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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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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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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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放心、孩子Fun心】

自己的課自己選!! 

快樂學習~探索生活!!

【課程自由搭配】【暑期充電、課業才藝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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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劉銘傳路1號3樓

(02) 2428-9211

【實用小藍包】
←  報名成長營雙月班者即可獲得
乙支，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知道 108課綱如何建構孩子的未來嗎 ? 在孩子競爭未來環境與生活適應裡，多元學習絕對是關鍵 ! 救國團成長營跨接 108課綱帶領孩子自發、互助，共好，透過連貫統整、體驗學習，培養多元智能，達到適性揚才的目標；並於研習後頒發學習證書，讓我們一起豐富孩子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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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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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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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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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代碼 日期 8月代碼 日期 課程名稱 時間 星期 內 容 / 材 料 費 師   資

9A01

7/20
7/27
金額

600元

9B01

8/3
～

8/24

金額

1200元

速寫插畫班 1030
～

1200

一

七月－  從生活中喜歡的卡通角色開始學習速寫，培養專注的觀察事物與臨寫能力。筆的穩定訓練，進而加強創作想像屬於自己專屬的插畫語言。 
(材料費2堂50元) 。八月－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100元) 許素涵

9A02 9B02 兒童專注力與
潛能發展

七月－ 1.1.記憶大考驗2.拼圖遊戲(材料費2堂50元)請自備彩色筆。八月－ 空中畫畫/看圖說故事/山與谷/幸福卡片(材料費120元，請自備彩色筆) 許維敏

9A03 9B03 我是小廚神 七月－ 1.什錦肉絲炒麵。2.青醬披薩。(材料費2堂100元)八月－ 1.紅醬義大利麵。2.肉絲蛋炒飯。3.田園鹹派4.香Q油飯。(材料費200元) 蔡依玲

9A04 9B04 立體手作卡片 1400
～

1530

七月－ 發揮創意加入小巧思，訓練專注力手腦並用，讓作品更生動。(材料費2堂60元)。八月－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120元) 許素珊

9A05 9B05 自皂居家
防護保養

七月－ 1.茶樹抗菌洗手皂(乳)2.茶樹芳香乾洗手(凝膠型、噴霧型(材料費2堂140元)。八月－1.抗菌清潔除臭噴霧。2.皂玩意(拼圖製皂趣)。3.畫皂(玩
顏弄色)。4.出氣香氛皂。(材料費280元) 林靜如

9A06 9B06 異國料理世界 七月－  1.番茄燻雞派2.咖哩多拿派。(材料費2堂100元)。八月－ 1.口袋餅。2.黑糖牛舌餅。3.蔥花酥餅。4.匈牙利小雞翅。(材料費200元) 蔡依玲

9A07 9B07 生活物製作 1600
～

1730

七月－ 利用想像力加上簡易素材創造生活中實用驚艷作品。(材料費2堂60元)。八月－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120元) 許素珊

9A08 9B08 創意果凍蠟燭 七月－ 1.螢光果凍蠟2.繽紛汽水果凍蠟。(材料費2堂100元)。八月－1.星空蠟燭。2.冰塊蠟燭。3.浮游花。4.西瓜蠟燭。(材料費200元) 林靜如

9A09 9B09 一起來跳國標舞 七月－ 國標舞已經成為全民運動最受歡迎的項目之一，國標舞可以在運動中融入音樂與舞蹈藝術的美感，從中也可以學習到社交的禮儀，同時可以
調整體態，是一種至為高尚的休閒娛樂及運動。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 蘇坤從

9A10

7/21
7/28

金額

600元

9B10

8/4
～

8/25

金額

1200元

我的衣物設計 0855
～

1025

 二

七月－ 應用特殊顏料繪畫於不同材質與布料上，結合自己的圖案設計，完成品將是專屬於自己獨特創作。1.白丕布練習 2.手帕繪製 3.提袋繪製 4.衣
服繪製（自備）。(材料費2堂75元)。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150元) 許素涵

9A11 9B11 兒童ZUMBA 七月－ 簡單拉丁音樂培養孩子肢體協調.提升音樂節奏與律動感。八月－教學內容同上。 顏玲穗

9A12 9B12 我與我的纏繞畫

1030
～

1200        

七月－ 輕鬆就能學習上手的纏繞圖案，引導加入設計製作多樣成品培養自信創造力。1.基礎圖 2.基礎圖+書籤 3.基礎圖+卡片 4.書本封面設計。(材
料費2堂60元)。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120元) 許素涵

9A13 9B13 街舞有氧 七月－ 有氧是融合體操、舞蹈與音樂的一項運動能放鬆自己的肌肉、關節達到健身效果。八月－教學內容同上。 曾凡軒

9A14 9B14 柔道好好玩

七月－ 柔道好好玩、好好玩柔道，練習柔道，能使身手靈活反應敏捷，提升體能促進健康，亦是奧運會承認有價值的體育運動，更有護身自衛的實
用價值。精神方面，柔道的鍛練者有自信而不驕的素質，能產生堅毅的意志，刻苦耐勞的精神，克己復禮的風範，更可養成伺機而行，當機
立斷的氣概，是達致修德成全人格之良好途徑。 孩子需要學習紀律，鍛鍊意志，增加抗壓性，柔道是最好的選擇。 （請穿運動服)。

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 （請穿運動服)
劉玉郎

9A15 9B15 指尖粉彩

1400
～

1530

七月－ 1.愛心/花朵，2.冰淇淋，3.心情。(材料費2堂150元) 。八月－ 1.小淘氣，2.彩虹樹，3.纏繞，4.貓咪(材料費300元) 李貞珍

9A16 9B16 兒童戲劇
七月－ 兒童創造性戲劇？ 小朋友天生具有模仿和創造的能力。他們可以將玩具當手機打電話，也會模仿媽媽做飯的模樣...。因此，戲劇早已在小朋

友生活中種下“根苗”。為了開發小朋友潛能，學習方法就是透過音樂、色彩、文字、語言等遊戲方式，鼓勵小朋友在本不同領域中探索同
時享受大家共同創作的樂趣。無材料費。八月－教學內容同上。

王振蕙

9A17 9B17 我是魔術師

七月－ 透過豐富又有趣的魔術課程來培養學生的第二專長，並且教導孩子們如何運用口才、技巧、創意等等來展現自己，提升本身的自信心勇敢秀
自己：橡皮筋魔術、手指魔術、硬幣魔術、道具魔術(材料費2堂300元)

八月－ 透過豐富又有趣的魔術課程來培養學生的第二專長，並且教導孩子們如何運用口才、技巧、創意等等來展現自己，提升本身的自信心勇敢秀
自己：鈔票魔術、骰子魔術、紙牌魔術、生活魔術、道具魔術(材料費4堂600元)

陳浩恩

9A18 9B18 氣球藝術

1600
～

1730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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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堂100元)。八月－教學內
容同上。(材料費200元) 林鄭清

9A19 9B19 說故事屋
七月－ 有一天，小明問媽媽：媽媽，我從哪裡來啊？媽媽：你是從外太空掉下來的。小明：啊？？！！可是我同學小華他媽媽說他是從管子裡出

來的....旁邊的拉不拉多seven，頭上突然冒出許多問號（那我呢？）於是，小明和seven決定離家出走。他們要去尋找“我從哪裡來”的答
案。無材料費。八月－教學內容同上。

王振蕙

9A20 9B20 桌遊大集合

七月－ 利用各式各樣的桌遊，在密集的互動中，老師的引導下學習傾聽與自我表達。在遊戲的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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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心臟病、快手疊杯、閃靈快手、小偷、哆寶、醜娃娃(材料費2堂200元)

八月－ 利用各式各樣的桌遊，在密集的互動中，老師的引導下學習傾聽與自我表達。在遊戲的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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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急轉彎、沉睡公主、拔毛運動會、伐木達人、終極密碼、翻翻樂、超級
犀牛、推倒堤基(材料費4堂400元)

陳浩恩

9A21

7/15
7/22
7/29
金額

900元

9B21

8/5
～

8/26

金額

1200元

餅乾狂想曲
0855
～

1025

三

七月－ 1.巧克力杏仁酥餅2.芝麻香脆棒3.杏仁雪球。(材料費3堂150元)。八月－1.巧克力豆豆2.甘藷脆餅乾3.花生芝麻餅4.造型餅乾。(材料費200元)

9A22 9B22 手作桌遊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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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教學內容同上。【桌遊租借費60元】 簡佳琪

9A23 9B23 色鉛筆繪畫遊 七月－ 認識色鉛筆畫法與應用，在不同的媒材中可以廣泛學習，加入想像創意描繪，在多彩的顏色中遊玩。(材料費3堂75元)。八月－教學內容同
上。(材料費100元) 許素涵

9A24 9B24 快樂玩水墨 1030
～

1200

七月－ 在快樂學習中認識水墨應用與變化，適度加入特殊技法，玩墨樂趣中，體驗當代水墨與生活的自然連結。(材料費3堂90元)。八月－教學內
容同上。(材料費120元) 許素涵

9A25 9B25 積木大師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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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200元】 簡佳琪

9A26 9B26 手做點心心坊 七月－ 1.水果奶酪2.焗烤馬鈴薯3.香Q貝果。(材料費3堂150元)。八月－1.黑糖米果2.鳳梨酥3.水果蛋糕4.美式可可酥餅。(材料費200元) 蔡依玲

9A27 9B27 輕土捏捏樂
1400
～

1530

七月－ 1.造型筆筒2.門把掛飾3.貓頭鷹萬用罐。(材料費3堂250元)。八月－1.可愛跳跳虎2.造型溫度計3.水手小熊4.小烏龜造型罐。(材料費320元) 邱淑君

9A28 9B28 烏克麗麗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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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借費30元】。八月－教學內容同上。【樂器自備、不用材料費，租借費30元】 簡佳琪

9A29 9B29 瑜珈好好玩 七月－ 簡單的瑜伽體位動作如嬰兒式、蛇式、老鷹式、兔子式、海豹式、鴿式、蝴蝶式、貓式、牛式、小狗式、從遊戲中學習瑜珈、增強小朋友的
整體靈活柔軟度及平衡感培養專注力、讓孩子們易於恢復他們積極、活潑正向的生活型態！。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 林淑芬

9A30 9B30 手作童樂趣 1600
～

1730

七月－ 1.打包帶風車2.散步風箏3.啄木鳥。(材料費3堂150元)。八月－1.瓦愣紙陀螺2.蟬鳴3.蠶寶寶4.蜻蜓飛。(材料費200元) 邱淑君

9A31 9B31 英語繪本 七月－ 讓孩子從故事繪本學習英語能力。讓孩子成為說故事的人。透過繪本故事來提升對英文的自信心。八月－教學內容同上。 簡佳琪

9A32 9B32 夜市美食 七月－ 1.麵煎餅2.芝麻蛋捲3.香Q地瓜球。(材料費3堂150元)。八月－1.銅鑼燒2.什錦涼糕3.蔥抓餅4.煎餃。(材料費200元) 蔡依玲

9A33

7/16
7/23
7/30

金額

900元

9B33

8/6
～

8/27

金額

1200元

漂亮鉛筆字 0855
～

1025

四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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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不同主題，針對不同年級
個別指導，在活潑有趣的寫作天地中快樂學習。(材料費20元)。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20元) 席秀月

9A34 9B34 英語兒歌教唱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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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教學內容同上。【不用材料
費】 簡佳琪

9A35 9B35 魔法寫作班 七月－ 每週不同主題，針對不同年級個別指導，在活潑有趣的寫作天地中快樂學習。(材料費50元)。八月－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100元) 陳斯琪

9A36 9B36 專注力書法 1030
～

1200

七月－ 坐姿、執筆要領、基本運筆法漸進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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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備文房四寶亦可請老師代購，
約200元。材料費20元)。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請自備文房四寶亦可請老師代購，約200元。材料費20元)。 席秀月

9A37 9B37 敲打樂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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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不用材料費】 簡佳琪

9A38 9B38 創意世界總動員 七月－ 小小演說家、閱讀力爆發擂臺賽、童話故事＆劇場表演、腦力激盪桌遊設計。（材料費50元）。八月－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100元) 陳斯琪

9A39 9B39 聲林之王 1400
～

1530

七月－ 教授時下流行歌曲，找出下一個好聲音!!【不用材料費】。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不用材料費】 簡佳琪

9A40 9B40 迷你屋 七月－ 1.花屋，2.糖果屋，3.我的家。(材料費3堂230元)。八月－1.水果屋，2.蛋糕屋，3.麵包屋，4.公仔屋。(材料費300元) 李貞珍

9A41 9B41 玩瑜珈 七月－ 藉由瑜珈練習，可以增強呼吸系統的健康、幫助排毒提升身體的新陳代謝、進而提高抵抗力、並且提升專注力和耐性增記憶力和學習能力。
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 林淑芬

9A42 9B42 木箱鼓 1600
～

1730

七月－ 學習基礎節奏，認識木箱鼓結構，透過節奏訓練加強雙手靈活度(另收租借費30元)。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另收租借費30元) 簡佳琪

9A43 9B43 MV派對 七月－ 挑選耳熟能詳的偶像流行舞曲，將舞曲的動作進行仔細的拆解，讓孩子們能快速地進入舞蹈情境。八月－教學內容同上。 顏玲穗

9A44 9B44 食在好吃 七月－ 1.檸檬蛋糕2.芋泥奶酪3.蘋果派。(材料費3堂150元)。八月－1.起司饅頭2.海苔煎餅3.培根洋蔥派4.水煎包。(材料費200元) 蔡依玲

9A45

7/17
7/24
7/31

金額

900元

9B45

8/7
～

8/27

金額

1200元

創意吸管世界 0855
～

1025

五

七月－ 利用一根吸管創造出異想世界動物趣。(請自備剪刀 材料費3堂40元)。八月－教學內容同上。(材料費50元) 林鄭清

9A46 9B46 益智圍棋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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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50元)
八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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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50元) 陳竹嫣

9A47 9B47 幸福甜點美食 七月－ 1.蘋果蜂蜜派2.芒果Q餅3.香草焦糖布丁。(材料費3堂150元)。八月－1.豹紋蛋糕2.香酥起司棒3.蘭姆起司蛋糕4繽紛水果杯。(材料費200元) 蔡依玲

9A48 9B48 手指飛舞摺紙
1030
～

1200

七月－ 一張紙變變變!!透過摺紙藝術訓練手指靈活度外，也可磨練耐性，鍛鍊腦筋，陶冶性情，最後製成品也可以賞玩喔。(請自備剪刀，材料費3
堂40元)。八月－教學內容同上。(請自備剪刀 材料費50元) 林鄭清

9A49 9B49 英文遊戲王 七月－ 本課程藉由進行有趣的英文遊戲活動，導入單字和句型，讓孩子在不知不覺中開口說英文，愛上英文學習。(材料費3堂135元)。八月－教學
內容同上。（材料費180元) 張丹風

9A50 9B50 呷飽飽料理 七月－ 1.夏威夷披薩。2.營養三明治。3.沙茶肉絲炒麵。(材料費3堂150元)。八月－1.韓式炒年糕。2.鮭魚香鬆蛋炒飯。3.起司焗烤。4.番茄燉飯。(
材料費200元) 蔡依玲

9A51 9B51 蝶谷巴特拼貼 1400
～

1530

七月－ 1.零錢包。2.水壺袋。3.手機架(材料費3堂250元)。八月－1.棉紙拼貼鐵桶。2.木器置物盒。3玻璃盤(上)。4.玻璃盤(下)(材料費400元)　 李麗霞

9A52 9B52 小小漫畫家 七月－ 輕鬆簡單學習繪畫，將腦中畫面轉至圖紙上，沒有強迫主題隨心所欲，每個孩子有每個孩子的世界，希望孩子能筆隨心飛。(適合國小1年級
以上)。(不須材料費、請自備上色用具如蠟筆、色鉛筆)。八月－ 教學內容同上。(不須材料費、請自備上色用具如蠟筆、色鉛筆) 葉千右

9A53 9B53 下午茶點心 七月－ 香草杯子蛋糕2.義式脆餅3.夏威夷慕斯杯。(材料費3堂150元)。八月－1.葡式蛋塔2.香酥蛋捲3.酥皮泡菜4.椒鹽脆薯薯。(材料費200元) 蔡依玲

9A54 9B54 玩皮小世界-
縫皮革 1600

～
1730

七月－ 1.心型鑰匙圈。2.皮革杯袋。3.悠遊卡夾(字母)(材料費3堂400元)。
八月－1.粽子零錢包。2.名片夾。3.方型零錢包 。4.編織手環玩(材料費530元)。 李麗霞

9A55 9B55 我是繪畫家
七月－ 輕鬆簡單學習繪畫，將腦中畫面轉至圖紙上，沒有強迫主題隨心所欲，每個孩子有每個孩子的世界，希望孩子能筆隨心飛。(適合國小1年

級以上)(適合國小1年級以上)。(不須材料費、請自備上色用具如蠟筆、色鉛筆)。八月－教學內容同上。(不須材料費、請自備上色用具如蠟
筆、色鉛筆)

葉千右

● 一般優惠6/24 (三）前(含)舊生88折新生95折 ● 

代號 00A 01A 02A 03A 04A 05A 06A

梯 次
雙月班

109/7/15-8/25
共33天

七月班

109/7/15-7/31
共13天

八月班

109/8/3-8/28
共20天

七月班
上午班

109/7/15-7/31
共13天

七月班
下午班

109/7/15-7/31
共13天

八月班
上午班

109/8/3-8/28
共20天

八月班
下午班

109/8/3-8/28
共20天

上課時段 0855-1730 0855-1730 0855-1730 0855-1200 1400-1730 0855-1200 1400-1730
超早鳥優惠

 5/20(三)前(含)
(不折扣)

18,000元 8,000元 12,500元 4,500元
(不折扣)

7,000元
(不折扣)

早 鳥 優 惠

6/3(三)前(含)
(不折扣)

19,000元 9,000元 13,500元 5,500元
(不折扣)

8,500元
(不折扣)

一 般 優 惠

6/24(三)前(含)
舊生可享原價 88 折
新生可享原價 95 折

6,500元
(不折扣)

9,000元
(不折扣)

6/25(四)起
舊生原價95折

(新生不折扣)

原價
23,000元

原價
12,000元

原價
17,000元

原價7,500元
(不折扣)

原價10,000元
(不折扣)

 價 格 一 欄 表

雙月班 109/7/15-8/25共 33天      七月班 109/7/15-7/31共 13天     八月班 109/8/3-8/28共 20天

適合升國小 1-6年級學童參加

★本課程恕不適用公益助學優惠及身心障礙手冊優惠

109.7.15 三 ►109.8.25 五  合計33天
( 材料費及餐費另計 )

活動代號 /名稱 活動日期 報到時間地點 每人費用 每人費用 行程特色介紹

救要淨灘愛地球 7/25(六 )
09:00潮境公園入口

 (瑪莉歐柴窯披薩餐廳對面 )
99元 /人 7/15-8/27

炎炎夏日一起捲起袖子，為我們美麗的海岸、海洋生態盡一份心力，一起熱血來淨灘吧 !! 活動當日請自備
水、防曬遮陽用具，活動現場提供每人一套用具 (夾子、提袋、麻布手套 ) ※配合 108課綱，本活動每場
可申請服務時數 3小時，歡迎學生揪團報名 !報名詳情聯絡：嚕啦啦旅行社專線：(02)2425-7763

北海岸雙島歷險一日
基隆嶼登島+和平島地質公園 8/22(六 ) 08:00海洋廣場旁全家便利商店 1500元 /人 7/15-8/28

集合出發→基隆嶼登島 (登燈塔 )→午餐 (2500/桌 )→和平島地質公園→正濱漁港彩虹魚村→滿載而歸
報名詳情聯絡：嚕啦啦旅行社專線：(02)2425-7763

COVID-19 (武漢肺炎)

防疫宣導

本中心加強
防疫消毒及
量體溫措施，
並請配合：

●

本
中
心
為
加
強
防
疫
，
教
室
定
時
進
行
消
毒
、
測
量
體
溫
，
敬
請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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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 1-6年級寶貝參加       ● 一般優惠 6/24 (三）前 (含 )舊生 88折新生 95折 ●  
代碼 日期 時間 星期 金額 課程名稱 內容 /材料費

9B01 7/21-8/25 1400-1530 二 1700 神奇魔法師
透過豐富又有趣的魔術課程來培養學生的第二專長，並且教導孩子們如何運用口才、技巧、創意等等來展現自己，
提升本身的自信心勇敢秀自己：橡皮筋魔術、手指魔術、硬幣魔術、道具魔術及鈔票魔術、骰子魔術、紙牌魔術、
生活魔術、道具魔術 (材料費 900元 )

9B02 7/21-8/25 1600-1730 二 1700 智星大王營

在遊戲的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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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心臟病、快手疊杯、閃靈快手、小偷、哆寶、醜娃娃利用各式各樣的桌遊，在密集的互動中，
老師的引導下學習傾聽與自我表達。數字急轉彎、沉睡公主、拔毛運動會、伐木達人、終極密碼、翻翻樂、超級
犀牛、推倒堤基 (材料費 600元 )

9B03 7/15.7/22.7/29 0855-1200 三 1700 烘焙小達人 1.巧克力杏仁酥餅、水果奶酪 2.芝麻香脆棒焗、烤馬鈴薯 3.杏仁雪球、香 Q貝果 (材料費 300元 )

9B04 8/6-8/27 0855-1200 四 2300 魔法口才創意世界營
每週不同主題，針對不同年級個別指導，在活潑有趣的寫作天地中快樂學習及小小演說家、閱讀力爆發擂臺賽、
童話故事＆劇場表演、腦力激盪桌遊設計 (材料費 200元 )

9B05 8/4-8/25 1030-1200 二 1100 舞蹈小精零
融合體操、舞蹈與流行音樂的一項運動能放鬆自己的肌肉、關節達到健身效果。是一種出神入化的舞步，它將各
種類型的舞蹈混合在一起，隨心所欲地表現，沒有舞蹈風格的限定，脫離一般舞蹈的規範，可以說是一種個性化
的舞蹈。

9B06 8/7-8/27 1600-1730 五 1100 玩皮小世界營 皮革製作獨創特殊技巧 1.粽子零錢包 2.名片夾 3.方型零錢包 4.編織手環玩 (材料費 530元 )

代碼 課程名稱 老師 星期 時間 學費 開課日期 內容 /材料費

9D01 韓文密集班 -從發音開始 金姬善 三、四 1400-1600 3800 7/15-8/27 【適合具完全沒基礎者】從最基本發音學起迅速學會母子音及熟悉母子音組合發音變化，再由簡易母子音文字組合及課文練
習逐步熟記韓語文字結構，並開啟初級韓語運用之登門入室。※教材：首爾大學韓國語。

9D02 從零開始學日語 -密集班 紀榮忠 三、五 0930-1200 4700 7/15-8/28 從基礎50音教起，學習發音技巧與練習，並從中認識簡單的單字以及生活招呼語，由簡易日常生活會話提升第二外語專長 (教
材費 /講義另計 )★適合無基礎者

旅遊
活動

109年
暑假營隊

  救國團光華中心109年夏令成長營 選課單 　 

上午 星期一(自由選) 星期二(自由選) 星期三(自由選) 星期四(自由選) 星期五(自由選)

0855-1025 小隊輔團康時間

我的衣物設計 餅乾狂想曲 漂亮鉛筆字 創意吸管世界

賞心悅目(影片欣賞) 手作桌遊 英語兒歌教唱 益智圍棋

兒童ZUMBA 色鉛筆繪畫遊 魔法寫作班 幸福甜點美食

跑　堂　時　間

1030-1200
速寫插畫班 我與我的纏繞畫 快樂玩水墨 專注力書法 手指飛舞摺紙

兒童專注力與潛能發展 街舞有氧 積木大師 敲打樂 英文遊戲王

我是小廚神 柔道好好玩 手做點心坊 創意世界總動員 呷飽飽料理

1200-1400 吃飽飽&睡好好　(午餐需代訂，一天費用70元)

下午 星期一(自由選) 星期二(自由選) 星期三(自由選) 星期四(自由選) 星期五(自由選)

1400-1530
立體手作卡片 指尖粉彩 輕土捏捏樂 聲林之王 蝶谷巴特拼貼

自皂居家防護保養 兒童戲劇 烏克麗麗(需自備，租借30元) 迷你屋 小小漫畫家

異國料理世界 我是魔術師 瑜珈好好玩 寶貝玩瑜珈 下午茶點心

1530-1600 我最愛乾淨 (教室環境維護打掃)

1600-1730
生活物製作 氣球藝術 手作童樂趣 木箱鼓(租借費30元) 玩皮小世界-縫皮革
創意果凍蠟燭 說故事屋 英語繪本 MV派對 你丟我踢

一起來跳國標舞 桌遊大集合 夜市美食 食在好吃 我是繪畫家

※如所選班級因人數不足無法開班或額滿班級，請改選其他班級！      ※轉班說明:請於第2堂課前持  選課單親洽櫃檯辦理 轉班限一次一堂為限。               

適合升國小 1-6年級學童參加

凡於優惠期間 6/24( 三 ) 前 ( 含 ) 報名夏令成長營：

雙月班贈送500 元全聯禮卷，單月班贈送200元全聯禮卷哦！

報名優
惠

　再加
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