逢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新北市政府宣布是否停班停課標轉規定辦理,本場館不另行通知,補課

方式依本中心決議另行公告於臉書粉絲專頁 。
4.確認開課後, 可提早15分鐘到泳池櫃台報到 。
5.退費一律須持正本發票、正本刷卡單據、信用卡片至本場館繳費台辦理,若發票遺失則需填寫折讓單。

※信用卡繳費只能退還信用卡,無法退現金。
6.營隊活動內容課程均依實際狀況調整。
7.營隊期間所拍攝之活動影片、照片,本中心有權供活動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