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隊名稱： 

2021寒假國小營隊─小小中醫體驗營、小小醫師體驗營、趣味週期表

(科學營)、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 

 營隊目標： 

2021寒假小小醫師/小小中醫體驗營、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趣味週期表(科學營)來囉! 

我們準備了豐富的醫學/中醫/潛能開發/科學等主題課程、與眾不同的營隊活動， 

由中國醫藥大學專業師資、潛能開發專家、科學教育專家， 

帶領孩子開啟多元體驗，啟發孩子的潛能，讓孩子的興趣從小紮根，替未來加值! 

 營隊報名日期： 

109 年 11月 09日(一)12:00至 109年 12月 25日(五)17:00止(額滿為止) 

 營隊課程時間(含招生對象)： 

營隊 日期 時間 學費 材料費 報名費 招生對象 

小小中醫體驗營 

(5日不過夜) 
110/01/25-110/01/29 

08:30 
│ 

16:30 

$6,000 - $300 
國小 

3-6年級 

小小醫師體驗營 

(5日不過夜) 
110/02/01-110/02/05 

08:30 

│ 
16:30 

$6,000 - $300 
國小 

3-6年級 

趣味週期表(科學營) 

(5日不過夜) 
110/01/25-110/01/29 

08:30 
│ 

16:30 

$5,600 $2,800 $300 
國小 

1-6年級 

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 

(5日不過夜) 
110/02/01-110/02/05 

08:30 
│ 

16:30 

$6,800 $800 $300 
國小 

1-6年級 

按營隊規定並考量孩子夜間安全，請家長需於 17：30前接回孩子，若超過時間者則另外收取逾時課

後照顧托管費(每位學員當日收費 100元)；最晚請勿超過 18:00。 

推廣教育中心 
Center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營隊課程內容： 

營隊 課程內容  (本中心保有營隊課程變動之權益) 

小小中醫 

體驗營 

(5日不過夜) 

- 中醫藥展示館及藥園巡禮 

- 中醫趣談 (認識中醫、參訪中醫兒童優質門診) 

- 人體的臟腑 (探索身體器官的奧秘) 

- 武林高手點穴猴腮雷 (探索穴位、學習按摩) 

- 小神農嘗百草 (認識常用的中藥材與藥物植物) 

- 手作金盞花舒敏皂(動動手 DIY草本金盞花舒敏皂) 

- 神奇藥膳食補術 (藥膳點心及養生茶飲) 

- 中醫療法絕活 (認識針灸、刮痧、拔罐) 

- 望聞問切大哉問 (認識中醫四診法與看診體驗) …等等。 

小小醫師 

體驗營 

(5日不過夜) 

- ABO血型大不同 (ABO血型辨識與實作) 

- 愛護我的心肝寶貝 (認識人體器官與保健) 

- 我的體適能健康護照 (體適能檢測與建議處方) 

- 營養補給站 (認識食品營養與標示) 

- 蟲蟲危機 (了解常見的疾病及保健常識) 

- 跟著食物去旅行(認識食品安全與履歷標示) 

- 口腔保健 (認識口腔、牙齒結構與正確刷牙方式) 

- 急救先鋒 (學習簡易急救法與 CPR)  

- 手作牙膏 DIY (動手作牙膏) …等等。 

趣味週期表 

(科學營) 

(5日不過夜) 

背誦總讓孩子覺得好痛苦! 

趣味週期表營隊利用趣味的實驗，帶孩子認

識週期表上的元素特性，從實驗與遊戲中認

識未來必需學習的理化學科，可達到國中理

化先修的效果，讓孩子自然而然的熟悉元素

週期。 

- 認識週期表(門德列夫的故

事) 

- 神奇清潔膠(最佳橋樑代表:

硼) 

- 點石成金(銅合金技術) 

- 海底花園(流動的玻璃(矽)) 

- 晶靈世界(明礬結晶) 

- 自製仙女棒(鎂麗火花) 

- 活性碳電池(認識伏打電池) 

- 銀光小精靈(擬態水銀) 

- 指紋採集(碘蒸氣偵測法)  

全腦潛能 

開發遊戲營 

(5日不過夜) 

暢銷書作家丹尼爾‧平克(Daniel H. Pink)

在《未來在等待的人才》”A Whole New 

Mind”一書提及， 

1.下一個時代是富裕時代，高體會高感性時

代。具有「重設計」、「說故事」、「整合」、「關

懷」、「會玩樂」、「重意義」這六種能力的人

才將脫穎而出。 

2.容易被淘汰的工作是運用邏輯的工作是偏

左腦類型的工作，隨著電腦運算能力越來越

強，越容易標準化，容易被電腦取代。 

- 聯想法、諧音法、索引法(關

鍵字)、故事聯想法、曼陀羅

思考、串聯/並聯思考 

- 記憶大考驗 

- 如何找重點與關鍵字 

- 認識我們左右腦、大腦體操、

大腦平衡(機智大考驗) 

- 學習聰明呼吸法(腹式呼吸) 

- 專注力訓練、創造力訓練(數

字/顏色聯想、非邏輯訓練)、



3.不容易被淘汰且越來越被重視的工作類型

是偏右腦的工作，電腦目前無法威脅到的工

作類型。學校教育偏向左向思考培養出一群

「知識工作者」(律師/醫生/會計師/工程師

/MBA/高科技等)，讓世界經濟成長和生活水

平提升，但光靠左向思考已不再足夠，現今

只有左腦不夠，還需右腦。從提升左腦的文

字、數字的思考邏輯再活化右腦的圖像、聯

想及創意思維，結合玩中學的全腦桌遊課

程，要讓孩子從遊戲中進行大腦運動會。 

觀察力訓練(神來一筆/心智

圖簡介) 

- 心智圖規則/基本功(分類訓

練)/應用 

- 我是金頭腦-闖關活動 

1. 心智圖聯想 

2. 圖卡配對 

- 3. 36計我最強 

 任課教師： 

中國醫藥大學 專業師資群、大嘴鳥故事話劇-全腦故事表達力師資群、上尚文化專業師資群 

 上課地點： 

中國醫藥大學 

 主辦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課程費用： 

  

營隊 學費 材料費 報名費 總計 

小小中醫體驗營 

(5日不過夜) 

$6,000 

(含保險費/教材費/材料費) 
- $300 $6,300 

小小醫師體驗營 

(5日不過夜) 

$6,000 

(含保險費/教材費/材料費) 
- $300 $6,300 

趣味週期表(科學營) 

(5日不過夜) 

$5,600 

(含保險費) 
$2,800 $300 $8,700 

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 

(5日不過夜) 

$6,800 

(含保險費) 
$800 $300 $7,900 

★★★★★為維護您的權益，請於報名後五天內完成繳費。★★★★★ 



 優待辦法(須提供證明文件影本)： 

優待對象 優待辦法 
小小中醫體驗營 

小小醫師體驗營 
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 

趣味週期表 

(科學營) 

1 一般身分  $6,300元整 $7,900元整 $8,700元整 

2 
舊生（曾參加本中心課程及

營隊者） 
- 免收報名費。 $6,000元整 $7,600元整 $8,400元整 

3 

本校(含中國醫、亞大及附

設醫院員工)教職員生、校

友之子女 

- 免收報名費。 

- 學費享 9折優惠。 

- 材料費恕不優惠。 

$5,400元整 $6,920元整 $7,840元整 

4 
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子女與

本校附設醫院志工之子女。 

- 推廣教育中心之舊生，免報

名費；新生需另收報名費

300元。 

- 學費享 9折優惠。 

- 材料費恕不優惠。 

$5,700元整 

(舊生$5,400元整) 

$7,220元整 

(舊生 6,920元整) 

$8,140元整 

(舊生$7,840元整) 

5 團體報名 3人以上(含 3人) 

- 推廣教育中心之舊生，免報

名費；新生需另收報名費

300元。 

- 學費享 9折優惠。 

- 材料費恕不優惠。 

$5,700元整 

(舊生$5,400元整) 

$7,220元整 

(舊生 6,920元整) 

$8,140元整 

(舊生$7,840元整) 

注意事項： 

(1) 以團體報名後至課程結束前，申請退費或順延課程，就讀總人數不足 3人須補足學費差額。 

(2) 凡符合以上資格者，請於報名時，自行提供證明文件影本；如資料不足，恕不優惠，敬請見諒。 

上列祇擇一優待，不得重複。 

★★★★★為維護您的權益，請於報名後五天內完成繳費。★★★★★ 



 報名方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 

線上報名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cmucamp 

 

 

 

 

 

報名時間：109年 11月 09日(一)12:00至 109年 12月 25日(五)17:00止(額滿為止) 

請家長協助學員，於營隊首日報到時，繳交健保卡影本或身分證正面影本，以完成

報名程序。 

 繳費方式： 

《現場繳費》 

請於繳費截止日前至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區推廣教育中心繳費(宿舍大樓 1樓天橋下)。 

地址：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報名受理時間：週一~週五 08:10-17:00 

《郵政劃撥》 

帳號：22182041 

戶名：中國醫藥大學 

請於劃撥單上「備註欄」註明營隊名稱、梯次及學員姓名。 

《匯款轉帳》 

帳戶名稱：財團法人中國醫藥大學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北台中分行(0050773) 

銀行帳號：077051025001 

請於匯款後來電 04-2205-4326 告知營隊名稱、梯次及學員姓名、轉匯帳號後 5 碼及匯款金額。 

 

 

 

 

 

完成繳費後，請務必來電告知或利用本中心官方 LINE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回傳劃撥及匯款資訊。 

LINE ID：@cce22054326 

 退費辦法 (報名費不退，退費程序請參照本中心之“退費注意事項”)：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2.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3. 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mucamp


4.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5. 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或報名人數已滿，應全額無息退還已繳費用。 

6. 溢繳費用者，應全額退還所溢繳之金額。 

7. 辦理退費，請配合備妥以下文件辦理退費，如資料不足，恕無法辦理退費。 

(1) 學員請填妥「退費申請單」，並備妥學員本人之身分證影本、存摺封面影本等，向本中心

提出申請，文件未齊全者恕不受理。 

(2) 若學員尚無存摺，則由學員之父母一方，填妥「退費申請單」，並備妥父母一方本人之身

分證影本、戶口名簿(證明親子關係)及存摺封面影本等，向本中心提出申請，文件未齊全者

恕不受理。 

(3) 下載退費申請單：http://cce.cmu.edu.tw/doc/download/refund/3.pdf 

※如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費，勿以口頭告知為憑。 

 注意事項： 

1. 本營隊不過夜，需自行接送孩子報到與返家；營隊時間為 08:30-16:30；按營隊規定並考量

孩子夜間安全，請家長需於 17：30前接回孩子，若超過時間者則另外收取逾時課後照顧托

管費(每位學員當日收費 100元)；最晚請勿超過 18:00。如需超過 17:30，或由親友代為接

送，請務必提早告知營隊。 

2. 報名參與營隊，即同意遵守營隊之紀律、輔導員或工作人員之規範；營隊活動期間，如孩

子故意不守紀律，影響老師及其他學員正常學習進行，經老師勸戒，並告知家長後若未改

善，將取消孩子參加資格，並通知家長提早帶回，且恕不退費。 

3. 為讓孩子能夠專心且獨立完成營隊課程，並維持老師教學順暢，請諒解無法開放學員及老

師以外的人員進入教室旁聽或觀課、錄影，以維持營隊秩序。 

4. 營隊進行期間，需按輔導員或工作人員之帶領指示，進行團體行動；無故離開營隊（未告

知輔導員或工作人員）；離開營隊後，一切行為舉止及任何事情，皆自行負責，營隊對此

恕不負責，且無法退費。 

5. 營隊進行期間，孩子如因身體不適，將視病情輕重與狀況考量，營隊將協請家長帶回孩子

返家休養或代替決定強制就醫，以維護其他學員健康安全。 

6. 孩子如有特殊疾病或需要特別注意事項，請家長慎重考慮是否參加，勿勉強報名。 

7. 缺課時數達 3分之 1以上將無法取得修讀證明書。 

8. 報名後請留意本中心網站所公佈之最新消息。 

9. 本中心保有課程及師資調整之權利。 

 備註： 

1. 為讓學員能夠專心且獨立完成課程，並維持老師教學順暢，請諒解無法開放學員及老師以外

的人員進入教室旁聽或觀課、錄影，以維持教室秩序。 

2. 本中心保有課程變動之權益，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3. 若人數不足本中心保留不開班或延期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