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   話：(02)2392-1133 轉 1601 美育 ‧1701 才藝 ‧1901 科學 ‧1905 音樂 ‧1909 體育 ( 國定假日及週一休 )  

週二至六 9:30 ～ 17:00  週日 8:30 ～ 16:0016
地   址 : 台北市福州街二號（捷運古亭站 7 號出口 ‧ 中正紀念堂 2 號出口）

6 樓美育教室 ‧7 樓才藝教室 ‧10 樓音樂教室 ‧11 樓球類教室

9 樓科學教室

美術 ‧ 音樂 ‧ 舞蹈 ‧ 武術 ‧ 珠心算 ‧ 棋類 ‧ 魔術 ‧ 理財 ‧ 樂高機器人 ‧ 烘焙 ‧ 料理 ‧ 書法 ‧ 硬筆 ‧

建築模型 ‧ 桌球 ‧ 扯鈴 ‧ 桌遊 ‧Happy Go 才藝營 ‧ 科學 ‧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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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

1. 已達開班人數不另行通知，請依簡章上之時間、地點前來上課，教室於開課日當天公佈，人數不足未開班將於一週前另行通知。

2. 未達開班人數之班級 ( 原則上 8 人以上 ) 或其他因素，本中心保留不開班或併班上課之權利。

3. 逢天災 ( 颱風、豪大雨、地震等 ) 是否停課，依照台北市政府規定宣布「停課」，教室則立即停止上課。如遇天災停課，補課

方式請參考內頁。

4. 若簡章內容有誤，以教室公告為準；若遇特殊情況得更改上課教室，敬請配合見諒。

5. 所有課程活動皆為短期團體課程，學生因個人因素請假或缺席，視同自願放棄課程，恕不補課及退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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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見收據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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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

2 版 美育才藝音樂運動教室課程時間表

4‧5 版 藝術美術

9 版 才藝珠心算 ‧ 才藝棋類圍棋 ‧ 象棋 ‧ 其他才藝理財 ‧ 魔術

6‧7 版 藝術美學 ‧ 藝術舞蹈 ‧ 藝術書法

3 版 體能桌球 ‧ 體能武術 ‧ 音樂教室 ‧ 五天營隊課程

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二號
電話：（02）2392-1133 轉 1601、1701、1901、1905、1909
http://enroll.mdnkids.com

暑假招生簡章

8 版 智能模型樂高 ‧ 智能模型 ‧ 智能桌遊

11‧12‧13 版 科學班 數學班    14‧15‧16 數理王 科學營    

10 版 HAPPY GO 才藝營

網路報名 : http://enroll.mdnkids.com/

網路報名作業流程如下，請參考。

如果有其他問題，歡迎您參考報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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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不另行

通知 , 直接至報社上課即可。

才
藝

2017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歡迎大家一同參與   請詳閱內容

本期調整為 5 天和 10 天密集課程



2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早鳥優惠 106 年 5 月 31 日前 臨櫃繳費可享每科折抵 200 元優惠 ( 週一公休 )

    ( 樂高模型系列、魔法點心屋、完美主廚課程除外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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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期 

快
樂
學
才
藝

美育才藝音樂運動教室 課程時間表

注意事項：

1. 已達開班人數不另行通知，請依簡

章上之時間、地點前來上課，教室於

開課日當天公佈，人數不足未開班將

開課前一週另行通知。

2. 未達開班人數之班級（原則上 8 人

以上）或其他因素，本中心保留不開

班或併班上課之權利。

3. 若簡章內容有誤，以教室公告為準；

若遇特殊情況得更改上課教室，敬請

配合見諒。

4. 所有課程活動皆為短期團體課程，

學生因個人因素請假或缺席，視同自

願放棄課程，恕不補課及退費。

5. 逢天災（颱風、豪大雨、地震等）

是否停課，依照台北市政府規定宣布

「停課」，教室則立即停止上課。

6. 如遇天災停課，課程順延至當週的

週日同時段補課，恕不另行通知。（如

有異動另行通知），請假或缺席者恕

不退還當天學費或補課及順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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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收據背面）

地址：台北市福州街 2 號

6 樓美育教室

7 樓才藝教室

9 樓科學教室

10 樓音樂教室

11 樓球類教室
※ 捷運古亭站 7 號出口、中正紀念堂 2 號出口

電話：02-2392-1133 轉 1601 ～ 5 美育、

1701 才 藝、1901 科 學、1905 音 樂、

1909 桌球（國訂假日及週一休）

週二至六 9：30 ～ 16：30

週日 8：30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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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畫

油畫



每梯次不同主題
扯鈴課需自備培鈴扯鈴或請櫃檯代購  美術類課程含材料請自備工作服

五天營隊課程

桌球團體班

日期：（週一至五）

第一梯 7/3-7/14、第二梯 7/17-7/28

第三梯 7/31-8/11、第四梯 8/14-8/25

時間：A 8：30-10：00、B 10：30-12：00

         C 13：20-14：50、D 15：20-16：50

費用：3500 元（10 堂）（每班 8 人）

音樂教室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10F

體能桌球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11F

桌球班  比賽級球場 完善等待空間  訓練專注力  增強體適能

美國北德州大學運動心理學中心主任在心理學協會年度會議發表研究報告指出：

『學生心肺強健 閱讀、數學成績佳』
3

強健的體魄是學習的後盾  「體適能」鍛鍊讓孩子更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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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琴初級營隊

10 堂課帶你認識鍵盤音樂，想學鋼琴者最划算、最迅速的入門課程。

對象：國小一～六年級

日期：7/3-7/14（週一至五）

時間：11：00-11：50

費用：5000 元 （10 堂）教室：10 樓學堂 6

烏克麗麗初級營隊

10 堂課就能學會自彈自唱，來當個音樂學童吧！

對象：國小一～六年級

日期：7/3-7/14（週一至五）

時間：13：30-14：20

費用：5000 元（10 堂）教室：10 樓學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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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一～六年級

日期：7/3-7/14（週一至五）

時間：11：00-11：50

費用：5000 元（10 堂）教室：10 樓學堂 3

備註：

1. 烏克麗麗及直笛須自備樂器、電子琴須自備一般耳機。

2. 營隊保有調整課程內容、師資、時段之權利，惟時段更改將另行通知。

3. 未滿 3 人成班人數，無法成班敬請見諒，若無法成班最遲於開課日前

一週通知。

桌球集訓班

日期：（週一至五）

第一梯 7/3-7/7、第二梯 7/10-7/14、第三梯 7/17-7/21

第四梯 7/24-7/28、第五梯 7/31-8/4、第六梯 8/7-8/11

第七梯 8/14-8/18、第八梯 8/21-8/25

時間：9：00-12：00、13：30-16：30

學費：5000 元（5 堂）（每班 6 人）

經由攻球及觸球等動作，預防假性近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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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公分以上）或國中生  ※ 請自備球拍或由 11 樓櫃台代購

武術班

培養敏捷身手鍛鍊強健身體 . 由練習過程，學習應變防身妙招，培養專

注力亦可獲得品格之陶冶及心靈的滿足；並且鍛鍊強健身體，激發自我

潛能建立信心。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17-7/28（週一至五）

時間：武術 A 8：30-10：00、武術 B 10：30-12：00

費用：4000 元（10 堂）（著運動服）

※ 凡參加完武術課，憑收據續班空手道 106 秋季週六全期課程，現場報

名繳費學費可折扣 200 元（106 年 8 月底前有效）

體能武術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6F 防身妙招，鍛鍊體能

國語日報擁有大台北最

優質的桌球教室，政府

立案挑高 5 米 /200 坪，

寬敞又安全。



藝術美術
4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6F 發式教學多媒材教學，提昇美的素養

幼兒遊戲繪本

特色孩子從聽故事中啟發想像力，

藉由不同媒材來創作。

對象：3 足歲～ 5 歲（限一位家長陪同）

日期：7/3-7/14（週一至五）

時間：幼幼 A 9：30-10：30、幼幼 B 11：00-12：00

費用：5000 元（10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形狀大風吹 / 拼貼 - 認識形狀、形狀組合、團體小遊戲、拼貼樂趣

2. 1.2.3 木頭人 / 彩繪 - 分工合作體驗、認識身體、認識色彩三原色

3. 金銀島 / 立體 - 尋寶遊戲、小肌肉練習、認識 3 D

4. 慢慢爬蝸牛 / 彩繪 - 迷宮遊戲、混色體驗

5. 躲貓貓 / 水墨 - 滾球遊戲、體驗水墨、貓的認識及描繪

6. 小怪獸 / 立體 - 綜合媒材運用、故事導讀

7. 動物猜一猜 / 彩繪 - 認識粉彩及體驗、形狀認識

8. 好吃的甜甜圈 / 立體 - 小肌肉訓練、黏土捏塑、裝飾技巧學習

9. 大樹亮亮 / 彩繪 - 植物認識、想像力發揮、故事導讀

10. 可愛的貓熊 / 彩繪 - 認識熊貓及描繪、竹子認識

幼幼美術

對象：3 足歲～ 5 歲（限一位家長陪同）

日期：7/31-8/4（週一至五）

時間：幼幼 C 11：00-12：00

費用：250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找一找 - 恐龍 / 半立體 - 認識骨頭化石、黏土捏塑、小肌肉訓練

2. 摸一摸 - 仙人掌 / 彩繪 - 認識多肉植物、水彩創作

3. 動一動 - 木偶 / 立體 - 故事繪本導讀、肢體認識、裝飾技巧學習

4. 聞一聞 - 葉子鳥 / 彩繪 - 拓印體驗、鳥的認識

5. 看一看 - 帆船 / 彩繪 - 顏色認識、形狀拼貼

藝術嬉遊 - 不乖的夏天

創作媒材輕鬆玩，善用各種媒材讓小朋友創造力大噴發。

對象：6 歲升大班～二年級

日期：7/31-8/4（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25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繽紛又多彩的一天 / 壓克力顏料創作 / 光影的觀察和調色混色大集合

2. 療癒風的日常靜物寫生 / 透明水彩畫 / 色彩與水的遊戲

3. 有個性的行星 / 布與毛線的拼貼 4. 青花瓷（一）/ 紙黏土捏塑創意造型

5. 青花瓷（二）/ 仿古技法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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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歲升大班～二年級

日期：8/7-8/11（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25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蚯蚓阿俊 / 複合媒材 2. 999 隻青蛙 / 彩繪 3. 蟲蟲電車 / 設計繪畫

4. 聰明的變色龍 / 捏塑 5. 枝頭上的大嘴鳥 / 水墨版畫

兒童美術

發孩子對平面空間的想像與理解。前後、上下的空間層次，設計的元素、組

合的能力、造型的構成。

對象：6 歲升大班～二年級

日期：7/3-7/14（週一至五）

時間：A1 10：30-12：00、A2 13：20-14：50

費用：4500 元（10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孔雀開屏 / 彩繪 / 水彩技法的應用造型認知

2. 好慢的樹懶 / 繪畫 / 認識樹懶的造型繪畫，媒材綜合運用

3. 葉子魚 / 水墨 / 體驗拓印的趣味造型，想像的延伸

4. 美味冰淇淋 / 複合媒材 / 生活體驗的分享，畫面安排構成練習

5. 動物拼圖 / 水彩 / 認識動物身上的紋理，色彩配色與混色原理

6. 小貓咪 / 版畫 / 珍珠版材拓印體驗，水墨媒材的運用

7. 沙漠中的駱駝 / 彩墨 / 駱駝造型認識，彩與墨的結合運用

8. 小瓢蟲 / 水彩 / 聚散結構的練習，水彩的運用表現

9. 小手花園 / 遊戲彩繪 / 故事引導創作，花的造型認識

10. 造型熱氣球 / 彩繪撕貼 / 色彩配置的練習，手部小肌肉的運用

想像力，寫實力，表達力，2017 手腦並用一夏，穿越時空看見藝術家莫地

理安尼與台灣偶劇布袋戲的，大嘴鳥遇見北極熊，從基隆港到荷蘭看風車，

兒美班的小孩暑假不寂寞。

對象：6 歲升大班～二年級

日期：7/17-7/28（週一至五）

時間：B1 10：30-12：00、B2 13：20-14：50

費用：4500 元（10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北極熊的冰塊城堡 / 粉彩與蠟筆畫出北極熊的逗趣夏天 / 平面繪畫

2. 大嘴鳥愛唱歌 / 壓克力顏料畫出豐富色彩的南美叢林 / 平面繪畫

3. 盛開的向日葵 / 炭筆隨興勾勒線條表現線條個性 / 素描寫生

4. 看窗外的人 / 莫地里安尼的人像畫介紹，粉彩筆人物速寫動態與五官的重

點觀察 / 色彩寫生

5. 閃閃風車（一）/ 厚紙板，多媒材工具，動腦時間 / 自製玩具

6. 閃閃風車（二）/ 黑燈管螢光顏料，神秘風車啟動 / 自製玩具

7. 布袋戲偶服裝設計（一）/ 認識布袋戲的角色與操作方法，也親自演出 / 戲

劇表現

8. 布袋戲偶服裝設計（二）/ 練習偶戲操作，與服裝加工，小道具製作 / 戲劇

表現

9. 大船入港 / 認識基隆港，畫大船，畫海 / 風景畫練習

10. 編織夢 / 一幅有觸感的作品 / 毛線編織畫

拎著我的小劇場 - 夏日的傳奇

待在城市的夏天好煩悶，但有個小孩利用鞋盒，紙箱做成了一個小戲台，然

後媽媽的炒菜匙，刀叉，家裡的小東西都成了活靈活現的故事角色。加上燈

光與音效，精彩的節目就要開始”SHOW TIME”。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31-8/4（週一至五）

時間：13：30-15：00

費用：225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故事引導，與小朋友討論故事與繪本與劇場的不同劇場影片。製做一個可

折疊的舞台，上色並裝飾。

2. 利用叉子湯匙與一般回收物做故事的角色，最少三個角色。

3. 小朋友邊做邊創作劇本。老師與同學幫忙音效的配合，小朋友須要組成表

演小組。

4. 節目單海報 / 集體創作與門票 / 版畫製作，小朋友必須宣傳自己的節目。

5. 前四十分鐘彩排，後四十分鐘表演，每個人有一個小戲箱，演自己的劇碼，

其他同學幫忙燈光和音效，戲劇開演。



藝術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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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6F 發式教學多媒材教學，提昇美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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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三年級～六年級

日期：7/3-7/14（週一至五）

時間：實驗 A 8：30-10：00、實驗 B 10：30-12：00

費用：4500 元（10 堂）（含材料 / 自備工作服）

1. 天空之城 / 立體創作 2. 斑馬先生 / 黏土創作 3. 恐龍世界 / 版畫創作

4. 釣魚趣 / 水墨創作 5. 美麗的火車站（一）/ 創意彩繪

6. 美麗的火車站（二）/ 創意彩繪 7. 梅花鹿 / 水彩創作表現

8. 水餃大餐 / 創意彩畫 9. 飛機起飛了 / 透視視覺創作 10. 大老虎 / 彩色素描

設計師的工具箱 - 麥克筆表現技法

不論是概念發想或是產品設計，設計師常常用手繪圖稿來傳達想法，而麥克

筆就是專業的手稿繪圖工具，利用麥克筆特別的表現技法，可以呈現出素描

般完整的造型及結構，更可以直接表現出彩色的圖文及插畫。熟練麥克筆的

技法還可以與水彩和色鉛筆…等多樣繪圖工具結合，是十分

自由且搭配性極高的素材。許多插畫家及漫畫家更直接用麥

克筆創作原稿，難得的課程，歡迎小朋友來體驗。

對象：升四年級～國高中

日期：8/14-8/18（週一至五）

時間：13：30-15：30

費用：3500 元（5 堂）（含材料）

1. 彩色素描技法（一）2. 彩色素描技法（二）

3. 靜物 / 麥克筆的染色運用 4. 機器人的未來世界 / 筆刷及線條創作

5. 香水瓶設計師 / 玻璃瓶及金屬質感表現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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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三年級～六年級

日期：比賽 A 7/31-8/4（週一至五）

         比賽 B 8/7-8/11（週一至五）

時間：比賽 A 13:30-15:30、比賽 B 10：00-12：00

費用：320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工作服）

比賽 A：搗麻糬大賽 / 創意彩繪、荒野大冒險 / 彩繪創作、摸蛤仔兼洗褲 /

水墨創作

比賽 B：露營好好玩 / 創意彩畫、梅花鹿捉迷藏 /

水墨、最愛吃的巴比 Q/ 水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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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14（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4500 元（10 堂）（含材料）

鳥語花香、可愛的多肉植物、大眼睛、麵包大餐

彩色素描

彩色素描課程在黑白素描的立體光影基礎上，利用彩色鉛筆 . 粉彩等媒材加

入色彩元素，作品更能展現情感，讓素描學習活潑有樂趣，孩子能夠更輕鬆

快樂進階素描的世界！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

日期：7/17-7/28（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4500 元（10 堂）（含材料）

水果靜物 / 花開爛漫 / 美麗的鳥兒 / 魔法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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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14（週一至五）

時間：漫畫 A 13：20-14：50

         漫畫 B 15：20-16：50

費用：4500 元（10 堂）（含材料）

1. 遇見漫畫 / 介紹漫畫家 2. 漫畫基礎 / 想像力 3. 單幅創作 / 抓住重點

4. 石膏素描 / 正常與瘋狂 5. 四格漫畫 / 起承轉合 6. 插畫墨水 / 水分拿捏

7. 人物動作 / 骨架和重心 8. 背景練習 / 寫實與寫意

9. 心情短篇 /2 到 6 頁的草稿 10. 心情短篇 /2 到 6 頁的完稿

美少女漫畫

研習美少女漫畫人物的繪畫技巧，人物構成比例的表現方式。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

日期：7/17-7/28（週一至五）

時間：美少女 A 8：30-10：00

         美少女 B 10：30-12：00

費用：4500 元（10 堂）（含材料）

1. 可愛的正面臉孔 2. 畫側面的臉孔 

3. 手的畫法練習 4. 六頭身比例美少女 5. 頭身比例、姿勢和可愛服裝 

6. 頭身比例、姿勢和華麗服裝 7. 畫可愛 Q 版美少女 8. 黑白線稿繪製

9. 黑白線稿繪製＋色鉛筆上色 10. 美少女資料夾繪圖製作

美少女彩繪

透過實際操作練習線稿畫法及上色，精進美少女繪畫技巧。

對象：升四年級～國高中

日期：8/7-8/11（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5000 元（5 堂）（含材料）

1. 美少女畫法練習＋草圖練習 2. 精緻古典美少女插畫設計（一）

3. 黑白線稿＋色鉛筆輕柔上色 4. 精緻古典美少女插畫設計（二）

5. 線稿製作＋粉彩輕柔上色

LINE 貼圖創作營

抓住市場的特性再創作，了解全球 LINE 貼圖創作方向。

對象：升四年級～國高中

日期：8/7-8/11（週一至五）

時間：9：00-12：00

費用：5000 元（5 堂）（含材料）

1. 從精緻到塗鴉都可上架 2. 我的貼圖 - 我來畫 3. 修正及完稿

4. 動態與照片貼圖的示範 5. 貼圖完稿 - 上架資訊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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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8/18（週一至五）

時間：9：00-12：00

費用：5000 元（5 堂）（含材料）

1. 八張 Line 貼圖畫到好 2. 多媒材畫漫畫創新又有趣

3. 多樣的表情多變的髮型 4. 短篇故事分解圖 5. 最終短篇漫畫完展秀

彩繪天地油來遊去 - 淡彩油畫

認識油畫材料與油畫的創作步驟，了解調色與使用油的時機，練習疊色，與

練習如何畫出透明感的畫。以十號畫布為主。

對象：升四年級～國高中

日期：7/3-7/7（週一至五）

時間：13：30-15：00

費用：350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工作服）

1. 花的近距離觀察與描繪，上第一層底色

2. 第二層色分出明暗 3. 不同彩度的顏色上色，畫出筆觸

4. 第三層堆疊 5. 最上層重點描繪與加強光影



藝術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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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日期：8/7-8/11（週一至五）

時間：13：30-15：30

費用：3200 元（5 堂）（含材料）

1. 髮夾 2. 耳環 3. 項鍊 4. 名片夾 5.MEMO 夾

禪繞畫

是一種風靡全世界手繪藝術，讓學童體會手繪創作帶來成就感與自信心！

專業師資：宛儀老師，Certified Zentangle Teacher（CZT）

美國禪繞認證教師第十八期。

對象：升三年級～國中

日期：7/31-8/4（週一至五）

時間：10：00-12：00

費用：3200 元（5 堂）（含材料）

1. 禪繞骰子樂 - 認識禪繞畫與五元素

2. 我是小畫家 - 學習禪繞基本技巧 3. 創意大爆發 - 鏡像與對稱和交錯等概念

4. 我們去哪兒？ - 馬賽克畫 5. 海邊抓寶趣 - 禪繞卡片

創意版畫 - 夏日奏鳴曲

炎炎夏日，對夏天的感受是什麼呢？透過版畫刻版的線性，結合色塊一起來

創造夏日奇想，也一同來了解版畫創作形式之一的單版複刻方式吧！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

日期：8/14-8/18（週一至五）

時間：10：00-12：00

費用：3500 元（5 堂）（含材料）

1. 介紹版畫單版複刻的創作表現草圖圖案設計 2. 第一層圖層刻版印製

3. 第二圖層刻版印製 4. 第三圖層刻版印製 5. 作品印製完成成果分享

魔法點心

Susan 老師：加州風洋食館、ZUMA 義式餐廳、國賓飯店點心房師傅

對象：國小學生（自備 3 個保鮮盒裝食）

日期：8/14-8/18（週一至五）

時間：點心 A 9：00-12：00 、點心 B 13：30 ～ 16：30

費用：4900 元（5 堂）（含保險、材料） 

※ 報名資料請填身分字號

1. 雪花香 Q 餅、幸福核桃雪球

2. 香蔥培根起司司康、杏仁米果巧克力

3. 經典堅果布朗尼、QQ 水果口味果凍糖

4. 香草奶油泡芙、黑眼豆豆餅乾

5. 焦糖奶茶布丁、莓果巧克力馬芬

完美主廚

Tina 老師：世界料理大賽亞軍、現任 MOVENPICK 行政主廚

對象：國小學生 （自備 3 個保鮮盒裝食）

日期：8/21-8/25（週一至五）

時間：主廚 A 9：00-12：00 、主廚 B 13：30 ～ 16：30

費用：4900 元（5 堂）（含保險、材料） ※ 報名資料請填身分字號

1. 炸雞格子鬆餅三明治、海鮮巧達濃湯、摩斯多薄荷香檸氣泡凍飲

2. 紐澳良風味雞肉飯、凱薩沙拉、野苺香蕉思慕昔

3. 泰式冬陽海鮮義大利麵、義式起司飯糰、盆栽奶茶

4. 嫩煎豬排蘋果巧巴達、甜薯起司條、四季水果冰茶

5. 波爾多牛肉燉飯、菠菜野菇鹹派、奇亞子萊姆柳橙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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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6F 從生活出發，結合主題教學，豐富美學涵養

遊戲捏塑

透過遊戲引導，捏塑拍打增進手部肌肉手眼協調 ※ 自備圍兜

對象：3 歲至 6 足歲（限一位家長陪同）

日期：捏塑 A 7/17-7/28（週一至五）

         捏塑 B 8/14-8/18（週一至五）

時間：13：30-14：30

費用：捏塑A：4500元（10堂）、捏塑B：2250元（5堂）（含材料/自備圍兜）

捏塑 A：1. 棉花糖城堡 2. 黏土的千變萬化 3. 燒陶小杯杯 4. 雲的遊樂園

5. 我的神奇寶貝 6. 黏土寶可夢 7. 好吃的義大利麵（一）

8. 好吃的義大利麵（二）9. 森林大實驗 10. 拼布動物園

捏塑 B：1. 機器人的世界 2. 彩陶遊樂園 3. 愛跳舞的人 4. 動物森林

5. 高地的怪房子

立體雕塑

學習雕塑大師羅丹徒手功夫，體驗多媒材堆疊塑造。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17-7/21（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25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行走的人 2. 灌籃高手 3. 雲的千變萬化 4. 紙的建築設計（一）

5. 紙的建築設計（二）

雕塑大師的超級法寶 - 石膏的雕塑技法運用

十分難得的專業材料課程，結合立體造型的雕塑觀念，讓小朋友可以完全運

用石膏與各種材質的搭配，完成多件結合塑型及雕刻的超酷作品。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7/24-7/28（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50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手的千變萬化（一）2. 手的千變萬化（二）3. 高地的天空之城（一）

4. 高地的天空之城（二）5. 動物雕刻 / 雕刻刀創作技法

襪子娃娃

小班教學，由專業美術手作創作貓小 P 老師設計課程教學。

對象：升三年級～國中

日期：襪子 A 7/10-7/14（週一至五）開心農場的好朋友

         襪子 B 7/17-7/21（週一至五）祕密小動物森林

時間：13：30-16：30

費用：4500 元（5 堂）（含材料）

襪子 A：彩色小雞、長長的小貓、胖胖的小豬

襪子 B：小松鼠、小黑熊、小山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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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三年級～國中

日期：插畫 A：7/3-7/7（週一至五）

         插畫 B：7/31-8/4（週一至五）

時間：9：30-12：00

費用：4800 元（5 堂）（含材料）

插畫 A：1. 小花草的 LOMO 風 2. 老奶奶的鄉村生活

3. 黃金風林木森林 4. 祝福的季節 5. 花圈吊卡

插畫 B：1. 歐洲的小房子 2. 北國星空 - 極光下的美麗景色

3. 水上的城市 - 威尼斯 4. 星空下的童話 - 幾米車站

5. 蒙娜麗莎的微笑 - 漫遊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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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6F 培養良好的體態，修飾身體曲線，改進新陳代謝，促進身體生長。

藝術舞蹈

書法班

帶領學生透過書法，

體驗文字的美感，

培養專注力，

前兩梯包含 5 堂創意課程。

對象：升二～六年級

費用：4200 元（10 堂）自備大楷毛筆，其他

教料本中心提供。

日期：7/3-7/14（週一至五）A1 10：30-12：00、A2 13：20-14：50

         7/17-7/28（週一至五）B1 10：30-12：00、B2 13：20-14：50

         7/31-8/11（週一至五）C1 10：30-12：00、C2 13：20-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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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梯包含 5 堂創意課

程。

對象：升一～四年級

費用：4200 元（10 堂）含材料

日期：7/3-7/14（週一至五） A1 8：30-10：00、A2 15：20-16：50

         7/17-7/28（週一至五）B1 8：30-10：00、B2 15：20-16：50

         7/31-8/11（週一至五）C1 8：30-10：00、C2 15：20-16：50

幼兒舞蹈

遊戲、跑、跳、形象開發肢體潛能。

對象：四足歲～六歲（限一位家長陪同）

日期：7/3-7/14（週一至五）

時間：9：20-10：20  

費用：3500 元（10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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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14（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4000 元（10 堂）（自備舞衣舞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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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升大班～三年級

日期：小街舞 A 7/3-7/14（週一至五）

         小街舞 B 7/17-7/28（週一至五）

時間：13：30-14：30  費用：4000 元（10 堂）（自備運動鞋進教室穿）

流行街舞

培養肢體與音樂的關係，透過舞蹈學習，展現自信。

對象：升三年級～國中

日期：街舞 A 7/3-7/14（週一至五）

         街舞 B 7/17-7/28（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4000 元（10 堂）（自備運動鞋進教室穿）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6F
增加專注力、定心、耐心，優化課業學習
效果

藝術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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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鈴 A 7/3-7/7（週一至五）

         扯鈴 B 7/31-8/4（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4500 元（5 堂）（自備培鈴扯鈴或報名時登記代購，上課時付款）

歡樂歌舞劇

迪士尼出品的動畫系列除了動人精彩的故事外，還搭配歌、舞、戲三種元素同時呈現 ;

這次推出的歌舞劇班要帶領孩子們進入故事表演的中心，帶領小朋友們在台上除了歌

舞表演之外，還能學習戲劇表演，一窺百老匯演出方式的有趣及奧妙。

對象：國小學生（表演服裝、梳化及造型請自理）

日期：7/10-7/14（週一至五）冰雪奇緣

         8/7-8/11（週一至五）美女與野獸

時間：13：30-16：30

費用：5000 元（5 堂）

黃佳屏戲劇教師簡歷

劇場經歷

回家 ( 全民大劇團 ) 、監獄 TWO( 光源劇場 )、台灣舞孃 ( 傳神娛樂 )、 看見太陽

( 果陀 )、屋頂的天才老媽 ( 紙風車 )

戲劇教學經歷

大同高中指導老師、衛理女中話劇社、康寧大學戲劇教學經歷、紙風車劇團下鄉

巡迴演出戲劇指導、OD 劇團表演肢體開發、白雪綜藝劇團青少年戲劇編排、超

級偶像個別表演指導

冰雪奇緣

曲目：要不要一起堆雪人、放開手、愛是一扇敞開的門

方式：所有參與的小朋友都會兼任群戲及主角。

1. 破冰、信任遊戲、劇場默契、肢體開發、歌曲練習。

2. 主題曲排練、角色分配排練。

3. 群戲排練、主角排戲

4. 個別細磨、總排練。

5. 成果展演。

師資介紹：

王怡雯 Yi Wen (Nicole) Wang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 主修導演

2008-2013 多次赴紐約、洛杉磯進修舞蹈

現旅居紐約（2014-2017）專職：劇場／娛樂、媒體舞蹈編排演出、舞蹈授課老師、

劇場導演及演員。

國外巡演經歷

紐約洛克斐勒中心 - 果陀劇場 - 台北劇場 擔任演員、舞者

藝人美西演唱會 擔任編舞、舞者

果陀劇場『兩岸世紀巡演 - 天使不夜城』北京、上海、杭州 - 演員、舞者

眼球愛地球劇團『Any walk』Fashion Show 廈門 - 舞蹈總監、設計

非常林奕華 2013『賈寶玉 Awakening』 11 個城市 /28 場次 擔任演員

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SHE 2013『2Gether 4Ever』亞洲巡迴演唱會編舞、舞

者

眼球愛地球劇團 日本最大設計展『DESIGN-FESTA』東京台場 - 舞蹈設計、舞者、

安泰橫濱 - 舞蹈設計、舞者、屏風表演班、全民大劇團、大開劇團歌舞劇班等‥‥

各大劇團舞蹈肢體開發訓練、設計、北藝大畢業製作歌舞劇『芝加哥』舞蹈編排、

眼球先生 MV 舞蹈設計、伊林模特兒公司 /MAC 彩妝時尚秀

美女與野獸

曲目：開場序曲、城堡裡的朋友以及雋永傳唱的『Beauty and the Beast』

方式：所有參與的小朋友都會兼任群戲及主角。

1. 破冰遊戲、信任遊戲、劇場默契遊戲以及曲目介紹。

2. 開場序曲排練＋城堡裡的朋友排練。

3. 城堡裡的朋友排練＋『Beauty and the Beast』排練。

4.『Beauty and the Beast』排練＋總複習。

5. 成果演出。



智能模型樂高
8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6F 手眼協調腦力開發，訓練邏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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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一位家長陪同）

日期：樂高 A 7/17-7/28（週一至五）樂高 B 8/7-8/11（週一至五）

時間：11：00-12：00

費用：樂高 A：4500 元（10 堂）樂高 B：2250 元（5 堂）

樂高 A：1. 這是什麼顏色 2. 積木垮下來 3. 奇妙的機器人 4. 你家住在幾樓

5. 伸縮剪刀 6. 打蛋器 7. 升降機 8. 風速儀 9. 我們需要一艘船 10. 彩虹公園

樂高 B：1. 我的動物 2. 小鑽頭 3. 魔術盒 4. 風車 5. 可以發射的車

樂高遊戲

電動樂高積木，組合齒輪、滑輪等，培養手眼協調概念。

對象：6 歲升大班～一年級

日期：遊戲 A 7/3-7/14（週一至五）夏日夜市遊

         遊戲 B 7/17-7/28（週一至五）動力城市

時間：10：30-12：00

費用：4500 元（10 堂）

遊戲 A：1. 碰碰賽車 2. 開獎機 3. 旋轉咖啡杯 4. 射擊槍 5. 釣魚竿

6. 斜齒輪戰鬥車 7. 滾筒輸送機 8. 電動鞦韆 9. 摩托車 10. 打棒球機器人

遊戲 B：1. 滑翔機 2. 旅行車 3. 電動吊具 4. 旋轉招牌車 5. 火車輪子

6. 探險車 7. 電動門 8. 搖搖船 9. 跑車 10. 直昇機

樂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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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A 7/3-7/14（週一至五）科技生活

         生活 B 7/17-7/28（週一至五）歡樂馬戲團

時間：8：30-10：00

費用：4500 元（10 堂）

生活 A：1. 旋轉雷達 2. 溜溜車 3. 變速箱 4. 攪拌器 5. 垃圾筒

6. 四驅車 7. 飛輪車 8. 橋式起重機 9. 清潔車 10. 海灘車

生活 B：1. 小丑機器人 2. 遊園車 3. 旋轉人型 4. 舞台布幔 5. 伸縮拳頭

6. 大嘴怪獸 7. 搖尾巴小狗 8. 空中飛人 9. 騎獨輪車 10. 跳舞機器人

EV3 結構

高效能動力馬達，流線型機器人結構操作。以銜接 EV3 電腦連結課程。

對象：升三～六年級

日期：結構 A 7/3-7/14（週一至五）

         結構 B 7/17-7/28（週一至五）

時間：13：20-14：50

費用：5000 元（10 堂）

結構 A：1. 加速跑車 2. 雙螺旋槳機 3. 隧道車 4. 偵測雷達 5. 鑽頭機器人 6. 除

草車 7. 搖桿武士 8. 大嘴機器人 9. 滑冰人 10. 按鍵控制車

結構 B：1. 左右搖擺車 2. 觸碰巡弋車 3. 光感加速車 4. 雨刷車 5. 音控拖車

6. 測距轉彎車 7. 多人擊球機 8. 揮鞭戰士 9. 鐵鎚戰鬥車 10. 轉軸升降機

EV3 電腦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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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四～六年級

日期：電連 A 8/7-8/11（週一至五）

         電連 B 8/14-8/18（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750 元（5 堂）

電連 A：1. 重型機車 2. 戰鬥陀螺 3. 發球機 4. 參數控制車 5. 加速旋轉器

電連 B：1. 指紋控制車 2. 螃蟹爪子 3. 碰碰車 4. 種樹車 5. 黑白感測車

桌遊

透過桌上遊戲，增進孩子們在數理、邏輯上的思考。

學會多元思考及時反應即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課程老師會針對學生學習狀況做調整）

對象：升三年級以上

日期：桌遊 A 7/17-7/21（週一至五）

         桌遊 B 7/24-7/28（週一至五）

         桌遊 C 8/7-8/11（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000 元（5 堂）

桌遊 A：嗒寶、數字快打 Digital Fighter、KOSMOS 髒小豬、禮物

桌遊 B：德國心臟病、睡皇后、閃靈快手、烏嘎嘎建築師

桌遊 C：蟲蟲燒烤派對、MOO 斯密碼、牛乳屋、料理廚王、伐木工

桌遊智能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6F

智能模型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6F

平面轉立體概念的轉換與空間規
畫、景觀設計、模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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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鋼鐵堡壘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生

日期：7/3-7/7（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4800 元（5 堂）（含材料）

1. 媒材的認識與工具使用學習

2. 堡壘基本造型構思與製作

3. 駕駛艙的造型製作

4. 人物的製作表現

5. 整體細節的表現

迷你空間藝術

室內設計結構規畫與外部空間布置。

主題：樹屋

對象：升四年級～國中生

日期：7/10-7/13（週一至四）

時間：13：30-16：30

費用：3800 元（4 堂）（含材料）

1. 樹屋造型設計

2. 結構與平衡

3. 平臺黏合穿透感與色彩繪製

4. 功能性細節修正、完成



才藝珠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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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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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1- 適合 6 歲～國小三 初學者基礎班（上）費用 3800 元

         SL2- 適合 6 歲～國小三 初學者基礎班（下）費用 3800 元

         L2- 適合國小學生 進階班 - 已有基礎者 費用 3800 元

         H1- 適合國小四～國小六 初學者基礎班 ( 加減 ) 費用 7600 元

         H2- 適合國小學生 已有加減基礎者 進階班 ( 乘除 ) 費用 7600 元

日期：（週一至五）（二週 10 堂）

第一梯 7/3-7/14 ◎ 9：00-12：00（H1）

                      ◎ 10：30-12：00（SL1）

                      ◎ 13：00-14：30（SL1）

第二梯 7/17-7/28 ◎ 9：00-12：00（H1）（H2） 

                        ◎ 10：30-12：00（SL1）（SL2）

                        ◎ 13：00-14：30（SL1）

第三梯 7/31-8/11 ◎ 9：00-12：00（H1）

                        ◎ 10：30-12：00（SL1）（SL2）（L2）

                        ◎ 13：00-14：30（SL1）

第四梯 8/14-8/25 ◎ 9：00-12：00（H1）（H2）

                        ◎ 10：30-12：00（SL1）（SL2）（L2）

                        ◎ 13：00-14：30（SL2）

圍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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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生

費用：4000 元

日期：

入門班（週一至五）二週（10 堂）

         第一梯 7/3-7/14 10：30-12：00、13：20-14：50

         第二梯 7/17-7/28 13：20-14：50、15：00-16：30

入門班（週一至五）一週（5 堂）

         第一梯 7/31-8/4 9：00-12：00

         第二梯 8/7-8/11 13：20-16：20

         第三梯 8/14-8/18 9：00-12：00、13：20-16：20

         第四梯 8/21-8/25 9：00-12：00、13：20-16：20

進階班（週一至五）一週（5 堂）

         第一梯 7/31-8/4 13：20-16：20

         第二梯 8/7-8/11 9：00-12：00

         第三梯 8/21-8/25 9：00-12：00、13：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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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段段位以上數，教學方式生動活潑。

對象：國小學生

費用： 4000 元

日期：

入門班（週一至五）二週（10 堂）

         第一梯 7/3-7/14 8：30-10：00、10：30-12：00

         第二梯 7/17-7/28 10：30-12：00、13：20-14：50

入門班（週一至五）一週（5 堂）

         第一梯 7/31-8/4 9：00-12：00

         第二梯 8/7-8/11 13：20-16：20

         第三梯 8/14-8/18 9：00-12：00、13：20-16：20

         第四梯 8/21-8/25 9：00-12：00、13：20-16：20

進階班（週一至五）一週（5 堂）

         第一梯 7/31-8/4 13：20-16：20

         第二梯 8/7-8/11 9：00-12：00

         第三梯 8/21-8/25 9：00-12：00、13：20-16：20

才藝棋類圍棋‧象棋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7F

其他才藝理財‧魔術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7F

IPO 兒童金錢教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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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生

日期：7 月 第一梯 7/3-7/7 第二梯 7/17-7/21（週一至五）

         8 月 第一梯 8/7-8/11 第二梯 8/14-8/18（週一至五）

時間：13：20-16：20  費用：5000 元（5 堂）

歡樂魔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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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小一以上

週日班：7 月◎ 7/2、7/9 時間 9：00-12：00 ◎ 7/16、7/23 時間 13：00-16：00

            8 月◎ 8/6、8/13 時間 9：00-12：00 ◎ 8/20、8/27 時間 13：00-16：00

費用：2000 元 （2 堂）

暑假班：（週一至五）二週（10 堂）費用：5000 元

            第一梯 7/3-7/14 時間 10：30-12：00、13：20-14：50

            第一梯 7/17-7/28 時間 10：30-12：00

            第一梯 8/7-8/18 時間 10：30-12：00、13：20-14：50

費用： 5000 元 （10 堂）

五個半天營：（週一至五）一週（5 堂）費用：5000 元

                  第一梯 7/17-7/21 時間 13：20-16：20

                  第二梯 7/31-8/4 時間 9：00-12：00、13：20-16：20

                  第三梯 8/14-8/18 時間 13：20-16：20

汽球造型營

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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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班：

7 月◎ 7/2、7/9 時間 13：00-16：00 

      ◎ 7/16、7/23 時間 9：00-12：00

8 月◎ 8/6、8/13 時間 13：00-16：00 

      ◎ 8/20、8/27 時間 9：00-12：00

費用：1200 元 （2 堂）

暑假班：（週一至三）

費用：1800 元（3 堂）

日期：8/21、8/22、8/23

時間：9：00-12：00、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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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才藝營兼顧德智體群美，每年只開兩班，敬請掌握報名時間！

其他：

1. 請務必穿著運動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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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隊豐富課程年年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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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班課程交互進行。

4.「團體課程」若請假或缺席，恕不退還當天

學費或補課及順延。如遇天災停課則統一於週

日進行補課，確切時間另行通知，請假或缺席

者恕不退還當天學費或補課及順延。

5. 未滿 15 人成班人數，無法成班敬請見諒，

若無法成班最遲於開課日前一週通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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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國小學生，升小二～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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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3-7/28（第一梯），週一到週五。

2017/7/31-8/25（第二梯），週一到週五。

時間：09:00-17:00

（8點即可到教室自習，最晚請於18：00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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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運動讓孩童天天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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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學童適性潛質。

☆早鳥優惠：即日起至 5/31 報名整梯 20

天營隊，臨櫃現金繳費優惠 200 元。

☆「生物探索」─由「台灣兩棲爬蟲動物

協會」的動物領域專家授課，讓孩子認識

與實際觸碰，增加見聞。

☆「多肉植物栽種」─專業多肉植物盆栽

老師授課，從基礎到實作，是一門能訓練

專注能舒壓的綠手指課程。

第一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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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說明：下表所列的各年級是暑假後升上去的年級。

上課日期：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的周一至周五上課，每周上課五次，每次 90 分鐘，時段見下表

報名時間：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費用：每種班 5000 元   

報名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2 號九樓科學教室

上班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17:00  電話：02-23921133 轉 1901-1903

備      註：報名後若欲退費，本班依照「教育局」退費辦法退費。

106 年暑假第三梯次

康園文化課程規畫設計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附設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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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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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說明：下表所列的各年級是暑假後升上去的年級。

上課日期：7 月 17 日至 28 日的周一至周五上課，每周上課五次，每次 90 分鐘，時段見下表

報名時間：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費用：每種班 5000 元   

報名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2 號九樓科學教室

上班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17:00  電話：02-23921133 轉 1901-1903

備      註：報名後若欲退費，本班依照「教育局」退費辦法退費。

106 年暑假第二梯次

康園文化課程規畫設計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附設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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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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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說明：下表所列的各年級是暑假後升上去的年級。

上課日期：7 月 3 日至 14 日的周一至周五上課，每周上課五次，每次 90 分鐘，時段見下表

報名時間：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費用：每種班 5000 元 

報名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2 號九樓科學教室

上班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17:00  電話：02-23921133 轉 1901-1903

備      註：報名後若欲退費，本班依照「教育局」退費辦法退費。

106 年暑假第一梯次

康園文化課程規畫設計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附設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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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說明：下表所列的各年級是暑假後升上去的年級。

上課日期：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的周一至周五上課，每周上課五天，每天 08:30 至 15:30

報名時間：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費用：每種班 14000 元 ( 含午餐 )

報名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2 號九樓科學教室

上班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17:00  電話：02-23921133 轉 1901-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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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營隊有兩周的周間共十天活動，每天規劃三個科學及數學推理課程，課程

                     內容生動、活潑、有趣，並由本班各領域專業師資授課，以達到深入淺出，

                     吸引小朋友學習興趣；並且以深入探究科學及訓練推理能力為教學目標。

               二、本營隊提供午餐，15:30 課後並照顧學生等待家長來接，讓家長安心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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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園文化課程規畫設計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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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附設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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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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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說明：下表所列的各年級是暑假後升上去的年級。

上課日期：7 月 17 日至 28 日的周一至周五上課，每周上課五天，每天 08:30 至 15:30

報名時間：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費用：每種班 14000 元 ( 含午餐 )

報名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2 號九樓科學教室

上班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17:00  電話：02-23921133 轉 1901-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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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營隊有兩周的周間共十天活動，每天規劃三個科學及數學推理課程，課程

                     內容生動、活潑、有趣，並由本班各領域專業師資授課，以達到深入淺出，

                     吸引小朋友學習興趣；並且以深入探究科學及訓練推理能力為教學目標。

               二、本營隊提供午餐，15:30 課後並照顧學生等待家長來接，讓家長安心上班。

106 年暑假數理王科學營第二梯次

康園文化課程規畫設計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附設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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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說明：下表所列的各年級是暑假後升上去的年級。

上課日期：7 月 3 日至 14 日的周一至周五上課，每周上課五天，每天 08:30 至 15:30

報名時間：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費用：每種班 14000 元 ( 含午餐 )

報名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2 號九樓科學教室

上班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17:00  電話：02-23921133 轉 1901-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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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營隊有兩周的周間共十天活動，每天規劃三個科學及數學推理課程，課程

                     內容生動、活潑、有趣，並由本班各領域專業師資授課，以達到深入淺出，

                     吸引小朋友學習興趣；並且以深入探究科學及訓練推理能力為教學目標。

              二、本營隊提供午餐，15:30 課後並照顧學生等待家長來接，讓家長安心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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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附設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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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