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國團永春分班

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週六 09:00-16:00
週日 09:00-16:00

營業時間

2756-3758 (02)(02) 2756-2589

地址

電話 傳真

cyccea.org.tw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

臺北市私立詠信語文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107)北市教終字第1076016938號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

臺北市私立詠成技藝短期補習班

(107)北市教終字第1076044600號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93號3樓

S u m m e r   C a m p

7/15-8/28
週一至週五
0900-1710

CG301
$31,000

全修

7/15-7/31
週一至週五
0900-1710

CG302
$13,000

七月

8/5-8/26
週一至週五
0900-1710

CG303
$20,000

八月

7/20-8/28
週一至週五
0900-1710

CG304
$4,500

單周

7/15-8/28
週一至週五
0900-1710

CG305
$1,200

單日

全修班：26,000元
七月班：10,500元
八月班：17,000元

全修班：28,000元
七月班：11,000元
八月班：18,000元
07/15起恢復《原價》全修班：31,000元，
七月班：13,000元，八月班：20,000元。
單周班 4500元，單日班 1200元 不折扣。

時間
一

0900-1030
(二選一 ) 小小烘焙達人 

(材料費 :100)

體適能

　兒童瑜珈

1040-1210
(二選一 )

兒童武術

午 休 時 間

1400-1530 
(二選一 )

蝶谷巴特好好玩

(材料費 :100/單堂 80/全修 )

合作學習玩骨牌

(材料費 :50)

1540-1710
 (二選一 )

創意巧手捏塑

(材料費 :100/單堂 80/全修 )

纏繞畫彩繪 
(材料費 :50)

(一 )材料費合計 : _________元

姓名：                              年級：                    國小：         
全修班：23,000元
七月班：  9,999元 
八月班：15,000元

春

成

日

長

咘

營

2020 年夏季春日咘

今年度新推出暑假
兒童成長營自由選課表！

每個時段都有兩種課程可選
擇，讓你為寶貝量身訂做專屬課

表！包含了各種有趣又實用的課程
烘焙、魔術、有氧舞蹈、插花手做、
積木、桌遊各式各樣的才藝課，讓寶
貝多元發展，培養興趣。沒有寒假作
業的寒假，選擇救國團，給寶貝一
個難忘的童年回憶吧 ! ( 學費部分
不含餐費、材料費及交通費。

材料費依所選課程另計，
並請於報名時一同

繳清。)

特早鳥優惠

第二階段優惠

最後搶購優惠

報名單門課程可享舊生 88折，新生 95折優惠 (新生須加收
100元報名費 ) (學費部分不含餐費、材料費及交通費。材料
費依所選課程另計，並請於報名時一同繳清。)

06/15前

0 6 / 1 5 -
06/31前

0 7 / 0 1 -
07/14前

時間
二

0900-1030
(二選一 )

小廚來當家
(材料費 :150)

史萊姆的科學
　遊戲室

(材料費 :150)1040-1210
(二選一 )

動力積木
　玩創意

(材料費 :200)午 休 時 間
1400-1530 
(二選一 )

樂高拍電影
(材料費 :80)

 幾何玩拼豆
(材料費 :

50/單堂45/全修 )
1540-1710
 (二選一 )

小手串串珠
(材料費 :

50/單堂45/全修 )
(二 )材料費合計 : _________元

時間
三

0900-1030
(二選一 )

芳香小手 DIY
(材料費 :
150/單堂
420/單月

780/全修 )

指上音樂家
拇指琴基礎教學

(材料費 :100
買樂器 420/
組借 300)

1040-1210
(二選一 )

午 休 時 間1400-1530 
(二選一 ) 小小演說家

(材料費 :50)

Play一夏
（兒童戲劇表演暨
潛能開發）

(材料費 :200)

1540-1710
 (二選一 )

(三 )材料費合計 : _________元

時間
四

0900-1030
(二選一 )

快樂動手作 (材料費 :50)

神奇魔術變變變
(材料費 :75)

1040-1210
(二選一 )

拈花惹草玩花藝
(材料費 :200)

繽紛氣球創意玩
(材料費 :65)

午 休 時 間

1400-1530 
(二選一 ) 益智桌遊趣

(租借 :100)

小小棋靈王

1540-1710
 (二選一 )

象棋視界戰

(四 )材料費合計 : _________元

時間 五

0900-1030
(二選一 ) 繪本趣味創作

(材料費 :100/
單堂 80/全修 )

不織布創作
(材料費 :50)

1040-1210
(二選一 )

神奇熱縮片
(材料費 :50)

午 休 時 間
1400-1530 
(二選一 ) 手做玩縫紉

(材料費 :100)

兒童硬筆書法
(材料費 30)

1540-1710
 (二選一 )

兒童街舞
　+體能訓練

(五 )材料費合計 : _________元



星期 代號 課程名稱 費用 時間
上課日期

教師 課程內容介紹
七月班 八月班

一

CG101 小小烘焙達人 (3H) 2700 0900-1210 7/20-7/27 8/3-8/24 陳淑華
香香的麵包總讓人口水直流，讓孩子和我們一起當小小烘焙達人吧 !1.布丁塔、生物餅乾。2.  鮮奶酪、
乳酪小餐包。 3. 雙色蛋糕、果醬餅乾。 4. 蒸烤雞蛋布丁、黑糖酥餅。 5. 鮮果果凍、棒棒糖麵包。 6. 紅
茶杯子蛋糕、乳酪小西餅 。材料費另計約一堂 10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含包裝提袋，請自備圍裙

CG102 體適能兒童瑜珈 2100 0900-1030 7/20-7/27 8/3-8/24 曲晶華
(法蘭 ) 兒童瑜珈，讓孩子在同樂中學習瑜珈的樂趣，慢慢調整體態，達到身體放鬆。請自備毛巾、水壺

CG103 兒童武術 2100 1040-1210 7/20-7/27 8/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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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放鬆且省力的用力方式用於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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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備毛巾、
水壺

CG104 合作學習玩骨牌 2100 1400-1530 7/20-7/27 8/3-8/24 劉瓛 培養小朋友的團隊合作以及協調能力。材料費另計一堂約 5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CG105 蝶谷巴特好好玩 2100 1400-1530 7/20-7/27 8/3-8/24 林淑慧
簡單的東西經過孩子的巧手會變出怎樣的新風貌呢 ?蝶谷巴特訓練孩子的專注力及細心度，簡單又好學。
材料費另計一堂約 10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全修班特惠價每堂 80元。

CG106 禪繞畫彩繪 2100 1530-1700 7/20-7/27 8/3-8/24 劉瓛 可培養小朋友的專注力以及觀察力。簡單易上手的繪圖。材料費另計一堂約 5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CG107 創意巧手捏塑 2100 1530-1700 7/20-7/27 8/3-8/24 林淑慧

透過雙手的揉、捏、等技巧，紙黏土塑後不易變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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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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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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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另計一堂 10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全修班特惠價每堂 80元

二

CG108 小廚來當家 (3H) 2700 0900-1210 7/21-7/28 8/4-8/25 陳淑華
廚房是孩子的快樂天堂，讓我們來看小廚們會讓食材變出怎樣的新把戲吧 !1. 棉花糖吐司、可可拿鐵。2. 
手拍披薩、冬瓜檸檬茶。3.  雙色捲饅頭、鍋煮奶茶。 4. 鍋煎玉米餅、多多檸檬飲。 5. 鍋煎鬆餅、綜合
水果茶。6. 地瓜煎餅、百香綠茶 。材料費另計一堂 15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含包裝提袋，請自備圍裙

CG109 史萊姆的科學遊戲室 2100 0900-1030 7/21-7/28 8/4-8/25 趙翊安
(趴趴 )

軟軟史萊姆怎麼來的呢 ?原來還有很多種史萊姆 !!課程目標：1.認識化學變化 2.各種不同素材應用做出
漂亮好玩的成品，學中玩，玩中學。材料費另計一堂15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全修班加贈史萊姆材料包 )

CG110 動力積木玩創意 2100 1040-1210 7/21-7/28 8/4-8/25 趙翊安
(趴趴 )

使用動力積木配合活動式教學，讓枯燥乏味的原理透過模型動起來，幫助理解，讓孩子們邊玩邊學習！
包含結構與力學原理、槓桿原理、齒輪組、滑輪組、輪子與輪軸、空氣動力⋯等等基本機械原理與應用。
積木租借費另計一堂 20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單月班加贈積木小贈品 x1，全修班加贈積木小贈品 x2)

CG111 樂高拍電影 (3H) 2700 1400-1700 7/21-7/28 8/4-8/25 趙翊安
(趴趴 )

課程目標：1.軟體應用 2.拍攝定格動畫技巧。材料費另計一堂 8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包含平板租借
與拍攝道具，課程結束會贈送拍攝成品與道具機木人 )，單月班加贈積木電影素材 x1，全修班加贈積木電
影素材 x2。

CG112 幾何玩拼豆 2100 1400-1530 7/21-7/28 8/4-8/25 劉惠珠
豆豆拼貼是一種功能性的幼教素材，可以開發小朋友潛能、專注力與構圖能力。 
材料費另計約一堂 50元，全修班特惠價每堂 45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CG113 小手串串珠 2100 1530-1700 7/21-7/28 8/4-8/25 劉惠珠
製作各種可愛造型串珠珠，培養小朋友專注力和手眼協調。材料費另計一堂 5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全
修班特惠價每堂 45元

三

CG114 芳香小手 DIY(3H) 3150 0900-1200 7/15-7/29 8/5-8/26 林佳儀
(舒菩 )

1.可愛模型皂 :認識造型美麗的mp皂基礎原理 /手工香皂簡易包裝與保存。2.馬卡龍皂 :提升小朋友手
眼協調。3.琉璃皂 :發揮小朋友的團隊精神。4.創意黏土皂 :結合色彩的運用及提升注意力。5.杯子蛋糕皂 :
結合色彩的運用及提升注意力。6.拼圖皂 :提升小朋友的創造力。材料費另計一堂 150元，單月班特惠
價 420，全修班特惠價 780，請於報名時繳交。

CG115 小小演說家 (3H) 3150 1400-1700 7/15-7/29 8/5-8/26 陳雅婷
「小小演說家」是一堂訓練口才並融入品德教育為目標的課程。運用輕鬆活潑的教學方式 ,讓孩子喜愛學
習。透過多元的練習 ,鼓勵和回饋 ,增加孩子的自信心！精心規劃每堂課 ,活動不斷的推陳出新。希望讓
內向害羞的孩子嘗試開口 ;愛說話的孩子更加得體有禮的表達。材料費另計一堂 5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四

CG116 快樂動手做 2450 0900-1030 7/16-7/30 8/6-8/27 周怡君
利用身邊簡單的材料動手做變化，變成有趣好玩的作品，激發創意與環保精神。1.盆栽收納盒 .2. 彩繪拼
拼樂 3. 立體卡片 4.創意相框 5. 花風車 6. 筷子槍 7. 風鈴叮叮響。材料費另計一堂 50元，請於報名時繳
交。自備剪刀，保麗龍膠

CG117 神奇魔術變變變 2450 0900-1030 7/16-7/30 8/6-8/27 王威迪
透過學習魔術的技巧，鍛鍊學友的專注力 .手指靈活度 .邏輯思考等等，在學友互相練習表演時也可以增
進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對魔術有興趣並有耐心練習者。材料費另計一堂約 75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全
修班加贈打氣筒一隻 )

CG118 拈花惹草玩花藝 2450 1040-1210 7/16-7/30 8/6-8/27 周怡君
一花一世界，透過自然花材進行創作應用以激發美學與創意，從小培養對於自然的了解與愛物惜物的精
神。1.花壽司 2. 桌花糖果盤 3.包裝花束 4.乾燥花卡 5. 碗花花禮 6. 高腳杯花禮 7.繽紛花籃。材料費另
計一堂 200元，(含花器和花材 )   (教學順序以實際上課為主 )，請於報名時繳交。自備剪刀，保麗龍膠

CG119 繽紛氣球創意玩 2450 1040-1210 7/16-7/30 8/6-8/27 王威迪
透過學習氣球的技巧，鍛鍊學友的專注力 .手指靈活度 .等等，學友自己完成成品時也可以從中獲得很大
的成就感。對氣球有興趣並有耐心練習者。材料費另計一堂約 65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全修班加贈魔
術專用的筆記本 )

CG120 益智桌遊趣 (3H) 3150 1400-1700 7/16-7/30 8/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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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材租借費另計一堂 10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CG121 小小棋靈王 2450 1400-1530 7/16-7/30 8/6-8/27 劉賢明
堯創圍棋，以教子丹朱。圍棋發明的時候，本身就具備教化的功能，可以提升專注力、邏輯思考能力。
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圍棋，一起來打開智慧的寶庫。教具、材料由教師準備。

CG122 象棋視界戰 2450 1530-1700 7/16-7/30 8/6-8/27 劉賢明
專家認為下棋同時訓練孩子的專注力、思考力及記憶力，是一個最好的品德培養方式。本課程介紹象棋
棋盤、棋子的走法及吃法，佈局要領、殘局概念，期盼養成做事瞻前顧後、未雨綢繆的習性，終生受用。

五

CG123 繪本趣味創作 (3H) 3150 0900-1210 7/17-7/31 8/7-8/28 邱千芬
(JO JO)

拼貼書 DIY主題：我的海島樂園 (題目僅供參考，會依據小朋友程度設定不同主題 )。請自備畫筆、色筆。 
材料費另計一堂 10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全修班特惠價每堂 80元”

CG124 不織布創作 2450 0900-1030 7/17-7/31 8/7-8/28 詹美玉
在各種手作素材中不織布是入門最佳的選擇，如何組合、如何用色都可以滿足大部分的需要，可以得到
很好的成就感。材料費另計一堂約 5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CG125 神奇熱縮片 2450 1040-1210 7/17-7/31 8/7-8/28 詹美玉 神奇的熱縮片讓你做出花花綠綠只屬於你的特色飾品！材料費另計一堂約 5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CG126 手做玩縫紉 (3H) 3150 1400-1700 7/17-7/31 8/7-8/28 張富美
教學內容 :設計課程以啟發、美學、實用為主，由淺入深的課程設計 ,學習簡單縫紉基本功。基本手縫概念，
使用縫紉機車縫做裝飾，束口袋穿繩方法，拉鍊的技巧，編織的概念。課程內容 :1. 蛋糕針包2. 飲料杯套3. 
收納盒 4. 零錢袋 5. 餐具袋 6. 束口袋 7. 卡套夾，材料費另計一堂 10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CG127 兒童硬筆書法 2450 1400-1530 7/17-7/31 8/7-8/28 盧淑芬
電腦打字的時代，想寫一手漂亮的硬筆字嗎？就從小手握筆開始，了解文字的結構、間架，寫出最漂亮
的硬筆書法。（另繳練習本 30元，鉛筆、橡皮擦、尺、墊板等文具請自備）

CG128 兒童街舞 +體能訓練 2450 1530-1700 7/17-7/31 8/7-8/28 陳玨伊
(玨玨 ) 從跳舞中學習使用身體各部位，可以表達自我並達到運動效果。請自備毛巾、水壺

代號 營隊 費用 時間 上課日期 教師 課程內容介紹

CG500 指上音樂家 -
拇指琴基礎教學

3200 0900-1200 7/15-8/26(每週三 ) 劉瓛
歌曲吹奏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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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講義 100元，樂器費用 700，可自行購買，或自行準備，或於上課時租用，一期 300，如欲
帶回練習，需另付押金 700。請於報名時繳交。

CG501
Play一夏

（兒童戲劇表演暨
潛能開發）

3200 0900-1200 7/15-8/26(每週三 ) 林靖
「Play」是玩，也是表演的意思。課程將帶領孩子從遊戲中體驗表演，從表演中感受世界。戲劇是門綜合藝術，
我們將運用各類型表演全方位開發孩子的潛能。讓孩子更加認識自己，培養自信心，並激發他們的想像力與創
造力，進而去展現自己。讓我們 Play一夏！材料費 200元，請於報名時繳交。

CG502
魔幻旅程

（兒童魔術表演暨
創意開發）

2300
單堂
500

0900-1200 8/3-8/7(每週三 ) 林靖

【可單堂課報名】
這是一趟專屬於孩子的魔法旅程。靖學表演首創融合戲劇與魔術的創意開發營，除了學習神奇的魔術外，孩子
還必須克服各種挑戰，團隊合作、創意發想、邏輯思考、表演技巧等。旅程的終點，孩子將找到專屬自己的魔
法故事。 材料費：一人 300元，一堂 60元（6種魔術道具），請於報名時繳交。

春 日 咘 成 長 營

2020 年暑期兒童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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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段，二選一；若因人數不足無法開班，請改選其他班級！ (限同一時段 ) 並注意該班需要
的材料或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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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日提出退費申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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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