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優惠方案 ※優惠辦法限擇一方案使用 
中國青年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附設臺
南市語文才藝短期補習班新營分班 
府教社字第027674號 

新營中心 
地址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41號4F 

電話  06-6331331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09:00-21:00 

                  週六09:00-16:00 

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08:00-
09:00 歐嗨喲~團體時間 

09:00-
12:00 

韓文 
開口說 

就愛玩 
瑜珈 

小唱將 
造型氣
球 

鬥陣念
台語 

12:00-
14:00 休憩時間 

14:00-
17:00 

小小武
術家 

巧手玩 
捏塑 

快樂學
日文 

有趣的
美勞 

家事 
手縫 

費用已含:材料費、餐費、保險…等。另需自備下列用品:文具用品、作業、個

人餐具、保溫杯。 週一:毛巾。週二:毛巾、瑜珈墊。 週三:筆記本。 週四:彩

色筆或色鉛筆、色紙。 週五:小剪刀。 救國團依狀況保留適時調整權益。 

※DF503(一週):自選週次:7月:7/5-7/9或7/12-7/16或7/19-7/23或7/26-7/30；

8月:8/2-8/6或8/9-8/13或8/16-8/20或8/23-8/27。 

(一~五) 08:00-17:00  

FUN暑假 $12800  DF503 $3600 

藉由發音技巧搭配超簡單的子母音記憶法，讓你用歌曲快速記熟韓語
四十音，搭配韓語童謠教學，讓你牢牢記住基礎韓語發音。自備:筆、
筆記本。 

(一) 09:00-12:00 $1500 

二、暑期兒童系列【教材、講義費請另繳給教師】 

韓文開口說-張鑫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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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501-7/5~7/30 
DF502-8/2~8/27 
DF503-自選一週 

DF701-7/5~7/26 
DF702-8/2~8/23 

將武術結合柔展操，讓孩子從武術運動中靜心、專心、強健體魄。自備:
水杯、毛巾。 

(一) 14:00-17:00 $1500 

小小武術家-沈秀真老師 

DF703-7/5~7/26 
DF704-8/2~8/23 

唱頌開始課程，遊戲開始暖身，帶入提升專注力的動態練習至靜態練習，
透過故事了解和感受自己，靜心練習讓身心放鬆。。自備:毛巾、瑜珈墊。 

(二) 09:00-12:00 $1500 

就愛玩瑜珈-江詠晶老師 

DF705-7/6~7/27 
DF706-8/3~8/24 

利用黏土來創作出屬於自己的作品吧。7月作品:Love相框、棉花棒盒、
可愛動物時鐘、遙控器的家。8月作品:星光球燈、火搖搖白板座、角
落生物筆盒、釣魚趣。另繳每梯材料費400元。 

(二) 14:00-17:00 $1500 

巧手玩捏塑-羅金珠老師 

DF707-7/6~7/27 
DF708-8/3~8/24 

專業錄音室的教授讓您輕鬆準確的唱歌，帶領孩子輕鬆的接觸音樂，學
習歌唱的技巧以及培養自信感。 

(三) 09:00-12:00  $1500 

明日之星小唱將-王心亮老師 

DF709-7/7~7/28 
DF710-8/4~8/25 

從日本童話故事.動畫.歌曲開始培養孩子對日文的興趣，進而認識日文單
字及日本文化。自備:筆、筆記本。 

(三) 14:00-17:00 $1500 

快樂學日文-歐羽軒老師 

DF711-7/7~7/28 
DF712-8/4~8/25 

透過每個步驟仔細解說，折出可愛又吸引人的卡通人物、各種植物、動
物..裝扮式氣球，讓您在平時也可以自己DIY裝扮自己。另繳每梯材料
費:400元。 

(四) 09:00-12:00 $1500 

創意造型氣球-蔡梅香老師 

DF713-7/8~7/29 
DF714-8/5~8/26 

除了繪畫，讓孩子嘗試用不同的素材運用在創作上，讓孩子接觸多元的
工具與材料，對於創作有更多想法。自備:彩色筆或色鉛筆、色紙。 

(四) 14:00-17:00 $1500 

有趣的美勞-張凱伶老師 

DF715-7/8~7/29 
DF716-8/5~8/26 

快樂Fun暑假-專業教師 

美麗的台語輕鬆學，課程將帶領小朋友用台語讀唐詩、古文三字經以及
台語俗語、故事、童謠。 

(五) 09:00-12:00 $1500 

鬥陣念台語-謝一心老師 

DF717-7/9~7/30 
DF718-8/6~8/27 

運用手縫基本技法，引導兒童完成實用的生活用品。7月作品:不織布悠
遊卡套、小束口袋、貓頭鷹吊飾。8月:午安枕、襪子娃娃、布花胸針。
另繳每梯材料費400元。自備:小剪刀。  

(五) 14:00-17:00 $1500 

家事手縫-羅金珠老師 

DF719-7/9~7/30 
DF720-8/6~8/27 

新學友 
+100元報名費 

舊學友 
須出示終身學習卡 

Fun暑假 
新生+100元 

報名費 
DF503無折扣 

同時報名2班(含) 

以上享8折優惠 

第1班無折扣 

第2班95折 

95折 

單一梯特惠

10800元 

同時報名兩梯 

特惠20000元 

無折扣 

第1班95折 

第2班9折 同時報名2班(含) 

以上享85折優惠 

單一梯特惠

11600元 

9折 

優惠身分 
早早鳥優惠 

5/31前 

早鳥優惠 
6/15前 

勵學優惠 
6/30前 

卡友優惠 
7/1起 

一、成長營【恕不插班，如遇天災停課或自行請假恕不補課，】 

單一梯特惠

12300元 

「學習有GO讚」贈好禮 依活動辦法贈「鬼滅之刃橡皮擦」或「旅行6件組」或「不銹鋼隔熱餐盒」(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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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暑期兒童系列【教材、講義費請另繳給教師】 

f @cycxinying 

藉由輕鬆有趣的方式簡單了解象棋的規則與基本戰略，用以陶冶心性、
鍛鍊專注與培養邏輯能力都有非常好的回饋。自備:象棋，另繳講義費:20
元。 

象棋大對決-徐士傑老師 

即將邁入國中階段的孩子們，總是被家長的擔心及繁重的課業壓力，失
去探索的熱情，若能讓考卷上的題目，展現在孩子的眼前，動手做實驗，
進而引導學生發問、思考，激發出對科學的求知欲。另繳材料費700元。
中午12-14點休息，不含午餐。 

(一~五) 09:00-16:30 $6980(無折扣) 

早鳥特惠$5980 

科學會考國中理化先修(小五起)-上尚文化 

結合流行音樂節奏、身體律動訓練、體適能遊戲，讓孩子在課程中得
到多元的學習與歡樂。自備:毛巾、運動鞋。 

(二) 14:00-17:00 $1500 

活力舞動一起來-蔡青娟老師 

DF721-7/6~7/27 
DF722-8/3~8/24 

讓小朋友透過學習製作，感受到花草植木的自然美好，讓花走入生活，
原來花花草草這麼有趣。另繳每梯材料費1200元，自備:剪刀、斜口剪刀、
14*7.5cm花器或代購。 

(四) 10:00-12:00 $1300 

花藝好好玩-何信逸老師 

DF723-7/8~7/29 
DF724-8/5~8/26 

7月作品:搖搖壽司、酥皮披薩、脆薯炸熱狗、法國總匯。8月作品:三角
飯糰、QQ麻糬球、炸湯圓、雞塊小漢堡。另繳每梯材料費:600元。自
備包裝盒。 

(四) 14:00-17:00 $2000 

烹飪大主廚-顏世欣老師 

DF725-7/8~7/29 
DF726-8/5~8/26 

7月作品:  冰淇淋甜筒餅乾、棒棒糖蛋糕、米奇杯子蛋糕、角落生物餅乾。
8月作品:巧克力甜筒麵包、造型雞蛋糕、繽紛杯子蛋糕、鬼滅之刃餅乾。
另繳每梯材料費:600元。自備包裝盒。 

(五) 14:00-17:00 $2000 

烘焙好好玩-顏世欣老師 

DF727-7/9~7/30 
DF728-8/6~8/27 

(一、三) 19:00-20:30 $1500 DF729-7/5~7/28 
DF730-8/2~8/25 

DF601 
7/12~7/16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上
午 

顯微鏡、
DNA世
界 

聲音產生、
針孔照相

機 

單極馬達、
磁生電運用 

光譜分析、
金屬燃燒 

氣壓運用、
地磁與磁

力 

下
午 

DIY保養
品、人
體排泄 

虹吸現象、
活性碳電

池 

酯化反應、
表面張力 

氫氧電池、
銅的合金 

結晶科學、
飽和溶液 

醫院裡各科分門別類，頭暈該看哪一科？內科和外科的差別是什麼？為什
麼藥物會引發過敏？從認識病毒到預防疾病，從牙齒保健到吃出健康，從
病毒基因到遺傳工程，課程裡兼顧中、西醫學，給孩子最基礎、最實用的
醫事科學知識，結合手作、實驗與遊戲，帶領孩子發現醫學的奧妙與趣味。
另繳材料費750元。中午12-14點休息，不含午餐。 

大醫生小偵探-身體的奧秘(小一~四)-上尚文化 

DF602 
8/2~8/6 

課
程
主
題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為什麼
會生病 

生病了!

要去哪裡? 
博學的
中醫 

人體大探索 皮膚科 

結合智力鍛鍊、空間思維建構等特性，強化未來數學演算法的思考概念，
魯班鎖絕對不光解謎這樣簡單，與其填鴨式學習，不如從養成一個立體
活潑的大腦開始，親自體驗風靡東西的解謎魅力。另繳材料費460元。 

建構3D腦挑戰魯班鎖(小三起)-創藝天時 

DF607-8/12 

從圖型觀察，到立體組裝思考，一堂課帶孩子養成基礎STEAM習慣—
「觀察後動手做」。課程中可以體驗益智拼圖的解謎樂趣，再動手組裝
屬於自己的超Q恐龍小鎖，教育專家推薦的創客)精神，從小養成。另繳
材料費:250元。 

DF606-7/29 

極致精美的工藝展現就是鐘錶藝術，精準、細緻的計時器，結合了齒輪、
單擺原理及擒縱系統等機械結構，其中的美就是至今人們仍願意花大把
鈔票買一把名錶的原因。透過課程，學習基礎機械原理，DIY還原利瑪
竇帶入中國的第一個機械鐘。另繳材料費460元。 

DF608-8/12 

(四) 14:00-17:00  $800(無折扣)

早鳥特惠$599 

Maker小創客養成(大班-小三)-創藝天時 

(四) 09:00-12:00 $800(無折扣) 

早鳥特惠$599 

(四) 14:00-17:00 $800(無折扣)

早鳥特惠$599 

基礎機械原理與DIY機械鐘(小三起)-創藝天時 

邀請小寶貝來玩魔術、認識魔術，從基礎的魔術原則開始帶領小朋友
一步一步地學習，最後再進階到舞台魔術。跟著老師一起來學習魔術
吧。另繳每梯材料費:600元。中午12-14點休息，不含午餐。 

Magic魔術家-魔神魔術 

(二) 09:00-17:00 $1600 
DF603-7/20 
DF604-8/10 

你能分辨什麼是酸、什麼是鹼嗎？你知道日常可取得的東西也可以做出
尖叫歡樂不斷的炸彈包嗎？我們將在課程中帶你自製簡單的指示劑來辨
別液體的酸鹼性！另繳實驗材料費:150元。(材料屬實驗耗材，無課後成
品) 

(四) 09:00-12:00 $800(無折扣) 

早鳥特惠$599 
DF605-7/29 

科學實驗酸鹼對對碰(大班-小三)-創藝天時 

學 友 權 益  ◎ 視 同 定 型 化 契 約 ◎ 敬 請 詳 閱 
一、詳閱簡章內容→選定班別→填寫報名表→(出示終身學習卡或優待證件)→繳交學費及新生報名費100元→領取「繳費證明單」請予以保留，辦理各項手續需持「繳費
證明單」辦理。 
二、轉班請於開課一週內辦理，只限一次，第二次轉班酌收50元手續費。 
三、退費手續: (一)報名人數不足無法開班經本會通知後，請於一週內辦理轉班或依「繳費證明單」面額全額退費。新生報名手續費100元恕不退還，終身學習卡由學員
留存使用，之後憑卡報名即享有舊生優惠。(二)依據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補習班管理規則規定，學友報名後因學友個人因素不克上課者，依下列標準退費：1.開課日前辦理，
全額退費。2.開課後且未逾全期課程三分之一者，退還學費之六成。3.開課後且未逾全期課程二分之一者，退完學費之四成。 4.課程已開課逾全期課程二分之一者，恕
不退費。材料費:開課後退費若以購入材料，則發給材料包或成品。 
四、各班均謝絕參觀、試聽、錄音及錄影並請勿攜帶兒童及寵物進入教室，以免影響上課秩序。 
五、遇颱風、地震等天災，依台南市政府公佈「不上班」為標準，補課時間請班代與本會及老師研商。若因本班因素或教師請假所缺課程，補課時間另行通知。若學友
因個人因素請假或缺課，恕不補課。成長營如遇天災停課或自行請假恕不補課。 

(一~五) 09:00-16:30 $6980(無折扣) 

早鳥特惠$5980 

三、兒童營【教材費請另繳給教師，6/15前享特惠價，16日起恢復原價。】 

三、兒童營【教材費請另繳給教師，6/15前享特惠價，16日起恢復原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