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有活力

中國青年救國團高雄市團務指導委員會附設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前金分班)
【100年08月25日高市教社字第1000054338號 】

111 年

暑期兒童優惠
搶先報專區

暑期兒童

中國青年救國團
高雄市團務指導委員會
附設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
(前金分班)

研習簡章

6/30前 出示加入line@好友海報，

可折扣之班級皆可再折50元

迎向新課綱~翻轉學習多元成長
▲

研習時間

111.7.4 -8.26
一

5/31前 報名並繳費 可享8折優惠
6/15前 報名並繳費 可享85折優惠

五

6/30前 報名並繳費 可享9折優惠

報名地址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89號

※額滿即截止招生。 ※新生須另繳報名費100元

報名電話 ( 07 ) 201-3141 轉1

7/1起 兒童營營隊 一律不折扣

報名時間 週一至週六 09：00－21：00
09：00－15：00

週日

FB 粉絲專頁
@khmtcyc

Line@ 生活圈
@gas3219s

Youtube

攜手
做防疫

線上報名網站
www.cyccea.org.tw

雄促咪

成長營

【適合一 ~ 四年級生】
救國團成長營跨接 108 課綱帶領孩子自發、
互助，共好，透過連貫統整、體驗學習，培
養多元智能，達到適性揚才的目標；並於研
習後頒發學習證書，讓我們一起豐富孩子生
活！讓孩子過一個開心又充實的暑假。【適
合一 ~ 四年級生】

7月份
7.4 一 -7.29 五

※額滿即截止招生。
※新生須另繳報名費100元
※救國團對活動相關事宜
保有最終解釋權

1.學友出境返國後請主動完成14日居家隔離及7日自
主健康管理再報名
2.高雄市政府公告出入教育學習場所務必配戴口罩
3.每次上課時主動至櫃台量測體溫
★本班每日落實教室消毒工作，敬請學友安心★

時間

AE801

AE802

8月份
8.1 一 -8.26 五

單月原價16000元
(新生報名須另繳報名費100元)
★6/10前報名繳費優惠價：14,000元
★6/11-6/25前報名15,000元
★6/25起不折扣

生活更亮麗

星期一

星期二

08:50-09:00

星期三

星期四

09:00-10:30

桌遊

10:40-12:10

桌遊

兒童日語

兒童英語

兒童繪畫

團體遊戲

小小烘焙師

童話故事屋
益智謎題
中中魔法美術
10:00-12:00

午休 ~ 充電時間

12:10-13:30
13:30-15:00

兒童防身術 韓風 mv 舞蹈

15:10-16:40

小小歌喉讚

戶外活動

黏土好好玩

16:40~17:00

點心時間

17:00~ 下課

快樂返家

貼心小提醒

星期五

早安 報到

寒假作業
課外讀物閱讀

巧手玩針線

黏土好好玩

歡樂劇院

1.需自備水杯或水壺、
文具用品、衛生紙、
薄外套、午睡小枕頭
、小棉被...等。
2.為維持學習上的品質
效果，若因教學需要
，本中心保留課程更
動之權利。
3.小朋友咳嗽或生病等
症狀，請乖乖在家休
息，經測量體溫高於
37.5度，將通知請家
長帶回。
4.因應新冠狀肺炎疫情
影響，請家長記得幫
小朋友準備口罩。

暑期兒童密集班
編號

班級名稱

星期

上課時間

時數 費用

上課日期

課

程

內

容

二.四 09:00-11:00 16 2250 7/5-7/28 正音先修輔導、加強拼音、聲調教學及發音練習，為小一入學前做準備(共8堂)【7月份教材費300元另

AE503

暑期小一先修正音班(7月)
暑期小一先修正音班(8月)
跟著外師說英語－兒童班(7月)

AE504

跟著外師說英語D－兒童班(8月)

一.五 09:30-11:30 16 2250 8/1-8/26

AE505

AE513

兒童日語(7月)
兒童日語(8月)
兒童防身術(7月)
兒童防身術(8月)
兒童韓風mv舞蹈(7月)
兒童韓風mv舞蹈(8月)
韓風兒童舞蹈班(7月)
韓風兒童舞蹈班(8月)
黏土捏塑創客班(7月)

AE514

黏土捏塑創客班(8月)

AE501

語文智能

AE502

AE506

肢體動覺智能

AE507
AE508
AE509
AE510
AE511
AE512

中中魔法美術(7月)
AE516 中中魔法美術(8月)
AE517 巧手玩針線(7月)
AE518 巧手玩針線(8月)
YA！歡樂彩繪畫室
AE519
〈黏土、 無毒油彩、 美勞〉
(7月)
YA！歡樂彩繪畫室
AE520
〈黏土、 無毒油彩、 美勞〉
(8月)
AE521 兒童書法班(7月)
AE515

繳; 8月份教材費300元另繳】，『7月份、8月份教材不同，可擇一或兩班都上亦可』，上課請自備鉛 佘美和

二.四 09:00-11:00 16 2250 8/2-8/25 筆、橡皮擦、L型資料夾、色鉛筆、手提袋(放教材用)」。

一.五 09:30-11:30 16 2250 7/4-7/29 在外籍老師的全英語教學環境下學習，讓孩子探索英文世界，並透過活動加強英語的聽、說、讀、

寫，提升英語能力。Explore our English world.A light, lively,and fascinating environment to provide Geraldine
young learners with key language, skills and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their world.Will focus on listen (外師)
ing,speaking,pronunciation, reading, writing and vocabulary.

三

09:0010:30

6 1200 7/6-7/27 小朋友自然學習日語會話，針對日本文化、生活等內容，歌唱、遊戲等多元活動自然而然學會簡單日

三

09:0010:30

6 1200 8/3-8/24

一

13:30-15:00

6 1200 7/4-7/25 以實用的防禦、擒拿、壓制等技巧，訓練兒童身體機能：遇到衝突的首要防禦重點、如何爭取逃脫時

一

13:30-15:00

6 1200 8/1-8/22

二

13:30-15:00

6 1200 7/5-7/26 讓孩子從小培養興趣、音樂舞感養成、反應能力肢體協調，幫助孩子發掘自己的特色，舞蹈動作拆解

二

13:30-15:00

6 1200 8/2-8/23 來上課換穿)

語。教材費另繳100元

間、應對及控制攻擊方的核心目標，學會反制霸凌、自我防衛。請穿著運動服裝上課

三.五 08:30-10:00 12 1850 7/9-7/29 流行的K-pop舞蹈，原汁原味或改得更容易學習的舞序，教給孩子，在熱門的音樂之下，可以訓練肢
三.五 08:30-10:00 12 1850 8/3-8/26 體的協調性和美感，同時也可以充分享受跳舞的樂趣，增加自信心， 請攜帶乾淨運動鞋來上課換穿。

二.四 15:10-16:40 12 1850 8/2-8/25

空間智能

五

10:00-12:00

8 1550 7/8-7/29 透過各種不同美術相關材料，讓小朋友自由地發揮想像力，創造專屬自己的作品，再加上老師的指

五

10:00-12:00

8 1550 8/5-8/26 吧。*材料費７月份350元、８月份350元另繳。

五

13:30-15:00

6 1200 7/8-7/29 運用簡單的直線裁剪與拼接，小朋友也可以動手做做簡單的針線活，手作出自己隨身的手作品唷！學員

五

13:30-15:00

6 1200 8/5-8/26 「環保餐具袋、輕巧斜背包」材料費280元

導，可以培養小朋友的美感提升增加想像力，快來加入中中老師的魔法美術教室，來創造自己的奇蹟 陳暐中

請自備尺與2B鉛筆，剪刀。7月作品為「環保杯套、拉鍊小錢包、扁型提袋」材料費320元；8月作品為 蕭育琳

一.四 14:00-17:00 24 2780 7/4-7/28
一.四 14:00-17:00 24 2780 8/1-8/25

採啟發式創意思考及基本構圖彩色技法教學，繪畫多媒材、油彩畫、黏土塑造。從創作中培養自主
性，建立經驗自信心解決問題的能力，積極工作的態度。上課輕鬆不用帶畫具(教材費500元含畫具教 許嘉惠
室使用、紙、黏土、美勞材料、無毒油彩。【可自備圍裙】【適大班至國小】

三.五 10:00-12:00 16 2250 7/6-7/29 教學不分程度，個別指導，培養小孩耐心與專注力及培育參加書法競賽能力。教授楷書各種書體之基

本筆法、字帖臨摹與作品練習。課程所需相關用具可請教師代購或自備，整套用具710元，包含毛筆
陳秋月
350元、墨汁、12格毛邊紙、墨碟、墊布(四開)、文鎮、筆簾等。(其他各體字帖，因總類繁多、價格
各異，毛筆代購350元。)

音樂
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AE523

兒童烏克麗麗(7月)
兒童烏克麗麗(8月)

一.四 09:30-11:30 16 2250 7/4-7/28 高雄吉他室內樂團團長親授，依個人程度採一對一或小組教學。教授內容含名曲演奏，彈唱及分部合

AE526

AE527

Scratch快樂學習程式語言(6堂)

胡斐媛
(粉圓)

形狀、造型的基本觀察力；從分析拆解，一步一步引導小孩兒了解各種Q版造型的製作；創作出專屬
於自己的可愛小作品。讓小孩兒慢慢體驗在生活之中，何謂小小創客家的實作精神。
陳佩琳
每期作品3-4個主題，(材料費內含所有用具材料使用及設計費）【在課程前後，皆會消毒課程接觸 (Peggy)
用品，上課期間請配戴口罩】：【請自備圍裙、抹布】7月材料費600元:1.鬼殺の馬卡龍 2 .小小浣熊
3.熊愛你/ 8月材料費600元:1. 小狐狸的午茶時光 2. 小小馬鈴薯 3. 臺灣黑熊

三.五 10:00-12:00 16 2250 8/3-8/26

兒童來學
Line 可愛貼圖 Q 版漫畫

王有笙

二.四 15:10-16:40 12 1850 7/5-7/28 來玩黏土吧！短暫遠離3C產品，提升小孩兒的專注力；訓練小孩兒的感官及手眼協調力，對於色彩、

兒童書法班(8月)

AE525

陳凱兒

練習，奔放未來的台風表達，透過練習與學習也能成為小小世界的韓流大明星哦！( 請自備乾淨運動鞋 楊舒祺

AE522

AE524

授課老師

奏練習。定期輔導學員參加檢定及文化中心音樂會演出。※限小三以上學童，請自備樂器教材費150 莊嘉良

一.四 09:30-11:30 16 2250 8/1-8/25 元，烏克麗麗代購費2000元起。

羨慕 Line 可愛貼圖嗎？只要註冊 LINE Creators Market，我們也可以上架 Line 貼圖上架販售。循序
Q 版漫畫角色，掌握可愛漫畫技巧，繪圖板使用，反覆練習，讓不會畫漫畫的你，也可以透
過 Illustrator 製作可愛貼圖。

三.五 15:30-17:30 16 2000 7/6-7/29 漸進製作
三.五 15:30-17:30 16 2000 8/3-8/26
六

9:30-11:30

羨慕 Line 可愛貼圖嗎？只要註冊 LINE Creators Market，我們也可以上架 Line 貼圖上架販售。循序漸
進製作 Q 版漫畫角色，掌握可愛漫畫技巧，繪圖板使用，反覆練習，讓不會畫漫畫的你，也可以透過
Illustrator 製作可愛貼圖。
「Scratch Scratch是一種編程語言，在這裡可編寫和共享互動媒體，如故事，遊戲，動畫等等。讓學

12 1800 7/9-8/13 生了解基礎的程式概念及熟悉Scratch的操作界面，在課程中，孩子將學到序列概念、圈概念與條件判
斷等基礎的程式邏輯。

謝坤德

許毓芳

暑期兒童營隊
7月營隊
AE601
Q 版卡通
多肉水泥盆栽
上課日期：7/18
上課星期：一
上課時間：13:00-16:0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張鶴齡

AE602

遙控無人機 航空營
上課日期：7/4-7/5
上課星期：一、二
上課時間：09:00-12:00
13:00-16:00
上課時數：12
授課教師：江雨蒨

費用

800 元

在自己手作的水泥盆器中，種下可
愛的多肉植物，加上Q版卡通圖案
。課程內容： 親 手打造2個水泥盆
栽容器、+送2盆1吋多肉植物。
【另繳材料費300
元(材料、工具使
用、提袋)；適小
三至小六】可自
備圍裙。

AE606
魔術方塊營 (初學班)
上課日期：7/25-7/27
上課星期：一、二、三
上課時間：09:00-12:00
上課時數：9
授課教師：鄭肅勳

1850

元

初學班：適合初學(無基礎)者學習
，主要是了解復原三階魔術方塊的
基本原理和整個復原過程，參考講
義上的解說，按照步驟執行，並採
用數字公式的方式帶入來復原魔術
方塊，想要完成魔術方塊需要專注
力和耐心以及想要挑戰完成的決心
。材料費另繳200元。

2450 元

上課日期：7/11
上課星期：一
上課時間：09:00-12:00
13:00-16:00
上課時數：6
授課教師：江雨蒨

費用

1300 元

AE604

格鬥機器人
上課日期：7/18
上課星期：一
上課時間：09:00-12:00
13:00-16:00
上課時數：6
授課教師：江雨蒨

AE605

神奇趣味魔術營
上課日期：7/19
上課星期：二
上課時間：09:00-12:00
13:00-16:00
上課時數：6
授課教師：鄭肅勳

費用

1300 元

費用

1300 元

此組無人機搭載陀螺儀晶片來達到平
衡，氣壓定高模組，一鍵起飛讓操作
不在是難事，還能順利表演操作一鍵
翻滾特技技能，透過課程教學讓每位
小朋友都能順利安全操作，還能手作
一台木製發射器，課程結束後每人都
可帶回一組無人機套件組(含主機組，
遙控器，鋰電池，充電器)和一組木製
發射器，材料費1000元(於課堂中繳交
給老師)

空中戰機，顛覆一般遙控飛機不好
操作模式，讓小朋友經過課堂上講
解和實際操作能夠輕鬆操作上手，
一鍵起飛，一鍵降落，內置陀螺儀
讓直昇機更加平穩，讓飛行不再是
難事對初學者是一款最好入門的機
型，每人課程結束可帶回一整組遙
控直昇機(含遙控器)，材料費900元
(請於課堂中繳交)

透過手作組裝教學，讓小朋友從中
了解機械傳動結構，了解格鬥機器
人的內部結構，動動手動動腦學中
做做中學，完成一個屬於自己的遙
控格鬥機器人，透過遙控操作可以
和現場的小朋友來場大PK，另外製
作雷射切割木製投射器，課程結束
後可帶回兩件作品材料費：550元(
在課堂上繳交給老師)

過豐富變化的魔術，可啟發潛能並
培養孩子的專注、創造力、自信心
，帶領周遭環境歡樂的氣氛，提升
超人氣人緣。【另繳材料費250元
；適小一至國中】課程內容：互動
魔術表演、12生肖、躲貓貓、鍊與
環、三杯球、魔法書、幽靈老K等
、小魔術師成果表演等。依實際上
課情形稍作修改。

小小烘焙師 A AE607

小小烘焙師 B AE608

小小甜點師 A AE609

小小甜點師 B AE610

上課日期：7/12
上課星期：二
上課時間：13:30-16:3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蔡佳純

費用

費用

AE603
空中戰神
遙控直昇機 航空營

費用

800

元

安心食材，享受手做DIY的樂趣，
歡迎國小以上小朋友們，跟我們一
起體驗動手做點心的歡樂派對。本
期作品：葡式黑糖麻糬蛋塔/蜜紅豆
奶凍。材料費250元另繳。
自備開水及筆、保
鮮盒。限小一以上
。

上課日期：7/26
上課星期：二
上課時間：13:30-16:3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蔡佳純

費用

800

元

安心食材，享受手做DIY的樂趣，
歡迎國小以上小朋友們，跟我們一
起體驗動手做點心的歡樂派對。本
期作品：情人果檸檬
凍/香橙蔓越莓蛋糕。
材料費250元另繳。
自備開水及筆、保鮮
盒。限小一以上。

上課日期：7/20
上課星期：三
上課時間：13:00-16:0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易君霖

上課日期：7/27
上課星期：三
上課時間：13:00-16:0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易君霖

費用

800

元

在想怎麼樣才能給孩子一個有趣的又
有意義的暑假嗎？手作點心讓孩子共
同合作，讓孩子學習一步一步製作，
打造可愛又美味的烘焙點心，一起動
手玩烘焙。分組教學，老師示範後學
員親自操作。材料費200元另繳。自
備保鮮盒。內容：A班：香腸薯球起
司雙醬披薩+OZO杯子蛋糕，材料費
200元另繳)

費用

800 元

在想怎麼樣才能給孩子一個有趣的又
有意義的暑假嗎？手作點心讓孩子共
同合作，讓孩子學習一步一步製作，
打造可愛又美味的烘焙點心，一起動
手玩烘焙。分組教學，老師示範後學
員親自操作。材料費200元另繳。自
備保鮮盒。內容：B班：烏龜波蘿麵
包+繽紛水果果凍(材料費200元另繳)

8月營隊
神奇趣味魔術營
上課日期：8/1-8/3
上課星期：一、二、三
上課時間：13:30-16:30
上課時數：9
授課教師：鄭肅勳

AE611

費用

1850 元

過豐富變化的魔術，可啟發潛能
並培養孩子的專注、創造力、自
信心，帶領周遭環境歡樂的氣氛
，提升超人氣人緣。【另繳材料
費350元；適小一至國中】課程內容：魔術三
原則、彩色三球、撲克牌魔術、八仙過海、神
秘金字塔、神秘百慕達、鈔票四變等、小魔術
師成果表演等。依實際上課情形稍作修改。

動力積木
上課日期：8/8-8/12
上課星期：一 ~ 五
上課時間：13:30-16:00
上課時數：12.5
授課教師：樂采師資

AE615
費用

2500 元

利用生活常見的器具，設計出不同
的動力機械主題課程，包含「槓桿
」、「輪軸」、「齒輪」、「彈力
」等機械科學原理。讓學生藉由實際動手操作
來認識各種機械原理及其中奧秘。另繳材料費
：600元（積木教具一組及課程講義）

小小烘焙師 C
上課日期：8/2
上課星期：二
上課時間：13:30-16:3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蔡佳純

AE619
費用

800 元

安心食材，享受手做DIY的樂趣，歡迎國小以
上小朋友們，跟我們一起體驗動手做點心的歡
樂派對。內容：培根燻雞派/
桔香梅子綠茶凍(材料費350元
另繳)，請自備開水及筆、保
鮮盒。限小一以上。

加購型營隊

NNA2207A

AE612

雷射切割－
木製科學玩具
上課日期：8/2
上課星期：二
上課時間：9:00-12:0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江雨蒨

費用

800 元

使用雷射切割木板製成的零件一步一步教導小
朋友組裝完成每件作品，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科
學原理，讓小朋友透過遊玩也能學習到生活中
小科學，每件作品完成後都可帶回和家人朋友
分享一起遊玩比賽的，將完成帶回的作品有兩
件，木製台式彈珠台，木製懸浮筆。共兩件作
品(材料費共400元請於課堂上繳交)

AE616

液體魔術師
上課日期：8/15
上課星期：一
上課時間：09:00-12:00
13:30-16:30
上課時數：6
授課教師：樂采師資

費用

1300 元

水，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去年因為很久沒下雨，導
致台灣很多地方出現缺水現象，而雨又是怎麼形成的呢
？雨又如何變成生活中可用的水資源呢？本課程將帶大
家了解水的重要，以及相關科學原理，如毛細現象、密
度等，讓大家都能更珍惜水資源。另繳材料費500元(天
氣觀測站科學組、淨水器科學組、科學實驗組)

AE620

小小烘焙師 D
上課日期：8/16
上課星期：二
上課時間：13:30-16:3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蔡佳純

費用

800 元

安心食材，享受手做DIY的樂趣，
歡迎國小以上小朋友們，跟我們一
起體驗動手做點心的歡樂派對。內
容：檸檬糖霜蛋糕/藍莓雙Q凍(材
料費350元另繳)，請自備開水及筆
、保鮮盒。限小一以上。

全明星歡樂運動會
▲參加對象：國小3-6年級學生
▲活動費用：6500元 (加價購5500元)

遙控無人機 航空營
上課日期：8/8-8/9
上課星期：一、二
上課時間：09:00-12:00
13:00-16:00
上課時數：12
授課教師：江雨蒨

AE613

費用

2450 元

此組無人機搭載陀螺儀晶片來達到平衡，氣壓定
高模組，一鍵起飛讓操作不在是難事，還能順利
表演操作一鍵翻滾特技技能，透過課程教學讓每
位小朋友都能順利安全操作，還能手作一台木製
發射器，課程結束後每人都可帶回一組無人機套
件組(含主機組，遙控器，鋰電池，充電器)和一
組木製發射器，材料費1000元(於課堂中繳交給
老師)

魷魚遊戲科學營
上課日期：8/24
上課星期：三
上課時間：09:00-12:00
13:30-16:30
上課時數：6
授課教師：樂采師資

AE617
費用

1300 元

歡迎加入魷魚遊戲的科學探索世界，讓我們一
起運用科學的角度：觀察、假設、實驗、結論
，解鎖科學遊戲的奧妙。另繳材料費600元（
魷魚遊戲科學實驗套組、學習講義）

小小甜點師 C
上課日期：8/10
上課星期：三
上課時間：13:00-16:0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易君霖

AE621
費用

800 元

在想怎樣給孩子一個有趣又有意義的寒假嗎？
手做點心讓孩子共同合作，讓孩子學習一步一
步製做 打造美味點心，在學習過程中認識食
材發揮創意，分組教學親自操作，C班：(內容
：青蛙造型麵包+巧克力OZO餅乾)，材料費
200元另繳另請自備保鮮盒。

▲活動時間：①7/19-7/22(二-五) ② 8/23-8/26(二-五)
▲活動地點：澄清湖風景區
▲報到地點：A高雄市團委會 B澄清湖風景區售票口旁
▲承辦人/電話：張湘芸 (07)272-7229

AE614

格鬥機器人
上課日期：8/15
上課星期：一
上課時間：09:00-12:00
13:00-16:00
上課時數：6
授課教師：江雨蒨

費用

1300 元

透過手作組裝教學，讓小朋友從中了解機械傳
動結構，了解格鬥機器人的內部結構，動動手
動動腦學中做做中學，完成一個屬於自己的遙
控格鬥機器人，透過遙控操作可以和現場的小
朋友來場大PK，另外製作雷射切割木製投射
器，課程結束後可帶回兩件作品。材料費：
550元(在課堂上繳交給老師)

AE618

水泥－創意杯墊
上課日期：8/15
上課星期：一
上課時間：13:00-16:0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張鶴齡

費用

800 元

創意杯墊：蕾絲花邊是一種以美麗精緻的鏤空花
紋紡織品，由紗或線製成，呈網狀。以紗線相互
打結、交錯、纏繞，而形成具有空花的布料，主
要用於衣物的裝飾。如何將蕾絲應用於水泥杯墊
中，進而設計出具有個人特色的成品，讓水泥杯
墊更加獨一無二。【另繳材料費300元(材料、工
具使用、提袋)；適小三至小六】可自備圍裙。

AE622

小小甜點師 D
上課日期：8/17
上課星期：三
上課時間：13:00-16:00
上課時數：3
授課教師：易君霖

費用

800 元

在想怎樣給孩子一個有趣又有意義的寒假嗎？
手做點心讓孩子共同合作，讓孩子學習一步一
步製做 打造美味點心，在學習過程中認識食
材發揮創意，分組教學親自操作，D班：內容
：(內容：貓咪杯子蛋糕+香腸麵包)材料費：
200元另繳請自備保鮮盒。

後疫情時代，為了隨時準備好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變化，除了各項防疫物資的準備外，我們更
需要健康的身心勇於面對。透過有趣的運動及體能課程，漸進式帶動小朋友對於運動的興趣體
驗，活動安排足球運動、自行車運動、定向越野運動、躲避球、飛盤、樂樂棒球運動…等，搭
配競賽、競技及各式動態趣味活動，增進小朋友對各類戶外運動的新體驗，鍛鍊強健的體魄、
增進心肺功能、培養愛好運動的習慣，歡迎加入全明星運動會，一起做好抗疫準備。

中國青年救國團高雄市團務指導委員會附設文理技藝短期補習班(前金分班)【視同定型化契約，報名前請務必詳閱】
報名
優惠

◆新生第一次報名需繳交報名費100元，立即贈送救國團全省通用之終身學習卡，如報名課程未開課或欲退費，100元報名費
恕不退還。
◆學員持本人救國團終身學習卡報名可折扣課程，享九折優待。如未出示本人實體卡片或卡號，恕不折扣。
◆學員持本人殘障手冊影本報名可折扣課程，第一班享七折優惠、第二班以上八五折優惠。
◆課程開課後折扣優惠與扣堂數費用僅能擇一使用，敬請見諒。

注意
事項

◆本簡章所列之學費均不含材料及教材(書籍)費用，材料部分可自行至市面上採購，或自由決定是否委由授課老師協助代購
，教材(書籍)部分則請逕洽(電)本班詢問；簡章上所刊之學費及材料費均為單一期之費用。
◆若因學友個人因素請假，恕不額外補課與退未到課程費用。
◆本班謝絕旁聽、試聽，兒童班家長請勿進入教室陪同上課，以免影響其他學友權益及上課秩序。
◆學員上課時未經授課教師同意，嚴禁錄音、錄影，以尊重智慧財產權，敬請各位學員共同遵守。
◆若學友於課程進行中，影響／中斷教師課程進行，並影響其他學友學習權益，經查證屬實，本班有權拒絕學友續上並要求
退費，退費按退費規定辦理。

轉班
規定

◆請於簡章公告上課日第二堂上課以前持繳費證明單辦理轉班，第二堂過後恕不辦理。
◆每班限轉一次，如因特殊原因仍須再轉，每轉一次加收手續費50元。
◆轉班費用多退少補，已額滿之班別恕不受理轉班，不足差額請補足。
◆自簡章公告上課日第二堂起(含第二堂)報名含插班生恕不接受轉班手續。

退費
規定

相關
資訊

◆人數不足未能開班而不願轉班者，全額退費。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簡章公告上課日前30天內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材料費等各項費用之90%。
2.自簡章公告開課日算起第一堂上課日前辦理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材料費等各項費用之70%。(開課當日退費 只退7成)
3.自簡章公告開課日算起超過全期1/3(含)者，恕不退費，材料費依使用狀況退還金額或成品。
4.兒童密集班(三堂、四堂、五堂課)、 自簡章公告開課日算起未逾全期1/3(含)者，可退還已繳學費、材料費等各 項費用之70%。
5.兒童營課程如要退費，請於開課前1天至櫃檯辦理，退還已繳學費、材料費等各項費用之90%。當天恕不退費，以利課程
準備材料。(中途插班者如需辦理退費，則須依本班當期該課程實際開課日計，非您報名開始上課日期)
◆自簡章公告上課日第三堂報名插班生恕不接受退費手續。
◆報名時間：週一至週六 上午08:30至晚上21:30止，週日上午09:00至下午15:00止。
◆研習期間：自111年7月4日至8月26日止。
◆課程如有異動本中心會以電話通知(報名時請主動與櫃檯確認電話是否正確)，正常開班之課程不另行通知。
◆上課教室於開課當日公佈，若有異動者以現場公告教室為準。
◆為便利學員就業、求學，課程結束後可憑上課證申請結業證書(請附一吋照片一張，工本費50元)。
◆如有未盡事宜，將隨時修正，並以服務台之公告為主，敬請學友與教師多加留意，以免權益受損。
◆為確保您的安全，參加課程前，請務必了解此項課程可能造成的風險及洽詢醫生評估自身狀況是否適宜。凡有心臟病高(低
)血壓、癲癇、氣喘等傳染性疾病或重大疾病者，請斟酌並評估自己身體情況看是否適合參加。健康運動課程孕婦、脊椎受
傷過者或相關骨骼疾病不宜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