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2392-1133轉 1601 美育‧1701 才藝‧1904 音樂‧1909 體育 (國訂假日及週一休 )  

週二至六 10:00 ～ 17:00  週日 8:30 ～ 15:00

2016
美術‧音樂‧舞蹈‧武術‧珠心算‧棋類‧魔術‧理財‧樂高機器人‧建築模型‧桌球‧

扯鈴‧桌遊‧Happy Go 才藝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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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 :http://enroll.mdnkids.com/

        ＊網路報名一律原價計

網路報名作業流程如下，請參考。如

果有其他問題，歡迎您參考網頁右上

角的 Q&A 或來電詢問。

選    課:選取網頁左邊「課程種類」

中的種類後，依次選取科別、課程，

最後選班級。勾選班級名稱前的□，

點擊「放到選課清單」，完成選課。

登入會員 : 小朋友已經是網站會員，

請登入；不是會員，請點擊「加入會

員」。申請成為會員後，登入，系統

會比對資料庫中是否已有基本資料。

如果有，請點擊「選取」，如果沒有，

請點擊「新增學員資料」，完成學員

資料後，繼續結帳作業。

結   帳 : 點擊「下一步：檢閱合約

內容」，若同意合約內容，點擊「我

同意合約內容，並報名方才所選的班

級」。點擊「下載繳費單」，列印繳

費單後，依繳款單的繳款方式，在截

止日前完成繳款，及完成報名手續。

16 版 體能桌球

2‧3版 藝術美術

4‧5版 藝術美學‧體能武術

14‧15 版 珠心算 ‧ 圍棋‧象棋‧其他才藝‧魔術‧音樂

6‧7 版 寒暑營隊

8‧9版 課程時間表

10‧11 版 藝術舞蹈 ‧扯鈴‧書法

12‧13 版 模型‧桌遊‧樂高

※如遇颱風等不可控之因素，停課與否依台北市政府發布之訊息為準，課程順延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課程活動皆為團體班，學生請假或缺席恕不補課。

退費辦法依台北市教育局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及自治法規辦理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附設台北市私立綜合短期補習班  

立案証書編號：北市補習班證字 6001 號 北市補習班證字 2890 號

早鳥優惠參閱第 9版課程時間表

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二號
電話：（02）2392-1133 轉 1601、1701、1904、1909
http://enroll.mdnkids.com

國內郵資已付
北區局營收股
許可證台北字
第 4 4 6 8 號

印  刷  品



藝術美術2啟發式教學多媒材教學，提昇美的素養。

幼幼美術

對象：3足歲～ 5歲

日期：7/5-8/9（週二、五）

時間：幼幼 A 9：30-10：30、幼幼 B 11：00-12：00

費用：5280 元（含材料※自備圍兜）11 堂

●葡萄園●一顆蘋果樹●一道彩虹●下雨天●跟著線條走

●一台大公車●蜘蛛的新家●我們都是一家人●火山爆發

●小小螢火蟲●熱氣球

幼兒故事繪畫

對象：3足歲～ 5歲

日期：8/22-8/26

時間：11：00-12：00（週一至五）

費用：2400 元（含材料※自備圍兜）5堂

●永遠吃不飽的貓●好慢好慢的蝸牛

●愛生氣的機器人●巫婆的掃帚

●彩虹魚和大鯨魚

兒童美術

以平面繪畫為主、穿插著立體、空間、複

合媒材等創作課程，讓孩子接觸到不同的

創作形式。

對象：升大班～二年級

日期：7/4-8/8（週一、四）

      7/5-8/9（週二、五）

時間：竹 10：30-12：00、梅 13：20-14：50

      菊 15：20-16：50（週一、四）

      溫 8：30-10：00、良 10：30-12：00（週二、五）

費用：4950 元（含材料※自備圍兜）11 堂

●爆炸頭 / 平面●飛向天空 / 創意彩繪●好吃的竹筍 / 彩繪

●彩虹魚 /刮畫●彩色怪獸 /拼貼

●青花瓷（一）（二）/立體●抽象水墨 /平面

●鯨魚島 /平面●堆沙堡真有趣 /複合媒材

●狐狸大仙 /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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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大班～二年級

日期：8/15-8/19（週一至五）

時間：故事 10：30-12：00

費用：2250 元（含材料※自備圍兜）5堂

●我不要吃青菜 /彩繪●大家來逛動物園 /線畫

●小紙船看海 /創意彩繪●獅子的新家 /拼貼

●愛花的牛 /立體造型

藝術嬉遊

多媒材教學，讓兒童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創作。

對象：升大班～二年級

日期：8/22-8/26（週一至五）

時間：嬉遊 10：30-12：00

費用：2250 元（含材料※自備圍兜）5堂

●盆栽寫生 /觀察練習●大大小小 /拼貼

●圖案設計 /版畫●貓頭鷹 /平面繪畫

●彩色世界裡的蜘蛛網 /彩繪

美術實驗

課程融入生活及時代性，讓孩子認識

並接觸多元媒材，培養美術概念增加

創作深度，開闊創作領域。

對象：升三～六年級

日期：7/4-8/8（週一、四）

時間：實驗 A 8：30-10：00

      實驗 B 10：30-12：00

費用：4950 元（含材料）11 堂

●美麗的藍鵲●天才小釣手

●超級音樂家●圓桌武士

●猴子泡溫泉（一）（二）

●點描畫卡通

●大老虎（一）（二）

●金魚游游

●莫迪里亞尼的畫像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藝術美術3 啟發式教學多媒材教學，提昇美的素養。

繪畫比賽技巧研習營

加強繪畫徵選與比賽主題之課程。

對象：升三～六年級

日期：第一梯 8/15-8/19（週一至五）

      第二梯 8/22-8/26（週一至五）

時間：10：00-12：00

費用：每梯 3200 元（含材料※自備工作服）5堂

第一梯 ●玩陶趣 /水墨●美麗的藍鵲 /彩畫創作

       ●拉麵大餐 /創意彩畫

第二梯 ●小廚師 /創意彩畫●攀岩高手 /水墨

       ●考古大冒險 /彩畫創作

少年美術 -素描班

專業師資，研習立體明暗及表現技法。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

日期：7/4-8/8（週一、四）、7/5-8/9（週二、五）

時間：素描 A 10：30-12：00（週一、四）

      素描 B 10：30-12：00 （週二、五）

費用：4950 元（含材料）11 堂

彩色素描營

特聘專業師資，運用色鉛筆、粉彩、壓克

力彩繪等媒材，研習立體明暗及表現技法。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

日期：粉彩 7/11-7/15 （週一至五）

     壓克力彩繪 7/18-7/22（週一至五）

時間：13：30-15：00

費用：每梯3000元（含材料※自備工作服）

粉彩 ●花開爛漫（一）（二）

●心情寫照（人像）

●湖邊美景（一）（二）

壓克力彩繪 ●蠟梅●秘密森林（一）（二）

●我的小房間（一）（二） 

創意漫畫

由名師阿彬叔叔指導，學習四格漫畫創作、劇情構思。

對象：升三年級～國中

日期：7/5-8/9（週二、五）

時間：漫畫甲 8：30-10：00

      漫畫乙 10：30-12：00 

費用：4950 元（含材料） 11 堂

●乘著漫畫去飛翔●如何烹煮漫畫

●去掉白紙恐懼症

●黑白漫畫的美●四格這樣畫●漫畫特效

●短篇漫畫〈一〉〈二〉

●動物漫畫篇●人物漫畫篇●漫畫卡片

美少女漫畫

研習美少女漫畫人物的繪畫技法，了解人物構成比例、服飾

技法的表現方式。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

日期：7/4-8/8（週一、四）

時間：美少女 A 8：30-10：00

      美少女 B 10：30-12：00

費用：4950 元（含材料）11 堂

●可愛的正面臉孔怎麼畫呢？●畫側面的臉孔也不難喔！

●手形的練習很簡單呦～～

●六頭身比例美少女最可愛！

●頭身比例、姿勢和服裝搭配（一）（二）（三）

●哇呵～～ Q版娃娃真可愛！

●設計可愛草圖＋線條稿描繪

●柔美上色＋立體卡片製作

●可愛的美少女資料夾繪圖製作

漫畫特訓營

由阿彬叔叔指導，教授漫畫特殊技巧，提升學生漫畫功力。

對象：升四年級～國高中

日期：8/15-8/19（週一至五）

時間：9：00-12：00

費用：5000 元（含材料）5堂

●由愛出發從線條開始創作漫畫

●別錯過……單幅漫畫

●別怕別逃避…四格漫畫

●愛漫畫就別錯過 -短篇漫畫

●漫畫家的舞台長篇漫畫

美少女彩繪

美少女漫畫結合生活美學。

對象：升四年級～國高中

日期：8/15-8/19（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5000 元（含材料）5堂

●美少女畫法練習＋草圖設計● Q版美少女書籤、吊飾

●美少女彩繪＋畫框設計●可愛美少女布袋繪製設計

●可愛美少女布袋＋手工完成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藝術美學4從生活出發，結合主題教學，豐富美學涵養。

完美主廚

暑假是不是每天都在家 ! 不如一起來

做料理吧！讓孩子自已動手發揮巧

思，製作創意點心，享受不一樣的暑

假～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8/22-8/26（週一至五）

時間：主廚 A 9：00-12：00

      主廚 B 13：30-16：30

費用：4900 元（含材料及保險）

●佛卡夏義式香料麵包、手工牛肉丸義大利麵

●古巴三明治、南方油炸糖霜甜餅、芒果百香思慕昔

●青醬蛤蜊筆管麵、義式鄉村蔬菜

●藍帶豬排三明治、海鮮巧達濃湯

●牛肝菌雞肉燉飯、楓糖培根鬆餅、寒天柳橙氣泡凍飲

魔法點心屋

讓孩子自已動手發揮巧思，製作創意點心，讓你在暑假成為

點心小達人。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8/15-8/19（週一至五）

時間：點心 A 9：00-12：00、點心 B 13：30-16：30

費用：4900 元（含材料及保險）

●奶油蘋果磅蛋糕 +創意盆栽奶酪

●法式巧克力熔岩蛋糕 +蛋黃哥造型巧克力

●英式蔓越莓司康 +夏日百香果雪梅娘

●德式乳酪布丁塔 +歐貝拉養生米果

●一口口鳳梨酥 +古典梅香綠豆糕

襪子娃娃

由專業美術手作創作貓小 P老師設計課程教學，

從學習縫製娃娃來增進耐心、細心，訓練手眼協調，

並訓練造型配色的美感經驗。

對象：升四年級以上

日期：第一梯 7/18-7/22（週一至五）

      第二梯 7/25-7/29（週一至五）

時間：第一梯襪子 A 13：30-16：30

      第二梯襪子 B 13：30-16：30

費用：4500 元（含材料）

第一梯  ●小兔子、小豬、招財貓

第二梯 ●小貓、小狗、趴趴兔

遊戲捏塑

透過遊戲引導，捏、拍、打、塑造增進手部肌肉手眼協調。

※自備圍兜

對象：幼稚園學生

日期：捏塑 A 7/5-8/9（週二、五）

      捏塑 B 8/15-8/19（週一至五）

時間：13：30-14：30

費用：捏塑 A 4950 元（含材料）11 堂

      捏塑 B 2250 元（含材料）5堂

捏塑 A  
●超級大恐龍●小金魚游游（燒陶）

●袋鼠媽咪●神奇的壁畫●嚕拉拉愛洗澡

●綿綿羊●可愛的北極熊

● Angry brid 大進擊●陶土森林

●艾莎的冰雪城堡（一）（二）

捏塑 B 
●兔寶寶糖果盒（燒陶）

●深海大章魚●陶土大巨人

●熊貓愛吃竹子●超級遊樂園

立體雕塑

學習雕塑大師羅丹徒手功夫，體驗多媒材立體堆疊塑造，多

媒材藝術創作。※自備圍兜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5-8/9（週二、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4950 元（含材料）11 堂

●好餓的鱷魚

●小貓咪喵喵喵

●超級蜘蛛網

●海底大探險

●侏儸紀大恐龍

●考古學家大冒險

●好酷的咖啡店（一）（二）

●噴射火箭升空

●我的新髮型

●丁格利的雕塑世界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插畫水彩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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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三～國中

日期：第一梯 7/4-7/8（週一至五）

      第二梯 8/1-8/5（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00

費用：4800 元（含材料）5堂

第一梯 

●嚕嚕米的家●彩色的王國

●安徒生的童話王國

●小木偶的夏日市集（上）（下）

第二梯 ●我喜歡的小冰店

●法國的咖啡店●萬聖節的到來

●莓果蛋糕●聖誕季節

餐桌禮儀

學習大方得體的西餐禮儀，小紳

士、小淑女。臺北凱撒飯店（捷運

臺北站6號出口）二樓Checkers，

請家長自行接送。

對象：升二～六年級

日期：7/27（週三）

時間：14：30-16：30

費用：950 元（含餐費）

藝術美學5 從生活出發，結合主題教學，豐富美學涵養。

金屬線玩藝

以徒手方式或使用簡易的工具，發揮個人的創意，做出屬於

自己風格的實用小物或飾品。

對象：升四年級以上

日期：8/22-8/26（週一至五）

時間：13：30-15：30

費用：3200 元（含材料）

●相框

●髮夾

●英文姓名項鍊

●置物架（一）（二）

防身妙招，鍛鍊體能。體能武術

武術班

培養敏捷身手鍛鍊強健身體、應變防身妙招、
培養專注力、耐力。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5-8/9（週二、五）

時間：武術 A 8：30-10：00

      武術 B 10：30-12：00

費用：3850 元（著運動服）

地點：6樓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第二梯─第 4週  8/22 ～ 8/26

第二梯─第 3週  8/15 ～ 8/19

第二梯─第 2週  8/8 ～ 8/12

第二梯─第 1週   8/1 ～ 8/5
寒暑營隊 6

讓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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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今年特別增加「兒童肌力」課程─根據《Pediatrics》期刊發表，肌力訓練能安全、確實地增加兒童
  的力氣且減少兒童在其他運動進行時的風險，這項訓練在成長的每一個過程中都有助益。

才藝營



7 ★早鳥優惠：即日起至 05/31 報名整梯 20 天營隊，學費優惠 200 元。H
A

P
P

Y G
O

對象：國小學生（為安排報保險事宜，報名時

需詳填身分證字號與出生年月日等資料）。

日期：07/04 ～ 07/29（第一梯）、08/01 ～

08/26（第二梯），週一到週五。

時間：8：30-17：00（最晚請於 18：00 接回

孩子）。

費用：每梯 20天共 26000 元，含教材、午餐、

點心、平安險。

報名：「現場報名」請親至 10樓服務台、「網

路報名」請上國語日報社網站“課程報名→寒

暑營隊→ HAPPY GO 才藝營”。

特色：每天課程包含保護眼睛最佳運動的「桌

球」，為孩子健康把關，群體學習更提昇學習

效果。

  全梯課程多元設計，包含音樂律動、文學、

桌遊、素描、剪紙藝術、戲劇、軟陶DIY、烘焙、

音樂、口語、水墨、人際互動、陶土捏塑、水

彩……，讓孩子接觸多元才藝。協助兒童充分

利用暑假，發掘個人適性潛質。

其他：

1. 請自備桌球拍、水壺、文具用品。球拍可

由本報 11 樓桌球教室代購。

2. 本營隊課程年年更新、內容豐富，所有老

師均為專業才藝老師。

3. 營隊保有調整課程內容、師資、時段之權

利，每梯次分低年級班與高年級班，依照報名

總人數之年齡分班。

4.「團體課程」如遇天災停課、學生請假或缺

席，恕不退還當天學費或補課及順延。

5. 停班退費規定依照臺北市教育局短期補習

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法規辦理。

電洽：(02)2392-1133 轉 1904-5。地點：臺

北市中正區福州街二號 10 樓。（週二～週日

09:30 ～ 17:00，週一及國定假日公休）

寒暑營隊
第一梯─第 1週  7/4 ～ 7/8

第一梯─第 2週  7/11 ～ 7/15

第一梯─第 3週  7/18 ～ 7/22

第一梯─第 4週  7/25 ～ 7/29

HAPP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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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392-1133轉 1601 美育‧1701 才藝‧1904 音樂‧1909 體育 (國訂假日及週一休 )  週二至六 10:00 ～ 17:00  週日 8:30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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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課程時間表 ( 樂高模型系列、魔法點心屋、完美主廚、餐桌禮儀課程除外 )



小小街舞

流行 MV 舞蹈，超炫時髦又有趣，跳出健康與自信。

對象：升大班～小二

日期：7/4-8/8（週一、四）、7/5-8/9（週二、五）

時間：小街舞 A 13：30-14：30（週一、四）

      小街舞 B 11：00-12：00（週二、五）

費用：4400 元（自備運動鞋進教室穿）

流行街舞

流行 MV 舞蹈，培養節奏感及表現力，跳出自信與健康。

對象：升小三～國中

日期：7/4-8/8（週一、四）、 7/5-8/9（週二、五）

時間：街舞 A 10：30-12：00（週一、四）

      街舞 B 13：20-14：50（週二、五）

費用：4400 元（自備運動鞋進教室穿）

有氧 Zumba

結合拉丁舞元素、強化腰臀線條，像小 S一樣自信窈窕。

對象：升小三～國中

日期：7/5-8/9（週二、五）

時間：11：00-12：00

費用：4400 元（自備運動鞋進教室穿）

藝術舞蹈10培養優雅氣質與體態。

幼兒舞蹈

遊戲、跑、跳、形象開發肢體潛能。

對象：四足歲～六歲

日期：7/4-8/8（週一、四）

時間：9：20-10：20

費用：3850 元（自備舞衣舞鞋）

基礎芭蕾

藉由芭蕾基本動作的練習展現優雅儀態。

對象：升一～三年級

日期：7/4-8/8（週一、四）

時間：10：30-12：00

費用：4400 元（自備舞衣舞鞋）

藝術扯鈴

扯鈴夏令營

扯鈴結合了拋、甩、纏、繞、跳、迴轉等技巧，

不需花費太大力量，是一種適合各年齡的運

動。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第一梯 7/11-7/15（週一至五）

      第二梯 8/15-8/19（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4500 元

      ※自備培鈴扯鈴或至櫃檯登記購買。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藝術書法11 增加專注力、定心、耐心，優化課業學習效果。

硬筆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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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一～四年級

日期：7/4-8/8（週一、四）、 7/5-8/9（週二、五）

時間：硬筆 A 8：30-10：00（週一、四）

      硬筆 B 15：20-16：50（週二、五）

費用：4400 元（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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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二～六年級

日期：7/4-8/8（週一、四）、 7/5-8/9（週二、五）

時間：忠 10：30-12：00、孝 13：20-14：50

      仁 15：20-16：50 （週一、四） 

 日 8：30-10：00、月 10：30-12：00

      星 13：20-14：50 （週二、五）

費用：4400 元（自備大楷毛筆）

你出點小力，

　可以改變偏鄉孩子命運。

贊助方式

郵政劃撥：帳號19763992

戶　　名：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捐款網址：http://donate.mdnkids.com/

贊助金額

以300元為一個單位，沒有上限。本社將開

立捐款收據。若有任何問題，請撥洽詢電話

（02）2394-5995 轉分機 2023 王小姐。

　

 

閱讀翻轉偏鄉孩子人生

衛生福利部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1040101423號

「我將醃好的紅肉李放在冰箱，等待它入味。時

間越久，酸甜的滋味就會更加濃郁。每當吃起酸酸

甜甜的紅肉李，就讓我想起過世的爸爸……」

寫作療傷　走出喪父之痛

　就讀國小五年級的伊婷，在導師的帶領下，

自小一開始讀報，培養閱讀、寫作、口語表達

能力。去年參加「文學小綠芽之星」投稿，她

把對父親的思念寫入文章中，真摯的文字感動

了評審，獲得國小中年級組第一名。

國語日報社自民國

　年發起「送報山

巔」公益活動至今

，十多年來從未間

斷，造福了二十多

萬名偏鄉學生。

逆境向上　獲總統教育獎

　伊婷的媽媽來自泰國，平日靠打零工、採茶

，撫養伊婷和兩個智能不足的兒子。假日時，

伊婷會幫忙採茶、養雞，學業表現不因遭遇挫

折而退縮。

　伊婷跟媽媽約定，要成為

家中第一個讀大學的孩子。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建築模型營

專業模型老師指導，發揮獨特創意，成為小小建築師。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生

日期：第一梯 7/4-7/8（週一至五）

      第二梯 8/1-8/5（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4800 元（含材料）5堂

第一梯 主題／地下大冒險

●媒材的認識與工具使用學習●岩石地形造型製作

●城鎮房屋設計製作●礦坑坑道的製作

●細節的整合完成

第二梯 主題／海底城鎮

●媒材的認識與工具使用學習

●礁石地形製作●海底城鎮設計製作

●海底潛艇製作技巧●細節的整合完成

迷你空間藝術

室內設計結構規畫與布置。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生

日期：7/6-8/3（週三）

時間：9：00-12：00

費用：4800 元（含材料 5堂）

●色彩調配及外觀裝飾

●內部微空間設計

●內部微空間製作●公共空間規劃

●公共空間串聯及製作

平面轉立體概念的轉換與空間規畫、景觀設計、模型製作。 智能模型12

智能桌遊

桌遊

遊戲最棒的地方就是體驗，透過各式各樣的遊戲體驗，讓孩

子們可以嘗試不同的社會角色扮演與不同思維的衝擊，培養

孩子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老師會針對學生學習狀況做調

整）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生

日期：7/4-8/8（週一、四）

時間：桌遊 A 10：30-12：00、桌遊 B 13：20-14：50

費用：4400 元 11 堂

●跳跳猴、LOOT、

  塗鴉任務、估估畫畫、

  洪水警報、矮人礦坑、

  知識線、拉密、

  聖誕奪寶戰

木工創作營

木工的體驗，從孩子親自挑選木材的開始，就是一個很美的

經驗學習，為孩子準備的各式木頭都有屬於它的故事，讓我

們靜下心來感受吧 !

從板材的裁切和挖孔，鎖螺絲、打磨到塗上喜歡的色彩，讓

孩子親自動手製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多功能機器人造

型的書架吧 !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生

日期：7/25-7/29（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5000 元（含材料）

主題／機器人書架     
●基本木料造型的組合

●機器人的外觀造型製作

●英文字母造型製作組合

●木頭的打磨與上蠟練習

●木頭與螺絲的組合運用

桌遊營隊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生

日期：桌遊 C 8/15-8/19（週一至五）

      桌遊 D 8/22-8/26（週一至五）

時間：13：30-15：00

費用：2000 元 5 堂

●伐木工、卡卡頌、數字快打、傳情畫意、種豆、水瓶座、    

  璀璨寶石、醜娃娃

多元思考即時反應。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樂高生活——與機器人大賽環遊世界

組合電動樂高積木，挑戰動力模型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象：升二～四年級

日期：7/4-8/8（週一、四）、7/5-8/9（週二、五）

      7/6-8/10（週三） 

時間：生活 B1 13：20-14：50（週一、四）

      生活 B2 10：30-12：00（週二、五）

      生活 B3 10：30-12：00（週三）

費用：4950 元（11 堂）、2700 元（6堂）

● 2004 新加坡－體育活動機器人

● 2005 泰國－動感機器人● 2006 中國－人型機器人

● 2007 台灣－保全救援機器人● 2008 日本－搶救地球環境

● 2009 韓國－萬能藝術機器人

● 2010 菲律賓－觀光推廣機器人

● 2011 阿拉伯－改善生活機器人

● 2012 馬來西亞－機器人－聯繫人類的橋樑

● 2013 印尼－保護世界遺產機器人

● 2014 俄羅斯－太空機器人

NXT 結構

高效能動力馬達，流線型機器人結構操作。

以銜接 NXT 電腦連結課程。

對象：升三～六年級

日期：7/4-8/8（週一、四）

      7/6-8/10（週三）

時間：結構 A 15：20-16：50（週一、四）

      結構 C 13：20-14：50（週三）

費用：5500 元（11 堂）、3000 元（6堂）

●聲控車●揮球機●不落車●相撲機器人

●不撞牆車●樂高吊車●捕鼠器●繞黑線車

●伸縮拳頭●打地鼠車●遙控車

NXT 電腦連結

採用 EV3 新型電腦主機，高科技電腦積木

與程式連結，設計動作程式及機器人大賽。

對象：升小四以上

日期：8/22-8/26（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750 元

●鑽洞車●隧道車●變速鑽頭●飛刀車●脫水機

幼兒樂高

透過動手組裝樂高，眼到、手到、心到，培養手眼協調概念。

對象：3～ 5歲

日期：樂高 A 7/4-8/8（週一、四）

      樂高 B 8/15-8/19（週一至五）

時間：11：00-12：00

費用：4950 元（11 堂）、2250 元（5堂）

樂高 A●毛毛蟲●找影子●桌上型電話●火車●會轉彎的車

      ●捲紙機●拖吊工具●風車●橋●打蛋器●彩色轉盤

樂高 B●壓麵機●釣魚竿●戰鬥陀螺●吊車●電梯

樂高遊戲——樂高創客王

電動樂高積木，組合齒輪、滑輪等，培養手

眼協調概念。

對象：升大班～一年級

日期：7/4-8/8（週一、四）

      7/5-8/9（週二、五）

時間：遊戲 A1 10：30-12：00（週一、四）

      遊戲 A2 13：20-14：50（週二、五）

費用：4950 元

●打地鼠●手推車●電動窗●旋轉舞台

●攪拌器●旋轉畫杯

●壓麵機●瓦力●地震椅●機器狗

●斜齒輪戰鬥車

智能模型樂高13 手眼協調腦力開發，訓練邏輯思考。（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手眼協調腦力開發，訓練邏輯思考。 才藝珠心算14
珠心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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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大班至小三（低年級）

日期及時段：

7/4-8/8（週一、四）10：30-12：00,42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7/4-8/8（週一、四）13：20-16：20,8400 元 /11 次 33 小時

7/5-8/9（週二、五）10：30-12：00,42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7/5-8/9（週二、五）13：20-14：50,42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7/6-8/24（週三）  09：00-12：00,6100 元 /8 次 24 小時

對象：國小四年級至小六（高年級）

日期：

7/4-8/8（週一、四）9：00-12：00,8400 元 /11 次 33 小時

7/6-8/24（週三）9：00-12：00,6100 元 /8 次 24 小時

珠心算密集入門班

8/15-8/26（週一至週五）

9：00-12：00 高年級 7600 元 /10 次 30 小時

10：30-12：00 低年級 3800 元 /10 次 15 小時

13：20-14：50 低年級 3800 元 /10 次 15 小時

珠心算密集進階班

8/15-8/26（週一至週五）

10：30-12：00 低年級 3800 元 /10 次 15 小時

才藝棋類圍棋‧象棋14
圍棋班入門班

提供孩子多元思考空間，七段專業師資指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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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以上初學者

日期：

7/4-8/8（週一、四）10：30-12：00,44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7/5-8/9（週二、五）13：20-14：50,44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另有 8月密集入門班

第一梯 8/15-8/19 上午 9：00-12：00（5 次 15 小時）

第二梯 8/22-8/26 下午 13：20-16：20（5 次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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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以上

日期：

7/4-8/8（週一、四）

13：20-14：50,44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7/5-8/9（週二、五）

10：30-12：00,44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另有 8月密集入門班

第一梯 8/15-8/19（5 次 15 小時）

9：00-12：00，13：20-16：20

第二梯 8/22-8/26（5 次 15 小時）

9：00-12：00，13：20-16：20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才藝其他才藝魔術15
兒童 IPO 金錢教育營

將理財教育和品格教育雙向融合的兒童理財教育，正確的理財

觀及價值觀，決定孩子未來的創富能力。

對象： 小一以上

日期：（第一梯）7/4-7/8、（第二梯）7/11-7/15

      （第三梯）8/15-8/19

時間： 13：20-16：20

費用： 5000 元 5 次

歡樂魔術營

魔術課程是應用科學如力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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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國小一以上

日期：費用： 5500 元 

7/4-8/8（週一、四）10：30-12：00,55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週一、四）13：20-14：50,55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7/5-8/9（週二、五）10：30-12：00,55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週二、五）13：20-14：50,5500 元 /11 次 16.5 小時

另有 8月密集

第一梯 8/8-8/12 下午 13：20-16：20（5 次 15 小時 5000 元）

第二梯 8/15-8/19 上午 9：00-12：00（5 次 15 小時 5000 元）

直笛初級營隊

加深對直笛的掌握，小班集中教學，跟學校不一樣的學習！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4-7/15〈週一到週五〉

時間：9：00-10：30

費用：5000 元〈共 10 堂〉〈自備樂器〉

教室：10 樓學堂 3

木琴初級營隊

帶領你用肢體演奏音樂、用節奏打擊出旋律！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4-7/15〈週一到週五〉

時間：10：45-12：15

費用：5000 元〈共 10 堂〉

教室：10 樓學堂 3

音樂教室暑期營隊

汽球造型營

訓練兒童觀察力、想像力、創造力，將五彩繽紛的汽球做

造型，如熱帶魚、海盜刀、兔子、帽子、花朵、貴賓狗…

等。

對象：小一以上

週三日期：

（1）7/6、7/13（三）

費用：1200 元下午 13：20-16：20（2 次 6 小時）

（2）7/20、7/27（三）

費用：1200 元下午 13：20-16：20（2 次 6 小時）

（3）8/3、8/10（三）

費用：1200 元下午 13：20-16：20（2 次 6 小時）

開啟你的音樂探索之旅！

電子琴初級營隊

讓你認識鍵盤音樂，想學鋼琴者最划算、最迅速的入門課

程！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11-7/22〈週一到週五〉

時間：13：30-15：00

費用：5000 元〈共 10 堂〉〈自備耳機〉

教室：10 樓學堂 6

烏克麗麗初級營隊

從容易上手的歌謠開始，讓你學會如何自彈自唱！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11-7/22〈週一到週五〉

時間：15：30-17：00

費用：5000 元〈共 10 堂〉〈自備樂器〉

教室：10 樓學堂 6

2016 年利用暑假進行短且密集的 10 天課程，引導小朋友對於音

樂的探索，包含管樂、弦樂、打擊樂、鋼琴，多元內容歡迎洽詢

10 樓音樂教室 02-2392-1133 轉 1904-5。

國語日報音樂教室在本社 10 樓，設有個

別琴房與團體音樂教室，更成立多元藝術

空間「心天地」，不定期舉辦學生發表會、

鋼琴檢定，並開放租借服務，提供音樂團

體或學生練琴，歡迎喜愛音樂的孩子們多

加利用（需配合音樂教室租借規範）。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體能桌球16訓練專注力，增強體適能。

桌球班

預防假性近視 比賽級球場 

完善等待空間 訓練專注力 

增強體適能 

國語日報擁有大台北最優質的

桌球教室，挑高 5米 /200 坪，

寬敞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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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對象：國小以上（身高滿 110 公分以上）

※請自備球拍或由 11 樓櫃台代購

桌球訓練營（週一、週四班）

日期：7/4-8/8

時間：8：30-10：00、10：30-12：00

      13：20-14：50、15：20-16：50

學費：3850/11 堂

桌球訓練營（週二、週五班）

日期：7/5-8/9

時間：8：30-10：00、10：30-12：00

      13：20-14：50、15：20-16：50

學費：3850/11 堂

桌球集訓班

日期：第一梯 7/4-7/8、第二梯 7/11-7/15

      第三梯 7/18-7/22、第四梯 7/25-7/29

      第五梯 8/1-8/5、第六梯 8/8-8/12

      第七梯 8/15-8/19、第八梯 8/22-8/27

時間：9：00-12：00、13：30-16：30

     （前六梯只有下午時段，後二梯上，下午時段皆有）

學費：4500/5 堂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