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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105 年暑期研習營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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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唱藝術營 
7/4(一)～7/8(五) 
上午 9:00～12:00 

1,300 35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7 樓 

研習教室 

說唱藝術營課程內容: （報名費內含教材費 300 元） 
說唱藝術縱橫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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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活物理實驗營 A班 
7/4(一)～7/8（五） 
下午 14:00～16:30 

1,200 35 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 
7 樓 

研習教室 

藉著遊戲式的實際操作，了解科學原理及生活應用，培
養科學方法與思考能力。 
生活物理實驗營 A 班 課程內容： 
1.迷幻光科學 2.調皮的水娃娃 3.繽紛世界 4.特技劍
球 5.敲門人瑪莉史密斯 
※滿 15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3 生活物理實驗營 B班 7/18(一)～7/22（五） 
上午 9:00～11:30 

1,200 35 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 
生活物理實驗營 B 班 課程內容： 

1.尺蠖 2.旋轉磁娃 3.橋 4.魚塭養魚又種電 5.紅藍眼鏡 
※滿 15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4 全腦快速記憶營 
7/4（一）～7/6（三) 
下午 14：00～17：00 

1,300 30 
國小二至六年級對增強
大腦記憶力有興趣者 

5 樓 
研習教室 

掌握學習有效的策略，啟動大腦記憶的本能、L.T.M 長
期記憶、彈性靈活不死背!  
課程內容：（報名學員贈送記憶卡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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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圖像快速記憶＊國語成語記憶訓練與練習 
＊隨機數字快速記憶 
※滿 1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5 快樂體適能營 
7/4～7/15 
(週一至週五) 
下午 13：50～15：20 

1,200 25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5 樓 
舞蹈教室 

在多方面的運動模式下，提升孩子們身體動作發展、心 
肺適能、肌耐力、柔軟度及各項身體適能，藉由遊戲互 
動、循環闖關的訓練增加課程趣味性，培養孩子們正確 
運動、健康生活的觀念。(請自備乾淨的室內運動鞋) 
※滿 12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6 兒童國標舞營 
7/4～7/15 
(週一至週五) 
下午 15:40～17:10 

1,200 25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5 樓 
舞蹈教室 

捷舞是一種十分放鬆自由的舞蹈，著重舞者上身挺直， 
與膝蓋的放鬆及腳部快速移動，彈踢動作中充滿隨性與 
輕快跳躍的舞蹈特色。本課程將基本舞蹈動作組合成一 
首活潑俏皮的舞碼，在輕鬆互動的學習下，讓學員們體 
會捷舞的舞蹈風格及特色。 
※滿 12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7 美術創作營 A班 
7/4～7/15 
(週一至週五) 
下午 14:00～17: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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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同的 
素材創作，讓孩子們的作品有豐富而多元呈現。 
A 班課程內容：(彩繪用具請依課表自備) 
＊創意積「木」-百變金剛 ＊上學地圖＊叢林大冒險 
＊”石 ”在驚喜 ＊用剪刀畫畫-認識馬諦斯 
B 班課程內容：(彩繪用具請依課表自備) 
＊魔法山 ＊創意積「木」-百變金剛 
＊黃色狂想-梵谷的向日葵 ＊粘土創作-我們這一家 
＊魚兒魚兒水中游 

8 美術創作營 B班 
7/18～7/29 
(週一至週五) 
下午 14:00～17:00 

1,200 30 

9 烏克麗麗研習營 
7/4～7/25 
(每週一、三、五) 
上午 9:30～12:00 

1,500 25 
年滿 10 歲（含）以上之 
青少年對烏克麗麗有興 
趣且願接受指導者 

6 樓 
研習教室 

1.循序漸進的烏克麗麗教材，四個和絃就能唱一首流行
歌曲，用最簡易正確的方法，讓和絃、單音跟拍子在
上完課後變成麻吉。 

2.請自備烏克麗麗或電洽劉老師代購(350-8088)。 
※滿 1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0 英文單字快憶通班 
7/7（四）～7/8（五) 
下午 14：00～17：00 

900 30 
國小二級至國中生對增
強英文單字記憶有興趣
者 

5 樓 
研習教室 

「英文單字快譯通」記憶法，讓你輕鬆記住英文單字！ 
課程內容：（報名費內含教材費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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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桌球研習營 A班 
7/4～7/15(週一至週五) 
上午 8:45～10:15 

1,200 20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地下室 
桌球室 

1.上課方式分 5組，採分站教學方式訓練，訓練課程為
10天。 

2.課程內容:球感訓練、正手發球、正手攻球、反手推
球、結合反手推球、單打、雙打比賽。 

3.國家級教練授課、請穿著運動服裝。 
4.報名時，請勾選是否有學習桌球之基礎經驗，屆時依
學員程度分組教授。 

5.請自備球拍或請曾教練代購(0939-129-259)。 
6.報名時可登記代購球拍（每支 300 元）。 
7.本課程不提供冷氣。 

12 桌球研習營 B班 
7/4～7/15(週一至週五) 
上午 10:30～12:00 

1,200 20 

13 桌球研習營 C班 
7/18～7/29(週一至週五)
上午 8:45～10:15 

1,200 20 

14 桌球研習營 D班 
7/18～7/29(週一至週五)
上午 10:30～12:00 

1,200 20 

15 創意積木機器人營 
7/11（一）～7/15（五) 
下午 14：00～16：00 

1,200 25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5 樓 

研習教室 

透過積木的組裝，打造自己獨一無二積木機器人，動手 
做創造最強的微型蟲型機器人、吉普車積木機器人，玩 
中學、做中學、錯中學，五天帶回兩組會動的機器人。 
課程內容：（報名費內含機器人教材費 600 元） 
*認識機器人*DIY 轉動摩天輪 
*DIY 清掃機器人*DIY 交通機器人 
*越野吉普車競賽與成果分享 

16 
mbot 碰碰車機器人營
初階班 
 

7/11（一）～7/12（二) 

9:00～16:30 

（全天含中餐） 

4,000  
(含機
器人作
品) 
 

20 
國小四年級至國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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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手做的過程中學到程式、機器人以及 
Arduino 等相關知識，強化 STEAM（科學、科技、工程、 
藝術、數學）教學的成效。 
mbot 機器人營初階班 課程內容： 
＊電子零件介紹與操作 
＊碰碰車組裝＊動畫程式設計＊機器人競賽 
※滿 20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7 
mbot 碰碰車機器人營
中階班 
 

8/15（一）～8/16（二) 

9:00～16:30 

（全天含中餐） 

4,000
或 

2,100 
(不含
機器人
作品) 

 

20 
國小四年級至國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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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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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營中階班 課程內容： 
＊Arduino 介紹＊機械結構組裝＊電子元件原理  
＊程式語言 Code 撰寫/圖控程式＊機械手臂組裝 
＊互動式動畫創作 
※滿 20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曾參加本館 mbot 機器人營的舊生可享 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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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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超級小記者營 A班 
7/11(一)～7/13(三) 
9:00～16:30 
（全天含中餐） 

1,800 30 

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 

7 樓 
研習教室 

及 
6 樓 

電腦教室
（第3天） 

1.聘請專業文字及攝影記者親自授課，培養學童表達、
書寫、閱聽及思考的能力，安排豐富的團體合作遊戲
與小組團隊實作活動，讓學童於實際體驗中習得新聞
工作的內涵，培養團隊精神、溝通能力及對事物探究
的好奇心。 

2.三天營隊包含午餐及下午點心，另贈送文具組及結業
紀錄影片集 

3.課程內容：（需自備數位相機） 
*認識報紙 *認識新聞 *認識採訪*學習採訪技巧 *認
識攝影*基礎攝影技巧 *新聞寫作 *新聞採訪寫作 *採
訪實戰練習 *編報競賽 
※滿 2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9 超級小記者營 B班 
7/25(一)～7/27(三) 
9:00～16:30 
（全天含中餐） 

1,800 30 

20 神奇趣味魔術營 A班 
7/13(三)～7/15(五) 
上午 9:00～12:00 

800 30 

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 

7 樓    
研習教室 

魔術營課程內容：（報名費含魔術道具 300 元） 
*撲克牌魔術1*撲克牌魔術2 *三牌奇術*魔鏡*靈動鑰匙 
*上升魔術棒*超能骰*硬幣感應盒*JKQ 奇幻牌*八仙過 
海*硬幣魔術*昆蟲預言*驚嚇包*馬戲團*鈔票縮小 
【小魔術師成果發表會】（上課請自備紙、筆） 
※滿 15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21 神奇趣味魔術營 B班 
7/27(三)～7/29(五) 
下午 14:00～17:00 

800 30 

22 神奇趣味魔術營 C班 
7/27(三)～7/29(五) 
上午 9:00～12:00 

800 30 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 

魔術營課程內容：（報名費含魔術道具 300 元） 
*撲克牌魔術 1*撲克牌魔術 2*三牌奇術第二代*魔術師 
的選擇*21 世紀牌*上升魔術棒*變金寶盒*心情骰*兔子 
*千里眼*鈔票變大*幽靈老 K *消失的牌*小丑畫本*神奇 
杯墊 【小魔術師成果發表會】（上課請自備紙、筆） 
※滿 15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23 多元智能創思營 
7/13(三)～7/15(五) 
下午 14:00～16:30 

1,000 30 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 
7 樓    

研習教室 

結合 12 年國教的適性揚才、多元創思，均衡學習及發 
展之理念，提供孩子多元學習的機會，讓孩子樂於學 
習，發揮創造力。  
課程內容：（報名費含益智玩具等教材費 300 元） 
1.全腦總動員 : 活化右腦、訓練左腦邏輯能力。  
2.繪本不只是繪本 :透過繪本學習創意與表達。 
3.小小藝術家 : DIY 製作藝術小品。 

24 3D 魔法筆營 

7/18（一）～7/19（二) 

9:00～16:30 

（全天含中餐） 

2,000 30 

國小四年級以上，對 3D

列印及美工設計有興趣

者 

 4 樓      
成教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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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筆營 課程內容： 
＊3D 筆基本介紹及原理＊3D 筆熱帶魚創作＊3D 筆立體
魔法小蟲（結合電子零件+競賽） 
※滿 18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25 街舞基礎班 
7/18～7/29 
(週一至週五) 
14：00~15：30 

1,200 25 國小一年級至國中生 5 樓   
舞蹈教室 

以適當的暖身運動(拉筋、肌力訓練、肢體開發小遊戲..
等)開始，再來進到街舞基礎練習從簡到難，讓孩子運動
流汗之外更可培養孩子身體律動及協調性，課程後會有
小小成果發表讓孩子感受上台表演的魅力。 
(請自備乾淨的室內運動鞋) 

26 MV 舞蹈基礎班 
7/18～7/29 
(週一至週五) 
15：40~17：10 

1,200 25 國小一年級至國中生 5 樓   
舞蹈教室 

以時下最流行的 MV 舞蹈為教學內容，讓孩子聽流行的
歌、跳明星的舞，從中去認識自己身體的各種可能及培
養孩子的表演能力，在課程後會有小小成果發表讓孩子
感受上台表演的魅力。(請自備乾淨的室內運動鞋) 

27 歡樂桌遊營 
7/18(一)～7/20(三)   
下午 14:00～16:00 

700 30 國小三年級至國中生 
5 樓   

研習教室 

課程不只著重桌遊的趣味性，更透過桌遊演繹延伸出更
多元的創思智能。（策略思考力/溝通表達力/領導協調
力/觀察力/聯想力/想像力/肢體反應力/性格） 
歡樂桌遊營 桌遊主題： 
＊策略思考卡坦島＊妙語說書人＊矮人礦坑＊通緝令 
※滿 1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28 說故事口才訓練營 
7/18(一)～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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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故事研習營課程內容： 
*故事說演技巧*聲音表情變化*肢體潛能開發*台風儀態 
指導*如何說好故事*大聲朗讀故事*數來寶繞口令*故事 
活動設計*分組討論設計*故事劇場排練*說故事嘉年華  
*分組演練彩排*眼神手勢微笑*說故事比賽*故事發表會 

29 手工書創作營 
7/25(一)～7/29(五) 
下午 14:00～16:00 

1,100 30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5 樓    

研習教室 

引導小朋友透過繪畫、書寫、剪貼等方式，創作出 2本 
獨一無二的特色手工書，完成後並讓學員們上台分享彼 
此的作品。（請自備著色用具，如色鉛筆、蠟筆與彩色筆） 
課程內容：*心心小書創作 *方方小書創作 

30 3D 創意設計列印營 
7/25（一）～7/26（二) 
上午 9:00～16:30 
（全天含中餐） 

2,400 20 
國小五年級以上，對 3D
列印及繪圖設計有興趣
者 

6 樓     
電腦教室 

培養創客精神、基礎設計能力與想像力，透過學習繪圖 
設計、建模，將設計好的作品以 3D列印方式製作出個人 
化的成品。 
3D 創意設計列印營 課程內容： 
*3D 列印介紹簡報*Tinkercad 英文名片*小公仔盆栽設 
計*成品塗裝*戶外找小植物種植 
※滿 16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31 羽球研習營 A班 
7/4(一)～7/8(五) 
上午 9:00～11:00 1,500 80 

國小一年級至國中生 

亞柏會舘
二樓羽球
場 (社教
館隔壁) 

1. 聘請亞柏會舘羽球專業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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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參加本羽球營之學員皆可獲贈紀念品乙份。 
5.同 1 人報名 2班者，可折扣 200 元。 
※滿 2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32 羽球研習營 B班 
8/15(一)～8/19(五) 
上午 9:00～11:00 1,500 80 

一、報名日期及時間：自 105 年 6 月 2日起至 105 年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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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日、3日，晚上 18:00～21:00；假日受理日期及時間：6月 5日(星期日) 上午：08:30～11:30；下午 14:00～17:00 

三、報名地點：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2 樓研究推廣組(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5 號) 夜間報名地點：1樓期刊室 

四、報名方式：現場報名繳費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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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洽詢電話：07-8034473 轉 209、206、207 

七、上課日期及時間：依照各班開課日期及時間。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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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活動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