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班:一~二年級 B班:三~四年級 C班:五~六年級 

學習有活力      學習更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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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班(苗栗班)府教社字 第106019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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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國 團 苗 栗 終 身 學 習 中 心 

1 1 0 年 寒 假 研 習 簡 章 

MY01*益智桌遊製作 
上課時間:09:00~12:00  
上課日期:1月29日(五)   
教學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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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及材料費】 

MY02*戰鬥陀螺小達人 
上課時間:13:00~17:00 
上課日期:2/5(五)     
教學內容:教導孩童組裝模型,及了解動力學原理;經由比賽,與新朋友的認識與
交流,延伸大家對戰鬥陀螺,有更正確的認知，進而有機會和國外交流,使孩童
在玩樂中學習!【含講師費、保險及材料費】 

您孩子寒假該學些什麼呢？推薦您小『博』士冬令營，它依照108年新課綱所設計，並將每一項活動深化為「素養」，包
涵了「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與價值」（attitudes & values），最後訴諸於行動
（action），豐富多元的『主題式』課程組合，讓每個孩童完成作品的歷程紀錄學習，都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華。 

凡報名課程或成長營，折扣後滿
4,000元以上贈送一個隔熱餐盒。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總學費:1600元 
企業公益補助:800元 
限定名額:20位 

總學費:1800元 
企業公益補助:800元 
限定名額:20位 費用:800元 

費用:1000元 

代號 課程名稱 課程年級 期間 星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MX01 

英語小品 

(1-2年級) 

1/22~2/08 一、三、五 09:00~10:30 
 
8 
 

 
1200 

 
MX02 (3-4年級) 

MX03 (5-6年級) 

MX04 

數字好好玩 

(1-2年級) 

1/21~2/09 二、四 09:00~10:30 
 
6 
 

 
900 
 

MX05 (3-4年級) 

MX06 (5-6年級) 

MX07 閱讀之旅 (1-2年級) 1/21~2/09 二、四 10:30-12:00 6 900 

公益專區 
與公益活動結合，幫助孩子提升
學習能力及競爭力。 

代號 課程名稱 課程年級 期間 星期 時間 堂數 費用 

MX08 
閱讀之旅 

(3-4年級) 
1/21~2/09 二、四 10:30-12:00 6 900 

MX09 (5-6年級) 

MX10 

自然科學館 

(1-2年級) 

1/22~2/05 五 10:30-12:00 
 
3 
 

 
450 
 

MX11 (3-4年級) 

MX12 (5-6年級) 

MX13 

品格故事屋 

(1-2年級) 

1/27~2/03 三 10:30-12:00 
 
2 
 

 
300 
  

MX14 (3-4年級) 

MX15 (5-6年級) 

優惠專案 
全期班：A班MZ101、B班MZ102、C班MZ103  
原價:7500元；1/4前報名5800元；1/5~1/18前報名6500元 
•上課為每週一~週五。  (★六日不上課) 
•活動費用含午餐費，新學友第一次報名需加收100元報名費。 
•請自備文具、環保餐具、睡袋或小毛毯(午休使用)。 
※活動費用包含講師費、材料費保險費、午餐、點心。 

                                  ◎早鳥優惠：110年01月04日前，享88折優惠。 ◎報名優惠：110年01月05日起至110年01月18日前，享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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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同時報名3個班或是3人報同時一班，享8折優惠。 

精選兒童課程 

MS01 口才小達人 1/25~2/08 一 15:30~17:00 3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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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02 益智玩桌遊 1/25~2/08 一 10:00~12:00 3 1000 林麗娟 
現代桌遊結合語文、數學、自然、社會…等學科，提升孩子們的專注與觀察、記憶與
反應，策略與思考…的能力，並在歡樂的氣氛中，學會和人溝通、協商與合作。【教
材費另計1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03 兒童防身術 1/25~2/08 一 14:00~15:30 3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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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04 兒童瑜珈 1/25~2/08 一 15:30~17:00 3 700 張嘉純 

兒童瑜珈促進骨骼生長.端正姿態.消除肥肉緊繃.鍛鍊肌力.增強體力.免疫力.紓解情
緒壓力.提升專注力孩子有自覺的探索，感受自己的內在世界不同的瑜伽姿勢，會強化
或調整不同腺體的分泌作用，使各種腺體的分泌作用趨於平衡，同時也使它強健，促
進身體健康！【上課請帶瑜珈墊】 

MS05 小小書法家 1/26~2/09 二 15:30~17:00 3 700 陳昭卿 
培養書法興趣，學習書法楷書基礎，正確筆法。【上課自備文房四寶或請老師代購，
材料費另計3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06 漂亮鉛筆字 1/26~2/09 二 14:00~15:30 3 700 陳昭卿 
訓練各種筆法，鉛筆字書寫要領，讓小孩寫出以手漂亮硬筆字。【上課需自備鉛筆、
橡皮擦、墊板，教材費另計3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時間/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30-09:00 報 到 點 點 名 

09:00-10:30 英語小品 數字好好玩 英語小品 數字好好玩 英語小品 

10:30-12:00 
寒假作業 
一把罩 

閱讀之旅 品德故事屋 閱讀之旅 自然科學館 

12:00-12:30 午 餐 時 間 

12:30-14;00 舒適的教室躺著睡香香 

14:00-15:30 自然の體驗 生活美學家 科學手做 

歡樂一同行 

認識藝術 

15:30~17:00 小小口才家 體能小悍將 電影小百科 娛樂百分百 

17:00-17:30 快樂回家去 

粉專☛ 
QR code 

研習時間:110年1月21日(四)至2月9日(二) 

    小『博』士冬令營 

※含正版陀螺2顆、正版啟動器1個 

冬
令
單
元
課
程 



注意事項: 
1.所有的課程按表列時間自行前往上課，不另發通知。2.為了不影響上課秩序，謝絕家長陪同、旁聽、不試上課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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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為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以服務台之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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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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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苗栗縣政
府頒定之補習班退費標準辦理) 

MY03 親子塔羅牌心靈體驗營 1/31~2/7 日 13:00~16:00 2 1300 
可以帶領引導家長跟小朋友做親子溝通互動學習。 
教大人透過塔羅牌解析了解人際關係前世今生愛情親情事業.....。【含講師費、
保險及材料費】 

MY04* 仿生獸機器人 1/25~1/27 一~三 09:00~17:00 3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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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隻機械獸 

MY05 全腦速讀集訓營 2/3、2/4 三、四 09:00~12:00 2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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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及材料費】 

MY06 視算數學速算全腦班 2/3、2/4 三、四 13:00~16:00 2 1500 
本課程教孩子學會視覺速算的方法，提升孩子計算時的觀察與理解力，改善計算時
的粗心大意，能讓孩子計算更準確更快速，全面提升孩子面對數學的自信不再害怕
數學計算，輕鬆打好數學計算基礎能力。【含講師費、保險及材料費】 

MY07* 創世神的人物製作營 1月25日 一 09:00~16:00 1 2900 
＊Minecraft基礎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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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對象：國小
三年級以上，含講師費、中餐、保險及材料費】 

MY08 心智圖夏令營 2/1、2/2 一、二 09:00~17:00 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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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07 兒童烏克麗麗 1/21~2/09 二、四 09:00~10:30 6 1100 王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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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備烏克麗麗或是請老師代購(約800元)，教材費另計
36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08* 魔術變變變 1/26~2/09 二 10:30~12:00 3 800 蔡達弦 
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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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不可思議的魅力並帶給大家歡樂，而同時也讓孩子們感受到透過雙手的努力，
將充滿無限的可能。【材料費另計30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09 兒童MV熱舞 1/26~2/09 二 15:30~17:00 3 700 湯秋蓮 
活潑的音樂與律動，簡單易學，讓學生學習如何聽音樂節奏與肢體協調訓練，進
而讓小朋友的舞姿更美，對自己更有信心，每個學生都是MV裏的主角喔~【適合對
象：國小三年級以上；上課請穿著彈性佳的服裝，自備毛巾和水】 

MS10 花草好好玩 1/27~2/03 三 09:00~10:30 2 500 蘇筱晴 
認識不一樣的花草，享受創意手作的過程，讓孩子們更了解大自然與愛物惜物的
精神,同時激發創意學習應用。1.過年吉祥小花籃2.新年立體賀卡(擬真花、乾燥
花)。【材料費另計30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11 簡單學日文 1/27~2/03 三 10:30~12:00 2 500 蘇筱晴 
讓小朋友以生活化方式認識簡單的日文及對話，藉由歌謠輔助簡單學日文。【材
料費另計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12 兒童素描畫 1/27~2/03 三 14:00~15:30 2 500 洪嘉玟 
1.線的造型練習2.明暗的造型練習3.立體的造型練習4.具像的素描練習。【上課
請自備素描用具，材料費另計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13 兒童水彩畫 1/27~2/03 三 15:30~17:00 2 500 洪嘉玟 

1.認識水彩畫－用具、顏料特性及其運用效果，深入探討色彩原理。 2.理解並會
運用飽和度、彩度、明度，能理解並熟習重疊、縫合、渲染法。 3.能適當取捨景
物安排畫面，營造畫面表現深遠空間。【上課請自備水彩用具，材料費另計50元，
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14 小小葉問詠春拳  1/27~2/03 三 14:00~15:30 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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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15 兒童律動 1/27~2/03 三 15:30~17:00 2 600 呂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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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上課請穿著輕便服裝】 

MS16 創意甜點小達人 1/27~2/3 三 14:00~17:00 2 850 黃寶蓮 雪Q餅、果乾貝果、黑糖燕麥餅乾。【材料費另計50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17 新春玩皂趣 1/27~2/3 三 15:30~17:00 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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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元，
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18 創意黏土家 1/21~2/4 四 09:00~10:30 3 700 黃美綸 
還不知道用什麼佈置嗎?快來動手做出可愛的黏土佈置家裡的感覺吧！【材料費另
計18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19 綠意多肉小達人 1/21~2/4 四 10:30~12:00 3 750 蘇筱晴 
認識不一樣的多肉種植，享受創意手作的過程，讓孩子們更了解大自然與愛物惜
物的精神,同時激發創意學習應用。【材料費另計3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20 日本和諧粉彩畫 1/21~2/4 四 10:30~12:00 3 800 張如良 
日本和諧粉彩無需任何藝術底子，可以輕鬆創作的粉彩藝術。除了療癒抒壓之外，
作品還可以當成卡片送人呢！【適合對象：對藝術創作有興趣者，不需要任何美
術底子。教材費另計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21 創意甜點小達人 1/22~2/5 五 14:00~17:00 3 1000 黃寶蓮 
奶油千層蛋糕、金牛角麵包、丹麥西餅。【材料費另計50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
師】 

MS22 兒童藝術潛能開發(低) 
1/22~2/5 五 

14:00~15:30 
3 800 張如良 

課程將運用不同的藝術媒材體驗遊戲，抒發情感，增進兒童的表達、彈性、自主
性與心理成長。【適合對象：對藝術創作有興趣者，不需要任何美術底子。教費
另計30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23 兒童藝術潛能開發(高) 15:30~17:00 

MS24 愛寫作潛能開發(低) 
1/22~2/5 五 

14:00~15:30 
3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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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25 愛寫作潛能開發(高) 15:30~17:00 

MS26 愛串珠藝術 1/22~2/5 五 09:00~10:30 3 700 涂菊香 
簡單的編織和縫線，讓小朋友自行做得漂亮小飾品。【材料費另計150元，於第一
堂繳交給老師】 

MS27 新春中國結 1/22~2/5 五 10:30~12:00 3 700 涂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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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28 
輕鬆學~玩與美 

色鉛筆畫 
1/22-2/5 五 14:00~15:30 3 700 郭惠修 

色鉛筆具有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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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沒有學過畫畫的同學也不用擔心！ 【請自備12色
色鉛筆；材料費另計15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29 輕鬆學~紙雕設計 1/22~2/5 五 15:30~17:00 3 750 郭惠修 
以紙為媒材，透過光影、色彩、材質的不同，將平面轉換成半立體層次美感，融
合自己的創意與靈感的發揮，可說是生活與藝術結合的最佳典範。【請自備12~36
色色鉛筆及軟橡皮擦；材料費另計300元，於第一堂繳交給老師】 

MS30 兒童圍棋密集班 1/25~2/5 一~五 14:00~15:30 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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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31 
SCRATCH 

兒童遊戲程式設計 
1/26-1/29 二~五 09:30~12:00 4 2100 利崴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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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32 
LINE小貼圖 

創意設計概念班 
1/26-1/29 二~五 14:30~17:00 4 2100 利崴國際 

喜歡LINE的小貼圖嗎？自己也有興趣動手畫畫看，繪製成電子檔。動動創意，發
想創意與塗鴉、畫畫、表情設計，讓手繪製於紙上轉成電子檔。【適合對象：國
小二年級以上】 

                                                         ◎能認真上課且無遲到早退之學童，將頒發研習證書做為升學佐證資料。  
                                                         ◎早鳥優惠：110年01月04日前，享300元優惠。 
                                                         ◎報名優惠：110年01月05日起至110年01月18日前，享100元優惠。 
                                                         ◎一人報名3班或3個人同時報名同一班，享200元優惠。 
                                                         ◎課程代號有註記『*』之班級，恕不折扣。 

熱門小營隊 報名營隊即 
贈精美零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