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
樂

學 才
藝

文化中心年寒假2022
9 樓

數理王科學營

1/21-2/10（10 天）
08:30- 15:30  （含午餐）

10 樓

HAPPY GO
多元才藝營

❶  1/21 ❷  1/24-1/28
❸  2/07-2/10

09:00-17:00（含午餐）

7 樓

電腦程式設計

冬令營

❶ 1/24-1/28  ❷ 2/7-2/10
9:10-17:00（含午餐）

6 樓

藝術營隊

❶ 1/21    　❷ 1/24-1/28
❸ 2/7-2/10　❹ 1/21-2/10（10 天） 

09:10-16:10（含午餐）

寒 假 
營

 
隊

網路報名

總　機 分　機 洽詢時間

02-2392-1133

6樓  美育教室 1601 國定假日及週一休

週二至五

10:00 ~ 16:30

週六日

8:30 ~ 15:00

7樓  才藝教室 1701

9樓  科學教室 1901

10樓  音樂教室 1905

11樓  桌球教室 1909

★ 地址：台北市福州街二號

★ 部分課程早鳥優惠 !!詳見網站

★ 2022/01/29-2/6（農曆年）停課

★ 電話： 文化中心

快樂學才藝

台北市私立文理語文電腦書法舞蹈攝影建築陶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2890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6001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運動短期補習班福州分班。補習班證字第 6289 號。



桌球集訓班
⑴ 1/24 - 1/28
⑵ 2/7 - 2/10

❶9:00-12:00　❷13:30-16:30

科學班

1/21 - 2/10

08:30- 10:00 

10:30- 12:00

數學班

1/21 - 2/10

08:30- 10:00 

10:30- 12:00

科學教室
（10 堂課

）

（9 樓）

（11樓）

桌球教室

（7 樓）

音樂教室（10樓）

電子琴音樂營隊

⑴ 1/24-1/28　10:00-11:50

⑵ 2/07-2/10　13:00-14:50

遠距課→

古典音樂動次動次

⑴ 1/24-1/28　13:00-14:00

⑵ 2/07-2/10　11:00-12:00

歡樂
魔術

+汽
球造
型營

2/7-2/10

❶ 09:00-12:00

❷ 13:20-16:20
動手玩

創意

( 小小創客營 )

⑴ 1/24 - 1/28　❶ 入門 A 營  9:00-12:00  

⑵  2/7 - 2/10　  ❶ 進階 A 營  9:00-12:00

 　　  　❷ 入門 C 營  13:20-16:20
象棋

2/7-2/10 
09:00-12:00

圍棋

1/24 - 1/28
13:20-16:20

才藝教室

漫畫劇場 /

邊說邊畫

1/24 - 1/28
13:20-16:10

插畫水彩

1/24 - 1/28
09:30-12:00

Podcast

課程

1/24 - 1/28
13:20-16:10

兒童書法

硬筆書法
1/21 - 2/10（10 堂）

❶ 08:30-10:00   ❷ 10:30-12:00
❸ 13:30-15:00
❹ 15:30-17:00

流行

mv 街舞

1/24 - 1/28
10:30-12:00

貓爪機器人
1/21 一日營
09:00-16:30
1/24 - 1/28

❶ 09:00-12:00
❷ 13:30-16:30

魔法點心屋

1/24 - 1/28
09:00-12:00
13:30-16:30

故事繪畫

1/21 - 2/10（10堂）
10:30-12:00

模型 - 樹屋

2/7 - 2/10
13:30-16:30

網紅夏令營

1/24 - 1/28
09:00-12:00

美育教室
（6 樓）

桌球團體班
⑴ 1/24 - 1/28
⑵ 2/7 - 2/10

❶ 08:30-10:00　❷ 10:30-12:00
❸ 13:20-14:50　❹ 15:40-17:10

台北市私立文理語文電腦書法舞蹈攝影建築陶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2890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6001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運動短期補習班福州分班。補習班證字第 6289 號。

附設

文化中心

快樂學才藝

網路報名

珠心算班

1/21-2/10（10 堂）
❶ 09:00-12:00

❷ 10:30-12:00



時間：全天營隊 9:10-16:10，16:10-17:00課後照顧學生等待家長來接，讓家長安心上班。
對象：國小學生（需自備畫畫衣、餐具、水壺）

可報半天營隊，請電洽 2392-1133轉 1601

師資介紹

多多老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國立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碩士、心

靈繪畫課老師、台北喜來登大飯

店 2020年「寶貝夏令營、寶貝
小學堂」藝術手作老師

芋頭老師

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美術系、國

立台北藝術大學美創所碩士、

dark-cube自分の暗室暗房及影
像創作教學、學校美術陶藝老

師、藝術基地美術講師、美術升

學班教師、人文藝術講師、北美

館、當代藝術館等特約導覽老

師、國內外多位攝影師及影像創

作藝術家特約銀鹽影像相關製作

及影像設計規劃

Mandy 老師

師大美術研究所畢業，國中高中

兼任教師、新竹美展水墨膠彩類

佳作

藝 術 營 隊 課 程202
2 年

寒假 

6 樓
美育教室 

1/21及 2/7-2/10 

魔法遊樂園

擁有魔法遊樂園入場券，準備展開奇幻豐富的遊歷。巧克

力色娃娃向你招手，歡迎您的蒞臨！香濃巧克力球、餅乾

蛋糕，點綴草莓粉色，還有牛奶製成的白色巧克力，美味

又好玩裝載滿袋禮物。再搭乘特快車與不同遊戲主角主題

互動，是喜愛的夢幻卡通人物、樂高世界、還是賽車呢？

休息一下來到糖果花園下午茶，彩虹棒棒糖花朵、小熊軟

糖果子樹、鮮奶油蘑菇，神奇空間讓人目不轉睛。幸運的

話還會遇見隱藏在森林裡神秘的龍貓帶你一起想像冒險

喔！晚上入住繪本裡的冰屋旅館，發現可愛、珍貴稀有的

動物們與趣味的客房，一起進入甜蜜夢鄉。

進入魔法遊樂園裡結合繪畫、黏土雕塑、版畫、設計、多

媒材運用，來一場奇妙、華麗、好玩的藝術旅程吧！

1/24-1/28 

台灣小旅行

許許多多的台灣風景，等著小朋友一一探訪，

從美麗的山川河流，到城市巷弄，許多有趣的

自然生態及人文風景，讓小朋友用各式各樣的

繪畫材料，並學習許多表現技巧來創作，讓充

滿趣味的旅行，成為美麗的紙上風景。

1/24-1/28

我要成為藝術大師 !

今年寒假我們來一窺馬諦斯、草間彌生、梵谷、張

大千、達文西這些藝術家為何是藝術大師吧 !除了
聽藝術家的小故事和欣賞他們的傑作之外，我們還

要向藝術大師們學習藝術風格並運用不同媒材創造

出屬於自己的小大師之作，向藝術大師們致敬 !!

1/21及 2/7-2/10 

小小動漫創意工坊

遊戲一直是小朋友生活中最有趣的事。

讓小朋友藉著桌遊、卡片遊戲的設計，了

解如何讓一個遊戲吸引人並樂在其中，加

入自製的卡通角色設定，可以邊創作邊遊

戲。藉著最流行的卡通，讓小朋友學習角

色人物之所以受小朋友歡迎的人物造型設

計，包含服裝、武器道具的設計，及如何

創造出人物的素描繪畫技巧，卡通漫畫常

見的圖紋設計，並將角色立體化，做出自

己喜歡的小公仔，十分難得有趣的課程。

精緻課程

網路報名：http://enroll.mdnkids.com/ 課程點選 : 藝術 → 美學 → 我要報名 → 再點選您要的營隊
＊三梯總價 16000 元，

三梯全報享優惠價 14000 元，
現省 2000 元 名額有限！

第一梯

1/21（週五）1600元（附午餐） 

1/21 ( 五 )

上
午

小小動漫創意工坊

寶可夢的對戰遊戲卡 /
創意設計與版畫製作

下
午

魔法遊樂園

巧克力王國 /立體造型
黏土雕塑

第三梯　2/7-2/10（週一至週四）四天 6400元（附午餐） 

2/7 ( 一 )  2/8 ( 二 ) 2/9 ( 三 ) 2/10 ( 四 )

上
午

小小動漫創意工坊

富岡義勇的帥氣衣服 -動漫人物的造型
設計 /麥克筆彩繪及動漫人物設計

炭治郎禰豆子公仔製作（一）

/立體造型設計與製作
炭治郎禰豆子公仔製作（二）

/立體造型設計與製作
伊之助的創意素描 /炭
筆繪畫及素描基礎表現

下
午

魔法遊樂園

遊戲特快車 /想像互動式彩繪 
歡樂糖果花園 /藝術造型黏
土與景觀設計

遇見龍貓 /版畫技巧與創意
彩繪

奇幻企鵝旅館 /創意彈
出式繪畫

第二梯　1/24-1/28（週一至週五）五天 8000元（附午餐）

1/24 ( 一 )  1/25 ( 二 ) 1/26 ( 三 ) 1/27 ( 四 ) 1/28 ( 五 )

上
午

繪畫比賽技巧 - 台灣小旅行

蘭嶼潛水趣

/創意彩繪
平安樹屋大冒險 /
創意彩繪

壽山上的猴子家族 /
水彩繪畫

花蓮賞鯨太酷了 /
水彩繪畫

野溪的釣魚時光 /水
墨創作

下
午

我要成為藝術大師 !

野獸派 -剪紙藝
術大師馬諦斯 /
複合媒材

普普藝術 -是草間
彌生婆婆的點點

耶！ / 壓克力彩繪

印象派 -梵谷最愛的
花是向日葵喔 !/ 造
型設計、複合媒材

水墨大師 -張大千
的潑墨荷花超酷的

/水墨彩繪

文藝復興 -咦 ?蒙娜
麗莎在做甚麼呀？ / 
創意彩繪、複合媒材



硬筆書法

字體寫的好 ,作文更高分。正確執筆握筆，
養成良好的筆畫筆順習慣，自然輕鬆寫功課

對象：一 -四年級
費用：4500元（10堂）含材料
日期：1/21-2/10（週五至週四）
時間：❶8:30-10:00　❷13:30-15:00 

硬筆書法介紹、養成寫字的習慣

彈性課程：（水部偏旁練習）字型均間、縱向均間

彈性課程：（土部偏旁練習）主要筆畫原則、字型左右

分布原則、書寫的行氣與字距、成果整理與

資料夾題簽

彈性課程：（寫字載體概述）硬筆第四寶墊板的活用、

玉部偏旁、單側伸展偏旁

美 育 教 室202
2 年

寒假 

6 樓
美育教室 

故事繪畫

透過故事的引導，讓兒童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創作。

對象：6歲大班 -二年級
日期：1/21-2/10（週五至週四）
時間：10:30-12:00
費用：4500元（10堂）（含材料 /自備圍兜）

  1. 派大星來渡假 /複合媒材
  2.小雞逛超市 /線畫
  3.好多毛毛蟲 /多媒材
  4.來吃章魚燒 /立體創作
  5.車子裡的秘密 /彩繪
  6.會生氣的山 /水墨
  7.小島上的貓頭鷹 /捏塑
  8.貓咪的名字 /彩繪
  9.沒有公雞怎麼辦 /立體設計
10.舒服的泡泡澡 /彩繪

漫畫劇場 / 邊說邊畫．挖掘創意

有趣生動的引導式學習
效果最佳的方式之一，

看老師又說又畫，產生
興

趣，有了想法自己也畫
了起來。

鼓勵孩子，訓練孩子多
看、多想、多說，又動

手的習慣，從小培養表
達

及邏輯能力。這種方式
的學習效果更顯著，影

響更深遠！

對象：四年級 -國中

日期：1/24-1/28（週一至五）

時間：13:20-16:10 

費用：4000元（5堂）（含材料）

1.蒼蠅在教室飛翔 /畫動作、表情、姿體語言

2.奶ㄐㄧ，不是我害你的 /小時候沒有游泳池，到了溪
裡游泳，誰知道…

3.太空船燒起來了！ /一場美妙的誤會，卻影響了
一生。/ 水彩技法

4.鴨子不會飛 /療癒又可愛的小黃鴨，從小
養到太老，怎麼辦？ /畫飛行鳥類

5.一切求真實的老師 /老師上什麼課，課程中的道
具都拿真的來，人體、

馬、

蛇…/畫陸地動物

藝術 → 美術（網路報名路徑）

增加專注力、定心、耐心，優化課業學習效果

兒童書法班

帶領學生透過書法，體驗文字的美感，培養專注力

對象：二 -六年級
費用：4500元（10堂）
　　　自備大楷毛筆、其他教料本中心提供

日期：1/21-2/10（週五至週四）
　　　10:30-12:00、15:30-17:00

課程內容

★ 用具的準備與使用、握筆姿勢與線條練習
★ 字體筆畫練習、單字春聯練習、單字春聯實作
★ 課程回顧、字體筆畫練習二、文房介紹 毛筆
★ 字體筆畫練習三、文房介紹 宣紙的特徵
★ 字型練習入門一、文房介紹 磨墨的方式
★ 字型練習入門二、文房介紹 墨條百觀
★ 字型練習入門三、小作品練習、小作品實作
★ 字型練習進階一、扇面書法介紹、扇面書法書寫
★ 字型練習進階二、提袋書法練習、提袋書法實作

藝術 → 書法（網路報名路徑）

插畫水彩

由名插畫家 Clare+嘉親自指導，運用簡易筆觸，
水彩技巧混色，勾勒出活潑，淡雅的插畫。

對象：三年級 -國中
日期：1/24-1/28（週一至週五）
時間：9:30-12:00
費用：5000元（5堂）（含材料）
主題：日系療癒風格水彩畫 (春到福到 )

1.草莓季節 /水彩基礎技法
2.日系新年小花圈 /新年卡片的運用
3.有趣的春聯畫 /春聯字也可以很有繪畫感
4.守歲與年獸 /將想像力構圖在畫紙上
5.櫻花樹下的溫柔 /櫻花的描繪以及練習如何大面積
暈染

台北市私立文理語文電腦書法舞蹈攝影建築陶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2890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6001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運動短期補習班福州分班。補習班證字第 6289 號。

附設



小小街舞

開發身體的
律動與協調

，結合音樂
快樂的舞動

。

對象：6歲大班 -三年級

日期：1/24-1/28（週一至週五
）

時間：10:30-12:00

費用：2000元（5堂）（進出教
室需換鞋，

自備乾

淨鞋底球鞋
上課穿）

美 育 教 室202
2 年

寒假 

6 樓
美育教室 

網紅夏令營
現在的孩子花了很多課餘的時間在觀看 youtube、直播平台或社群網
站，這些平台上的令人歡迎的網紅，也成為新一代學生的夢想職業。
今年網紅營隊將孩子興趣與新課綱素養做結合，認識網紅基本的拍攝
與剪輯，在營隊中體驗網紅的生活，並藉由課程提升孩子媒體素養。對象：三 -六年級
日期：1/24 - 1/28（週一至五）時間：9:00-12:00
費用：4500元（需自備筆電、手機）注意事項：筆電 RAM8G或以上，手機容量至少 2G1.媒體識讀基礎概念

2.簡易腳本撰寫與分鏡繪畫3. premiere基本操作（特效、字幕、多軌剪輯）4.學習基本燈光及構圖概念 /免費網路資源搜尋5.網路資源法律基本常識（智慧財產權）

魔法點心屋

對象：國小學生（自備 3個保鮮盒裝食物）

日期：1/24-1/28（週一至週五）

時間：點心 A 9:00-12:00 、點心 B  13:30-16:30

費用：5000元（5堂）（含保險、材料）

　　　※報名資料請填身分
字號

1.高鈣黑芝麻奶酪、口愛虎翻糖杯子
蛋糕

2.貴族熊巧克力慕斯、古早味豆沙磚

3.香濃乳酪燒、美式燕麥餅

4. Q軟雪花糕、4吋鮮奶油草莓蛋糕

5.法式水果塔、奶香椰香球

Podcast 課程 

Podcast，中文名稱為「播客」，是近年來年輕世代流行
的傳播平台。Podcast改變了傳統廣播的型態，人們能
簡單透過手機 App挑選自己喜歡的主題來聽。
不管是內向還是大方的孩子，都能透過 Podcast，向世
界傳達他們的想法—「鬼滅之刃的角色好帥、學校老

師教好多酷東西、我們家最近一起出去玩」。

學習 Podcast，讓孩子可以不畏眼光、展現自信，學會
推銷自己、分享自己所見的世界！

Podcast課程內容分為五大部分，完整帶入 Podcast製
作及上架過程，只要利用簡單的設備，孩子就能透過

Podcast為自己發聲！

對象：四年級 -國中生
日期：1/24-1/28（週一至五）
時間：13:20-16:10
費用：5000元（5堂）需自備手機或 ipad (有圓孔者 )、

耳機、傳輸線

1.認識 podcast/錄音教學：器材介紹與實作
2.國王穿新衣，podcast不可以不穿衣 /節目企劃
3.主持採訪我在行 /訪綱撰寫與約訪技巧經驗分享
4.聲音管理大師 /聲音表情訓練
5.國語日報好聲音 /小型成果發表

師資介紹

曾湘雲 GPS喂？我要定位！ Podcast幕後工作人員
企劃 /美編宣傳

戚珮瑩 美式動畫 Youtuber、2D動畫師 /剪接師、
2015紅點設計獎得獎

DJ 凱洛 現任職亞洲廣播家族節目部、亞太電台—凱
洛 Fun音樂主持人、2020桃園燈會外場主
持人、娛樂記者

湯湯老師　米塔手感麵包店、溫德
德式麵包、可

頌坊、鳳城麵包店點心麵包
師傅

師資介紹

藝術 → 美學（網路報名路徑）

從生活出發，結合主題教學，豐富美學涵養

流行街舞
培養肢體與音樂的關係，透過舞蹈學習展現自信舞步。對象：四年級 -國中
日期：1/24-1/28（週一至週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000元（5堂）（進出教室需換鞋，自備乾淨鞋底球鞋上課穿）

藝術 → 舞蹈（網路報名路徑）



美 育 教 室
智能 à 模型（網路報名路徑）

202
2 年

寒假 

6 樓
美育教室 

樹屋

想像自己是個小精靈，住在森林裡，整個森林由藤蔓交錯，我

們要在這裡蓋自己睡覺的地方，可以像由細樹枝編織的鳥巢，

也可以是樹葉捲起的帳篷，更可以是樹上蟻窩似的儲藏室…我

們來想想看怎麼做吧 !

對象：四年級 -國中
日期：2/7-2/10（週一至週四）
時間：13:30-16:30
費用：4000元（含材料）

1.平衡架構及平台製作與彩繪
2.平台架設及內容設計
3.屋內傢俱製作
4.攀爬系統及工具製作完成

智能 → 模型（網路報名路徑）

蘋果老師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研所、

朱銘美術館第 5屆兒童藝
術教育展 -策展人、國語實
小課程研發召集人、435國
際藝術村藝術學堂教師

師資介紹

時間 課 程 主 題 課 程 內 容

1/24
星際摩托車 滾輪及摩擦力，循序思考

找光機器人 光源感應器及多工程式設計

1/25
星際探鑽機 複式齒輪組、循序思考

星際探險車 雙馬達車設計及程式參數編寫

1/26
沙灘車 避震器運用

絕地逢生車 利用觸碰感應器偵測桌面，設計製作不會掉下去的車子，馬達轉向控制及迴圈應用

1/27
越野吉普車 四輪驅動設計及路徑編寫

閃避機器人 利用超音波感應器設計倒車雷達

1/28
神秘星際門 邏輯思維及滑輪原理運用

星際迷宮的逃脫者 觸控感應器 ,迴圈 ,多工綜合練習

智能 → 模型 → 樂高
（網路報名路徑）

主動探索、實驗操作、跨領域多元學習 

培養學生動手實作的能力，並激發學生如何思考與分析，

如何解決問題，給他們一種帶得走的軟實力。從「想」到

「做」的展現則成為影響未來競爭力的關鍵。

樂高世界

主題　動物闖天關一日營

除了在動物園裡近距離觀察動物之外，還有什麼能夠更了解

動物的特性 ?透過有趣的動物關天關程式營，動手組裝創作
出不同的動物，還能利用程式去控制動物的所有動作 !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1/21
時間：9:00-16:30　　 　費用：1800元 (含午餐 )

日期 課 程 主 題 課 程 內 容

1/21

兔子耳朵 槓桿原理及模式識別

電動蚯蚓 曲柄輪讓蚯蚓移動、認識指令

機器蟑螂 光源感應器及多工程式設計

螳螂鐮刀車 甩飛刀結構與超音波分叉程式設計

主題　星際探險隊

在 20世紀以來，無人探索任
務陸續發射了軌道飛行器、探

測器和探測車來探索火星，機

器人如何幫助人類探索奧妙的

宇宙 ?讓我們前往星際的探險
程式營冒險。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1/24-1/28
時間：13:30-16:30 
費用：4500元

主題　創世紀帝國

歡迎來到中世紀地中海、東歐的歷史世界，沒有核彈、槍炮的年代，不管

在戰爭或生活到底呈現什麼樣的型態 ?營隊的最後還可以來一場友誼的攻
城大戰，將全部學習的技能完整發揮。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1/24-1/28
時間：9：00-12：00 費用：4500元

日期 課 程 主 題 課 程 內 容

1/24
鋸木機 利用曲柄輪做往復式運動，循序思考

探險車 觸控感應器的程式控制 ,加速齒輪組 ,馬達旋轉角度改變

1/25
鑽洞車 如何組合蝸輪車、路徑編寫

轉軸控制車 如何利用馬達轉軸控制車子行進的距離

1/26
射擊槍 棘輪運用、模式識別

電鋸 複式加速齒輪組、觸碰分岔程式設計

1/27
皮帶輸送機 滑輪組的綜合應用、順序

隱形柵欄 光源感應器判別黑色的程式控制

1/28
旋轉吊車 滑車與絞盤綜合運用、模式識別

雷達偵測車 超音波分岔程式設計



入門班課表 (2022 冬令營 )

 節數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以製作作品為主）

一
9:00~9:50 程式現況與未來 基礎課程一（1-1~1-7） 程式教學（3-1~3-8） 向量圖進階（3-9~4-6） 程式除錯（自動反彈）

9:50~10:00 下　課

二
10:00~10:50 無限之戰 +XY點陣圖

（前 20分鐘為團隊認識時間）
火箭升空（基礎程式語法） 基礎課程二（2-8~2-11） 團隊戰術時間（團康時間）

創世工程師

（成果發表會製作）

10:50~11:00 下　課

三
11:00~1200

冰雪奇緣（邏輯遊戲）+ 
基礎程式語法

點陣動畫製作 + 基礎程式
語法

麥塊闖關（邏輯遊戲） + 
基礎程式語法

程式除錯

（組合建加速 +馬力歐調色盤）
小小工程師程式編組

（創作時間）

12:00~13:30 午餐 +護眼操 +休息

四
13:30~14:30 團隊戰術時間 -忍者麥塊 團隊戰術時間 -忍者麥塊 團隊戰術時間 -忍者麥塊 不插電玩程式（邏輯益智遊戲） 團隊戰術時間（團康時間）

14:30~14:40 下　課

五
14:40~15:40 團隊戰術時間 -忍者麥塊 團隊戰術時間 -忍者麥塊 團隊戰術時間 -忍者麥塊 小小工程師程式編組 動手寫程式（創作時間）

15:40~16:00 下　課

六 16:00~17:00 動手寫程式

（複習時間 +kahoot）
背景色滑軌 +不插電玩程
式（邏輯益智遊戲）

動手寫程式

（複習時間 +kahoot）
小小工程師大作戰

（作品發想與製作）

小小工程師成果發表會

（作品評比與頒獎）

電腦程式設計冬令營202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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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樓
才藝教室 才藝 → 其他才藝 → 電腦程式設計營（網路報名路徑）

珠心算班　　才藝 → 珠心算（網路報名路徑）

★ 學習珠心算、心細眼明手快 　　　★ 增強計算力、專注力
★ ＋－×÷計算、提昇數學能力 　  ★ 加強學習能力
對象：幼稚園大班至小六

日期：1/21-2/10（10堂）

時間 班別 適讀年齡 學費 每次上課

❶ 9:00-12:00 基礎高年級班 小三 -小六 7600元 3小時

❷ 10:30-12:00 基礎低年級班 幼大 -小二 3800元 1.5小時

才藝 → 棋類 → 圍棋、象棋
　　　　　　　　（網路報名路徑）

圍棋班

提供孩子多元思考空間，段位專業師

資指導，小棋盤教學，簡單易學。

教授圍棋專業知識外，並介紹相關常

識如圍棋人物，歷史典故。

對象：國小學生（入門班）

日期：1/24-1/28（5個半天）
時間：13:20-16:20 
學費：4000元

才藝 → 其他才藝 → 魔術（網路報名路徑）

歡樂魔術 + 汽球造型營

魔術課程聘請職業魔術師親自指導是應用科學如力學、數學、磁

性、體積、方向等不同主題的科學與魔術巧妙結合，展現魔術千

變萬化的奇幻世界。氣球造型課程可以訓練小朋友創造力、觀察

力，教小朋友為五彩繽紛汽球做造型，如：海盜刀、兔子、蜜蜂、

帽子等多種造型。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2/7-2/10  4個半天 9:00-12:00、13:20-16:20
學費：4000元

才藝 → 棋類 → 圍棋、象棋　　　　　　　　（網路報名路徑）象棋班
象棋班課程內容涵蓋象棋規則、典故、基本
將法、棋步讀法與記法，象棋基本功、實用
殘局解析等，上課方式採講解及對奕演練兩
大部分，課程內容豐富紮實，師資群棋力段
位以上，教學方式生動活潑。
對象：國小學生（入門班）日期：2/7-2/10 (4個半天 )時間：9:00-12:00　　學費：3200元

才藝 → 其他才藝 →、魔術、小小創客（網路報名路徑）

動手玩創意 ( 小小創客營 )

創客，有想法
就動手做 . 五花八門，天馬

行空，都是創
意的

來源 
★ 創客，英語「Maker」，或譯為「自

造者」

★ 它是指一群酷愛
科技、熱衷實

踐的人群

★ 他們以分享技術
、交流思想為

樂。

★ 與 DIY族最大的不同
，創客透過網

路，分享彼此
的創意，

解決各式疑難
問題。

創客實作活動
，融入科學、

科技、藝術美
感設計的概念

，以

木材、瓦楞板
和珍珠板等設

計製作。

對象：國小三
～八年級學生

日期：1/24-1/28（週一至週五）

時間：入門 A營  9:00-12:00  

日期：2/7-2/10（週一至週四）

時間：進階 A營  9:00-12:00　　入門 C營 13:20-16:20

費用：入門營
❶5800元（5個半天） ❷4650元（4個半天）

　　　進階營
5000元（4個半天）

 

註：8人成班 ,未達人數無法成班敬請見諒，若停班於開課前一週告知  ＊本組保留依學員進度調整課程的權利

108課綱新增科技領域 從小紮根

一人一機 不用帶電腦  JavaScript  手機 /平板 /筆電皆可執行
免程式基礎，進度快或慢皆有助教輔導

程式設計入門、進階冬令營（8-12歲）
費用：10500元

第一梯　1/24-1/28週一 ~週五全日營上午 9:00-17:00（含午餐）
第二梯　2/7-2/10週一 ~週四全日營上午 9:00-17:00（含午餐）

早鳥優惠價  每推薦一位再折 $500元
11月 30日前報名繳費，五日營優惠   $8800元，四日營 7000元
12月 30日前報名繳費，五日營優惠   $9300元，四日營 7500元

1月 20日前報名繳費，五日營原價 $10500元，四日營 8400元

台北市私立文理語文電腦書法舞蹈攝影建築陶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2890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6001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運動短期補習班福州分班。補習班證字第 6289 號。

附設

12/19（日）以前7樓臨櫃報名，可享早鳥優惠 200 元！（僅收現金）



科 學 班 數 學 班

單  元  名  稱 選課時段 單  元  名  稱 選課時段

ㄧ
年
級

★物理：生活中有哪些力 /認識力
★物理：空氣真好玩 /認識空氣
★物理：靜電玩遊戲 /認識靜電
★物理：奇妙的磁鐵 /認識磁鐵
★化學：小蘇打的威力

★化學：看誰在吃醋 /酸和鹼
★化學：澱粉的前世今生 /澱粉
★化學：隱形墨水變變變 /親水性
★生物：牠們不是蟲 /辨別昆蟲
★生物：不完全變態的昆蟲

08:30

¯

10:00

ㄧ
年
級

★數學：快樂小兵 /數的加減
★數學：神秘袋 /統計
★數學：彩色世界 /相對位置
★數學：撲克牌玩家 /配對遊戲
★數學：幾月幾日星期幾 /認識月曆
★數學：千變萬化的組合 /排列
★數學：搶攻火山島 /加減法
★數學：輕輕鬆鬆玩數學 /空間
★數學：警察抓小偷 /邏輯推理
★數學：中秋數字樂 /數的推理

10:30

¯

12:00

二
年
級

★物理：魔鏡的秘密 /談光的反射
★物理：不倒翁玩偶 /重心與平衡
★物理：嘎嘎叫的玩具 /聲音的共鳴
★物理：彩色分層果汁 /談比重
★化學：黑色武士 /活性碳的威力
★化學：神奇魔術瓶 /氧化還原現象
★化學：植物中的化學 /天然指示劑
★化學：「粉末」登場

★生物：螞蟻雄兵 /認識螞蟻與白蟻
★生物：胡蜂與蜜蜂

10:30

¯

12:00

二
年
級

★數學：倍的遊戲 /乘法
★數學：向左轉向右轉 /空間與座標
★數學：有多長 /長度量
★數學：神奇魔法輪 /數字遊戲
★數學：我是解題高手 /數的加減
★數學：買賣遊戲 /1000以內的數
★數學：動物大排行 /統計圖表
★數學：動手動腦玩數學遊戲 /面積
★數學：攻略高手 /解題策略
★數學：世界國旗 /認識分數

08:30

¯

10:00

三
年
級

★物理：吊瓶子遊戲 /談摩擦力
★物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波動
★物理：製作喝水鳥 /談毛細現象
★物理：製作鳥笛 /聲音的共鳴與共振
★化學：冬天的保養霜 /面霜的製作
★化學：滋養萬物的氣體 /製造氧氣
★生物：小小神農氏 /認識藥草植物
★生物：橫行天下 /認識螃蟹
★地科：製作風速計 /談氣象觀測
★天文：天文學家的故事

08:30

¯

10:00

三
年
級

★數學：座標擂台賽 /座標
★數學：請你當主分人 /分數
★數學：井字棋 /解題策略
★數學：幾何英雄 /幾何圖形
★數學：萬能小秤手 /二進位
★數學：分一分拼一拼 /分類
★數學：萬元押寶 /一萬以內的數
★數學：乘法大進擊 /乘法與倍數
★數學：有多大有多小 /體積
★數學：尋寶大作戰 /數線和座標

10:30

¯

12:00

四
年
級

★物理：馬德堡半球 /談大氣壓力
★物理：變色旋轉盤 /談色光混合
★物理：斜面與螺旋 /簡單機械
★化學：做蛋糕學問大 /二氧化碳
★化學：分子運動會 /混合物的分離
★化學：化學魔術 /指示劑的應用
★生物：植物的溫床 /無土栽培法
★地科：火成岩的特徵

★地科：台灣的天氣災害

★天文：太陽與太陽黑子

10:30

¯

12:00

四
年
級

★數學：L棋大競賽 /解題策略
★數學：分數音符 /等值分數
★數學：數字密碼變變變 /邏輯推理
★數學：玩石子遊戲 /邏輯思考
★數學：數字接龍排排看 /四則運算
★數學：X射線蛋 /空間推理
★數學：釘板上的圖形面積 /面積
★數學：乘勝追擊 /乘法
★數學：裁縫師的難題 /周長
★數學：分分合合 /分數

08:30

¯
10:00

五
/
六
年
級

★物理：雷射幻象萬花筒 /光的反射
★物理：3D立體鏡 /立體視覺
★物理：走馬燈的製作 /熱對流效應
★化學：定時炸彈 /化學反應速率
★化學：化學聖誕樹 /水溶液與濃度
★化學：臭氣沖天 /認識氨氣
★生物：神秘的鋸鰩

★生物：生物多樣性

★生物：漫遊植物世界

★天文：日食、月蝕、凌日、掩星

❶ 08:30

¯

10:00

❷ 10:30

¯

12:00

五
年
級

★數學：安全上壘馬到成功 /移位
★數學：新俄羅斯方塊 /空間推理
★數學：公因數與公倍數 /五上課本
★數學：立體的表面積 /五上課本
★數學：拼拼貼貼學面積 /五上
★數學：數獨 /邏輯推理
★數學：圓內接正多邊形與多角星

★數學：分數的乘法 /課本內容加強
★數學：月曆數學 /日期推算與規律
★數學：柱體體積與表面積

10:30

¯

12:00

六
年
級

★數學：分數的乘法應用

★數學：巧填數字 /邏輯推理
★數學：整數的四則與應用 (一 ) 
★數學：整數的四則與應用 (二 )
★數學：圓面積與扇形面積

★數學：速率

★數學：分數的除法應用

★數學：比與比值

★數學：面積問題大考驗 /面積
★數學：小數的乘除

08:30
/

10:00

202
2 年

寒假 

9 樓
科學教室 

科 學 班  數 學 班

康園文化課程規畫設計

核准文號：北市補習班證字 2890 號

科學 → 寒暑假科學或寒暑假數學（網路報名路徑）

台北市私立文理語文電腦書法舞蹈攝影建築陶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2890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6001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運動短期補習班福州分班。補習班證字第 6289 號。
附設

上課日期

1月 21日至 2月 10日
周一至周五上課，

共有十次課，每次 90分鐘，
時段見右表

報名費用

每種班 5200元 /10次。
即日起接受報名。

因各課程僅單堂，

缺課時無法調課或補課。

報名地點

台北市福州街 2號
九樓科學教室

電　　話

02-23921133轉 1901-1903

上班時間

週二到週日

上午 10:00~下午 5:00，
週一和國定假日公休 

備　　註

報名後若欲退費，

本班依照「教育局」退費辦法

退費

排課說明

右表各年級上課單元，

是依物理、化學、生物、地科、

數學等學科領域編排，

不是按上課日期順序編排。



上  午  課  程 下 午 課 程

低 

年 

級

　
一
年
級

★物理：生活中有哪些力 /認識力
★物理：空氣真好玩 /認識空氣
★物理：靜電玩遊戲 /認識靜電
★物理：奇妙的磁鐵 /認識磁鐵
★化學：小蘇打的威力

★化學：看誰在吃醋 /酸和鹼
★化學：澱粉的前世今生 /澱粉
★化學：隱形墨水變變變 /親水性
★生物：牠們不是蟲 /辨別昆蟲
★生物：不完全變態的昆蟲

★數學：快樂小兵 /數的加減
★數學：神秘袋 /統計
★數學：彩色世界 /相對位置
★數學：撲克牌玩家 /配對遊戲
★數學：幾月幾日星期幾 /認識月曆
★數學：千變萬化的組合 /排列
★數學：搶攻火山島 /加減法
★數學：輕輕鬆鬆玩數學 /空間
★數學：警察抓小偷 /邏輯推理
★數學：中秋數字樂 /數的推理

★物理：迴轉輪童玩 /談轉動現象
★天文：秋冬星座故事

★生物：生活中的調味菜 /香料植物
★生物：巧克力製品 /認識可可樹
★生物：蛋蛋俱樂部 /認識動物的卵 
★數學：火柴棒遊戲

★食品：手做地瓜圓

★食品：蛋白霜的秘密

★食品：酵母菌的奧秘

★食品：天使豆漿蛋糕

二
年
級

★物理：魔鏡的秘密 /談光的反射
★物理：不倒翁玩偶 /重心與平衡
★物理：嘎嘎叫的玩具 /聲音的共鳴
★物理：彩色分層果汁 /談比重
★化學：黑色武士 /活性碳的威力
★化學：神奇魔術瓶 /氧化還原現象
★化學：植物中的化學 /天然指示劑
★化學：「粉末」登場

★生物：螞蟻雄兵 /認識螞蟻與白蟻
★生物：胡蜂與蜜蜂

★數學：倍的遊戲 /乘法
★數學：向左轉向右轉 /空間與座標
★數學：有多長 /長度量
★數學：神奇魔法輪 /數字遊戲
★數學：我是解題高手 /數的加減
★數學：買賣遊戲 /1000以內的數
★數學：動物大排行 /統計圖表
★數學：動手動腦玩數學遊戲 /面積
★數學：攻略高手 /解題策略
★數學：世界國旗 /認識分數

★物理：迴轉輪童玩 /談轉動現象
★天文：秋冬星座故事

★生物：生活中的調味菜 /香料植物
★生物：巧克力製品 /認識可可樹
★生物：蛋蛋俱樂部 /認識動物的卵 
★數學：火柴棒遊戲

★食品：手做地瓜圓

★食品：蛋白霜的秘密

★食品：酵母菌的奧秘

★食品：天使豆漿蛋糕

中 

年 

級

三
年
級

★物理：吊瓶子遊戲 /談摩擦力
★物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波動
★物理：製作喝水鳥 /談毛細現象
★物理：製作鳥笛 /聲音的共鳴與共振
★化學：冬天的保養霜 /面霜的製作
★化學：滋養萬物的氣體 /製造氧氣
★生物：小小神農氏 /認識藥草植物
★生物：橫行天下 /認識螃蟹
★地科：製作風速計 /談氣象觀測
★天文：天文學家的故事

★數學：座標擂台賽 /座標
★數學：請你當主分人 /分數
★數學：井字棋 /解題策略
★數學：幾何英雄 /幾何圖形
★數學：萬能小秤手 /二進位
★數學：分一分拼一拼 /分類
★數學：萬元押寶 /一萬以內的數
★數學：乘法大進擊 /乘法與倍數
★數學：有多大有多小 /體積
★數學：尋寶大作戰 /數線和座標

★物理：綠豆在跳舞 /談熱的傳播
★物理：轉頭恐龍 /視覺變化
★化學：超級變變變 /指示劑應用
★生物：鯊魚黑幫 /認識鯊魚
★天文：下一個登陸的目標 /火星
★天文：太空探險

★食品：燕麥葡萄乾餅乾 /軟式餅乾
★食品：水果塔 /認識「塔」
★益智：當國王遇上皇后 /撲克遊戲
★益智：貓鼠大戰 /奇偶性的探討

四
年
級

★物理：馬德堡半球 /談大氣壓力
★物理：變色旋轉盤 /談色光混合
★物理：斜面與螺旋 /簡單機械
★化學：做蛋糕學問大 /二氧化碳
★化學：分子運動會 /混合物的分離
★化學：化學魔術 /指示劑的應用
★生物：植物的溫床 /無土栽培法
★地科：火成岩的特徵

★地科：台灣的天氣災害

★天文：太陽與太陽黑子

★數學：L棋大競賽 /解題策略
★數學：分數音符 /等值分數
★數學：數字密碼變變變 /邏輯推理
★數學：玩石子遊戲 /邏輯思考
★數學：數字接龍排排看 /四則運算
★數學：X射線蛋 /空間推理
★數學：釘板上的圖形面積 /面積
★數學：乘勝追擊 /乘法
★數學：裁縫師的難題 /周長
★數學：分分合合 /分數

★物理：綠豆在跳舞 /談熱的傳播
★物理：轉頭恐龍 /視覺變化
★化學：超級變變變 /指示劑應用
★生物：鯊魚黑幫 /認識鯊魚
★天文：下一個登陸的目標 /火星
★天文：太空探險

★食品：燕麥葡萄乾餅乾 /軟式餅乾
★食品：水果塔 /認識「塔」
★益智：當國王遇上皇后 /撲克遊戲
★益智：貓鼠大戰 /奇偶性的探討

高 

年 

級

五
年
級

★物理：雷射幻象萬花筒 /光的反射
★物理：3D立體鏡 /立體視覺
★物理：走馬燈的製作 /熱對流效應
★化學：定時炸彈 /化學反應速率
★化學：化學聖誕樹 /水溶液與濃度
★化學：臭氣沖天 /認識氨氣
★生物：神秘的鋸鰩

★生物：生物多樣性

★生物：漫遊植物世界

★天文：日食、月蝕、凌日、掩星

★數學：安全上壘馬到成功 /移位
★數學：新俄羅斯方塊 /空間推理
★數學：公因數與公倍數 /五上課本
★數學：立體的表面積 /五上課本
★數學：拼拼貼貼學面積 /五上
★數學：數獨 /邏輯推理
★數學：圓內接正多邊形與多角星

★數學：分數的乘法 /課本內容加強
★數學：月曆數學 /日期推算與規律
★數學：柱體體積與表面積

★物理：光的折射

★物理：溫度計的原理 /熱漲冷縮
★化學：飛天法寶 /談聚合物
★生物：花團錦簇 /形形色色的花朵
★生物：神奇的頭足動物

★食品：布列塔尼酥餅 /低筋麵粉
★食品：佛卡夏 /認識歐式麵包
★益智：數學撲克戲法

★益智：伊洛西斯歸納遊戲

★天文：探索星光的奧秘

六
年
級

★數學：分數的乘法應用

★數學：巧填數字 /邏輯推理
★數學：整數的四則與應用 (一 ) 
★數學：整數的四則與應用 (二 )
★數學：圓面積與扇形面積

★數學：速率

★數學：分數的除法應用

★數學：比與比值

★數學：面積問題大考驗 /面積
★數學：小數的乘除

★物理：光的折射

★物理：溫度計的原理 /熱漲冷縮
★化學：飛天法寶 /談聚合物
★生物：花團錦簇 /形形色色的花朵
★生物：神奇的頭足動物

★食品：布列塔尼酥餅 /低筋麵粉
★食品：佛卡夏 /認識歐式麵包
★益智：數學撲克戲法

★益智：伊洛西斯歸納遊戲

★天文：探索星光的奧秘

數 理 王 科 學 營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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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 

9 樓
科學教室 

康園文化課程規畫設計

核准文號：北市補習班證字 289
0 號

上課日期

1月 21日至 2月 10日
周一至周五上課，

共有十天課，

每天 08:30至 15:30。

報名費用

15000元 /10天
（含午餐，1/31~2/4農曆　
　年假沒有排課）

報名地點

台北市福州街 2號
九樓科學教室

電　　話

02-23921133轉 1901-1903

上班時間

週二到週日

上午 10:00~下午 5:00，
週一和國定假日公休 

備　　註

報名後若欲退費，

本班依照「教育局」退費辦

法退費

課程說明

本營隊由科學各科專業師資

授課，提供午餐，15:30課
後並照顧學生等待家長來接

排課說明

右表各年級上課單元，

是依物理、化學、生物、地科、

數學等學科領域編排，

不是按上課日期順序編排。



202
2 年

寒假 

10
樓音樂教室 

寒暑營隊 àHAPPY GO 多元才藝營（網路報名路徑）

實體課→

電子琴音樂營隊　（自備耳機）

教學特色：每天兩堂課，從零開始的鍵盤啟蒙課、最適合的音樂

基礎班，是為音樂學習扎根的好選擇。

對　　象：滿 6歲 -國小六年級（3人成班）。
日期 /時間：第一梯次 1/24-1/28（週一至五）10:00-11:50。

第二梯次 2/07-2/10（週一至四）13:00-14:50。
費　　用：第一梯次 5,000元、第二梯次 4,000元（含教材）。

遠距課→

古典音樂動次動次

教學特色：告訴你關於音樂家們的故事～認識音樂家與其代表作

培養音樂賞析能力，再搭配肢體節奏表演鍛鍊手眼協

調，會發現音樂一點也不難。

★準備好上網設備、起立後以雙手平伸為直徑的活動

空間就能上課囉！★

對　　象：國小三 -六年級（3人成班）。
日期 /時間：第一梯次 1/24-1/28（週一至五）13:00-14:00。

第二梯次 2/07-2/10（週一至四）11:00-12:00。
費　　用：第一梯次 1,250元、第二梯次 1,000元、單堂 250元

（單堂報名不適用早鳥優惠）。

上課連結 Google Meet：開課日前 1天寄發簡訊，請確定手機號
碼填寫正確。

音樂 → 音樂團體 → 樂器團體

（網路報名路徑）

招生對象：國小學生。

上課日期：2022/1/21 - 2/10（共三梯次）
上課時間：週一 -週五 09:00-17:00，最早 8點可進教室、最晚 18點要接回。
報名費用：第一梯次 1/21，1,300元；第二梯次 1/24 - 1/28，6,500元；第三梯次 2/07 - 2/10，5,200元。

課程特色：

多元豐富：音樂、運動、戲劇、益智、藝術類等等專業授課，讓孩子接觸多元才藝、開發個人潛能。

安全第一：除了授課教師還有帶班助教，注意安全與輔助課程進行。

C/P值超高：各項課程皆不另收材料費。
接送彈性大：早上 8點即可進教室、下課可待到 18點。
活動留念：重點式拍照 /錄影紀錄，課程結束後提供雲端下載（不便露面者請事先告知，謝謝）。

課程內容：

玩劇總動員：從動態遊戲中放下害羞和拘束，藉由演繹各類場景開發情緒、肢體、聲音、感官表現。

音樂故事與節奏：介紹音樂歷史與名作、運用木琴、鈴、鼓……等等樂器演繹耳熟能詳的樂曲。

創  作  DIY：運用素描、捏塑、水彩……等等各類媒材，啟發孩子對美的感受。
體　適　能：專業體能老師訓練平衡力、柔軟度、耐力、肌肉力。

紙　　　藝：剪、摺、貼、畫，簡易素材、簡單流程、不平凡的「紙的藝術品」。

桌遊動動腦：從各式各樣的遊戲中學習團隊合作、邏輯、策略、考驗記憶力。

巧 智 拼 球：巧智拼球沒有特定解題公式，是益智玩具也是教具，在遊戲中訓練思考和數學邏輯能力。

黏土說故事：以彩色黏土製作故事場景，故事趣味性及作品的巧妙細節深受孩子喜愛。

（請自備水壺、鉛筆盒，由於有運動類及藝術類課程建議穿著方便行動的耐髒衣物。）

多樣才藝，培養多方興趣

第一梯次 1/21　1,300元。

時 間 1/21 週五

09:00-10:30 體適能

10:45-12:15 巧智拼球

12:15-13:30 午休

13:30-15:00
 置物盒
﹝黏土說故事﹞

15:00-15:30 點心

15:30-17:00 音樂故事與節奏

第三梯次 2/07 - 2/10，5,200元。

時 間 2/07 週一 2/08 週二 2/09 週三 2/10 週四

09:00-10:30 體適能 體適能 體適能 體適能

10:45-12:15
桌遊

動動腦

 小燈籠 
﹝黏土說故事﹞

桌遊

動動腦

 搖搖筆
﹝黏土說故事﹞

12:15-13:30 午休

13:30-15:00
 夢幻森林（一）
﹝創作 DIY﹞

巧智拼球 紙藝
 夢幻森林（二）
﹝創作 DIY﹞

15:00-15:30 點心

15:30-17:00
音樂故事

與節奏

音樂故事

與節奏

音樂故事

與節奏

音樂故事

與節奏

第二梯次 1/24 - 1/28，6,500元。

日 期 1/24 週一 1/25 週二 1/26 週三 1/27 週四 1/28 週五

09:00-10:30 體適能 體適能 體適能 體適能 體適能

10:45-12:15
桌遊

動動腦

 小甜品
﹝黏土說故事﹞

桌遊

動動腦

九宮格

﹝黏土說故事﹞
巧智拼球

12:15-13:30 午休

13:30-15:00
雞蛋花

﹝創作 DIY﹞
 蒸籠美食
﹝創作 DIY﹞

紙藝
 大龍蝦
﹝創作 DIY﹞

桌遊

動動腦

15:00-15:30 點心

15:30-17:00
玩劇

總動員

玩劇

總動員

玩劇

總動員

玩劇

總動員

玩劇

總動員

台北市私立文理語文電腦書法舞蹈攝影建築陶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2890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6001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運動短期補習班福州分班。補習班證字第 6289 號。

附設

12/19（日）以前10 樓臨櫃報名，可享早鳥優惠 200 元！（僅收現金）HAPPY GO 全天才藝營



在奧運桌球項目小林同學大放異彩成為桌球項目最受注目焦

點之一，想成為下一個小林同學嗎？一起來學桌球吧！國語

日報社桌球班擁有大台北地區最優質的桌球教室，完善的等

待空間、比賽級的球場，還有教育局立案。打桌球的好處可

以預防假性近視，訓練專注力，經由攻球及觸球等動作，訓

練眼、腦與肢體的反應及協調性，增強體適能，養成良好運

動習慣。

202
2 年

寒假 

11
樓桌球教室 

桌 球 教 室

桌球集訓班

對象：大班 ~高中
日期：第一梯 1/24-1/28第二梯 2/7-2/10
時間：❶ 09:00-12:00　　❷ 13:30-16:30
學費：第一梯 5000元，第二梯 4000元

桌球團體班

對象：大班 ~高中
日期：1/24-2/10（9堂）
時間：❶ 08:30-10:00　　❷ 10:30-12:00
　　　❸ 13:20-14:50　　❹15:40-17:10
學費：3150元

體能 → 桌球（網路報名路徑）

12 月 19 日前臨櫃全期
繳費折 200 元

台北市私立文理語文電腦書法舞蹈攝影建築陶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2890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補習班證字第 6001 號

台北市私立國語日報運動短期補習班福州分班。補習班證字第 6289 號。

附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