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105 年寒假研習營招生簡章 

項
目 

班  別 開課日期時間 費用 
招收 
人數 報 名 資 格 上課地點 課    程    內   容 

1 詠春拳實用武術營 
1/25( 一 ) ～ 1/27( 三 ) 

上午 09:00-16:30 
1,500 20 國小三年級至大學在學生 4 樓舞蹈教室 

詠春拳課程內容： 
＊團體互動：人際關係、熱身、源流講授 
＊基本功：拉筋、二字鉗羊馬、穿手 
＊詠春動作教學：各式手型及運用 
＊防身擒拿：防身避、擊動作及擒拿動作講解運用 
＊狀況演練：各種現實突發狀況演練 
＊課程總結：問題提問、心得分享 
（報名費用含午餐 3次及贈送 T恤 1件） 
請著運動服，報名時可委託代購功夫褲，每件 300 元 
(請自備室內運動鞋)  
※滿 1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2 全腦快速記憶營 
1/25（一）～1/27（三) 
上午 9：00-12：00 

1,200 20 
國小二至六年級對增強大
腦記憶力有興趣者 

6 樓研習教室 

掌握學習有效的策略，無論是在生活上的學習或是學校
課業、考試；啟動大腦記憶的本能、L.T.M 長期記憶、
彈性靈活不死背!讓孩子「學得快、記得牢、輕鬆拿取
高分」。 
全腦快速記憶 課程內容： 
＊打開記憶總開關(想像、聯想、創意三能力)  
＊影像記憶的威力(影像影響印象)   
＊大量文、數字資料快速記憶 
＊國語文學科記憶應用(成語,條文) 
（報名學員贈送記憶卡 1套） 
※滿 1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3 MV 舞蹈研習營 1/25（一）～1/29（五) 

下午 14:00-16:00 
800 25 國小一年級以上，對 MV舞

蹈有興趣之青少年 5 樓舞蹈教室 

MV 舞強調協調性及律動感，可提昇孩子的專注力及協
調性，有助於孩子在運動上的成長，讓孩子快樂學習
流行樂 MV舞。 
(請自備室內運動鞋) 

4 羽球研習營 
1/25（一）～1/29（五) 

上午 9:00-11:00 
1500 100 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三年級 

亞柏會舘 
二樓羽球場  
(社教館隔
壁) 

1.聘請亞柏會舘專業教練。 
2.請穿著運動服裝、球鞋，自備球拍、毛巾、水壺。 
3.報名時，請勾選是否有學習羽球之基礎經驗，屆時 
依學員程度分組教授。 

（參加學員贈送精美紀念品乙份） 
※滿 2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5 綜合美術營 
1/25（一）～1/29（五) 

下午 14:00-17:00 
800 30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6 樓研習教室 

培養兒童「豐富的創造力」與「美的情操」從圖畫作品 
中表露出孩子的思想創作及人格特質，利用不同的繪畫 
素材創作，讓孩子們的作品有豐富而多元呈現。 
綜合美術 課程內容： 
＊歡喜過新年（自備：粉蠟筆、水彩用具） 
＊彩貼藝術~慶元宵（自備：剪刀、白膠） 
＊米羅的狂想（自備：黑色超細油性筆、彩色筆） 
(請依課表自備彩繪用具) 
※滿 12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6 兒童相聲營 
1/25（一）～1/29（五) 

下午 14:00-17:00 
1,300 35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7 樓研習教室 

兒童相聲 課程內容: 
猴年快樂樂過年，國語正音ㄅㄆㄇ，我也會說繞口令 
打著竹板數來寶，單口相聲有一套，對口相聲考默契 
群口相聲練反應，聲音表情有變化，台風儀態上下台 
肢體動作非常棒，節奏練習金字塔，教學成果發表會 

7 歡樂桌遊創思營 
1/27( 三 ) ～ 1/29( 五 ) 
下午 13:30～16:00 

700 20 國小三年級至國中生 4 樓成教教室 

德式桌上遊戲都有其主題性、策略性、角色扮演、表
達性、益智性、推理性，我們的課程不只是放在桌遊
的趣味性，乃在於透過桌遊演繹延伸出更多元的創思
智能。 
桌遊 課程內容： 
＊策略思考卡坦島  
 (策略思考力/溝通表達力/領導協調力) 

＊妙語說書人  
(觀察力/聯想力/想像力/溝通表達力) 

※滿 1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8 英文單字快憶通班 
1/28（四）～1/29（五) 
上午 9：00-12：00 

900 20 
國小二級至國中生對增強
英文單字記憶有興趣者 

6 樓研習教室 

英文單字量的多寡，往往會直接影響到英文聽、說、讀、
寫、譯等各方面的學習，甚至決定成績的高低、錄取與
否！「英文單字快譯通」記憶法，讓你輕鬆記住英文單
字！  
英文單字快譯通 課程內容： 
＊英文單字的造字原理 
＊英文單字的拼字方法 
＊英文子音自然發音圖像記憶法 
＊英文單字快速記憶法 
※滿 1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9 3D 筆立體創作營 

1/28（四）～1/30（六) 

及 2/1（一） 

下午 13:30-16:30 

1600 30 
國小三年級以上，對 3D列

印及美工設計有興趣者 
5 樓研習教室 

推廣 3D 列印各領域應用技術、前端輸入技術、後端輸 
出訣竅與 3D 製作軟體，讓學生了解 3D 列印現在發展與 
未來潮流，讓學生發揮創意巧思，展現出自己的創意設 
計作品。 
3D 筆立體創作 課程內容： 
＊3D 筆基本介紹及原理 
＊3D 筆熱帶魚創作 
＊3D 筆卡通人物或動物立體公仔創作 
＊3D 筆巴黎鐵塔 
※滿 25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0 
mbot 機器人營 
（碰碰車） 

1/28（四）～1/30（六) 

及 2/1（一） 

下午 13:30-16:30 

2500 元 
或 

3800 元
(含機器
人作品) 

 

20 
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三年
級，喜歡電腦程式設計及
機器組裝者 

6 樓電腦教室 

mBot 機器人過程不需使用電焊等危險的工具就可以完 
成組裝工作，在動手做的過程中讓小朋友學會以 
mblock 寫程式讓機器人離線動作並發揮創意，透過機 
器人活動，提升以電腦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對程式語言 
的興趣。 
mbot 機器人營 課程內容： 
＊碰碰車機器人組裝教學＊mblock 程式教學 
＊設計自走車循跡、避障與指定動作 
※滿 20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1 
漆彈挑戰營 
初級、進階班 

1/29( 五 ) ～ 1/31( 日 ) 

三天二夜（需住宿） 

初級班
3,000 

 
 

進階班 

3,600 

60 

初級班: 
年滿 12 歲之在學學生  
（93 年 1月 28 日前出生） 
進階班: 

年滿 12 歲之在學學生，且

曾參與漆彈挑戰營 

男女不拘 

多用途草坪及

童軍中心 

1.極限挑戰，初級班全程使用漆彈 400 發，進階班含進
階裝備操作，完整漆彈選手培訓及裁判初步養成，全
程使用漆彈 600 發以上。 

2.請備妥長袖、長褲、運動鞋、可自備護膝、護肘及手
套。報名時可委託代購護膝（每組 300 元）。  

3.本活動包含激烈運動，請考量身體狀況再報名，需
家長同意並須簽具切結書。 

4.活動三天二夜，住宿本館童軍中心，報名費用含保 
險、食、宿及 T恤送洗費。 

（報名學員均贈送 T恤、帽子、杯子各 1件及最後 1 
天舉辦親子漆彈對抗賽） 



 
  報名須知：                          
一、報名日期及時間：自 105 年 1 月 8 日起至 105 年 1 月 20 日止（各班額滿提前截止） 

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上午：08:30～11:30；下午 14:00～17:00 
二、夜間受理日期及時間：1月 8日（星期五），18:00～21:00 
三、假日受理日期及時間：1月 9日(星期六)，時間上午：08:30～11:30；下午 14:00～17:00。 
四、報名地點：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研究推廣組(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文化藝術大樓 2樓，夜間報 

名地點：1 樓期刊室) 
五、報名方式：現場報名繳費 
六、研習營簡章報名表歡迎至本館網站最新消息下載，網址 http://www.kmseh.gov.tw  
七、洽詢電話：8034473 轉 299、206、207、209 
八、上課日期及時間：依照各班開課日期及時間。 
九、注意事項： 
（一） 報名前請審慎考量是否能如期上課，報名截止後不予退費。 
（二） 報名截止後至上課前，因病或受傷或特殊理由致無法上課並持有證明書經審查合格者，得憑收據及   

證明書，辦理退費。 
（三） 學員請依上課日期及時間至教室上課，不另行通知。 
（四） 為維護上課品質，各項課程禁止旁聽或家屬陪同上課。 
（五） 遇國定假日、不可抗力之天災（如颱風、水災、地震等）經高雄市政府宣布停止上課則當日停課， 

課程順延補課。 
十、本活動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