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活動期間:107年 1月 25日至 2月 14日。 

☆報名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至 21:30  

               週六、日，08:30至 17:00 

☆報名及活動地點: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382號(中苗黃昏市場旁)  

洽詢電話:037-322134 

 

   

 

 

 

 

 

 

 

 

 

 

 

 

 

 

 

 

 

 

 

 

 

 

類別 代號 課程名稱 時間 期間 星期 費用 堂數 老師 教學內容 

兒
童
成
長
營
特
選
課
程 

MZ101 陶笛樂悠悠 10:30-12:00 1/29-2/12 一 900 3 邢瑞蘭 

利用陶笛吹出 Do  Ro Mi指法練習為素材製作樂器，有其獨特的音感，音色輕

而有勁、具穿透力飄而不 散、柔中有亮，笛內音腔是一個能吸水、散氣、納氣

的天然音箱【材料費另計 200 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Z102 中國結藝術 10:30-12:00 1/29-2/12 一 900 3 凃菊香 
中國結的基本應用，簡單容易上手，配合做出日常應景物品、生活小物，妝點

生活的小細節。【材料費另計 1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Z103* 記憶金字塔 15:30-17:00 1/29~2/12 一 1000 3 
柏大 

師資團隊 

透過圖像記憶的教學方式，激發發孩子的想像力及聯想力，進而強化大腦的記

憶。【材料費另計 1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Z104 玩皂 DIY 15:30-17:00 1/29-2/12 一 900 3 吳麗芬 
讓小朋友可以做出別於一般造型的手工皂，送禮自用兩相宜。【材料費另計 180

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Z105 
小小葉問 

詠春拳 
15:30-17:00 1/30-2/13 二 900 3 顏博文 

活化基本功的練習，引發孩子對詠春拳的興趣，而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單一訓練。

在學習中培養刻苦耐勞及尊師重道等優良武術文化傳統，沉澱浮躁的個性，培

育人文氣質。【上課請穿著輕便衣物。】 

MZ106 說唱玩英文(低) 09:00-10:30 1/31-2/14 三 800 3 黃鈺芳 
透過英語故事，老師的帶領，讓小朋友輕鬆學會單字，並且也可以學會英文歌

唱。 【材料費另計 1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Z107 Q 漫畫塗鴉(中高) 09:00-10:30 1/31-2/14 三 800 3 邱灼明 

構圖形體塑造、培養顏色美感、激發主題想像力、可用蠟筆、水彩色筆等媒材

創作，了解各種畫才的創意使用方法。【材料費另計 39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

師，請自備 2B鉛筆、橡皮擦、彩色筆或色鉛筆、蠟筆都可、面紙、抹布、黑色

麥克筆(描黑線用)、水彩用具。】 

MZ108 說唱玩英文(中高) 10:30-12:00 1/31-2/14 三 800 3 黃鈺芳 
透過英語故事，老師的帶領，讓小朋友輕鬆學會單字，並且也可以學會英文歌

唱。 【材料費另計 1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Z109 Q 漫畫塗鴉(低) 10:30-12:00 1/31-2/14 三 800 3 邱灼明 

培養兒童對塗鴉的熱愛、陶冶性情提升藝術創作的天份，以簡單的人物造型線

條，及運用色彩配色來激發想像力思維。【材料費另計 24 元，上課請自備 2B 鉛

筆、橡皮擦、彩色筆或色鉛筆、蠟筆都可、面紙、抹布、黑色麥克筆(描黑線用)、

水彩用具，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Z110 口才小達人 09:00-10:30 1/25-2/08 四 900 3 羅維翎 

透過口才訓練加強兒童口語表達能力，培養兒童舞台經驗增進公衆表達自信，

期望 小朋友學習到手腦並用，培養思考邏輯，訓練溝通技巧，激發無限潛力發

揮舞台魅 力。【上課請自備彩色筆。】 

MZ111 造型氣球 09:00-10:30 1/25-2/08 四 900 3 陳孟全 
從氣球基礎結法、初級造型等基礎模式，讓小朋友沉醉在造型氣球中，從簡單

的氣球中學習到氣球的基本知識。【材料費另計 1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Z112 小小烘焙王 14:00-17:00 1/25-2/08 四 1400 3 李後勳 
烘焙點心並不難~快來做出不一樣的烘焙點心吧！【材料費另計 375元，於第一

堂繳交給老師。】 

MZ113 水彩繪世界 09:00-10:30 1/26-2/09 五 900 3 林秀禎 
教小朋友用水彩顏料畫小動物、風景、人物、培養孩子對美術的興趣作品，啟

發孩子藝術創作。【上課請自備水彩用具。】 

精
選
兒
童
研
習
課
程 

MS01 小小珠心算 9:00~10:30 1/29~2/12 一 750 3 王麗華 基本運珠法、心算，增加記憶力、提高數學學習興趣。【上課請自備算盤。】 

MS02 兒童肚皮舞 15:00~16:30 1/30~2/13 二 900 3 
邱可芬 

師資團隊 

兒童肚皮舞不同於成人肚皮舞，著重於利用肚皮舞的全身性肌肉運動，在讓小

朋友發洩無窮的精力同時，也能鍛鍊出優雅的體態。【上課請穿著輕便服裝，適

合對象:小三~小六。】 

MS03 創意豆豆貼 13:30~15:00 1/30~2/13 二 800 3 劉秋雲 
結合邏輯思考與創意美學，拼豆豆貼創造出無限創造力。【教材費另計 200 元，

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04 紙捲娃娃 DIY 15:10~16:40 1/30~2/13 二 800 3 劉秋雲 
可愛的蛋捲娃娃基本操作試範捲、推、黏打造自己的可愛蛋捲娃娃吧！【教材

費另計 20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0900 報 到 點 點 名 

0900-1030 團體時間 
環保 

綠植栽 

說唱玩英

語(低) 

(MZ106) 

兒童玩漫畫 

(中高) 

(MZ107) 

口才 

小達人 

(MZ110) 

造型氣球 

(MZ111) 

水彩繪世界 

(MZ113) 

1030-1200 
陶笛樂悠悠 

(MZ101) 

中國結藝術 

(MZ102) 

創意 

小玩家 

說唱玩英

語(中高) 

(MZ108) 

兒童玩漫畫 

(低) 

(MZ109) 

豆豆小玩樂 
團康 

小活動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1300-1400 休 憩 時 間 

1400-1530 小小歌喉戰 
品格故事 

教育分享 

創意小玩家 
小小烘焙王 

(MZ112) 

體適能運動 

戶外活動 

1530-1700 
記憶金字塔 

(MZ103*) 

玩皂 DIY 

(MZ104) 

小小葉問

詠春拳 

(MZ105) 

1700-1730 快 樂 回 家 去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苗栗

縣私立救國團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苗栗班)府教社字 第1060196552號

救國團苗栗縣團委會 2018冬令營活動 
代號 活動名稱 梯次 費用 對象 

71C07 
娜魯灣 

野外活動隊 

(1)1/29-1/31 

(2)1/31-2/02 
3900 

國、高中以上之

青年學生 

71E01 
日月潭冒險學校

(冬令限定) 

(1)2/04-2/06 

(2)2/06-2/08 
4950 

小五至國三學

生 

71F02 
貓裏小勇士~

英雄挑戰營 

(1)1/25-1/26 

(2)1/26-1/27 
2800 

國小三~六年級

學生 

報名洽詢:037-322134轉 21-24活動組 

線上查詢: http://www.youth.org.tw/ 

◎早鳥優惠：106年 12月 31 日前，享 88折優惠。       ◎報名優惠：107年 1月 1日起至開課前，享 9折優惠。 

◎一人報名 2班或 3個人同時報名同一班，享 85折優惠。 ◎新學友第一次報名需加收 100元報名費。 

◎課程代號有註記『*』之班級，恕不折扣。             ◎課程教材費請於第一堂課時繳交給老師。 
多元才藝研習班 

代號 活動名稱 日期 天數 費用 

MZ100 全期營 1/25-2/14 15 
原價 14,000 

10,000 

MZ200 兩週營 1/29~2/09 10 8,500 

MZ300 一週營 1/29~2/02 5 4,500 

MZ400 一週營 2/05~2/09 5 4,500 

 上課為每週一~週五(★六日不上課) 

 參加對象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早鳥優惠：106年 12月 31日前，報名全期營折扣 1500 元，

報名二週營折扣 1000元或一週營折扣 500元。 

 報名優惠：107年 1月 1日起至開課日，報名全期班折扣 1000

元，報名單梯次(二週營)折扣 500元。 

 活動費用含午餐費，新學友第一次報名需加收 100元報名費。 

 課程教材費請於第一堂課時繳交給老師。 

 請自備文具、環保餐具、睡袋(舞蹈教室午休) 

 報名全期班即贈帆布袋及史努比馬克杯，名額有限，送完為

止。 

1.報名成長營全期營 

2.報名成長營兩週營 

※開課憑兌換券兌換 

1.報名成長營一週營 

2.報名歡樂創意小營隊 

※報名就送 

名額有限 

送完為止 

 



類別 代號 課程名稱 時間 期間 星期 費用 堂數 老師 教學內容 

精
選
兒
童
研
習
課
程 

MS05 黏土捏捏樂 9:00~10:30 1/31~2/14 三 900 3 林秀禎 
還不知道用什麼佈置嗎?快來動手做出可愛的黏土佈置新年的感覺吧！【材料費

另計 150 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06 小小防身術 10:30~12:00 1/31~2/14 三 900 3 顏博文 

教導小朋友正確的了解甚麼是保護自己安全的方式,學習武術並不等於暴力,而

是更要懂得遠離暴力, 訓練包含平衡感、反應力、與協調性練習。【上課請穿著

輕便服裝。】 

MS07 音樂肢體律動 15:30~17:00 1/31~2/14 三 1,000 3 呂櫂任 
課程安排以舞蹈肢體律動為主！隨著音樂的快慢、高低、強弱……快樂地律動

著靈活的肢體。【上課請穿著輕便服裝。】 

MS08 兒童肚皮舞 10:00~11:30 1/25~2/08 四 900 3 
邱可芬 

師資團隊 

兒童肚皮舞不同於成人肚皮舞，著重於利用肚皮舞的全身性肌肉運動，在讓小

朋友發洩無窮的精力同時，也能鍛鍊出優雅的體態。【上課請穿著輕便服裝，適

合對象:小三~小六。】 

MS09 兒童烏克麗麗 10:00~11:30 1/25~2/08 四 800 3 潘俊男 

帶領小朋友認識烏克麗麗彈奏的樂趣，以淺顯易懂的教學方式，讓學員們體驗

音樂演奏的奧妙與美好。【上課需自備烏克麗麗或是請老師代購(約 800元)，教

材費另計 360元。】 

MS10 兒童太極拳 08:30~10:00 1/26~2/19 五 900 3 羅偉文 

釋放小朋友考試升學壓力，藉由運動增加身體的抵抗力，提升免疫力對抗過敏

體質，並調整身體姿勢，減少脊椎彎曲之情況。【上課請穿著輕便服裝，並攜帶

乾淨鞋底運動鞋及毛巾。】 

MS11 兒童圍棋密集班 A 15:00~17:00 1/25~2/01 
一~

五 
1,600 6 余清煌 

學習圍棋佈局、攻防、官子及下棋的基本禮儀，培養孩子冷靜思考、建立自信

心及增強毅力。【材料費另計 20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12 兒童圍棋密集班 B 15:00~17:00 2/07~2/14 
一~ 

五 
1,600 6 余清煌 

學習圍棋佈局、攻防、官子及下棋的基本禮儀，培養孩子冷靜思考、建立自信

心及增強毅力。【材料費另計 20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13 兒童寫作密集班 10:00~11:30 1/29~2/09 

一 

三 

五 

1,100 6 徐雁玲 

"以孩子熟悉的生活經驗為原點，發展成有結構性、更寬廣的寫作題材；從聽聞

與閱讀新的思維，催生出自己的創意和細膩的感受。透過由淺而深的習作愛上

寫作，就是一輩子的能力和禮物。。【上課請自備文具用品及 400字稿紙。】 

MS14* 
好好玩平面創意設

計與影像合成 
09:30-12:00 1/29-2/07 

一 

三 
1,900 4 

專業 

教師 

培養孩子對於設計與影像合成的基本架構與色彩搭配教學。融入色彩學與設計

創意發想，讓圖片合成產生創意。對電子媒體創意、班級海報設計、網頁美編

設計有興趣的小朋友不要錯過喔!【適合對象:國小二年級以上；教材費另計約

320元】 

MS15* 

我的暑假旅遊小書

DIY製作班 DIY線

上動手做 

14:30-17:00 1/29-2/07 
一 

三 
1,900 4 

將暑假、出遊的照片製作出一本我的旅遊與生活相片書、將特別節日與假期的

開心數位照片、編輯成一本相片書籍喔！線上製作，一本也可以製作的個人專

屬旅遊小書！名額有限！要快！【適合對象:國小二年級以上,材料費另計約 500

元】 

MS16* 
SCRATCH兒童遊戲

程式設計入手班 
09:30-12:00 1/30-2/08 

二 

四 
2,000 4 

在這裡，教你的孩子設計出屬於自己的小遊戲，並於課程中習得重要的數學電

腦概念，也學到如何創意思考的方法，有系統的邏輯推理。課程內容：配合程

式語言老師帶領，設計自己的小迷宮挑戰遊戲。【適合對象:國小二年級以上；

教材費另計約 450元】 

MS17* 

拍照與攝影有興趣

微電影與拍攝技巧

班 

14:30-17:00 1/30-2/08 
二 

四 
1,900 4 

就是愛攝影！拍照拍出重點！傻瓜相機、手機平板也可以拍出好照片！攝影基

本知識全面解析：畫面尺寸、鏡頭效果、攝影位置與角度、光線運用、光圈、

快門、對焦。攝影配件使用實際教學、微電影劇本撰寫。【適合對象:國小二年

級以上；教材費另計約 399元】 

 

類別 代號 課程名稱 天數 期間 時間 教學內容 參加對象 費用 

精
選
兒
童
營
隊 

MY01 鋼彈機器勇士營 1 1 月 26日 09:00-17:00 

風行多年的鋼彈機器人.電視動畫收視第一,教導孩童組裝模型,培養專注力及

邏輯想像原理,訓練耐性並培養興趣,實際操作可增進手眼協調;根據日本研究

指出,組裝模型可以讓孩童穩定性增加,頭腦更清晰,活化大腦,適合國小.國中

來體驗,使孩童在玩樂中學習!【材料費為 700 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帶回

材料：日本 HG 鋼彈一隻、鋼彈筆一支、多功能斜口鉗工具一支、BB 戰士一隻，

含中餐。】 

國小一年級以上 1500 

MY02 海賊王模型夏令營 1 1 月 29日 09:00-17:00 

教導孩童組裝模型,及與卡通人物連接;經由改造,與新朋友的認識與交流,延伸

大家對航海王,有更正確的認知,適合國小每一個人來體驗,進而有機會和校外

交流,使孩童在玩樂中學習!【材料費為 900 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帶回材

料:日本喬巴 2隻、斜口鉗一支、日本海賊王船 1 隻、鋼彈筆一隻，含中餐。】 

國小一年級以上 1500 

MY03 

小小廚師家 

1 2 月 2 日 09:00-17:00 
實際操作:1.核桃桂圓蛋糕 2.奶酥餅乾(原味、巧克力和抹茶)共 3 種口味。【材

料費為 1000 元，請自備保險盒，含中餐。】 
國小一年級以上 1500 

MY04 1 2 月 13日 09:00-17:00 
實際操作:鮮奶餐包(夾起司火腿片和紅豆餡麵包)和焦糖布蕾。【材料費為 1000

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請自備保險盒，含中餐。】 
國小一年級以上 1500 

MY05 科學實驗營 2 2/13-2/14 09:00-16:30 

讓孩子在小遊戲及小實驗中，學習自然科學知識，提升孩子日常生活基本常識，

進而達到開發孩子思維的作用探究問題的能力。【材料費為 480 元，於第一堂繳

交給老師，含中餐。】 

國小一年級以上 2500 

107年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苗栗縣私立救國團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苗栗班)冬令快樂寶貝創藝小學院活動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西元)         年         月       日 

身份證 

字號 
 

通訊 

地址 
 電話 

日間： 

手機： 

就讀學校

年級 

校名： 

年級： 

課程 

代號 
 資訊來源 

□終身學習中心網站 □自索簡章 □親友教師告知 □夾/派報 □報紙報導或廣告 □電台廣播 

□公車廣告 □車廂廣告 □手機簡訊 □電子郵件 □定點放置 □其他 

注意 

事項 

☆報名前請詳閱注意事項，確實瞭解所報名之班別內容及退費、轉班事項，本人已詳閱並同意諄手簡章須知。各項資料請確實填寫，以確保權益。 

☆中國青年救國團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茲就本單位蒐集 台端之個人資料，依法告知以下事項)個人資料管理、更新及權益影響事項 

本單位蒐集的個人資料，依據本單位個資保護管理規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以確保您相關的權益。個人資料蒐集目的、類別及利用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志工管理、客戶管理與服務、資〈通〉訊服務、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行銷、住宿、消費者保護、運動休閒業、旅行業、非營利組織業務。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個人描述。 

○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2地區：台灣地區○3 對象：中國青年救國團所屬各單位及受託經營單位○4方式：行動裝置或傳真聯繫、發送電子郵件、傳送簡訊、郵寄書面資料。 

當本單位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與上揭特定目的不同時，會再次徵求您的書面同意，始進行個資之處理及利用。 

三、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單位所訂定之作業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 

          同意人簽章：                月     日 

◎早鳥優惠：106年 12月 31日前報名，每項活動折 300元。             ◎新學友第一次報名需加收 100元報名費。 

◎報名優惠：107年 1月 1日起至開課前，每項活動折 100元。           ◎請自備文具、環保餐具。 

◎一人報名 2班或 3個人同時報名同一班，每項活動折 200元。           ◎課程教材費請於第一堂課時繳交給老師。 
歡樂創意小營隊 

注意事項○1 課程教材費請於第一堂課時繳交給老師。○2 所有的課程按表列時間自行前往上課，不另發通知。○3 為不影響上課秩序，謝絕家長陪同、旁聽、試上課程。○4

轉班手續:持本期繳費證明至中心辦理，費用多退少補，已滿額之班級數不受理轉班(請於開班前)。○5 退費手續:持本期繳費證明至中心辦理◎因人數不足無法開班，由

本中心於開課前 1至 3日傳簡訊或電話告知轉班或退費◎開課程因私人因素退費者退 9成◎已開課班級因私人因素退費者(辦理時課程未超過時數 1/3)退 7成◎已開課

班級因私人因素退費者(辦理時課程超過時數 1/3)不予退費。○6 如為未盡事宜，將隨時修正，並以服務台之公告為主 

注意事項○1 課程教材費請於第一堂課時繳交給老師。○2 所有的課程按表列時間自行前往上課，不另發通知。○3 為不影響上課秩序，謝絕家長陪同、旁聽、試上課程。○4 轉

班手續:持本期繳費證明至中心辦理，費用多退少補，已滿額之班級數不受理轉班(請於開班前)。○5 退費手續:持本期繳費證明至中心辦理◎因人數不足無法開班，由本

中心於開課前 1至 3日傳簡訊或電話告知轉班或退費◎開課程因私人因素退費者退 9成◎已開課班級因私人因素退費者(辦理時課程未超過時數 1/3)退 7成◎已開課班級

因私人因素退費者(辦理時課程超過時數 1/3)不予退費。○6 如為未盡事宜，將隨時修正，並以服務台之公告為主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苗栗縣私立救國團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苗栗班)   府教社字 第 106019655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