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面列印，續背面】 

（本次採網路&分時段報名，各班報名開始時間，請詳閱課程表！） 

第一階段網路報名：所有課程採網路報名，自 10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起至 107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止 

（為避免家長報名久候，本次改採先網路報名取得名額後，再依期限繳交報名表及費用） 
第二階段現場報名：第一階段網路報名結束後，尚有名額課程，於 107 年 1 月 15 日至 107 年 1 月 19 日止，週一至週五上午：08:30~11:30；

下午 14:00~17:00，受理現場報名，額滿截止。 

107 年寒假研習營 課程表 

 

項
目 

班   別 開課日期時間 費 用 
招收 
人數 招 收 對 象 

上課 
地點 課    程    內   容 

1/10 
上午 

10：00 
起 

1 
親 子 漆 彈 培 訓 營 
學生班 

1/26(五)～1/28(日)      

8:30～17:00 

（3 天不過夜） 

3,000 40 國小六年級以上學生 

社教館 
漆彈場 

1.團體動能、漆彈裝備保養、基本裝備操作及初級裁
判養成、完整漆彈練習、體驗實戰及正式比賽，學
生學員全程使用漆彈 800 發以上。 

2.報名者均贈送杯子、帽子、含午餐。 
3.親子 2人同行可折扣 400 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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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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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服務外地學員，漆彈場另提供露營服務，兩夜酌收

400 元。※滿 18人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2 
親 子 漆 彈 培 訓 營 
家長班 
（親子 2人同行可折扣 400 元） 

1/28(日) 

8:30～17:00 
1,000 40 家長或有興趣者 

3 桌球研習營 A班 
1/29(一)～2/2(五) 

上午 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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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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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備球拍或報名時可登記代購球拍（每支 300 元）。 
6.本課程不提供冷氣。 
※滿 12 人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4 
mBot 碰碰車機器人  
初階班 

1/29(一)～2/1(四) 

上午 9:00～12:00 
2,000 20 

國小四年級至國中三年
級 

6 樓 
電腦教室 

mbot 碰碰車機器人營初階班 課程內容： 
＊電子零件介紹與操作 
＊碰碰車組裝＊動畫設計＊機器人競賽 
上課機器人由老師提供，若有需要可另購一台 2,500 元 
※滿 15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5 英文拼讀桌遊營 
1/29(一)～2/2(五) 

上午 9:00～12:00 
1,700 20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6 樓 
研習教室 

用好玩的桌遊教具引導孩子學習英文的興趣(不分程度 
)，讓孩子“玩中學”，開心培養聽音及拼英文單字的 
能力。（報名學員贈送英文桌遊 1 套） 
＊撿紅點、心臟病、限時配對、字母溜滑梯~字母、KK 
音標的熟悉度＊接龍、大樂透、誰是快手、九宮格~字 
母、KK音標的順序和認知＊十六宮格、滾小球、字母 
爭奪戰、五子棋~聽音認 26 個字母、KK 音標＊搶地 
盤、遊戲海報、CVC 拼音賽跑~數字、顏色的英文單字 
聽讀＊拔毛運動會、遊戲海報、拉斯維加斯(聽音拼 
字)~字母音標、數字、顏色 
※滿 10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6 創意積木機器人 A班 
1/29(一)～2/2(五)

上午 9：00～11：00 
2,000 25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7 樓 
研習教室 

透過積木的組裝，打造自己獨一無二的積木快艇機器 
人，挑戰智慧迷走車機器人，玩中學、做中學、錯中 
學，五天帶回兩組會動的創意機器人。 
課程內容：（報名費已含機器人教材費 1700 元） 
*認識機器人*打造我的創意積木*創意造型快艇 
*線控機器人、迷宮設計*迷走車闖關、紅外線感測 
*競賽與成果分享 
※滿 15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10 
上午 

10：15
起 

7 街舞基礎班 
1/29(一)～2/2(五)

下午 13:50～16:20 
1,200 25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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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請自備乾淨的室內運動鞋)  
※滿 15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8 3D 筆列印營 

1/29(一)～1/30(二)

下午 14:00～17:00 

 

1,300 25 
國小三年級以上，對 3D

造型手作有興趣者 

5 樓      
研習教室 

讓學員了解 3D 列印技術原理，並學習觀察物件解構圖 
型，一步步創作出屬於自己創客小物。 
3D 筆列印營 課程內容： 
＊創客教育精神內涵分享與 3D 列印技術與趨勢概述 
＊3D 筆實作穩定度練習(模板套件練習) 
＊3D 列印創意發想與實作(含構圖與作品成果分享) 
※滿 1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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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寒假研習營 課程表 

 

項
目 

班   別 開課日期時間 費 用 
招收 
人數 招 收 對 象 

上課 
地點 課    程    內   容 

1/10 
上午 

10：15
起 

9 mBlock 程式動畫班 
1/29(一)～2/1(四)  

下午 14:00～17:00 
1,800 20 

國小四年級至國中三年

級 

6 樓 
電腦教室 

mBlock 是以拖曳、組裝積木的方式撰寫程式，使用 
Scratch 範例學習邏輯訓練，再輔以完整遊戲專案實 
作，讓初學者也能融會貫通程式設計的架構。  
＊流程設計、腳本規劃到程式編成、完整訓練邏輯思考

能力，問題解決能力、運算思維。 
※滿 15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0 美術創作營 
1/29(一)～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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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同的 
素材創作，讓孩子們的作品有豐富而多元呈現。 
美術創作 課程內容：(彩繪用具請依課表自備) 
＊奇幻鳥樂園-繪畫設計＊「土」的大作戰-立體創作 
＊紙磁磚-立體造形＊美麗的項鍊-創意設計 
※滿 12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10 
上午 

10：30
起 

11 桌球研習營 B班 
2/5(一)～2/9(五) 

上午 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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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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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備球拍或報名時登記代購球拍（每支 300 元）。 
6. 本課程不提供冷氣。  
※滿 12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2 神奇趣味魔術營 A班 
2/5(一)～2/7(三) 

上午 9:00～12:00 
800 30 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 

6 樓   
研習教室 

魔術營 A班 課程內容：（報名費已含魔術道具 300 元） 
*撲克牌魔術 1*萬劍穿幣*神奇陀螺*昆蟲預言*驚嚇
包*撲克牌魔術 2*牛郎織女*絲巾變雞蛋*金三角*超
能原動力*牌入信封*變色籌碼*米酒三變*不落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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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說故事口才訓練營 
2/5(一)～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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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故事研習營 課程內容： 
*新年吉祥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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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10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4 小廚師體驗營 A班 
2/5(一)～2/9(五) 

上午 9:00～12:00 
1,300 20 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 

社教館 
童軍中心
2樓教室 

體驗動手作料理的樂趣，由餐飲科老師教授美味營養料 
理，菜單有：＊咖哩飯+韓式豆腐湯＊螺絲通心麵湯+三 
色煎蛋＊棺材板+蔥燒豬肉捲＊蝦仁蔬菜天婦羅丼飯+ 
關東煮＊紅燒獅子頭飯+煎燒豆腐+青菜豆腐蛋花湯。 
（報名費已含食材費用 700 元） 
※需自備:環保餐具（碗、筷子、湯匙）、圍裙、口罩。 
※上課期間學員請於上午 8：55 至社教館中庭集合。 
※滿 15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5 羽球研習營 
2/5(一)～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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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20 人以上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10 
上午 

10：45
起 

16 MV 舞蹈基礎班 
2/5(一)～2/9(五) 

下午 13：50~16：20 
1,200 25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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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請自備乾淨的室內運動

鞋) ※滿 15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7 神奇趣味魔術營 B班 
2/5(一)～2/7(三) 

下午 14:00～17:00 
800 30 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 6 樓   

研習教室 

魔術營 B班 課程內容：（報名費已含魔術道具 300 元） 
*撲克牌魔術 1*小丑卡*4K 變 4A*硬幣消失盒*硬幣魔
術*撲克牌魔術 2*絲巾變雞蛋*鈔票縮小*爆炸骰*三牌
奇術第一代*絲巾變色*21 世紀牌*十二生肖*口香糖變
鈔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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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創意積木機器人 B班 
2/5(一)～2/9(五) 

下午 14：00～16：00 
2,000 25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7 樓 
研習教室 

透過積木的組裝，打造自己獨一無二的積木快艇機器 
人，挑戰智慧迷走車機器人，玩中學、做中學、錯中 
學，五天帶回兩組會動的創意機器人。 
課程內容：（報名費已含機器人教材費 1700 元） 
*認識機器人*打造我的創意積木*創意造型快艇 
*線控機器人、迷宮設計*迷走車闖關、紅外線感測 
*競賽與成果分享 
※滿 15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19 小廚師體驗營 B班 
2/5(一)～2/9(五) 

下午 14:00～17:00 
1,300 20 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 

社教館 
童軍中心
2樓教室 

體驗動手作料理的樂趣，由餐飲科老師教授美味營養料 
理，菜單有：＊咖哩飯+韓式豆腐湯＊螺絲通心麵湯+三 
色煎蛋＊棺材板+蔥燒豬肉捲＊蝦仁蔬菜天婦羅丼飯+ 
關東煮＊紅燒獅子頭飯+煎燒豆腐+青菜豆腐蛋花湯。 
（報名費已含食材費用 700 元） 
※需自備:環保餐具（碗、筷子、湯匙）、圍裙、口罩。 
※上課期間學員請於下午 13：55 至社教館中庭集合。 
※滿 15 人才開班，未達者將通知轉班或退費。 

★ ☆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仍以本館最新公告為準 ☆ ★ 

注意事項： 
（一）各班課程均依學童年齡設計規劃，為達最佳學習效果，請依各班規定之【招收對象】選擇適合的班別報名，若發現年齡不符者，將取

消上課資格，並依注意事項（二）辦理退費。 
（二）退費規定：○a 繳費後至報名截止前，退還 90% ○b 報名截止後至實際上課日前（所報班別第一堂課），退還 80% ○c 實際上課日至未逾全

期 2/5 者，退還 50% ○d 逾全期 2/5 者（含），不予退還。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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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全額退費。 
（四）請謹記上課日期、時間及教室，開課前不另行通知。 
（五）為維護上課品質，各項課程禁止旁聽或家屬陪同上課。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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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堂課程費用無息退還或另行補 

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