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准字號：(101)北市教社字第10138413700號

救國團敦化分班

週一至週六09:00-21:00 
週日09:00-14:00

營業時間
臺北市私立敦新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

臺北市私立敦民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核准字號：(101)北市教社字第10138413600號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14號4樓
2713-0900 (02)(02) 2713-0903

地址

電話 傳真

cyccea.org.tw

S u m m e r   C a m p

原價 $28,000 
05/15-06/15  $22,000
06/16-06/31  $23,800
07/01-07/14  $26,500
7/15起 恢復原價

原價 $13,500 
05/15-06/15   $10,800
06/16-06/31   $11,500
07/01-07/14   $12,500
7/15起 恢復原價

原價 $16,500 
05/15-06/15  $13,500
06/16-06/31  $14,000
07/01-07/14  $15,500
7/15起 恢復原價

全修 7月 8月

姓名：                              年級：                    國小：         

07/20-08/24
星期一
合作學習玩骨牌

巧手彈奏拇指琴
____ 中餐・午休 ____

巧手黏土創意玩

09:00-10:30

10:40-12:00

12:10-14:00

14:00-15:30

15:40-17:00

一日 半
日營隊

DF530
STEM.X科學大玩家

玩轉科學
$1400不折扣

7月 20日 (一 )
09:00-17:00

DF532
STEM.X科學大玩家
機械星球 -槓桿系

$700不折扣
7月 17日 (五 )

14:00-17:00

DF531
STEM.X科學大玩家

玩轉科學
$1400不折扣

8月 10日 (一 )
09:00-17:00

DF533
STEM.X科學大玩家
機械星球 -槓桿系

$700不折扣
7月 31日 (五 )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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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 :600元

傳說中只要能拔起隱藏在秘林的機械石中劍，將獲得一股巨大的能量，機

械犀牛能否運用槓桿之法，獲得神力呢？隨著籃框高度進化的怪獸由你來

挑戰，幫助犀牛一圓籃球之星的夢想。機械大象艾爾芬是機械馬戲團的團

員，由於外星侵略戰爭，機械星球星核之眼損毀，維持平衡的裝置受損，

馬戲團必須即刻大遷移，快跟著艾爾芬的腳步，越過各種地形，機械星球

的殞落或平衡就交給你操控。材料費 :300元

07/21-08/25
星期二
花藝想世界

冰棍玩創意
___ 中餐・午休 ___

益起桌遊趣

神奇魔術師

09:00-10:30

10:40-12:00

12:10-14:00

14:00-15:30

15:40-17:00

7/15-8/26
星期三
創意作文

魔術方塊
____ 中餐・午休 ____

兒童武術

09:00-10:30

10:40-12:00

12:10-14:00

14:00-15:30

15:40-17:00

7/16-8/27
星期四

小手一把皂

____ 中餐・午休 ____

兒童體適能瑜珈

09:00-10:30

10:40-12:00

12:10-14:00

14:00-15:30

15:40-17:00

07/17-08/28
星期五

動力機械積木
玩創意

____ 中餐・午休 ____

英文繪本
科學魔法學院

09:00-10:30

10:40-12:00

12:10-14:00

14:00-15:30

15:40-17:00



代號 課程名稱 星期 費用 時間 日期 老師 課程內容

DF501 貝思特歡樂小學堂

一到五

28000

09:00-17:00

07/15-08/28

救國團專業教師

貝思特歡樂小學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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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小 6學童參加。
【本課程課名可能異動，詳細內容及金額請參照 109-04期敦化簡章
或敦化教室 FB粉絲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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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5-06/15不論新舊生早鳥優惠價 2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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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0元
07/15起恢復原價
新生須加 100元報名費
【七月班】原價 13,500元
05/15-06/15不論新舊生早鳥優惠價 10,800元
06/16-06/31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11,500元
07/01-07/14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12,500元
07/15起恢復原價
【八月班】原價 16,500元
05/15-06/15不論新舊生早鳥優惠價 13,500元
06/16-06/31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14,000元
07/01-07/14不論新舊生均一價 1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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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F502 貝思特歡樂小學堂 -七月班 13500 07/15-7/31
DF503 貝思特歡樂小學堂 -八月班 16500 08/03-8/28

DF504 貝思特歡樂小學堂 -單周全天 5500
5300

07/15-08/28
任選一周

DF505 貝思特歡樂小學堂 -單日全天 1300
1100

07/15-08/28
任選一天

DF506 合作學習玩骨牌 一 1950 09:00-10:30 07/20-08/24 劉瓛 (瑪格 ) 培養小朋友的團隊合作以及協調能力。教材租借費：300元。

DF507 巧手彈奏拇指琴 一 1950 10:30-12:00 07/20-08/24 劉瓛 (瑪格 )
卡林巴琴，非洲傳統樂器。由於使用拇指彈奏，又稱拇指琴。
容易入門，音色空靈，樂器攜帶方便。
講義費：100元。樂器租借費：300元。

DF508 巧手黏土創意玩 一 3000 14:00-17:00 07/20-08/24 鍾秀玉

透過雙手的揉、捏、等技巧，黏土塑後不易變形，色彩鮮明，有透明感，
可調色、易塑型，入門容易，質輕 ~無毒 ~環保 ~可塑性佳。用黏土
雕出一個個栩栩如生，可愛又俏皮的人偶，趣味實用又兼具裝飾性。
黏土是一個能滿足想像空間的完美素材，在造型的過程中，建立了基
本空間概念，有了美感、色彩的素養，黏土創作領域延伸到日常生活
裝飾上，讓工藝美學美化我們的生活，作品亦可當獨一無二的贈禮。
材料費 :600元。

DF509 花藝想世界 二 1950 09:00-10:30 07/21-08/25 徐昌進
鮮花好美，但會凋謝，在人造花的世界裏，也可以永恆人造花的美，
更可以美化我們的生活。(請自備：剪刀。)材料費：300元。

DF510 冰棍玩創意 二 1950 10:30-12:00 07/21-08/25 徐昌進
小小冰棒棍，讓生活更有趣，發揮你的動手能力，發現生活的美，一
起來玩創意吧！ (請自備：剪刀、雙面膠。)材料費：240元。

DF511 益起桌遊趣 二 1950 14:00-15:30 07/21-08/25 王威迪

講師會先講解桌遊的玩法 .並且先透過簡易的規則了解遊戲 ,等小朋友
慢慢進入狀況後 .再慢慢地加入所有遊戲的因素。透過不同的桌遊，
可以讓小朋友學習，團隊合作 .反應能力 .邏輯思考 .幾何圖形等等能
力。教材租借費：390元。

DF512 神奇魔術師 二 1950 15:30-17:00 07/21-08/25 王威迪
透過學習魔術的技巧，鍛鍊小朋友的專注力、手指靈活度、邏輯思考
等等，在互相練習表演時也可以增進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教材費：
450元。

DF513 創意作文 三 2200 09:00-10:30 7/15-8/26 程怡文
具有創意、趣味的思考引導，使孩子與老師互動中，啟發靈感、激發
潛能，幫助孩子組織作文素材，完成豐富有感的作品。※請自備文具
(鉛筆、橡皮擦⋯等 )

DF514 魔術方塊 三 2200 10:30-12:00 7/15-8/26 陳冠銘

魔術方塊除了是益智類玩具，同時也是教導空間概念的教具，價格親
民再加上便於攜帶，適合各年齡層，造就了魔術方塊的風潮席捲全世
界。講義 :魔術方塊 學生版 (彩色 )材料費 :$100（魔術方塊 60+講
義 40）

DF515 兒童武術 三 3250 14:00-17:00 7/15-8/26 陳冠銘

想要讓小孩身體的協調更進一步嗎 ?想要讓小孩學習保護好自己的武
術可以滿足這些需求，透過有趣的氛圍、正規的系統、傳統的訓練方
式達到健康、安全、快樂的學習效果，讓孩子學到在危險中迅速做出
反應，逃離現場。

DF516 小手一把皂 四 3250 09:00-12:00 7/16-8/27 林佳儀 (舒菩 ) 愛從自身出發 !請加入手工皂快樂學的行列吧。材料費：875元 (包含
所有油品、花草、精油等 )。

DF517 體適能兒童瑜珈 四 3250 14:00-17:00 7/16-8/27 曲晶華
孩子學瑜伽可以協助孩子，保持身心的柔軟與彈性、專注與鬆弛，以
面對環境與課業所帶來的壓力，並讓孩子學會放鬆技巧、靜心練習及
專注思考，是奠定孩子日後身心發展的基石！

DF518 動力機械積木玩創意 五 3250 09:00-12:00 7/17-8/28 趙翊安 (趴趴 )

玩積木，也可以認識科學！不再只有實體積木操作而是加入科學實驗
的課程，讓孩子對學習更有興趣！ wedo 2.0同時具有兩大優勢： 1. 
認識及學習科學理論：比動力機械更活潑的教學課程主題及內容，包
含前導影片或圖片，配合老師教授課程，或以團隊實驗的方式，玩中
學，學中玩！ 2. 培養程式語言的邏輯與基礎：在擁有動力建構的基礎，
配合程式控制讓模型能夠依照指令動作，培養孩子的工程及科學實踐
能力！適合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童。教具租借費用 1400元，報名課
程贈送積木小贈品。

DF519 英文繪本 -科學魔法學院 五 3250 14:00-17:00 7/17-8/28 鄭巧嫻

今年暑假讓我們一起跟著創意十足的 Mia老師調味出一場豐富的英文
科學手作饗宴。
在這短短的暑假裡，我們跟孩子一起將生活周遭中，各種相關的多元
材料與元素納入課堂裡，從 A(空氣）∼ Z(動物園），也因應相關主
題的不同，帶領孩子一同遨遊英文繪本故事的國度裡，讓孩子的暑假
一起健康、豐富一夏呢∼材料費 :$700。

學友報名須知及權益事項 (視同定型化契約，敬請詳閱 )
【注意事項】
1. 已達開班人數不另行通知，請依簡章上註明之時間、地點前來上課，教室配置於開課當日公佈，人數不足未開班將另
行通知。

2. 未達開班人數之班級或其他因素，本教室保留不開班或併班上課之權利。學友可憑繳費證明或身分證件辦理辦理轉班
或全額退費。(報名時繳交之作業費 100元恕無法退還，所贈送之「終身學習卡」會員資格終身有效。)

3. 如因課程不合適，請於轉班期限內，憑繳費證明或身分證件辦理轉班，轉班以一次為限，學費多退少補。
4. 逢天災 (颱風、豪大雨、地震等 )是否停課，依照人事行政局或臺北市政府規定，宣佈「停課」，則停止上課；所耽
誤課程由老師上課期間自行補足或調整時間補課。

5. 簡章內容如有疏漏，則以本教室公告為準；遇特殊情況時，視需要調整上課地點 (教室 )，敬請配合見諒。
6. 本教室課程謝絕旁聽、試聽 (部分課程除外 )、攜帶孩童、寵物一起上課，以免影響課堂秩序及其他學員上課權益，工
作人員亦將於課堂上點名，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7. 學費及材料費均為一期費用，如需上兩期或是續報下期課程，則於下期繳交，材料費一律交給教師；為保護智慧財產
權，所有課程於上課中不得任意攝影或拍照。

8. 未額滿班級可接受插班，插班費用不論新舊生皆依照原價堂數比例計算，新生另需繳交 100元報名費。
9. 插班生已按比例折扣費用，故不得辦理轉班。
10. 本教室為短期課程，若因個人因素請假缺席者，視同自願放棄課程，恕無法補課及退費。
11. 各項優惠不得合併使用。
12. 如有未盡事宜，本教室將適時修正，並以公告為主，敬請學友與教師多加留意，以保障個人權益。

退費手續及規定
報名後如因故不克參加，請持收據正本辦理退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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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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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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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不得扣除補習班訂定之報名費或其他收費項目。補習班所收取之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
購買成品者，發給成品。

6. 如因人數不足未能開班者，可辦理轉班或退費，請持繳費收據正本或身分證件，於規定期限內至本教室辦理。
7. 新生首次報名登錄之報名作業費 100元恕無法退還，所贈送之「終身學習卡」會員資格終身有效。

終身學習卡
★所贈送之「終身學習卡」會員資格終身有效，卡片僅限本人使用，不得轉借或贈與他人。
★憑卡至本團各地學習教室、青年活動中心、幼獅公司、張老師公司可享折扣，未出示卡片恕不予以優惠。
★學習卡請妥善保管，如有遺失、破損，辦理補發新卡，需酌收工本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