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自由選   嚴選課程】  課程豐富  自己選課  探索生活
培育現代小文青 ~氣質無人比 !!歌唱 /科學 /藝術全方位 【凡備註材料費之課程，請於第一堂課繳交給老師】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期間 時間 學費 堂數 /時數 課   程   內   容 師資

9A08 書法黑白寫

一 1/29-2/12

1030-1200

700

3堂 /4.5H

坐姿、執筆要領、基本運筆法漸盡是的打好基礎再配合講義以九成宮醴泉為範本在配合讀看名帖欣
賞，請自備筆、墨、墊布硯台【材料費 200元】。 席秀月

9A09 製皂趣 700 護手霜、洗手球、棒棒糖手工皂【材料費 70元】 林靜如

9A10 輕鬆玩國畫 700 從畫中筆墨行間訓練小朋友的耐性及專注力 畫作會流露出畫者的靈氣、才華及情感，協助小孩表達
自己情緒【材料費 100元】。 許素涵

9A11 智力桌遊趣

1400-1530

750 Leg los 、碰撞機器人、Baus ck、誰是牛頭王、王國、語破天機、瀑布掏金客出租英雄、諾亞方舟、
妙語說書人、不倒翁、從前從前。 林志鴻

9A12 異想天開玩漫畫 700 大樹老師要來教大家畫簡單的『四格漫畫』，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來認識如何畫漫畫的人、事、
物與故事。讓你在同學朋友中成為獨特的一位漫畫家。【材料費 50元】 張鐙樹

9A13 陶笛認真玩 700 學習陶笛不但可以舒壓 ,減壓 ,又能訓練手指靈敏度和反應能力 ,又可培養專注力 ,透過每次的課程讓
學生認識陶笛 ,體會期奧妙 ,並享受吹奏 ⋯ *請自備陶笛 謝春滿

9A14 魔幻神奇秀 A 1600-1730 750 我們透過魔術的演譯、介紹、教學到實作 ,讓學員不只學會魔術更能了解其中的科學意義。魔術道具 :1.
世界最薄的牌 2.年齡測試卡 3.彩虹卡 4.千里眼 5. 喜結良緣【材料費 250元】

WooMAGIC
師資群

9A15 編織小品
二 1/30-2/13 0900-1030

700 3堂 /4.5H 保溫瓶袋、杯墊【材料費 120元】 方秀月

9A16 ABC玩桌遊 700 3堂 /4.5H 你有用英文玩過桌遊嗎？趕快來挑戰看誰是英文桌遊王 ~除了英文單字句型教學外 還會在上課的時
候親手製作桌遊 在課程結束的時候帶回家哦。【材料費 180元】

張丹風
(Doris)

9A17 創意彩繪實驗
(限 4-6年級 ) 二三 1/31-2/14 (二 )1030-1200

(三 )0900-1030 1300 6堂 /9H 發揮無限想像空間 ,以自己創意為主要發想，使學童有其成就感 ~進而對學習彩墨的喜愛與創意表現
的自信。   【材料費 240元】 許素涵

9A18 氣球繽紛樂

二 1/30-2/13
1400-1530

700

3堂 /4.5H

氣球除了可以激發無限創意 ,更可以達到自娛娛人的效果 課程中可以學會許多造型氣球，等著你來發
掘。【材料費 250元】 林鄭清

9A19 想像力插畫創作 700
喜歡繪畫嗎？喜歡塗鴉嗎？喜歡把喜愛的卡通圖案畫在自己的卡片或筆記裡嗎？歡迎加入大樹老師的
行列，一起進入畫插畫的世界裡。不論用色鉛筆、粉蠟筆、彩色筆、麥可筆、水彩 ....等，都可以完
成你 (妳 )所愛的圖案喔 !【材料費 100元】

張鐙樹

9A20 棋逢敵手 A 1600-1730 700 激發兒童腦力，教授圍棋起源及基本概念，實際應用反覆練習，增進思考能力學習地域的計算及勝負。   王祉元

9A21 隨手玩烏克麗麗

三 1/31-2/14
1030-1200

700

3堂 /4.5H

跟著琪琪老師彈唱時獲得樂趣，在學習過程中能同時發展聽覺敏銳度與雙手協調性。讓童年增添不一
樣的色彩 ~

簡佳琪
(琪琪老師 )

9A22 生活物製作 700 利用想像力跟著素涵老師做出屬於自己淂生活小物品。【材料費 100元】 許素涵

9A23 棋逢敵手 B 1600-1730
700 激發兒童腦力，教授圍棋起源及基本概念，實際應用反覆練習，增進思考能力學習地域的計算及勝負。   王祉元

9A24 摺紙好有趣 700 戰車、船、老鼠、青蛙、狗、公雞、財神【請自備剪刀及材料費 50元】 林鄭清

9A25 敲敲打打玩樂器

四 1/25-2/8

0900-1030
700 3堂 /4.5H 以生活周遭回收物品做為打擊樂器，以簡單的樂理進行立體創作演出，開發演奏的各種可能，藉由引發孩子的律動感、節奏感、以及音樂天份。

簡佳琪
(琪琪老師 )

9A26 我和我的禪繞畫 700 3堂 /4.5H 要願意拿起筆，一定可以學會禪繞畫，創造美麗的圖案！ 禪繞畫是一種容易上手的藝術型式，藉由
創作禪繞畫的過程，激發孩子潛在的藝術能【材料費 100元】 許素涵

9A27 喜紅紅小物設計

1030-1200

700 3堂 /4.5H 製作過年吉祥物品 ~紅包燈籠、立體春字、年年有餘【自備尺、鉛筆、剪刀、釘書機材料費 150元】 陳慧娟

9A28 口才朗讀班 700 3堂 /4.5H 利用有趣書本朗讀，讓孩子擁有清晰的表達能力，與人群自在互動。 簡佳琪
(琪琪老師 )

9A29 花卉繪畫 so easy 700 3堂 /4.5H 從畫中筆墨行間畫出美麗的山景花圖訓練小朋友的耐性及專注力 畫作會流露出畫者的靈氣、才華及
情感。【材料費 100元】  許素涵

9A30 袖珍黏土美食 1400-1530 700 3堂 /4.5H 蝶谷巴特、仿真蛋糕、招財進寶【材料費 180元】。 李貞珍

9A31 手做立體卡片 
(限 4-6年級 )

五 1/26-2/9

0900-1030
700 3堂 /4.5H 還再只送文具店的卡片嗎 ?點進來變成手作大師吧 !最有溫度的祝福 · 一份動人的心意 · 手工的感動 

· 送禮送到心坎裡【材料費 100元】 許素涵

9A32 英文故事繪本 750 3堂 /4.5H 英文閱讀 是學好英文的致勝關鍵 你準備好了嗎 ? 趕快來跟 Doris老師 徜徉在英文繪本的奇幻世界裡
【材料費 180元】。

張丹風 
(Doris)

9A33 創意硬體字

1030-1200

700 3堂 /4.5H 指導小朋友坐姿，握筆法、字體結構分析、書寫要領詞句書寫 (含畫圖 )內容活撥有趣實用。 席秀月

9A34 直笛吹吹樂 700 3堂 /4.5H 用最簡單的方法一次學會吹奏美麗的弦律【樂器自備、不用材料費】 簡佳琪 
(琪琪老師 )

9A35 修繕小工人 700 3堂 /4.5H 家中電器類用品壞了 ? 沒關係 我來修 !! 讓孩子學會 DIY 組裝簡單修繕技能 。 【材料費 300元】 陳明偉

9A36 魔幻神奇秀 B 1400-1530 750 4堂 /6H 我們透過魔術的演譯、介紹、教學到實作 ,讓學員不只學會魔術更能了解其中的科學意義。魔術道具 :1.
孔明神算 2.四牌幻影 3.無敵心算卡 4.象形神算 5.交換木乃伊【材料費 250元】

WooMAGIC 
師資群

9A37 轉來轉去玩吸管 1600-1730 900 4堂 /6H 風車、馬、毛毛蟲、蝸牛、海馬、魚、龍、章魚【請自備剪刀及材料費 50元】 林鄭清

兒童創藝小學院 / KIDS 探索成長營 / PLAY 冬令營 /MERRY’MAS 繽紛營系列活動

【寒假充電、課業才藝全方位】

語文教育、創意 DIY、運動健康、音樂
藝術、文創省思、品格教育、潛能開發、
第二語言等主題式學習，搭配專人指導
寒假作業，家長輕鬆孩子無壓力。

【課程自由搭配】

自己的課自己選 !!
快樂學習 ~探索生活 !!

【家長放心、孩子 Fun心】
忙碌的爸媽們可於 08:00~08:30送
至本中心，課後 17:30-18:30接回。

KIDS探索冬令成長營 價格一欄表   (材料費及餐費另計 )

全天班 半日班 (上午班 ) 半日班 (下午班 ) 全天 7天 全天 8天

原價 10,000元

5100元 
(不折扣 )

5100元 
(不折扣 )

5000元 
(不折扣 )

5500元 
(不折扣 )

早鳥優惠 
即日起至 11/30前 78,00元

12/30前 舊生可享原價 88折 
新生可享原價 95折

12/30後 10,000元

【課程自由選   嚴選課程】  課程豐富  自己選課  探索生活
國際小書櫃，浸染書香氣息 ~國語 /英語 /日語 /台語 【凡備註材料費者請於第一堂課繳交給老師】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期間 時間 學費 堂數 /時數 課　　程　　內　　容 師資

9A01 創思作文家 二四 1/25-2/13 0900-1030 1150 6堂 /9H 介紹作文的步驟、結構、技巧。由日記入手並透過學習寫記敘文、抒情文和說明文實際
完成文章，最後進行討論及發表。【材料費 100元】 闕曉雲

9A02 愛吃客玩英文 二 1/30-2/13 1030-1200 750 3堂 /4.5H 原來吃吃喝喝也可以學英文喔！！ 你是小小愛吃客嗎 ！？ 趕快來 邊學英文 邊動手做點
心保證讓你 好吃∼好玩∼ 好好學【材料費 280元】

張丹風 
(Doris)

9A03 流行英文跟著 song 五 1/26-2/9
0900-1030

750
3堂 /4.5H

使用耳熟能詳的英語歌曲，結合音樂與歌詞引導孩子輕鬆學英語，並了解英語歌唱樂趣。
簡佳琪

(琪琪老師 )9A04 唱遊 ABC 三 1/31-2/14 750 以輕鬆活潑的英文兒童歌謠，帶入簡單的律動遊戲，讓孩子覺得學習英文歌不再是困難
無趣可以開新唱輕鬆學。

9A05 一起唱日本歌 三 1/31-2/14 1400-1530 750 3堂 /4.5H <聘請日本老師教學 >透過歌曲認識 50音，課中歡唱日本歌謠及遊戲帶孩子們認識日本
了解文化。

橫山善江

9A06 台語歡樂唱 四 1/25-2/8 1400-1530 750
3堂 /4.5H

耳熟能響流行兒童台語歌唱，輕輕鬆鬆成為歌唱高手 !!【材料費 100元】
林天藝

9A07 阿嘎學台語 三 1/31-2/14 1400-1530 750 大家來學哩語 -內容有趣、容易、讓你朗朗上口。【材料費 100元】

動手做料理，添加愛與成長的手作 ~寒期烹飪點心類課程 【材料費請於第一堂課繳交給老師】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期間 時間 學費 堂數 /時數 課　　程　　內　　容 師資

9A38 壽司小達人 一 1/29-2/12 1600-1730 600 3堂 /4.5H 用容易取得的食材∼製作出屬於自己得壽司的料理唷※請自備紙巾、塑膠袋、保鮮盒【材
料費 120元】

劉蘭枝9A39 夜市小吃大集合 二 1/30-2/13 1030-1200 600 3堂 /4.5H 金銀財寶、圓滾滾地瓜球、牛軋糖夾心餅乾。※請自備紙巾、塑膠袋、保鮮盒。【材料
費 110元】

9A40 日式點心 EASY做 三 1/31-2/14 1030-1200 600 3堂 /4.5H 綠豆糕、紅豆麻糬、糕仔崙。※請自備紙巾、塑膠袋、保鮮盒。【材料費 110元】

嚴禁肥肉擴長，放下手機來快樂動茲動 ~  【請備妥飲用水、毛巾、乾淨的運動鞋 /瑜珈課需脫鞋】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期間 時間 學費 堂數 /時數 課　　程　　內　　容 師資

9A40 專注力遊戲瑜珈
二 1/30-2/13

1400-1530 700 3堂 /4.5H
在歡樂的氣氛裡，透過音樂、繪本、肢體律動遊戲，幫助孩子探索自己的身體，調整情緒、
放鬆身心、釋放壓力；並結合體位法，強化免疫系統，增強抵抗力與肌耐力，進而培養
安定的專注力與學習。

紀淑惠

9A41 街舞拳擊有氧 1600-1730 700 3堂 /4.5H 各種拳擊有氧運動教學如拉丁有氧、街舞有氧、拳擊有氧⋯等讓孩子揮汗如雨健美。 蔡美玲

9A42 國標小舞者
三 1/31-2/14

1400-1530 700 3堂 /4.5H 來跳舞吧！藉由簡易的國標舞蹈動作開發兒童的身體，並訓練肢體協調性，經由音樂節
奏讓孩子體驗律動，培養自信。

鍾佳伶

9A43 叫我小葉問 1600-1730 700 3堂 /4.5H 以簡單中國武術：踢、打、摔、拿動作為主，佐以體能訓練，最後串成簡單的「拳路」
使學生學習防身。

高明青

9A44 活力球瑜珈 四 1/25-2/8 1400-1530 700 3堂 /4.5H 運用瑜伽球讓孩子動起來，提升心肺功能增進體能。 紀淑惠

KIDS 探索冬令成長營 * 適合小一至小六學童參加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日期 1/29.2/5.2/12 1/30.2/6.2/13 1/31.2/7.2/14 1/25.2/1.2/8 1/26.2/2.2/9

0900-1030 小隊輔 TIME
創思作文家

創意彩繪實驗
創思作文家 流行英文跟著 song

編織小品 敲敲打打玩樂器 手做立體卡片 (限 4-6年級 )
ABC玩桌遊 唱遊 ABC 我和我的纏繞畫 英文故事繪本

1030-1200
書法黑白寫 夜市小吃大集合 隨手玩烏克麗麗 喜紅紅小物設計 創意硬體字

輕鬆玩國畫 愛吃客玩英文 生活物製作 口才朗讀班 直笛吹吹樂

製皂趣 創意彩繪實驗 日式點心 EASY做 花卉繪畫 so easy 修繕小工人

1200-1400 吃飽飽 & 睡好好 ( 午餐需代訂，一天費用 60 元 )

1400-1530
智力桌遊趣 專注力瑜珈 一起唱日本歌 袖珍黏土美食 瘋狂科學家

異想天開玩漫畫 想像力插畫創作 阿嘎學台語 台語歡樂唱 魔幻神奇秀

陶笛認真玩 氣球繽紛樂 國標小舞者 活力球瑜珈

1530-1600 我最愛乾淨 ( 教室環境維護打掃 )

1600-1730
魔幻神奇秀 　棋逢敵手 叫我小葉問

多媒體樂園

快樂學武功

壽司小達人 街舞拳擊有氧
棋逢敵手

轉來轉去玩吸管
摺紙好有趣

 快 樂 賦 歸

基隆光華終身學習中心
地址： 基隆市成功一路133巷1號
電話：(02) 2433-8146 基 隆 市 團 委 會

http://klctc.cyc.org.tw
地址：基隆市獅球路8號
電話：(02) 2431-2111

代號 班級名稱 天數 日期 時段
9C01

KIDS
探索冬令成長營 

全天班 15天 1/25（四）－ 2/14（三） 0900-1730
9C02 全天 7天 1/25（四）－ 2/2（五） 0900-1730
9C03 全天 8天 2/5（一）－ 2/14（三） 0900-1730
9C04 半日（上午班） 1/25（四）－ 2/14（三） 0900-1200
9C05 半日（下午班） 1/25（四）－ 2/14（三） 1400-1730

基隆市救國團 MERRY X'MAS 歡樂 SHOW 
10人以上團體報名每人享85折 早鳥優惠：12/15前報名 可享88折 特惠價課程恕不折扣  
(新生報名須收100元報名費) (新生報名須收100元報名費)                  
代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適合對象 費   用 活   動   內   容

9E11 繽紛聖誕
手作歡樂世界

12/25週一  
1630-1800 中班 -小三學童 199元

另計材料費 100元

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 
溫馨又歡樂的聖誕節即將來到 各位爸爸媽媽已經幫寶貝安排好活動了嗎？ 如果還沒有 快來救國團 唱歌玩遊戲 認識新朋友 
自己動手DIY 繽紛聖誕帽和繽紛糖果屋【材料費100元】

9E12 麋鹿傳奇 12/21週四 0900-1200 國中以上學員 500元
另計材料費 100元

聖誕佳節即將到來！除了美味大餐外，當然不能忘記各種俏皮可愛的耶誕甜點∼快點來跟著依玲老師做屬於自己的麋鹿傳
奇吧!!*請自備餐巾紙及保鮮盒

9E13 手作 MY聖誕老公公 12/21週四 1300-1700 國中以上學員 500元
另計材料費 100元

在值得紀念得聖誕日子裡，以愛與誠心，親手製作聖誕老公公系列點心。不管是圓滾滾聖誕老人或者是瘦巴巴的包禮物小
矮人 ，今年聖誕節不可錯過的甜蜜滋味，甜點控們還等什麼呢？*請自備餐巾紙及保鮮盒

9E14 雪人製造機
*限額 8組

12/23週六
  1330-1600 不限 700元

另計材料費 400元 (一組 )

聖誕節前夕，想讓小寶貝度過特別的聖誕節嗎？依玲老師要帶著你和小朋友一起實際動手做，從桿麵團、裝飾和組裝，親
子間共同完成聖誕節雪人系列點心。別擔心自己跟孩子會手忙腳亂，小班制的教學，帶領您和寶貝一起進行整個烘焙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您彷彿也變成了孩子，跟您的寶貝成為最好的朋友及搭擋！ *請自備餐巾紙及保鮮盒

9E15 辦一桌好年菜
12/19-2/6週二

1830-2130 國中以上學員 2500元 
另計材料費 3000元

12/19 :東坡肉 炒蝦鬆 煙燻鯊魚 
12/26 :滷牛肉 芋頭燒小排 蔥油雞

01/02 :燻雞 炸鳳尾蝦 糖醋魚  
01/09 : 蒜味蒸蝦 咖哩燒雞肉 三鮮春捲

01/16 :五更腸旺 腐皮燒 燒賣 
01/23 : 珍珠丸子 洋菇海皇羹 脆皮蝦球

01/30 : 黑胡椒牛肉 沙拉蝦 蛋黃芋棗
02/06 :南瓜蒸肉 豆瓣魚 京都小排

9E16 銅板熱炒美食
SHOW

12/20-2/7週三 
1830-2130 國中以上學員 2500元 

另計材料費 2000元
12/19 : 三色蒸蛋 韭黃炒肉絲 炒米粉
12/26 : 豆皮壽司 紫菜壽司 鮮魚壽司

01/02 : 蔥燒豆腐 蝦仁炒蛋 榨菜肉絲湯
01/09 : 麻婆豆腐 雞絲涼麵 酥炸魚條

01/16 :鍋貼 酸辣湯 培根蛋炒飯 
01/23 :蚵仔麵線 蚵仔煎 客家小炒

01/30 :赤肉羹 滷肉飯 油飯 
02/06 : 蛤蜊小排 蒜味蒸蝦 炒海瓜子

廣
告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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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探索成長營優惠方案」: 

 早鳥優惠 (限 11/30前含當日 )
早鳥搶先：每人每梯 7800 元 (原價 10000元 )

第二波優惠
(限 12/30前含當日 )

(新生報名需收 100元報名費 )   

優　　惠：舊生可享 88折 新生可享 95折
新生學習：優惠價 9500元
舊生回鄉：成長營舊生專屬優惠價 8800元

※ 轉班、退費規定及注意事項

退
費

規
定

依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第 28條規定
★ 學友自報名後至簡章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之 90%
★ 實際開課日算起，未逾三分之ㄧ申請退費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之 50%。
★ 在班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ㄧ (含 )者，不予退費。
★  退費說明：請依照簡章公告之上課日，並非實際到班日期。如因人數不足未能開課可辦理轉班或退費，終身學習卡發
卡工本費 100元恕不退還。

★ 請持收據正本及上課證辦理，遺失恕無法受理。

轉
班

辦
法

★  轉班請於第二堂上課以前持原收據正本及上課證辦理，逾期恕不受理，轉班只限辦理乙次，費用多退少補，轉班金額
不可低於原班級金額 1/2。

★ 插班生恕不接受轉班及退費。

延
期

辦
法

★ 請持收據正本、上課證及證明文件辦理，遺失恕無法受理。
★  延期請持無法上課的相關證明文件，體能課程如：懷孕、身體不適等等，請持醫生診斷證明書辦理、其他情況如公司
臨時調派外地，請持公司人事派令證明辦理。

★ 未開成之班級可申請延期上課乙次。

注
意
事
項

★  如簡章內容有誤，以本中心櫃檯公告為準，遇特殊情況時，本中心得視需要調整教室，敬請配合見諒。
★ 報名前請先詳細閱簡章選定班別，了解相關轉班、退費、延期等規定，以保障個人權益。
★  報名後請依上課證所列時間至活動地點上課 (遇有特殊情況，時間異動，人數不足不開班等等，救國團最晚於開課前主動
聯絡 )。

★ 為免影響其他學員權益及上課秩序，本中心謝絕旁聽、試聽。
★  (請附出席率逾期 3/4，可憑上課證申請結業證書一吋照片乙張，工本費每份 50元 )。
★  逢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是否停課，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基隆市政府規定辦理，本中心不另行通知，所耽
誤課程由教師於課內自行補足。

★  開課後未額滿班級可接受插班 (依實際上課時數比例計算費用 )，但插班生不得辦理轉班、退費、延期。

基隆市救國團 PLAY 冬令營  【報名對象：小一~小六學童】
10人以上團體報名每人享85折 早鳥優惠：12/15前報名 可享88折 
(新生報名須收100元報名費) (新生報名須收100元報名費)  
代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費   用 活   動   內   容

9E01 歡樂拉丁營 1/25-1/31週一至週五 000-1200 2000元
拉丁舞是可以開發身體語言，培養個人自信，增加個人魅力
的舞蹈，結合了藝術與運動的新時代休閒運動。
*請自備芭蕾舞鞋如沒舞鞋穿防滑厚襪子即可。

9E02 台語玩看麥營 1/31-2/8週三至週四 1400-1530 1200元 與時事歌曲結合台語教學，重新認識台語成為台語小達人 !

9E03 我的功夫夢 -武術營 1/31-2/9週三至週五 600-1730 1200元 詠春 !! 少林 !! 一次學到位 不僅可以強健身體，還可以防身呢 !!

9E04 哇細總舖師
*限國一以上 1/29-2/5 週一至週五 1830-2130 2000元 

另計材料費 1500元
1/29燒賣、蜂蜜柚子蛋糕
1/30發麵燒餅、??糖霜

1/31蛋餅、克雷亞閃電泡芙
2/1蔥燒餅、芋香元寶

2/2 酥波夢杏仁香蕉、巧克力酥片
2/3新疆鑲餅、洋蔥培根堡

2/4黑糖糕、可可牛角酥
2/5三角豆沙包、水蜜桃塔

9E05
魔法烘培好食光

1/10-1/12 週三至週五 1300-1600 1500元
另計材料費 550元

市面上常見的點心在家也能輕鬆做 ! 從原料的挑選及製作過程皆由自己嚴格把關，可以吃得安心又美味 ! 課程內容均適
合一般家庭製作且容易上手，在家即可享受悠閒得下午茶時光！也可包裝成禮物為餽贈親友，一同分享烘焙的樂趣。
*需自備餐巾紙及保鮮盒9E05-1 1/17-1/19 週三至週五 1300-1600

9E06
小小米其林

2/1-2/2 週四至週五 1330-1500 750元
另計材料費 400元

從玩樂中學習，一堂廚藝活動不止讓孩子體驗手做料理的樂趣，更是培養孩子自信的好機會！小手做點心，吃了最安
心！   品嘗小孩做的美食，分享料理帶來的喜悅邊學邊做，邊做邊學，帶給小朋友難忘的回憶   激發小朋友對料理的
興趣，下一個料理大廚師就在你家 *需自備餐巾紙及保鮮盒9E06-1 2/8-2/9週四至週五 1330-1500

9E07 小小農夫樂 1/29-1/31週一至週三 0900-1200 2000元 材料費另計 體驗種植、鬆土、砌磚、施肥的技巧 ~ 動手做屬於自己的植物接觸大自然享受農夫的樂趣 *報名即送植物罐頭盆栽

9E08
我的餐桌計畫

2/1週四 0900-1500 1500元
另計材料費 350元

這是蔥還是蒜 ? 傻傻分不清楚 ?大陸妹是哪個 ? 怎麼蔬菜都長得一樣啊 !! 跟著老師上市場認識食材 ~建立金錢買賣使
用觀念 ~餐桌從無到有 !*製作屬於自己的午餐及下午點心 !!*需自備餐巾紙及餐具9E08-1 2/9週五 0900-1500

9E09 卡嚓寫生素描營 1/31-2/2週三至週五 1300-1600 2000元材料費另計 我們的生活中，舉凡我們放眼可見到的圖像，都與影像密不可分，利用手機拍攝，加上素描一幅完整的畫作，並且帶
孩子們出外寫生讓你體會視覺與手繪上所帶來的生活樂趣。

9E10 飛向水果世界 BAR 2/6週二 0900-1200 750元 台灣四季水果多， 蘋果、香蕉、哈密瓜⋯ 紅橙黃綠樣樣有， 酸甜苦澀任你挑，來到水果大觀園  不僅了解水果的屬性
也明白水果的營養學且市場體驗教學 讓孩子印象更深刻！ *需自備餐巾紙及環保杯

中國青年救國團基隆市團務指導委員會
附設基隆市私立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光華教室

基府教社參字 1030206873 號
光華

親子

學習有GO讚!! 
○ 臨櫃個人當日單次單店報名兩門課程（須為單月或雙
月課程）以上且學費折扣後滿3,000元以上贈送馬克杯
一只。

○ 臨櫃報名107年冬令兒童全期成長營即送馬克杯一只。
    ( 數量有限，不挑款式隨機出貨，送完為止 )

課程
自由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