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華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基隆市私立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基府教社參字第1030206873號

f @cycklctc

Facebook粉絲團

自己的課自己選!! 

快樂學習~探索生活!!

【課程自由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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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充電、課業才藝全方位】

忙碌的爸媽們可於08:00~08:30

送至本中心，課後17:30-19:00

接回。

【家長放心、孩子Fun心】

基隆光華終身學習中心
基隆市成功一路133 巷1 號

(02) 2433-8146

(02) 2433-8174

基隆市團委會
http://klctc.cyc.org.tw/

基隆市獅球路8號

(02) 2431-2111

廣
告

上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55-1025 小隊輔時間

創思作文家 五子棋高手 開口翻轉玩英文 流行英文跟著song
創意鉛筆字 色鉛筆繪畫遊 敲敲打打玩樂器 英文玩桌遊

立體賀卡手作 英文遊戲王 我和我的纏繞畫 小小素描家

1025-1030跑堂時間

1030-1200
芳香蠟燭物語 讀說演童話故事  我是誰?EQ情緒探討 美味英文VS味蕾大挑戰 瘋狂科學家

奇幻魔術師 生活物製作 創意玩春聯 口才朗讀班 直笛吹吹樂

星級煮廚大餐 專注力書法 益智圍棋 創意中式點心 飲料製造機

1200-1400 吃飽飽&睡好好(午餐需代訂，一天費用65元 )　*周一上星級煮廚大餐免訂午餐費
下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400-1530
彩繪木雕掛飾 屁股扭一扭 繽紛兒童西點 智力桌遊趣 　皂皂DIY
麵粉製作樂 貓狗捏大集合 MV小明星舞 生活捏物玩製造 小小歌星家

有氧動一動 日文跳舞秀 轉來轉去玩吸管 隨手玩烏克麗麗 春節風點心

1530-1600 環境整潔時間&聯絡簿小叮嚀時間&跑堂時間

1600-1730
義國料理秀 快樂唱日本歌 專注力探索 派派隨手做

多媒體樂園MY拼貼手作 懷舊手做童玩 摺紙好有趣 益智積木趣

氣球繽紛樂 躲避球運動 奇幻魔術師 團康玩活動

快 樂 賦 歸
★本課表僅供參考，詳細選課單請於10/15至光華中心索取報名          

        (材料費及餐費另計 )            
            

★本課程恕不適用公益助學優惠及身心障礙手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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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週計算
堂數 /時數 

*以 2週計算 課 　  程　   內 　  容　  *材料費以2週計算* 師資

9A01 芳香蠟燭物語

一 1/21.1/28

1030-1200

450

2堂/3H 講解蠟燭原理.調製精油.顏色搭配如何搭配模具製作出現在最流行的香氛蠟燭及擴香石生活中充滿香味。【材料費400元】 黃詩潔

9A02 奇幻魔術師A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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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200元】A與B課程魔術不同 柳羽珊

9A03 彩繪木雕掛飾 1400-1530 2堂/3H 老從一塊木頭開始發想，藉由簡單的操作，做出創意手工木作。【材料費100元】 林鄭清

9A04 MY拼貼手作
1600-1730

2堂/3H 容易上手的拼貼技巧，讓孩子輕鬆踏入藝術領域，並擁有屬於自己的風格且又實用的四件藝術品，一起來藉由手作中得到用錢買不到的DIY創
作樂趣！ 【材料費200元】 李貞珍

9A05 氣球繽紛樂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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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 林鄭清

9A06 創意鉛筆字

二 1/22.1/29

0855-1025

450

2堂/3H 本課程指導小朋友坐姿、握筆法、字體結構分析、書寫要領、詞句書寫（含畫圖），內容活潑、有趣、實用。【不用材料費】。 席秀月

9A07 立體賀卡手作 2堂/3H 輕輕鬆鬆的了解紙的立體構成與設計原理，非常簡單教法讓孩子快樂的學習【請自備剪刀及材料費80元】 許素涵

9A08 讀說演童話故事

1030-1200
2堂/3H 藉由與「童話故事」親近來增進國語文能力，養成閱讀的好習慣，並學習如何處理問題。【材料費50元】 陳斯琪

9A09 生活物製作 2堂/3H 利用想像力跟著素涵老師做出屬於自己的生活小物品。【材料費80元】 許素涵

9A10 專注力書法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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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50元(含文房四寶租借費)】 席秀月

9A11 貓狗捏大集合 1400-1530 2堂/3H 運用不同素材，多元化創意設計， 藉由搓、揉、捏、塑一步一步學習黏土捏塑技巧， 變化自己心中得狗狗、小貓。【材料費150元】 邱淑君

9A12 懷舊手做童玩 1600-1730 2堂/3H 童玩琳瑯滿目讓大家值得回味的童年!讓現在孩子們看著爸爸媽媽那個年代玩具，都難掩躍躍欲試的神情，都市的兒童，對這些古早童玩看傻
了眼。透過古早童玩DIY，讓孩子親手動手做玩具。【材料費110元】 邱淑君

9A13 五子棋高手

三 1/23.1/30

0855-1025

450

2堂/3H 求學階段熱愛玩的棋盤類型遊戲，簡單好學、對弈快速的優點，一起來對戰吧!【不用材料費】 專任教師

9A14 色鉛筆繪畫遊 2堂/3H 色鉛筆攜帶方便、容易上色的特性，只要有一張紙，隨時都能隨意塗鴉!!享受自由繪畫的樂趣。運用簡單的繪畫技巧，容易完成具有個人風格
的畫作。【材料費50元】 許素涵

9A15

 我是誰?EQ情緒探討已
活動上課方式從學校延伸
到家庭，讓孩子更了解自
己及如何情緒管理。 1030-1200

2堂/3H 課程以活動方式進行，從學校延伸到家庭，讓孩子一起克服情緒管理問題。【材料費50元】 許維敏

9A16 創意玩春聯 2堂/3H 發揮想像力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豬年春聯【材料費60元】 許素涵

9A17 益智圍棋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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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材料費】 專任教師

9A18 轉來轉去玩吸管 1400-1530 2堂/3H 利用一根吸管創造出奇妙又新奇得作品【材料費50元】 林鄭清

9A19 專注力探索

1600-1730
2堂/3H

當你發現孩子不專心、沒耐心、坐不住時，是否常常束手無策?「專注力」是人類接收知識的門戶，無法集中便是關閉了學習的大門；運用科
學趣味性的互動遊戲，可以提升孩童的專注力。【不用材料費】

專任教師

9A20 摺紙好有趣 2堂/3H 幾張色紙，配合老師摺紙步驟，加上孩子的想像力讓色紙添些生命力!【請自備剪刀及材料費40元】 林鄭清

9A21 奇幻魔術師B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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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200元】A與B課程魔術不同 柳羽珊

冬令         成長營
適合升小一至升小六孩童參加

選課單

 <自由選課表>

翻轉

(材料費及餐費另計 )

代號 9H01 9H02 9H03

梯次 全天 上午 下午

上課時段 0855-1730 0855-1200 1400-1730

成長營舊生優惠
(11/30 前 ( 含 )

5,000
( 不折扣 )

1/4 日前

 舊生可享原價 88 折
 新生可享原價 95 折

早鳥優惠 
 (12/21 前 ( 含 )

5,500
( 不折扣 )

一般優惠 
 12/22-1/4 前

舊生可享原價 88 折 
新生可享原價 95 折

原價
1/5-1/20

6,700 
 ( 舊生可享原價 9 折，

新生無折扣 )

4,000
 ( 舊生可享原價 9 折，

新生無折扣 )

2019 年囝仔王冬令翻轉成長營
選 課 單 (1/21-2/1共計 10天 )  

價格一欄表

代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適合對象 星期 指導教師 時間 費用 課 　  程　   內 　  容

9E01 西餐小廚師營 1/30 小一-小六學童 一 吳志慶 0930-1130 250
(特惠價)

慶慶老師得多元料理風格讓孩子成為專業的西餐小廚神，做出一道道美味的佳餚。
讓孩子開心快樂的煮菜，養成健康飲食的概念，領袖團康訓練，培養多元興趣，適性發展！將
料裡的樂趣與美好滋味與親友一同分享！*請自備餐巾紙及保鮮盒 另計材料費150元

9E02 兒童玩大極 1/25及2/1 中班-小三孩童 五 金素珠 1500-1700 550
(特惠價)

生活太極化~太極生活化!將學習的太極拳應用到生活中藉此達到保健強身、防身功效。從學習
中帶入遊戲太極拳益處。

9E03 聖誕狂想曲-手撕包營 12/24 國中以上 一 蔡依玲 0900-1200 250
(特惠價)

超應景可愛的小餐包，現在也能在家自己動手囉！課程採小班制教學，烘焙新手也不用擔心！
跟著老師一步步的耐心指導，即使是完全零基礎的人也可以做出可愛應景精緻美味的甜點唷！*
請自備餐巾紙及保鮮盒。另計材料費200元

9E04 聖誕狂想曲-OUR  CAKE(親子)營
**限額8組**

12/23 國中以上 日 蔡依玲 0900-1200 600
(特惠價)/組

依玲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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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制的教學，帶領您和寶貝*請自備餐巾紙及保鮮盒。另計材料費250元/組

9E05 聖誕狂想曲-冰盒餅乾營 12/24 國中以上 一 蔡依玲 1330-1630 250
(特惠價)

無需使用甜到膩口的糖霜，也不用具備高超的擠花技巧，只要按照步驟，捏一捏、切一切，就
能輕鬆完成。前所未見的可愛餅乾，是初學者也可以立即上手的烘焙技巧喔。
*請自備餐巾紙及保鮮盒。另計材料費200元

9E06 動物饅頭遊樂園營 12/31 國中以上 一 彭琬玲 0900-1200 200(特惠價) 超萌造型饅頭~ 萌得您不要不要的！ 另計材料費

9E07 基隆手路菜-大腸圈 12/10 國中以上 一 劉蘭枝 0900-1200 250(特惠價) 基隆特色名產~自己DIY健康滿分送禮又實在!!
*每堂課另計材料費200元

一次報名9E07-9E10四堂課即可享 850元
 
優惠

9E08 基隆手路菜-燒邁 12/17 國中以上 一 劉蘭枝 0900-1200 250(特惠價)

9E09 基隆手路菜-豆干包&包心魚丸 11/29 國中以上 四 周麗秋 0900-1200 250(特惠價)

9E10 基隆手路菜-吉古拉海鮮米粉 12/27 國中以上 四 周麗秋 0900-1200 250(特惠價)

*  (新生
報名須

收 100元報名
費 ) 

*特惠價
不折扣

 

●  1/4(五)前舊生88折，新生95折(+100元報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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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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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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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22 敲敲打打玩樂器

四 1/24.1/31

0855-1025

450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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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材料費】 簡嘉琪

9A23 我和我的纏繞畫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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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元】 許素涵

9A24 口才朗讀班 1030-1200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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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材料費】 簡嘉琪

9A25 智力桌遊趣

1400-1530
2堂/3H

利用各式各樣的桌遊，在遊戲過程自然會磨練出許多獨特的技術與策略，老師僅在一旁適時提點，讓孩子們自由發揮、學習做決策並承擔結
果。【桌遊租借費60元】

創意團隊
師資群

9A26 生活捏物玩製造 2堂/3H 利用超輕土、捏塑土混和捏出各式各樣的生活實用用品。【材料費150元】 李貞珍

9A27 隨手玩烏克麗麗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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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自備、不用材料費】 簡嘉琪

9A28 益智積木趣 1600-1730 2堂/3H
透過各種款式的積木，讓孩子們動腦並研究如何把積木拼湊起來，同時發揮本身的創意去組裝與說明書上不同的積木造型，啟發孩子無限的
想像力及創造力【材料費150元】

創意團隊
師資群

9A29 小小素描家

五 1/25.2/1

0855-1025

450

2堂/3H 從基本概念、鉛筆素描，輪廓基本畫法，靜物、人物、速寫，由淺入深練習，打開繪畫的一片天地。【材料費50元】 許素涵

9A30 瘋狂科學家
1030-1200

2堂/3H 動手動腦動眼動心，簡易趣味安全，功能機制原理概念，讓孩子愛上實驗。【材料費160元】 專任教師

9A31 直笛吹吹樂 2堂/3H 用最簡單的方法一次學會吹奏美麗的弦律【樂器自備(英式與德式都可)、不用材料費】 簡嘉琪

9A32 　皂皂DIY
1400-1530

2堂/3H 自己動手做肥皂好玩又新奇。【材料費140元】 林靜如

9A33 小小歌星家 2堂/3H 提供流行歌唱技巧課程，跟著豆豆老師一起玩歌吧!【材料費另計 】 周佳學

國際小書櫃，浸染書香氣息 ~國語 /英語 /日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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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週計算
堂數 /時數 

*以 2週計算 課 　  程　   內 　  容　  *材料費以2週計算* 師資

9A34 創思作文家

二 1/22.1/29
0855-1025

500
2堂/3H

針對學校各項「惱人的作業」來做指導，內容包括：長短篇日記、閱讀心得報告、遊記撰寫、創作小書⋯等，以及作文基本邏輯概念與練
習。學習從日常生活中快速取材，以正確的邏輯思考方向，來獨立完成自己的國語文相關作業。另有學校作業個別指導，歡迎將學校各項作
業帶到課堂（例如：日記、作文、讀書心得⋯等），只要會寫字的小朋友都可以參加。【材料費50元】

陳斯琪

9A35 日文跳舞秀 1400-1530 2堂/3H
<聘請日本老師教學>透過歌曲認識50音，課中歡唱及舞蹈日本歌謠及遊戲帶孩子們認識日本了解文化。【不用材料費】 橫山善江

9A36 快樂唱日本歌 1600-1730 2堂/3H

9A37 英文遊戲王 三 1/23.1/30 0855-1025

500

2堂/3H 以輕鬆有趣方式學英文,再遊戲中讓孩子喜愛上英文不再畏懼!!【材料費120元】

張丹風
(Doris)

9A38 開口翻轉玩英文
四 1/24.1/31

0855-1025 2堂/3H 就是要讓你開口說英文!本課程內容 以平常生活常用英文對話為題材 進行實際情境演練。【材料費120元】

9A39 美味英文VS味蕾大挑戰 1030-1200 2堂/3H 邊吃東西 也可以邊學英文， 課程內容為認識各式各樣的食物英文名稱， 最後來一個味蕾大挑戰競賽， 遮住眼睛試吃食物，看看你能猜對幾
種。【材料費120元】

9A40 流行英文跟著song
五 1/25.2/1 0855-1025 500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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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材料費】 簡嘉琪

9A41 英文玩桌遊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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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元】

張丹風
(Doris)

動動手做料理，添加愛與成長的手作 ~寒假烹飪點心類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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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週計算
堂數 /時數 

*以 2週計算 課 　  程　   內 　  容　  *材料費以2週計算* 師資

9A42 星級煮廚大餐

一 1/21.1/28
1030-1200

450

2堂/3H 咖喱豬排飯、玉米濃湯麵包棒。【材料費100元】

蔡依玲
師資群

9A43 麵粉製作樂 1400-1530 2堂/3H 乳酪卡拉棒、香酥水煎包。【材料費120元】

9A44 異國料理秀 1600-1730 2堂/3H 青醬培根披薩、藍帶豬排燴飯。【材料費120元】

9A45 繽紛兒童西點 三 1/23.1/30 1400-1530 2堂/3H 芝心乳酪貝果、酸甜檸檬塔【材料費100元】

9A46 創意中式點心
四 1/24.1/31

1030-1200 2堂/3H 毛毛蟲豆沙包、黃金錢袋【材料費100元】

9A47 派派隨手做 1600-1730 2堂/3H 蔬食鹹派、巧克力乳酪派【材料費120元】

9A48 飲料製造機
五 1/25.2/1

1030-1200 2堂/3H 黑糖珍珠鮮奶茶、古早味粉粿檸檬凍【材料費120元】

9A49 春節風點心 1400-1530 2堂/3H 黑糖沙其馬、春節裝飾餅乾【材料費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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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週計算
堂數 /時數 

*以 2週計算 課程內容      *舞蹈課程皆不用材料費* 師資

9A50 有氧動一動 一 1/21.1/28 1400-1530
500

2堂/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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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愛琳

9A51 屁股扭一扭 二 1/22.1/29 1400-1530 2堂/3H 動一動扭扭屁股，增加律動感快樂學習。
李苗羽9A52 MV小明星舞 三 1/23.1/30 1400-1530 2堂/3H 透過流行音樂及老師生動有趣的教學，讓孩子從小培養舞蹈底子與音樂律動感，增強自信心！

基隆救國團2019冬令營隊
< 81G01、81D02、KL08101 > 
10人以上團報請來電洽詢，
另有優惠喔 ~

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適合對象 星期 指導教師 時間 費用 活　　動　　內　　容

81G01 鐵道方城市-勇闖平溪線 (1)1/19-1/21 
(2)1/29-1/31 國小3-6 (1)六至一

(2)二至四 專業輔導員 0800-1700

4,800元
即日起至 11/30，
享早鳥優惠價4,500元
10人以上團報請來電
洽詢，另有優惠喔~

來場平溪線火車的背包客之旅吧！！ 
限時挑戰~多元、有趣又豐富的各項關卡：引導團隊溝通討論，訂定闖關策略，自行搭乘火車，培養獨立自
主的能力，領略鐵道平溪線各站的歷史及文化特色，彷彿置身於緊張刺激的遊戲實境秀! 
#煤礦歷史 #天燈文化 #海岸風光 #火車體驗 #獨立自主 #團隊溝通#遊戲競賽

81D02 海洋城市探險隊 1/25-1/27 國小3年級
至國中9年級 五至日 專業輔導員 0800-1700

4,500元
即日起至 11/30，
享早鳥優惠價4,200元
10人以上團報請來電
洽詢，另有優惠喔~

Be Barve！神秘壯闊的世界正呼喚著我們！小探險家們快鼓起勇氣踏出步伐！讓我們一同挖掘海洋科技/探
索漁村秘辛/挑戰漁網捕撈/港口美食尋寶/潮境生態探秘/海洋之聲星空烤肉晚會⋯等，內容超級豐富精彩讓
你不禁愛上海港城！※住宿六人房2晚

KL08101 我是船奇~溫泉島大樂鬪 1/23-1/25 國小3-6 三至五 專業輔導員 0800-1700

4,850元
即日起至 11/30，
享早鳥優惠價4,500元
10人以上團報請來電
洽詢，另有優惠喔~

大船入港囉~小小船長一起出發攻佔溫泉島囉！讓我們盡情玩樂萬馬奔騰運動會/歡樂泡湯趣/草原冒險家/桌
遊競技活動/火鍋的考驗/營火團康晚會/印象金山采風/烤肉萬家香，這冬天就讓我們翻山越嶺，乘風破浪!用
體力比智力奪下溫泉島吧!

KL08104
英語戲劇啟蒙營

(基隆)
1/21-1/23 國小2-6 一至三 專業英語教師 0900-1200 1800元

(最低可舊生88折)

想讓孩子自然而然輕鬆學習英語嗎？不使用填鴨式英語教學，這門課程結合拼音單字，再加上圖解方式學
文法，並藉由此學習戲劇，漸進並有趣的學習方式，有益於孩子學習消化和吸收使用基本字彙，減輕學習
負擔簡單 做答，教師輕鬆檢視孩子學習成效，釐清孩子 混淆文法觀 ，並正確運用規則！心動了嗎？快來
報名喔！(書籍及材料費共計500元已包含)

KL08105
小恐龍機器人手作營

(基隆)
1/25 國小3-6 五 專業輔導員 0900-1700 2200元

(最低可舊生88折)

帶領孩子到桃園祥儀機器人夢工廠+南僑桃園觀光體驗工廠冠軍小籠包DIY，讓寶貝運用自己的組裝拼圖能
力，玩到有四種造型，可以是恐龍、鑽地車、獨角仙，還能搖身一變成為機器人，不需裝電池就可以利用
太陽能板發電囉！快來參加吧！好吃又有得玩呢！集合地點A基隆火車站 B汐止火車站 

KL08106
實用武術防身+
超high有氧營

(基隆)

1/21-2/1 
(共14天) 國小1-6 一至五 專業有氧& 

專業武術老師 1100-1200 1800元/人 
(早鳥可優惠88折)

為期兩周，一三五為防身術教學，中華武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其組成是以『力學』為基礎，以『醫
學』為旁參，以『兵學』作實用，更以『哲學』臻其修養之極。二四為有氧課程，利用不同的音樂節奏配合
運動強度，針對孩子的心肺體適能、肌力及柔軟度加強，並藉由教師活潑生動的帶動，讓課堂充滿活力與歡
笑。想讓寶貝身強體壯？學會基本保護自己的方式？快來參加本課程準沒錯！請攜帶水壺、著輕便褲裝。

KL08107
小小畢卡索玩藝術

(基隆)
1/23-2/1 
(共6天) 國小1-6 三至五 專業美術教師 1000-1130 1750/人 

(早鳥可優惠88折)

課程結合漂亮鉛筆字&手工皂小達人&色鉛筆小天地，練習鉛筆字無論在生活中、考場上都會讓孩子受益無
窮，字體矯正從小開始！本營隊讓孩子產生天馬行空的想法，藉由親子繪畫及DIY手工皂，啟蒙他們的藝術
細胞，讓孩子發揮自己的潛能！已含材料費300元。

KL08108
兒童手作烹飪翻轉營 

(於光華中心上課)
1/22-1/24 國小2-6 二至四 專業師資群 0845-1700 

2500元/人
(兩人同行將將好~
只要4500元)

在手作廚房裡，品嘗蘊含異國風景的美好滋味，用自己的小手，創作出自己的獨特風味!了解食材，學習烹
飪技能、手作仿真食玩，像仙女一樣施展魔法。(材料費及餐費已包含) 

就是 烹飪系列
編號 班別 星期 時間 學費 開課日期 師資

9E03 聖誕狂想曲-
手撕包營 一 0900-1200 250(特惠價) 

另計材料費200元 12/24 蔡依玲

9E05 聖誕狂想曲-
冰盒餅乾營 一 1330-1630 250(特惠價) 

另計材料費200元 12/24 蔡依玲

9E06 動物饅頭遊樂園營 一 0900-1200 200(特惠價)
另計材料費

12/31 彭琬玲

9E07 基隆手路菜-大腸圈 一 0900-1200

250(特惠價) 
另計材料費200元

12/10 劉蘭枝

9E08 基隆手路菜-燒邁 一 0900-1200 12/17 劉蘭枝

9E09 基隆手路菜
豆干包&包心魚丸 四 0900-1200 11/29 周麗秋

9E10 基隆手路菜-
吉古拉海鮮米粉 四 0900-1200 12/27 周麗秋

運動健身系列
編號 班別 星期 時間 學費 開課日期 師資

C87-1 TRX狂健身 一 0900-1000
240(特惠價)

/單堂

12/03. 12/10.
12/17. 12/24.
12/31

鄭偉晟
C80-1 TRX玩曲線 一 1900-2000

C83-1 TRX練身體 四 1800-1900 12/06. 12/13.
12/20. 12/27 林松樺

C20 有氧iparty 六 1710-1810 500(特惠價) 12/1-12/29
(休12/22) 李苗羽

C59 放鬆玩YOGA 五 1400-1530 600 1/25-2/22
(休2/8) 張鈞倢

多國語言系列
編號 班別 星期 時間 學費 開課日期 師資

A52 韓語從頭學 一 1400-1600 1400 1/21-2/25 
(休2/4) 金姬善

* 早鳥優惠：11/30前報名舊生可享88折
優惠，新生95折優惠 
（新生報名須收100元報名費） 

*特惠價不折扣

* TRX課程系列以單堂計費，需在開課 
日期前兩天報名，當天報名恕不 
接受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