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國團南京分班

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週六 09:00-18:00
週日 09:00-14:00

營業時間

臺北市私立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

文理、電腦、插花短期補習班

(87)北市教四字第8723319500號

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

臺北市私立松新技藝短期補習班

(99)北市教社字第09934619200號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64號2樓
2570-8075 (02)(02) 2750-8078

地址

電話 傳真

cyccea.org.tw

S u m m e r   C a m p

京 促 咪  京 促 咪  

成 長 營  成 長 營  

2020年暑期 每時段可選擇一門「○」課程，為兒童打造獨一無二的專屬課程吧 :)京促咪成長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900-1030 ○趣味捏塑 A班 ○創意冰棒棍 蝶谷巴特手作坊

小小烘焙王

造型串珠珠 小小棋靈王

1040-1210 ○趣味捏塑 B班 ○創意摺紙拼貼 ○用英文環
遊世界

○創意兒
童繪畫

豆豆拼貼貼 益智積木動手玩

養精蓄銳。充電一下！

1400-1530 ○搖滾爵士鼓
(A班 ) ○兒童武術

<防疫特攻隊 > 
小手一把皂

動力機械玩創意 鬥智玩桌遊

奇幻魔術秀

1540-1700 ○搖滾爵士鼓
(B班 )

○轉生變成史萊
姆

創意造型氣球

※優惠辦法：按照各中心規定，恕無法跨教室使用亦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招生名額有限，額滿恕不加收，請盡早報名。☉課程費用不包含午餐、材料費及交通費，可自行攜帶午餐 (中心備有電鍋和微波爐。
如有其他需求請洽中心櫃台人員。)☉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或水壺、免洗餐具、文具用品、禦寒衣物等。☉如遇天災 (颱風地震豪
雨等 )，均依人事行政局或台北市公告停課與否，不另行通知。☉如須請假可於前一日告知教師，如因個人因素缺課者，恕無法補課或
退費。☉為維持學習上的品質及效果，本活動內容亦可能視情況做適度調整，本單位保留最後異動之權益。

退費規則：報名後如因故不克參加，請持收據正本辦理退費，並依據臺北市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1. 於開課日前第六十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五。但所收取之百分之五部分超過新台幣一千元部
分，應退還。

2. 於開課日前第五十九日至實際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九十。
3. 於開課日前第七日至第一日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八十。
4. 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二日 (次 )上課前 (不含當次 )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七十。
5. 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二日 (次 )上課後且未逾全期 (或總課程時數 )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 
百分之五十。

6. 於實際開課期間已逾全期 (或總課程時數 )三分之一者，所收取之當期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

日期 全修班費用 七月班費用 八月班費用

新生 舊生 新生 舊生 新生 舊生

原   價 28,000 14,000 17,000
超早鳥價

6/15 (前）  21,000元 10,500元 12,700元

第二波
6/15-6/31  23,800元 11,900元 14,400元

最後搶購
7/1-7/14  26,600元 13,300元 16,000元

優惠辦
法

星期 代號 課程名稱 費用 時間 上課日期 老師 課程內容介紹

一~

五

NF500 ☆成長營全修班 28,000 

09:00-17:00

07/15-08/28      

救國團 
專業師資

"京促咪 "成長營，招生名額有限，額滿即不再收，請及早規劃，讓孩子有個快樂的暑
假！適合小一至小六學童參加。 
【本課程課名可能異動，詳細內容及金額請參照 109-4期南京簡章或救國團南京分班
FB粉絲專頁公告】 
1.可代訂午餐，約 75-85元，亦可自行攜帶午餐，中心備有微波爐。2.為響應環保需
自備水壺 &環保筷。3.如遇天災 (颱風地震豪雨等 )，均依人事行政局或台北市公告停
課與否，不另行通知。4.本活動內容亦可能視情況做適度調整，本中心保留最後異動
之權力。 
所有課程不包含材料費、餐費和交通費用 (請自行攜帶悠遊卡或零錢 ) 
【全修班】原價 28,000元 
06/15前 (含 )，不論新舊生早鳥優惠價 21,000元 
06/16-06/31，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23,800元 
07/01-07/14，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26,600元 
07/15起，恢復原價 
新生須加 100元報名費 
【七月班】原價 14,000元 
06/15前 (含 )，不論新舊生早鳥優惠價 10,500元 
06/16-06/31，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11,900元 
07/01-07/14，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13,300元 
07/15起，恢復原價 
新生需加 100元報名費 
【八月班】原價 17,000元 
06/15前 (含 )，不論新舊生早鳥優惠價 12,700元 
06/16-06/31，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14,400元 
07/01-07/14，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16,000元 
07/15起，恢復原價 
新生需加 100元報名費 
<單周班及單日班恕無折扣 >

NF501 ☆成長營七月班 14,000 07/15-07/31

NF502 ☆成長營八月班 17,000 08/03-08/28

NF503 ☆成長營單周班
5,500 
5,200

07/15-08/28 
<任選一週 >

NF504 ☆成長營單日班
1,500 
1,200

07/15-08/28 
<任選一天 >

2020年暑期”京促咪”成長營

※ 如所選班級因人數額滿或年齡不符
合，請改選其他班級！

※ 請詳閱簡章課程所需自備文具，上
課請務必攜帶。



星期 代號 課程名稱 費用 時間 上課日期 老師 課程內容介紹

星
期
一

NF510 趣味捏塑 A班 1,800 09:00-10:30

07/20-08/24

林淑慧
透過黏土訓練觸覺、知覺及色彩空間，幫助腦部活化思考，讓小肌肉獲得手眼協調，進
而培養專注力，透過雙手搓、揉、壓、擀、捏、切等手指活動，隨心所欲捏塑各種造型，
完成創意作品。【材料費另計 600元】

NF511 創意冰棒棍 1,800 09:00-10:30 劉得興
用冰棒棍來作組合，作出盒子，筆筒，車子，房子等等作品。老師全程步驟示範教學，
需自備剪刀及保麗龍膠。【材料費另計 900元】

NF512 趣味捏塑 B班 1,800 10:40-12:10 林淑慧
透過黏土訓練觸覺、知覺及色彩空間，幫助腦部活化思考，讓小肌肉獲得手眼協調，進
而培養專注力，透過雙手搓、揉、壓、擀、捏、切等手指活動，隨心所欲捏塑各種造型，
完成創意作品。【材料費另計 600元】

NF513 創意摺紙拼貼 1,800 10:40-12:10 劉得興
以動物及紙盒作為主題，用有色的紙作出立體的實體，讓小朋友輕鬆學會立體的動物及
產品物件的立體空間感，老師全程示範講解步驟教學，需自備剪刀及膠水。【材料費另
計 600元】 

NF514 搖滾爵士鼓 (A班 ) 2,000 14:00-15:30 許舒萍 
(蘇菲 )

從最基本的鼓棒渥法、姿勢的調整，到過門運用，熟悉節奏的用法，一雙鼓棒，一套爵
士鼓，您就是舞台上最耀眼的主角。【限收七人，額滿為止】

NF515 兒童武術 1,800 14:00-15:30 許文豪

用簡單的徒手動作，來練習防身的攻防概念和健身的基本原則，學習放鬆且省力的方
式，用於日常生活的各種動作。透過武術練習學會精神集中以及自我約束，並在適當的
時機運用所學保護自己。此課程以拳法為主軸，包含呼吸以及擒拿解脫等練習。(每堂
課均含 30分鐘體能及 50分鐘正課 )

NF516 搖滾爵士鼓 (B班 ) 2,000 15:40-17:00 許舒萍 
(蘇菲 )

從最基本的鼓棒渥法、姿勢的調整，到過門運用，熟悉節奏的用法，一雙鼓棒，一套爵
士鼓，您就是舞台上最耀眼的主角。【限收七人，額滿為止】

NF517 轉生變成史萊姆 1,800 15:40-17:00 趙翊安 
(趴趴 )

孩子們為之著迷的史萊姆來了！為什麼膠水可以製作史萊姆呢？還有什麼生活中隨處可
及的材料能夠製作軟軟的史萊姆？簡單又好玩的化學實驗，讓孩子從玩遊戲中學習！ 
【材料費另計 900元】 

星
期
二

NF518 蝶谷巴特手作坊 1,800 09:00-10:30

07/21-08/25

施雅榆
本課程採用堆疊與拼貼圖案的方式來 DIY自己的作品，藉由此課程來訓練手指的靈活
度與耐心的培養，加深小朋友對於藝術的見解，此外本課程也會將舊的物品改造成新的
作品，藉此讓小朋友認知到環保永續與愛護物品的概念。【材料費另計 480元】 

NF519 用英語環遊世界 1,800 10:40-12:10 鄭宇茜
帶領小朋友用英文來環遊世界，認識自己國家及其他國家的文化、美食、動物、風景⋯⋯
等。以生活化的方式來學習英文，並有不同的課堂上活動和遊戲來加深學生對英文的學
習。【材料費另計 120元】 

NF520 創意兒童繪畫 1,800 10:40-12:10 黃麟貴
直接教孩子色彩的答案雖然快速看到成果、讓每個孩子畫出相似相同的東西、兒童繪畫
是一個充滿創意與想像的世界，可以豐富孩子的生活體驗讓每一個孩子都應該享受屬於
他自己快樂的繪畫世界。【材料費另計 300元】

NF521 <防疫特攻隊 > 
小手一把皂

2,700 14:00-17:00 林佳儀
從自身出發 !請加入手工皂快樂學的行列吧。※請自備不銹鋼杯 350ml二個及抹布一條。
【材料費另計 750元】 (包含所有油品、花草、精油等 )

星
期
三

NF522 小小烘焙王 3,100 09:00-12:00

07/15-08/26

李慧賢
1.小酥餅、巧克力豆小蛋糕 2.海苔麵包棒、米奇麵包 3.豆沙捲心餅、檸檬小蛋糕 4.蛋
塔、芝麻小餐包 5.造型餅乾、創意麵包 6.蘇打餅乾、抹茶紅豆杯子蛋糕 7.金牛角、
鹹味小餐包。【材料費另計 700元】

NF523 動力機械玩創意 3,100 14:00-17:00 趙翊安 
(趴趴 )

包含結構與力學原理、槓桿原理、齒輪組、滑輪組、輪子與輪軸、蝸輪、齒條、凸輪、
鏈條、差速器、定滑輪、動滑輪等等基本機械原理與應用。並且學習如何應用機械原理
改變動力速度、力量與運動方向 ;最後綜合運用各類原理組合有趣的複雜模型。【教材
租借費另計 1,400元】 

星
期
四

NF524 造型串珠珠 2,100 09:00-10:30

07/16-08/27

劉惠珠

製作各種可愛造型串珠，培養小朋友的專注力和手眼協調。【材料費另計 350元】

NF525 豆豆拼貼貼 2,100 10:40-12:10 拼豆是一種功能性的幼教素材，可開發小朋友潛能、專注力與構圖能力。
【材料費另計 350元】

NF526 鬥智玩桌遊 3,100 14:00-17:00 林潔
我們會讓孩子們分組進行遊戲，在遊戲進行的過程中，培養出團隊合作、邏輯思考、反
應訓練、口語表達、記憶加強以及勝不驕、敗不餒的謙卑態度，並讓孩子們透過桌遊拉
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創造出更多的歡樂與歡笑。【材料費另計 210元】

星
期
五

NF527 小小棋靈王 2,100 09:00-10:30

07/17-08/28

張佩倫
我們會透過圍棋相關課程來培養孩子們專注清晰的推理能力、學會不怕失敗，增強抗壓
力、培養高尚品德與優雅氣質、養成恭謙禮儀，增進人際關係，同時圍棋也是訓練孩子
的耐力、韌性、鬥志、反應及應變能力的最佳才藝。

NF528 益智積木動手玩 2,100 10:40-12:10

鄭伯君

我們會透過各種款式的積木，讓孩子們動腦並研究如何把積木拼湊起來，同時並發揮本
身的創意去組裝與說明書上不同的積木造型，另外再搭配積木零件讓孩子們創造出各種
主題的成品，啟發孩子無限的想像力及創造力。【材料費另計 525元】

NF529 奇幻魔術秀 2,100 14:00-15:30
透過豐富又有趣的魔術課程來培養學生的第二專長，並且教導孩子們如何運用口才、技
巧、創意等等來展現自己，提升本身的自信心勇敢秀自己，此外在社團裡所學會的魔術，
在日後的班際活動或是其他慶祝活動，都能使孩子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材料費另計 350元】

NF530 創意造型氣球 2,100 15:40-17:00

學習造型氣球，讓孩子們多了一項與眾不同的魅力與技術，讓學生在班上變得更開朗、
更有自信、更有機會發揮更多創意來展現自己，不論是在平常生活中、學校典禮、慶生
會或是其他活動場合，造型氣球都是不可或缺的好東西，孩子們會在我們的帶領下透過
[玩 ]來學習造型氣球，培養他們的第二專長 [興趣 ]，從基礎開始學起，後續的教學都
會事半功倍。【材料費另計 210元】

星期 代號 課程名稱 費用 時間 上課日期 老師 課程內容介紹

三

NF601 ☆ STEM．X 玩轉科學
 (七月梯 ) 1400

優惠價
09:00-17:00

7月 22日
威翰文創
師資群

溜冰選手在冰上快速旋轉；雲霄飛車 360度的旋轉，嚇得我們膽戰心驚，我們卻沒有
從車上掉出來；在動畫電影「龍貓」中，龍貓利用旋轉的陀螺，飛行在夏夜裡的空中；
轉動的陀螺儀，為什麼可以在筆尖上穩定的旋轉？這些都是利用圓周運動的原理。在
玩轉科學裡發現圓周運動拉扯的向心力與離心力，轉動你我的創意智慧！ DIY無翼飛
行器、高爾夫陀螺、旋轉回力鏢、轉動 YoYo。材料費 600元。NF602 ☆ STEM．X 玩轉科學 

(八月梯 ) 8月 5日

四

NF603  ☆小小畫家營 2399 
優惠價

13:00-16:00 07/16-08/27 劉得興
以水彩及色鉛筆為材料，以說故事的方式引導學生對於圖像的認識，在用材料彩繪出
來，老師上課全程步驟示範教學，每堂完成一件完整作品。材料可統一訂購一整組 600
元，或自備水彩或色鉛筆用具。【本課程恕不折扣】【適合幼稚園小班到高中】

NF604  ☆漫畫素描營 2399 
優惠價

16:00-19:00 07/16-08/27 劉得興
以卡通漫畫及童話故事的角色為教學的主題，課程由簡入繁，老師每堂全程示範說明，
講解漫畫結構，讓學員輕鬆學會漫畫的表現技巧。材料費 300元。【本課程恕不折扣】
【適合幼稚園小班到高中】

五

NF605 ☆ STEM．X 食魔味食嗅 2100 
優惠價

14:00-15:30 07/24-08/28 威翰文創
師資群

瘋狂科學大玩家和你一起發現 “食魔” 搞怪的密秘 !你知道廚房也是個生活科學實驗室
嗎？媽媽煮東西的時候，就是在做科學實驗哦 !利用廚房裡簡單的調味品及蔬果，探索生
活中食物的科學，讓孩子認識化學、生物、蔬果發電，廚房裡還有哪些東西可以成為實
驗的素材，課程主題涵蓋了PH值（酸和鹼）、固體和液體、水分子、氣體、聚合物 ......等， 
探索生活科學自己動手做做看，體驗不一樣的科學發現喔！ DIY水果電池、無字天書、
分子料理、怪怪軟糖、香精香味卡、SODAlite氣泡水機。材料費 900元。

NF606  ☆多元水彩營 2399 
優惠價

15:30-18:30 07/17-08/28 劉得興
以水彩作為畫作的煤材，上課內容有卡通人物畫表現，風景表現學習，動物表現方法，
花朵靜物畫法，真實人物結構表現，老師上課全程示範教學步驟式教學讓學員輕鬆上
手。材料費 70元，自備水彩用具。【本課程恕不折扣】

兒童暑期營隊 本系列課程 (NF601-NF606)費用皆不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