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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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洽詢時間：週二至六 10:00 ～ 17:00  週日 8:30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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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樓科學教室 ‧10 樓音樂教室 ‧11 樓球類教室

美術 ‧ 音樂 ‧ 舞蹈 ‧ 武術 ‧ 小小攝影 ‧ 珠心算 ‧ 棋類 ‧ 魔術 ‧ 理財 ‧ 氣球造型 ‧ 小小創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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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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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補習班證字 6289 號

才藝‧科學

寒假招生簡章

2‧3 版 107 年寒假 美育 ‧ 才藝 ‧ 音樂 ‧ 桌球課程表 ‧ 五天營隊課程

4‧5 版 107 年寒假 美育教室營隊 ‧ 藝術美術

10 版 智能模型樂高 ‧ 智能模型 ‧ 智能桌遊

6‧7 版 藝術美學 ‧ 藝術書法 ‧ 藝術舞蹈

8‧9 版 HAPPY GO 多元才藝營

13‧14‧15‧16 版 科學班 數學班     數理王 科學營    

11 版才藝珠心算 ‧ 才藝棋類圍棋 ‧ 象棋 ‧ 其他才藝理財 ‧ 魔術 ‧ 小小創客 ‧ 氣球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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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6F 7F 9F 10F 11F

12 版 音樂樂器團體 ‧ 體能武術 ‧ 桌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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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網址：http://enroll.mdnkids.com//     電話：2392-1133 ( 非寒暑假期間週一公休 )

財團法人 國語日報文化中心 

年寒假 美育‧才藝‧音樂‧桌球 課程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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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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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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日報美育教室 107 年寒假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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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洽：（02）2392-1133 轉 1601（非寒暑假期間週一公休）

為 10 堂課程

為 10 堂課程

5 堂

5 堂

美味 

6F



藝術美術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56F
幼幼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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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週一至五）

時間：11：00-12：00

費用：250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超神奇洗髮精（平面）- 認識五官及肢體，蓋印的樂趣

2. 小白魚兒水中遊（平面）- 水中生物的認識、顏色對比、物體大小的學習

3. 水果列車出發囉～（版畫）- 認識不同水果形狀、顏色、體驗版畫

4. 我的花瓶（上）（半立體）- 小肌肉訓練、裝飾技巧的學習

5. 我的花瓶（下）（半立體）

藝術嬉遊

運用多媒材教學，發揮獨立思考，嘗試多元的創作，認識藝術大師。

對象：大班 6 歲～二年級

日期：嬉遊 A 1/29-2/2（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25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跳動的方格子 - 蒙德里安 / 半立體 2. 芭蕾舞者 - 狄嘉 / 粉彩 3. 魔法花園 -

莫內 / 水彩 4. 星夜裡的漩渦 - 梵谷 / 複合媒材 5. 手 - 羅丹 / 雕塑

藝術嬉遊 - 歡喜動手迎新年

對象：大班 6 歲～二年級

日期：嬉遊 B  2/5-2/9（週一至五）

時間：13：20-14：50

費用：225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多肉植物盆景 / 利用彩色樹脂土做繽紛又喜氣的多肉植物盆栽

2. 財神爺 / 利用樹酯土，紅色不織布等服飾材料做一個人見人愛的財神爺

3. 水仙花 / 練習潑墨技法，表現水仙花的清香高貴

4. 年貨大街（1）/ 畫熱鬧的台灣年節氣氛，年畫大街，食材

5. 年貨大街（2）/ 用水彩粉彩等上色，整理出前景中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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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 6 歲～二年級

日期：2/5-2/9（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25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圍兜）

1. 森林是我家 / 水彩 2. 魚的願望 / 彩繪 3. 煙囪的故事 / 水墨

4. 北極熊搶救家園 / 捏塑 5. 小房子 / 平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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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年級

日期：比賽 A 1/29-2/2

         比賽 B 2/5-2/9（週一至五）

時間：比賽 A 13：20-15：20、比賽 B 10：00-12：00

費用：3500 元（5 堂）（含材料）

比賽 A：1. 街區大改造 - 創意塗鴉牆 / 彩繪創作

            2. 水果阿姨 / 水彩創作 3. 我愛做模型 / 創意水墨

比賽 B：1. 做麵包高手 / 創意彩繪 2. 小小雕塑家 - 我愛玩黏土 / 彩繪創作

            3. 公園爺爺是象棋高手 / 水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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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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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國中

日期：麥克筆 A  1/29-2/2、麥克筆 B 2/5-2/9（週一至五）

時間：麥克筆 A  10：00-12：00、麥克筆 B  13：20-15：20

費用：3500 元（5 堂）（含材料）

麥克筆 A：1. 基礎幾何創作 2. 金屬物件彩畫 3. 靜物表現技法

               4. 跑車工廠（一）5. 跑車工廠（二）

麥克筆 B：1. 彩色速寫筆法創作 2. 玻璃質感創作 3. 機器人設計師（一）

               4. 機器人設計師（二）5. 平塗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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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國中

日期：1/29-2/2（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250 元（5 堂）（含材料）

1. 海鮮大餐 2. 寵物家族

彩繪天地油來遊去 - 悠遊畫動物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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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以動物為主題，學習油畫的表現技巧，完成一幅十

號的油畫作品。

對象：四年級～國高中

日期：2/5-2/9（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3500 元（5 堂）（含材料 / 自備工作服）

1 同學自備寵物的照片，用色鉛筆做色彩分析，素描

2. 用壓克力顏料打底色，並打出最底層的顏色，混色與調色

3. 細節描繪修改，細筆修飾

4. 背景色疊色整理，刮刀技法 5. 作品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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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國高中

日期：1/29-2/2（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5000 元（5 堂）（含材料）

1. 漫畫五行 - 金木水火土 2. 放大與縮小 3. 色彩與透視

4. 漫畫海報 - 單幅漫畫 5. 漫畫好心情 - 短篇漫畫

LIINE 貼圖創作營

抓住市場的特性再創作，了解全球 LIINE 貼圖創作方向。

對象：四年級～國高中

日期：2/5-2/9 （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5000 元（5 堂）（含材料）

1.Line 千奇百怪 -Line 的規定和意義 2. 我的黑白貼圖 - 文字與圖像的密合

3. 字型設計 - 彩色貼圖造型設計

4. 我的彩色貼圖 - 線稿上色 5. 完成作品上牆展示

發式教學多媒材教學，提昇美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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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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 ~ 國中

日期： 2/5-2/9（週一至週五）

時間： 13：30-16：30

費用： 4800 元（5 堂）（含材料）

小圓兔（1 堂）、俏貓咪（2.5 堂）、迷你狗（1.5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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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國中

日期：1/29-2/2（週一至五）

時間：9：30-12：00

費用：4800 元（5 堂）（含材料）

1. 夢想的行動車 2. 夢想的行動車

3. 我的秘密基地 - 樹屋 4. 冬日賞櫻 5. 新年小花圈卡片

藝術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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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拍出好照片～攝影小拍手冬令營

這門課程除了教授拍照技法作為根基外， 更要引導孩子表達從內心而來的創

作與視角 記錄下最色彩繽紛、獨一無二的童年時光。

˙ 走出戶外，親近大自然

˙ 養成隨時觀察人事物，培養好奇心

˙ 減少盯著手機打 Game、看卡通漫畫，透過攝影讓眼球肌肉運運動

˙ 提升美感與創意，學習用圖文說出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 從挑選角度、構圖與主題呈現，訓練分析與判斷力

˙ 學會從不同角度看世界，擁抱多元觀點與視角，用照片說故事

˙ 分享美麗或有趣的照片給家人朋友，建立自己也讓生活更有樂趣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1/29-2/2（週一至五）

時間：13：30-15：30

費用：3500 元（5 堂）（自備手機）

透過闖關過程，提升孩童學習心與專注力

1. 認識相機功能、學習基本構圖與空間感、實際拍攝應用

手機的相機功能基本操作

認識基本構圖（從影片學三分法構圖、對角構圖）

認識基本構圖（從影片學三角構圖、中央構圖）

forced perspectives 玩角度遊戲 3D 2D

2. 實際操練基本構圖與空間感、實際拍攝應用

外拍課程（地點：南昌公園）

分組競賽～創作三組 forced perspectives 玩角度遊戲 3D 2D 畫面

個人競賽～拍攝三組包含三分構圖、三角構圖、對角構圖等構圖觀念之畫面

3. 學習認識空間與線條、光影

認識基本構圖（觀察生活中的倒影與反射物）

認識基本構圖（觀察生活中的引導線與線條）

光影認識：拍攝小偶、認識光影

4. 構圖創作綜合練習

外拍課程（中正紀念堂）

分組競賽～創作三張符合黃金比例、倒影與反射物畫面

分組競賽～尋找拍攝三張符合黃金比例以及引導線畫面

小偶闖天涯創作攝影

5. 修圖軟體使用學習 - 基本修圖軟體教學

作品分享 - 作品分享每人五張照片

結業～頒發闖關通過證書「手機拍出好照片～國語日報手機小拍手」，老師

與學生共同選出優良作品，沖洗出照片於國語日報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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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國中

日期：1/29-2/2（週一至五）A1 10：30-12：00、A2 13：20-14：50

         2/5-2/9（週一至五）B1 10：30-12：00、B2 13：20-14：50

費用：2100 元（5 堂）自備大楷毛筆，其他教料本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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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級

日期：1/29-2/2（週一至五） A1 8：30-10：00、A2 15：20-16：50

         2/5-2/9（週一至五）B1 8：30-10：00、B2 15：20-16：50

費用：2100 元（5 堂）

藝術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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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簡介：

閔其慰

台北市、新北市社區大學 攝影講師

台灣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系 講師

台灣各大企業、中小學、

大學及機構邀約攝影講師

澳洲南澳大學碩士、世新大學電影系

資深媒體工作人，曾任陽光衛視副總

監、

東森電視 YOYO 英語台副台長

（買小送大，歡迎一名家長免費陪同上課）

小小甜點師 + 食物攝影 + 相框設計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1/25-1/26（週四至五）

時間：9：00-15：30

費用：2800 元（含午餐）

第一天  美味布丁實作 - 以最簡單的食材，雞蛋、牛奶、糖製作健康

           ，安心又美味的布丁

           擺盤與拍攝 - 如何運用光線，學習色調調配，練習擺盤，運

           用小 技巧讓拍的食物更美味

第二天  繪畫創作 - 學習構圖技巧，畫出自己吃布丁的開心模樣

           相框設計 - 運用簡單素材創作出獨一無二的相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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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大班～三年級

日期：1/2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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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節奏感及表現力，跳出自信與

健康。

對象：四年級～國中

日期：街舞 A  1/29-2/2、街舞 B  2/5-2/9（週一至五）

時間：9：00-12：00

費用：4000 元（5 堂）（自備運動鞋進教室穿）

歡樂歌舞劇 - 小美人魚

主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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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目：『Under the sea』、『Part of your world』、『Poor unfortunate souls』

方式：所有參與的小朋友都會兼任群戲及主要角色。

課程一：破冰遊戲、劇場默契遊戲、曲目介紹以及『Under the sea』排練。

課程二：『Under the sea』排練＋『Poor unfortunate souls』排練。

課程三：『Poor unfortunate souls』排練＋『Part of your world』排練。

課程四：『Part of your world』排練＋總複習。

課程五：成果演出。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2/5-2/9（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5000 元（5 堂）

藝術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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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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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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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2（週一至五）

時間：13：30-16：30

費用：4500 元（5 堂）

樂力無限 Fun 一下

特別企劃 2 天營隊隨著音樂跟著節拍歡樂舞動，抒發壓力增強體力

表現自己。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1/25、26（週四、五）

時間：9：00-15：30

費用：2500 元（含午餐）

課程特色：

1. 身體節奏

運用手的拍打，腳的踏步，以及身體各個部位來玩節奏，一方面訓

練反應、聽力、音感、協調性…等，二方面在玩節奏的過程中抒發

緊繃的課業壓力。

2. 格鬥舞蹈

反覆利用拳腳的力量消耗身體熱量，同時增強體力，用 2 至 4 人的

互動關係，增加趣味，反應與團體的默契，也多了一個防身的準備。

3. 劇場遊戲

了解自己的身體，與自己的身體對話，也用自己的身體說話，也同

時用身體與其他人對話。在運用教室空間來與環境接觸，以及說故

事跟互動給指令，來表達孩子們獨特的想法。

（自備培鈴扯鈴或報名時登記代購，上課時付款）



第三梯次

8

備註：

1. 請務必穿著運動鞋、自備桌球拍、水壺、文具用品，美術及烘焙課建議穿著耐

髒衣物或帶圍裙。

2. 未滿 7 人開班人數，無法成班敬請見諒。無法成班最遲於開課前一週通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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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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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營隊保有調整課程內容、師資、時段之權利。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附設臺北市私立國語日報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北市補習班證字第 6001 號

第四梯次

洽詢電話：（02）2392-1133 轉 1904-1905（9：30-17：00，週一及國定假日公休）



910F HAPPY GO 多元才藝營
對象：國小一年級 ~ 六年級學生。

日期：1/25-2/14，週一到週五。

時間：8：00-18：00，整天營隊。

費用：第一梯 1/25-1/26，2,600 元

         第二梯 1/29-2/2，6,500 元

         第三梯 2/5-2/9，6,500 元

         第四梯 2/12-2/14，3,900 元

         全梯次 15 天，共 19,500 元

課程特色：

1. 健康體魄：專業教練教授

「桌球」，「體適能」由鄧

瑞儀教練帶領學童訓練肌肉

柔軟度與耐受度。「專業舞

蹈」糖糖老師教授流行街舞、

韓風熱舞、拉丁舞。

2. 美感藝術：咪咪老師教授

「捏塑」、「水墨」、「素

描」……等等，「軟陶」Wei

老師以無毒專業軟陶土，教

授精緻捏陶燒製完整作品，

「紙本藝術」由葉雪幸老師

帶領創作設計紙卡作品，「音

樂大師」由林郁玲老師介紹

音樂家與他們的歌劇故事。

3. 文學歷史：特別邀請歷史

大師─余遠炫老師，為學童

講述「歷史故事」。余老師

作品無數，聽余大師說歷史，

趣味盎然。「文學」邀請名

編劇─王穎老師，從故事學

成語、從成語帶寫作，內容

豐富多元。

4. 美味有趣：「烘焙」邀請

食譜作家克萊兒老師，一步

步教作美味餐點。「桌遊」

學習邏輯、策略、考驗記憶。

5. 展現自我：「玩劇總動員」

( 戲劇 ) 由寶寶老師訓練肢體

與情感表達，「優聲達人」

由專業配音大師學習自我表

達與人際溝通，建立自信心

與開展人際關係。

第二梯次

一天四種才藝課程，培養多方興趣

第一梯次



幼兒樂高

透過動手組裝樂高，眼到、手到、心到，促進手眼協調能力

對象：3 ～ 5 歲（限一位家長陪同）

日期：1/29-2/2（週一至五）

時間：11：00-12：00

費用：2250 元（5 堂）

1. 怪獸的大腳ㄚ 2. 戰鬥飛機 3. 捲紙機 4. 跳舞機器人 5. 起重機

樂高遊戲

電動樂高積木，組合齒輪、滑輪等，促進手眼協調能力。

對象：大班 6 歲～一年級

日期：遊戲 A 1/29-2/2、遊戲 B 2/5-2/9（週一至五）

時間：13：20-14：50

費用：2250 元（5 堂）

遊戲 A：1. 滑雪機器人 2. 打擊機器人 3. 走路機器人 4. 旋轉雷達 5. 拖吊車

遊戲 B：1. 旋轉畫杯 2. 遊園車 3. 塔式吊車 4. 活動吊橋 5. 吉普車

樂高生活 - 樂高玩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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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級

日期：生活 A 1/29-2/2、生活 B 2/5-2/9（週一至五） 

時間：8：30-10：00

費用：2250 元（5 堂）

生活 A：1. 聖誕夜驚魂 / 麋鹿橇 2. 泰山 / 旋轉飛人 3. 侏儸紀世界 / 恐龍

            4. 海底總動員 / 海鰻 5. 蝙蝠俠 / 蝙蝠車

生活 B：1. 食破天驚 / 壓麵機 2. 哈利波特 / 貓頭鷹 3. 快樂腳 / 企鵝

            4. 馬達加斯加 / 長頸鹿 5. 功夫熊貓 / 功夫機器人

EV3 結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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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年級

日期：結構 A 1/29-2/2、結構 B 2/5-2/9（週一至五）

時間：15：20-16：50

費用：2500 元（5 堂）

結構 A：1. 裝甲車 2. 走路機器人 3. 夾子車 4. 樂高怪手 5. 觸碰加速車

結構 B：1. 瓦力戰鬥人 2. 射擊衝鋒車 3. 輸送機器人

            4. 揮桿控制車 5. 音樂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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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國中

日期：電連 A 1/29-2/2、電連 B 2/5-2/9（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750 元（5 堂）

電連 A：1. 彈弓機器人 2. 按鍵跑車 3. 柵欄車 4. 聲控扭扭車 5. 兩段變速車

電連 B：1. 伸縮機器人 2. 鑽頭機 3. 洗衣機 4. 拖吊車 5. 音樂閃避車

智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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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會依學生學習狀況做調整）

對象：三年級以上

日期：桌遊 A 1/29-2/2、桌遊 B 2/5 － 2/9（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2000 元（5 堂）

桌遊 A：1. 雞同鴨搶 2. 三千世界鴨殺盡 3. 玩命起司 4. 新北防災桌遊王 5.LOOT

桌遊 B：1. 古墓迷蹤 2. 開拓家鄉 3.SPYFALL4. 花火 5. 飛越魔盜團

星際戰士

人體雕塑 / 盔甲製作 / 場景製作

對象：四年級～國中

日期：1/25-1/26（週四至五）

時間：9：00-12：00

費用：2000 元

第一天：角色人物設定及人物細節製作、武器設定

第二天：場景搭建，人物及場景整合

10

智能模型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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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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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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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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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大班至小六

日期：1/29 -2/9（週一至週五）

         9：00-12：00 基礎高年級班  國小四至小六

         9：00-12：00 基礎低年級班  幼大至國小三

費用：7600 元 30 小時（10 堂） 30 小時

         13：00-14：30 基礎低年級班  幼大至國小三

費用：3800 元（10 堂）15 小時

才藝珠心算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7F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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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2  13：20-16：20 （週一至週五）

         2/5-2/9  13：20-16：20 （週一至週五）

費用：5000 元（5 堂）15 小時

歡樂魔術營

增進人際關係，藉演練過程提昇自信。

魔術技巧的轉換，可以訓練小朋友觀察力、記憶力、思考力、表演能力，並

藉欣賞、練習、表演過程及重覆練習對腦力有很大助益。（含魔術教材）

課程包含：冰淇淋、紙鈔、莫比斯帶、蠟燭熄了、巧妙的時間、吸管、別針

手帕、豐富多變，實際演練及複習展現魔術千變萬化的奇幻世界。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1/29-2/2    10：30-12：00 費用：2500 元 （週一至週五） 

         2/5-2/9     10：30-12：00 費用：2500 元 （週一至週五）

         1/29-2/2     13：20-16：20 費用：5000 元 （週一至週五）

日期：1/25、1/26   9：00-12：00 費用：2000 元（週四、週五）

         2/12-2/14   9：00-12：00 費用：3000 元（週一至週三）

週日班  1/28、2/4    9：00-12：00 費用：2000 元

小小創客

「創客」是啟動未來創新最重要的角色，想搭上風起雲湧的

「創客」風潮，只需要「動手做」的熱情。

對象：5 ～ 8 年級

初階班 1/29-2/2    9:00-12:00、13:20-16:20 （週一至週五）  

 2/5-2/9    9:00-12:00 （週一至週五） 

費用：5800 元 （5 堂）15 小時（含教材及耗材費）

進階班 2/5-2/9    13:20-16:20

費用：6200 元 （5 堂）15 小時（含教材及耗材費）

附註：1. 課後皆有屬於自己的創客作品 2. 進階班課程建議要有初階班的學習經驗

汽球造型營

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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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包含如：海盜刀、兔子、蜜蜂、帽子等多種造型。（含教材）

1/25、1/26   13：20-16：20 費用：1200 元（週四、週五）

2/12-2/14   13：20-16：20 費用：1800 元（週一至週三）

週日班  1/28、2/4   13：00-16：00 費用：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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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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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29-2/2 入門班 13：20-16：20 （週一至週五）

         1/29-2/9 入門班  10：30-12：00 （週一至週五）

費用：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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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29-2/2 入門班 9：00-12：00 （週一至週五）

         1/29-2/9 入門班 13：20-14：50 （週一至週五）

費用：4000 元



強健的體魄是學習的後盾
「體適能」鍛鍊讓孩子更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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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假性近視  桌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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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備球拍或由 11F 櫃台代購

招收對象：國小以上（身高滿 120 公分以上）或國中生                                      

桌球團體班

日期：1/29-2/9

時間：8：30-10：00 或 10：30-12：00

         13：20-14：50 或 15：20-16：50

學費：3500（10 堂）

桌球集訓班

日期：第一梯 1/25-1/26，2,000 元  第二梯 1/29-2/2，5000 元

         第三梯 2/5-2/9，5000 元   第四梯 2/12-2/14，3000 元

時間：9：00-12：00 或 13：30-16：30

歡迎所有國小、學齡前的小朋友利用 10 天時間，充實豐富對音樂的喜愛。

幼兒啟蒙團體班 10 天營隊

對象：專為 3-5 歲幼兒設計

日期：1/29-2/9（週一到週五）

時間：14：30-15：20 （10 樓學堂 4）

費用：5000 元（10 堂）

課程特色：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林郁玲老師授課，課程藉由音樂律動訓練大肌

肉、樂器操作訓練小肌肉，以互動遊戲學習節奏感，重視幼兒學習反應，陪

孩子從遊戲中學習。（未滿 6 歲，家長應陪同）

樂器團體班 10 天營隊 - 直笛、烏克麗麗

對象：國小一年級 - 六年級

日期：1/29-2/9（週一到週五）

費用：5000 元（10 堂）

直笛（須自備樂器）

時間：13：30-14：20 （10 樓學堂 4）

課程特色：從認譜到練譜，帶領學童紮實認識管樂。

烏克麗麗（須自備樂器）

時間：10：00-10：50 （10 樓學堂 2）

課程特色：快速上手弦樂器，10 堂課教你自彈自唱。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附設臺北市私立國語日報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北市補習班證字第 6001 號

12

桌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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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樂器團體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10F
武術班

培養敏捷身手鍛鍊強健身體 . 藉由練習體適能的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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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自我潛能建立信心。

對象：國小學生   日期：1/29-2/9 （週一至五）

時間：10：30-12：00  

費用：4000 元（10 堂）（著運動服）

防身妙招，鍛鍊體能

體能武術
（網路報名路徑 http://enroll.mdnkids.com/）

6F

臺北市私立國語日報短期運動補習班福州分班  北市補習班證字第 6289 號

12/29 以前臨櫃  全期繳費折 200 元備註：

1、未滿 3 人開班人數，無法成班敬請見諒。無法成班最遲於開課

前一週通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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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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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營隊保有調整課程內容、師資、時段之權利。



139F 參加對象：一～六年級學生

報名地點：國語日報科學教室  台北市福州街 2 號九樓

上班時間：週二～週日上午 10:00- 下午 17:00，週一公休

電      話：02-23921133 轉 1901-1903

報名網站：http://enroll.mdnkids.com/ 

報名流程：課程網路報名區 → 選課 → 登入會員 → 檢閱合約內容 → 下載繳費單

科
學
班 

數
學
班
教
學
特
色

財
團
法
人
國
語
日
報
社  

科
學
教
室

國語日報科學班於民國 74 年創立，30 餘年來，科學班所創造的科學實驗與推理數學，廣受小朋友喜歡、家長認

同及專家學者肯定。科學班聘請科學各領域專家教學，並且以多元豐富的科學實驗啟發兒童科學興趣。下列簡介

科學班和數學班的教學理念與價值。

小朋友在科學班受到的啟發
1. 親近科學專家：
  科學班每週一位科學專家授課，包括天文、太空、氣象、地質、海洋，昆蟲、鳥類、蛇、蛙及其他類動物專家、

還有醫生、護士、植物及物理、化學專家……。這是學校體制及其他補習班難實現的「親近專家機緣」，您的小

朋友在國語日報得到了。

2. 操作科學實驗：
  動手操作實驗不但樂趣無窮，所獲得的科學經驗更終身難忘，如同學會騎腳踏車、會游泳，這些具體經驗永遠記

得，對國中高中自然科學習幫助無窮。

3. 獲得科學新知：
  每週不同專家授課，都帶給孩子一種科學知識，一到六年級累積下來，每個孩子都成了百科小博士。廣博知識給

人視野寬闊、心胸開朗、充滿自信，容易與人溝通，並且積蓄了無窮的創意泉源。

4. 預習國中知識：
  請您花點時間上國語日報網站查閱科學班一到六年級課程總表，您會發現這些課程已涵蓋國中自然科所有實驗活

動與知識觀念，對國中學習有極大幫助。

推理數學班 /開發思考能力
  民國 74 年，我們創辦了科學班，廣受小朋友喜歡。隔年，我們聘請台大數學系黃敏晃與朱建正二位教授，幫忙

規畫了「推理數學班」，以益智數學帶領孩子思考數學問題，訓練小朋友的邏輯推理能力。這個班讓小朋友學到

學校所沒有的數學內容，對喜歡數學的小朋友有極大啟發作用。 

1. 教授益智數學：
  本班教學內容多數是益智數學，並由許多數學專家授課，主要教學目標在訓練小朋友的「思考能力」。教學單元

如七橋問題、河內塔、五方連塊、七巧板、河圖洛書（魔方陣）、費氏數列、拈的遊戲、數謎……。這個班對喜

歡數學的小朋友幫助很大，根據我們 30 年觀察，這些小朋友未來數理學習都很強。

2. 教授小學數學重點知識：
  我們也將小學各年級的數學重點知識，規畫在推理數學班教學單元中。例如協助低年級孩子理解「九九乘法表」

的原理，讓孩子不會莫名其妙死背書。中年級之後的「分數、小數」學習，我們也讓孩子充分理解它們的背景原理，

才能理解題意，順利解題。高年級的因數倍數問題亦如此教學，以及許多應用問題如四則運算、速率、比例等，

我們都讓小朋友學習「知其所以然」，而非懵懵懂懂寫練習題。

3. 教授應用問題：
  小朋友在數學學習上所遭遇的一大障礙就是應用問題，不是弄不清楚題意，就是不知道如何解題，這樣的困難往

往一直持續到國中階段，造成數學成績的低落，甚至放棄數學。許多國中生學不好數學，探究原因多數是國小中

低年級起，即以應付功課心態面對應用問題，未養成用心思考的習慣。因此，我們特別從三年級開始安排了應用

問題課程，幫小朋友解決應用問題的困擾，也為未來的數學學習奠定良好而札實的基礎。

4. 先修國中知識：
  六年級課程，我們全面性總複習了小學數學重點，如因倍數、四則運算、應用問題、分數小數等，這些內容其實

也是國一數學重點。另外也先修國中其它數學內容，如等量公理、負數……。讓孩子帶著信心上國中。

康園文化課程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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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說明：下表各年級班是指國小現在年級，高年級班則指現在五、六年級

上課時間：1 月 25 日 ( 週四 ) 至 2 月 9 日 ( 周五 )，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上課，共有 12 天課程，每天 08:30 至 15:30。

               12 天課程區分成三個梯次，可任選單梯次報名。

報名時間：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費用：詳見下表

報名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2 號九樓科學教室。電話：02-23921133 轉 1901-1903

上班時間：週二到週日上午 10:00~ 下午 5:00，週一和國定假日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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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營隊為整天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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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班各領域專業師資授課；

                    教學方式深入淺出，吸引小朋友學習興趣，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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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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說明：下表各年級班是指國小現在年級

上課日期：1 月 29 日 ( 周一 ) 至 2 月 9 日 ( 周五 )，共有 10 堂課，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上課五次，每次 90 分鐘；

               另可加報 1/25、1/26( 周四、五 ) ２堂優惠價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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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堂課 5000 元

               再加報 1/25、1/26 上午任一堂課原價 500 元，特優惠價報一堂送一堂

報名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2 號九樓科學教室。電話：02-23921133 轉 1901-1903

上班時間：週二到週日上午 10:00~ 下午 5:00，週一和國定假日公休。

備      註：報名後若欲退費，本班依照「教育局」退費辦法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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