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730~0900 報到點名/ 故事屋 

0900~1020 
作伙歐 
台    語 

認識寶島 寶貝體適能 邏輯小達人 
暑期作業 
一把罩! 

1030~1150 文學詩人 
說唱學 
英    文 

探索大自然 說唱學英文 

1200~1400  美味午餐/午休 

1400~1530 益智遊戲 
動手玩 
創    意 

韓流MV 
團康High 
翻        天 

神奇魔術營 

1530~1700 
漂    亮 
鉛筆字 

體   能 
大挑戰 

五星級 
電影院 

活    力 
補充站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730~0900 報到點名/ 故事屋 

0900~1020 
ㄅㄆㄇ 
注音趴 

小一數 
學先修 

寶貝體適能 
小一數 
學先修 

ㄅㄆㄇ 
注音趴 

1030~1150 
A  B  C 
好簡單 

動  動  腦 
益智遊戲 

探索大自然 台語小教室 ABC好簡單 

1150~1400 美味午餐/午休 

1400~1530 
漂亮寫 
字    班 

手繪世界 快樂跳跳舞 活力補給站 
五星級 
電影院 

1530~1700 益智遊戲 
體    能 
大挑戰 

小書屋時間 珠算 音樂小達人 

仿生獸機器人是利用簡單的機械構造
做出模仿特定的動物行近運動機構的
機器人。﹝含講師費、中餐、保險及
材料費﹞ *含3隻機械獸成品 

上課日期： 
(1) 7/29-31、(2) 8/10-12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2200元 
【不折扣】 

仿生獸機器人 TS003 

3300元 
【不折扣】 

上課日期：7/21-22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Minecraft實作練習。原本蓋房子的
概念結合程式語言，把每個磚頭變成電
腦程式，來讓孩童對程式有基本接觸 
與瞭解。﹝含講師費、中餐及保 
  險，另收教材費300元﹞ 

 

創世神人物 
電腦AI程式營 TS014 Scratch兒童 

遊戲程式設計營 

教孩子設計出屬於自己的小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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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講師費、中餐
及保險，另收教材費900元﹞ 

上課日期：7/30-31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TS001 3d列印筆 

1800元 

利用3D列印筆實作,訓練手感技巧以及創作力,
開發藝術潛能,建立孩童自信心,專注力結合
物理知識，發揮創造力；用導電漆筆來設計
出屬於自己的個性電路圖。 ﹝含講師費、中
餐及保險，另收材料費200元﹞ 

上課日期：  
(1) 7/20、(2) 8/13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二年級以上 

TS002 

TS010 

上課日期： 
7/27-7/30(一二三四)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速讀集訓營 

4800元 
【不折扣】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30-21：30 
◎可配合家長上班時間於7:30送至中心 
地址：頭份市中華路1192號 5樓(摩斯漢堡樓上) 
電話：037-695134 

歡樂暑期 
成 長 營 

TZ200  國小升2-3年級學生  

TZ300  國小升4-6年級學生 

小一暑期 
成 長 營 

TZ100 幼稚園升國小一年級 
8/3-8/28(八月班) 

6/30前報名只要8800元    

 在孩子競爭環境與生活適應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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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費用包含、講師費、材料費、保險、午餐、點心】 
報名七、八月課程者，另贈戶外教學、精美禮物。 

創意小營隊 

TS0011、 
 TS012 

心智圖創意 
夏令營 

2500元 上課日期： 

(1)7/15-17、(2)8/19-21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搭配記憶術和筆記術的扎實練習，課
程結束後能以全腦學習方式，重新面
對課業、知識、學習等各種面向﹝含 
    講師費、中餐、保險及材料費﹞ 

 
 
 
 
 
 
 

私立救國團苗栗縣團委會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頭份班)  府社字1040076530B
號 

七月班 7/15-7/31(共13天) 原價8500元 

6/30前報名6500元；7/10前報名7000元 

八月班 8/3-8/28(共20天) 原價9900元 

6/30前報名8800元；7/30前報名9300元 

全期班 7/15-8/28(共33天) 原價17500元 

6/30前報名14500元；7/10前報名15500元 

◎如無法配合上述時段者，請洽櫃台 
  可依據家長需求量身打造。 

優
惠
專
區 

粉專QRcord 

以歡樂的教學方式，在課程中帶領孩
子去感受生活裡，原來透過隨手可得
的東西就可以展現出充滿不可思議的
魅力帶給大家歡樂。 ﹝含講師費、中
餐、保險及材料費﹞ 
 

上課日期： 
(1) 7/20-22、(2) 8/3-5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二年級以上 

奇幻魔術秀 
2200元 

【不折扣】 

TS003、 
TS004 

TS005、 
 TS006 

3d列印筆+導電 
漆筆 

利用3D列印筆實作,訓練手感技巧以
及創作力,開發無限藝術潛能,建立孩
童的自信心,專注力。﹝含講師費、
中餐及保險，另收材料費100元﹞ 

上課日期：  
(1) 7/27、(2) 8/6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二年級以上 

2289元 

報名全期班贈送收納袋 

贏接108課綱~翻轉學習 多元智能快樂營 

3300元 
【不折扣】 

TS015 

報名即贈精美零錢包 

TS013 

2300元 

益智桌遊營 

上課日期： 
(1)7/24-25、(2)8/17-18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利用桌遊獨特機智，從玩樂到學習，除
了帶孩子玩桌遊更教會孩子如何製作屬 
於自己的桌遊。﹝含講師費、中餐、保
險及材料費﹞ 
 

TS008 速讀集訓營 
-速讀班 

2800元 

運用速讀技巧讀書一本書只要五分鐘，讀
書速度慢讀不到重點想快速提升閱讀速度
理解力嗎? 本課程是您不容錯過的暑期進
度首選。﹝含講師費、中餐及保險及材料
費400元﹞ 

 TS009 

上課日期： 
7/27-7/30(一二三四) 
上課時間：14: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速讀集訓營 
-記憶班 

2800元 

透過訓練有效提升專注力及記憶力，幫
助孩子在讀書、考試都能事半功倍!本課
程是您不容錯過的暑期進度首選。﹝含
講師費、中餐、保險及材料費400元﹞ 

速讀技巧讀書一本書只要五分鐘，讀書速
度慢讀不到重點想快速提升閱讀速度理解
力嗎?唯有閱讀速度快才能看得多，提升學
習效率。﹝含講師費、中餐、保險及材料
費400元﹞ 
 

上課日期： 

7/27-7/30(一二三四) 
上課時間：09:00-12:00 
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 

上課日期： 
(1)7/17-18、(2)8/25-26 
上課時間：09:00-17:00 
參加對象：國小二年級以上 

小小科學家
養成營 

2300元 
【不折扣】 

透過有趣的科學課程，幫助孩子「培
養學習興趣」，不被僵化的教育侷限，
擁有自己開啟未來的可能性！  
 ﹝含講師費、中餐、保險及材料費﹞  

TS007 

1.早鳥優惠：109年6月30日前報名，每項活動折300元(不折扣除外)。 
2.報名優惠：109年7月10日前報名，每項活動折100元(不折扣除外)。 
3.一人報名2班或3個人同時報名同一班，每項活動折300元(不折扣除外)。 
4.新學友第一次報名需加收100元報名費。 
5.請自備文具、環保餐具。 
6.材料費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7.認真上課且無遲到早退之學童，將頒發研習結業證書可做為升學佐證資料。 

【請自備文具、環保餐具、睡袋或小毛毯(午休使用)】 

※戶外教學委由中國青年旅行社辦理 

【請自備文具、環保餐具、睡袋或小毛毯(午休使用)】 



專業才藝研習班 

代號 課程 時間 星期 
堂
數 

費用 日期 老師 教學內容 

TW001 
兒童繪本說唱

ABC 
10:00-12:00 四 6 1800 7/16-8/20 陳秋錦 

遊戲故事邏輯，與孩子們一起分享不同的繪本。藉著故事培養孩子們對事
物的觀察力，夠有更深刻的遊戲體驗到學習英文是開心快樂有趣的【自備
剪刀、彩色筆】 

TW002 
美感培養兒童
花藝(1-3) 

14:00-15:30 
四 4 850 7/23-8/13 姚美惠 

帶孩子認識植物與花的照顧、簡單動動手做胸花、迷你花束、盆花、快樂
學習做ㄧ個小小花藝家※上課請自備安全剪刀【教材費1000元含花的容器】

TW003 
美感培養兒童
花藝(4-6) 

15:30-17:00 

TW004 趣味手工皂 14:00-15:30 二 4 850 7/21-8/11 王冠文 利用甘油皂基製作出各式各樣不同的造型手工皂【教材費320元】 

TW005 鉛筆素描 14:00-15:30 三五 8 2100 7/22-8/14 陳玥穗 
依視覺、比例、寫真畫出生動的花卉、靜物、動物，透過訓練素描技巧觀
察靜物寫生，學習圖案插畫應用。【教材費320元】 

TW006 兒童色鉛筆 14:00-15:30 二 6 1550 7/21-8/25 陳玥穗 
以主題帶入藝術家的故事，世界名畫欣賞，色彩與造型觀念；透過多元媒
材的使用，體驗其中奧妙畫的特性，並積極鼓勵激發個人獨特繪畫的藝術
風格【教材費320元】 

TW007 創意中國結 09:00-10:30 五 6 1350 7/17-8/21 涂菊香 
中國藝術智慧的藝術﹝中國結﹞，由簡入深讓孩子能製作出簡單的中國結
飾品【教材費320元】 

TW008 蝶谷巴特 10:30-12:00 五 6 1350 7/17-8/21 劉素廷 
將美麗的圖案剪貼下來,拼貼在胚體上,展現出創意,就可設計完成一件獨
一無二的作品哦！【教材費400元】 

TW009 有趣串珠樂 10:30-12:00 五 6 1350 7/17-8/21 涂菊香 使用簡單的編織和縫線，讓小朋友自行做漂亮的小飾品。【教材費480元】 
TW010 捲紙娃娃 14:00-15:30 五 6 1350 7/17-8/21 劉素廷 使用瓦楞紙，擠、捏、黏來作成可愛的造型。【教材費480元】 

TW011 魔法豆豆貼 9:00-10:30 二 6 1350 7/21-8/26 
專業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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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元】 

TW012 
創意水晶 
滴膠 

10:30-12:00 一 6 1350 7/20-8/24 王冠文 
讓老師帶領孩子發揮自己創意，動手做出漂亮水晶飾品。七、八月課程內
容不同喔! 

TW013 
漂亮鉛筆字 
(1-3年級) 

14:00-15:30 一 6 1200 7/20-8/24 魏美玉 

正確握筆、標準正楷寫字，培養耐心及訓練觀察力，教妳寫出一手漂亮硬
筆字。【請自備鉛筆、低年級國語作業簿】 

TW014 
漂亮書法班 
(1-3年級) 

認識文房四寶，藉由書法提升自信心，由基礎筆畫帶入，學習書法教育裡
的「歐體」，永字八法的基礎用比解析，歡迎一同來體驗書法奧妙【書法
用具、宣紙可自備或請老師代購400元】 

TW015 
漂亮硬筆字
(4-6年級) 

15:30-17:00 一 6 1200 7/20-8/24 魏美玉 

正確握筆、標準正楷寫字，培養耐心及訓練觀察力，教妳寫出一手漂亮硬
筆字。【請自備鉛筆、低年級國語作業簿】 

TW016 
漂亮書法班 
(4-6年級) 

認識文房四寶，藉由書法提升自信心，由基礎筆畫帶入，學習書法教育裡
的「歐體」，永字八法的基礎用比解析，歡迎一同來體驗書法奧妙【書法
用具、宣紙可自備或請老師代購400元】 

TW017 羊毛氈 10:30-12:00 二三 8 1500 7/21-8/12 陳玥穗 

羊毛氈是古老又神奇的工藝創作，藉氈針技法、發泡工具墊輔助將鬆軟的
羊毛從基礎圓形、錐形、長條形氈出各式各樣立體及半立體的造型，再搭
配裝飾配件製作成實用的物品，例如鑰匙圈、髮夾、別針……等，歡迎對
手作有興趣的小朋友，一起進入羊毛氈的奇幻世界。【教材費640元】 

TW018 MV舞蹈營 14:00-15:30 三 7 1500 7/15-8/26 
專業 
教師 

每期教授當季韓國流行的MV舞曲，讓妳站在流行的尖端，跟著偶像舞出自
我。並透過肢體的表現，發現另一個不一樣的自己。【自備乾淨運動鞋】 

TW019 
幼兒益智 
桌遊 

16:00-17:00 一 6 1350 7/20-8/24 張翠容 現代桌遊結合語言、數學、自然、社會等學科，提升孩子專注及觀察，並
在歡樂的氣氛中學會與人溝通協商。【教材費400元】 

TW020 益智桌遊 14:00-15:00 一 6 1350 7/20-8/24 張翠容 

TW021 兒童粉彩畫 14:00-15:30 二 7 1500 7/14-8/25 張如良 
你擔心自己不會畫畫嗎？日本和諧粉彩無需任何藝術底子，是小孩或老人
都可以輕鬆創作的粉彩藝術。讓我們藝起來Fun輕鬆吧！【教材費300元】 

TW021 
太鼓小達人 

14:00-15:00 五 7 1500 7/17-8/28 娃娃 
透過鼓聲激發出心靈的律動，讓鼓的節奏帶領出專注力並提升記憶力與團
隊默契的精神，歡迎相約一同快樂來打鼓【教材費600元】 

15:00-16:00 五 7 1500 7/16-8/27 娃娃 
TW022 

TW023 兒童珠心算  14:00-15:00 四 7 1500 7/16-8/27 陳冬蘭 
結合數學與珠心算教學，多元學習，易學易懂，不需背誦複雜的口訣，啟
發孩子的潛能，主動學習。【材料費450元】 

TW024 果凍蠟燭 15:30-17:00 三 6 1350 7/15-8/19 劉素廷 
果凍蠟燭是由礦物油和少數紙組合成的，混合加熱後數只將液態礦物油改
變為膠狀物並具有可燃性!來發揮你的創意美感，製作一個實用又美觀果
凍蠟燭吧!【教材費480元】 

TW025* 
烏克麗麗 
入門班 

10:30-12:00 一 6 3200 7/13-8/17 賴麗雅 
除了快樂的自彈自唱，表演風格培養以外，更可進一步挑戰烏克莉莉獨奏、
合奏的魅力，快跟著老師一起快樂彈唱吧。【含21吋烏克麗麗、教材費】 

TW026 羊毛氈 09：30-12：00 四五 4 1350 7/23-7/31 MINI 
森林主題的羊毛氈課程-由小樹木的基礎塑型,延伸到小熊造型的平面技法,
到最後的進階立體小綿羊獨特的手作.課程將會介紹羊毛氈成形的原理和
針氈的基本技巧發揮孩子想像力和無限創意。【教材費1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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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第二堂上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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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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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鳥優惠：109年6月30日前，享88折優惠。 
2.報名優惠：109年7月10日前，享9折優惠。 
3.一人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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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C12 勇士訓練營之前進部落大進擊 

92G02  貓裏小勇士~火炭谷探險營 

深入部落山野生活，活動包含童軍教育、泰雅文化體驗(射箭、狩獵體驗、
口簧琴製作)、火炎山體能極限大考驗等豐富活動，等你來挑戰。 

(1)7/27-7/29  (2)7/29-7/31 (3)8/10-8/12 (4)8/12-8/14 

(1)7/20-7/21  (2)7/21-7/22 (3)8/10-8/11  (4)8/11-8/12 

4800 元 國中 

勇士們跟著我們一起前進火炭谷吧，尋找南瓜地圖內的寶藏，活動包含
南瓜闖關遊戲、團康晚會、漆彈活動，兩天一夜的豐富行程，納入了最
真實的團體生活自小培養優異的社交活動能力。 

國小 
3-6年級 

28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