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兒童教育推廣協會 

大墩陽光協助各國民小學辦理 

107年寒假-積木、科學、桌遊-冬令營(計畫書及申請書) 

 

一.【活動宗旨】 

提倡正當休閒活動，維護其身心健全發展，提供兒童多元化學習，以營造校園多元學習環境，藉由魔術

表演課程與科學動手做的智識學習。透過營隊的團康輔導活動，以營造優質兒童成長環境，讓學童視野

更加廣大。 

 

二.【協會簡介】 

(1)本會為依法設立，內政部台內字第0980239342號，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關懷弱勢家庭兒

童與推動兒童正當休閒教育活動為宗旨。 

(2)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三.【執行期間】107年寒假期間 

 

四. 【營隊實施方式】 

(1)營隊所需授課講師、教具教材，講義將由本協會完全執行及經費的核銷 

(2)學校提供普通教室。 

(3)學校協助轉發活動訊息轉達校內學生 

 

五.【活動經驗】 

(1)本著推廣兒童優質活動的服務精神，本協會已舉辦二十七屆的大墩陽光兒童營隊，由一群年輕活潑具

有教育背景的老師擔任課程設計，為兒童量身訂做一系列寒暑假最優質營隊。每屆營隊活動皆大受家長

與學童的喜愛，豐富的課程的經驗，有許多國小學校與公立單位更邀請本協會協助開辦科學或積木課程。 

 

六.【師資來源】 

(1)本會舉辦積木科學魔術桌遊課程，已有二十七屆的歷史了，不論是經驗的傳承，課程的研發，實際操

作的經驗，都是相當富有經驗的。尤其本會培訓的講師，都是聘請在國小的正式老師進行培訓。因為我

們相信，站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一定最了解如何帶小朋友。本會要求每個講師的班級經營管理，秩序

管理，兒童行為處理….都必須具備這種基本能力。在有秩序的環境下，進行活潑有趣的課程。 

(2)經由本會教學甄試錄取後，需上過班級經營課程，專門課程，營隊教學實習後，取得積木、科學講師

證照或魔術講師證照，方可分發成為專門課程老師。 

 

八.【聯絡方式】 

全國辦事處: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624號 

台南教學處:台南市東區崇明路 459 號 2F 

                                                                                                                                                                                    電  話:04-24832426 轉分機 12 

EMAIL: sng5577@gmail.com     承辦人員:尤小姐  

LINE:帳號『tripleyu』          服務時間:每週一~週五 09:30~17:30 

 

         



中華民國兒童教育推廣協會 

107 年大墩陽光積木&科學&桌遊冬令營協助辦理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校 〔      〕縣市〔        〕區〔        〕 國小     全校班級數〔        〕班 

辦理人員 承辦人職稱〔         〕承辦人職稱〔          〕主任姓名〔        〕校長姓名〔        〕 

電 話 手機：〔手機可填可不填寫       〕    學校：(0  ) 〔                〕分機〔          〕      

電子郵件  LINE 帳號 LINE 可填可不填寫 

  內容 

【請勾選】  

營隊  選擇日期 (請打 ) 選擇時間(請打 ) 

大墩陽光

積木機械

營 

五天課程□1/29(一)~2/02(五) 

        □2/05(一)~2/09(五) 

七天課程□1/25~2/02(不含六日) 

□其他日期____~____  

選擇早上或下午時段 

□9:00~12:00 

□13:30~16:30 

其他時間___________ 

大墩陽光

科學探索

營 

五天課程□1/29(一)~2/02(五) 

        □2/05(一)~2/09(五) 

七天課程□1/25~2/02(不含六日) 

□其他日期____~____ 

選擇早上或下午時段 

□9:00~12:00 

□13:30~16:30 

其他時間___________ 

大墩陽光

桌遊腦力

營 

五天課程□1/29(一)~2/02(五) 

        □2/05(一)~2/09(五) 

七天課程□1/25~2/02(不含六日) 

□其他日期____~____ 

選擇早上或下午時段 

□9:00~12:00 

□13:30~16:30 

其他時間___________ 
 

營隊地點 

本會租借以下學校場地為冬令營示範營區 

台北市:台北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北科技大學，新北市致理科大 

新竹市:新竹交通大學 

台中市:台中科技大學 

台南市:成大附工，高雄市:海洋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備 註 

※請將本表寄到電子郵件sng5577@gmail.com  

本評估通過之後，後續活動課程內容、辦理時間、活動簡章設計印製，由本會製 

作規劃並與貴校承辦人員聯繫協調確認。 

E-mail 來信主旨請註明：(範例─台中市大墩國小-夏令營到校服務申請) 

※活動合作細節可電洽： 

全國辦事處電話 04-24832426 轉分機 12，專案負責人：尤小姐。 

服務時間:每週一~週五 09:30~17:30    專案負責人 LINE 帳號: tripleyu      

  

    

 

 

mailto:電子郵件wwwsng@hotmail.com


歷屆協辦科學,積木,魔術,桌遊社團(營隊)名單 

豐富的社團(營隊)經驗，以及協會統一管理師資，由教學研發團隊設計的課程，希望帶給

貴校小朋友更多元的學習視窗與經驗。 
台中地區 (山海屯) 

台中市大里區崇光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大元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大里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立新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草湖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美群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國小 

台中市大平區東平國小 

台中市大平區光隆國小 

台中市大平區宜欣國小 

台中市大平區新平國小

台中市大平區坪林國小 

台中市大平區頭汴國小 

台中市豐原葫蘆墩國小 

台中市豐原區豐原國小 

台中市潭子區潭子國小 

台中市潭子區潭陽國小 

台中市潭子區頭家國小 

台中市烏日區僑仁國小 

 台中市烏日區九德國小 

台中市大雅區六寶國小 

  台中市大雅區文雅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沙鹿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鹿峰國小 

台中市沙鹿區竹林國小 

台中市大肚區追分國小 

台中市大肚區大忠國小 

 台中市神岡區岸裡國小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國小 

台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龍井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龍山國小 

台中市新社區協成國小 

  台中市外埔區外埔國小 

台中市清水區清水國小 

台中市東勢區東勢國小 

 

台中地區 (市區) 

台中市西屯區上安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上石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何厝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國小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國小 

台中市北屯建功國小 

台中市北屯文心國小 

台中市北屯東光國小 

台中市北屯文昌國小 

台中市北屯北屯國小 

台中市北屯仁愛國小 

台中市北屯僑孝國小 

台中市北屯四張犁國小 

台中市北屯新興國小 

台中市北屯軍功國小 

台中市南屯大墩國小 

台中市南屯永春國小 

台中市南屯大新國小 

台中市南屯南屯國小 

台中市南屯樹義國小 

台中市北區立人國小 

台中市北區中華國小 

台中市北區篤行國小 

台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台中市西區忠明國小 

台中市南區和平國小 

台中市南區樹義國小 

台中市東區台中國小 

台中市東區成功國小 

台中市中區光復國小 

彰化南投地區 

彰化市大竹國小 

彰化市泰和國小 

彰化市信義國小 

彰化市東芳國小 

彰化市南興國小 

彰化市聯興國小 

和美鎮培英國小 

鹿港鎮文開國小 

鹿港鎮頂番國小 

福興鄉永豐國小 

永靖鄉永興國小 

社頭鄉舊社國小 

社頭鄉崙雅國小 

南投市平和國小 

草屯鎮北投國小 

台南地區 

台南市安南區和順國小 

台南市安南區海東國小 

台南市安南區安慶國小 

台南市安南區鎮海國小 

台南市安平區新南國小 

台南市中西區協進國小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國小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 

台南市中西區南大附小 

台南市北區大光國小 

台南市北區開元國小 

台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台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 

台南市北區區立人國小 

台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 

台南市永康區崑山國小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國小 

台南市佳里區佳興國小 

台南市下營區甲中國小 

高雄市地區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國小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國小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獅湖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樂群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愛群國小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小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援中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小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國小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小 

桃園新竹地區 

龜山區自強國小 

龜山區大崗國小 

觀音區草漯國小 

新竹市科園國小 

竹北市興隆國小 

竹北市六家國小 

竹北市竹仁國小 

台北新北地區 

台北市政大附小 

台北市國北師附小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國小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國小 

台北市南港區東新國小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國小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國小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國小 

台北市中正區南門國小 

台北市文山區中山國小 

台北市文山區萬芳國小 

台北市文山區博嘉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小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小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小 

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小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小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小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小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小 

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小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小 

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小 

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育德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頂埔國小 

新北市樹林區彭福國小 

新北市萬華區大理國小 



 

 大墩陽光積木機械營 

第

一

天 

 

歡迎來到大墩陽光的一起共度歡樂的時光。 

【巨型機械-電動黃金鎧甲獸】

(高約 30cm) 

裝上電池，四隻腳就能走動，幫助旋風忍者對

抗邪惡勢力，大型積木機械人，絕對讓孩子超

愛的，比臉還大的積木，等你挑戰。!。(因為

零件數多，需製作二~三天。)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電影動畫創意積木(上)】 

可達鴨,獨角蟲,霸王花,喇叭芽,基拉祈,大師球,皮卡丘,走路草各種百變造型，由

您來發揮創意組積木吧! 

第

四

天 

 【電影動畫創意積木(下)】 

旋風忍者、美女與野獸、進擊的巨人和神力女超人各種百變造型，由您來發

揮創意組積木吧! 

 

第

五

天 

  

【綠忍者的逆襲 (團體遊戲) 】 

當綠忍者遇到伽瑪當，忍者團隊將如何團結一心，釋放內心的忍術力量，只

有心智邏輯，思緒最清楚的人，才獲得遊戲的勝利。 

第

六

天 

 

 

【商店積木 3-書店】 

讓小朋友動手做創意街景積木，還可以當家中小擺飾喔 

第

七

天 

 

 

【商店積木 4-蛋糕店】 

讓小朋友動手做創意街景積木，還可以當家中小擺飾喔 

 



 

 大墩陽光科學探索營 

第

一

天 

 

歡迎來到大墩陽光的一起共度歡樂時光 

【磁力旋轉陀螺】 

給予一個輕微的旋轉動力後，讓陀螺高速旋轉吧。從中學

習磁鐵相吸、相斥原理。 

第

二

天 

 

【VR 實境大探險】 

 戴上 VR 眼鏡，跳入逼真的虛擬實

境，勇闖侏儸紀、飛越大峽谷、對抗滔天巨浪

大海怪。一輩子你難以體驗的場景，在此發

生。從中學習擴充實境與 3D 成像的科學原理 

【AR 奇影生物樂園】 

金字塔裸眼全影四維角色，出來跟你

打招呼了喔?你想招喚誰? 從中學習光的反射、折射、投射。 

第

三

天 

 

【水陸空氣動力車】 

 水陸兩棲車出發，製作可以路上跑又可以水上完的超級

動力車，一起來競賽吧。從中學習馬達電池連結，氣流壓力原理。 

 

第

四

天 

 
【螺旋槳賽車】 

 轉轉螺旋槳，車子就可以跑很遠，趕快來比賽吧，班級

賽車賽，即將展開。從中學習橡皮筋扭力、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原理。 
 

第

五

天 

 

【科學闖關】一場充滿故事的遊戲大冒險，即將展

開，趕快來挑戰自己，突破各種關卡吧!! 

1 爆旋陀螺-鋼鐵對戰擂台 (阻力與摩擦)   

2 神奇寶貝-去吧!寶貝球迴力車(位能轉化動能) 

3 進擊的巨人-死守瑪麗亞之牆 (記憶訓練) 

4 海賊王-魯夫的橡膠手臂 (能量轉移) 

第

六

天 

 

 

【機械力學工程主題(上)】 

 利用力學工程積木，讓小朋友了解滑輪的應用，以及如

何改變施力的方向 

第

七

天 

【機械力學工程主題(下)】 

利用力學工程積木，讓小朋友了解滑輪的應用，以及如何

改變施力的方向 

 

 



大墩陽光桌遊腦力營 

第

一

天 

 

歡迎來到大墩陽光的一起共度歡樂時光 

★最後一張王牌 

陽光麵包店的奶酥菠蘿總是在傍晚六點莫名消失，紙牌裡藏著秘密，你能順利破

解，抓出可惡的小偷嗎？團隊合作、增進推理能力 

第

二

天 
 

 

★set形色牌 

這是一個可以訓練玩家邏輯能力的遊戲，玩家們一起比賽誰先找出正確的組合

(set)。訓練邏輯分析能力。 

★拍蒼蠅 

儘量蒐集數量眾多的各式蒼蠅，想要取得蒼蠅除了要反應敏銳、行動迅速外，還

要靠精準的觀察力。訓練反應能力。 

第

三

天 
 

 

★水瓶座 

只要讓手中的目標圖片連接七張，就可以獲勝！你將如何瞞過對手，讓手中任務

指定的元素七張相互連結？眼力、耐心、記憶能力。 

★變色龍玩家做為一位叢林探險家，為了幫助研究，必須儘可能的收集變色龍， 

但並不是顏色越雜越好，第四種顏色以後的變色龍可是會影響研究，進而會讓你

扣分呢！顏色識別、思緒邏輯能力 

第

四

天 
 

★Qwirkle 扣扣棋 

Qwirkle是一個簡單的顏色和形狀配對遊戲，但同時須要機動戰術和良好規劃的

戰略。形狀配對、空間建構、歸納能力 

★閃靈快手 

鬼靈精在城堡找到舊相機在亂拍，你能夠喊出正確顏色的物品，或是把物品變不

見嗎?培養反應能力與推理能力。 

第

五

天 
 

 

★全面通緝 

法官、警察、銀行行員與搶匪通常各司其職，玩家必須立刻模仿這個角色的動作，

最慢的人會獲得桌上所有的牌。學習策略思考、訓練決斷分析能力。 

★嘿!我的魚 

玩家們控制一群企鵝在浮冰上收集漁獲，並在移動時弄破浮冰以阻擋對手的入

侵。培養觀察力，空間組合能力 

第

六

天 

 

★拔毛運動會 

想要贏得比賽，必須正確地翻開和跑道卡上圖案相同的雞窩卡，就能向前移動並

超越對手。增進腦部靈活程度，專注力與記憶能力。 

第

七

天  

★拉密  

將自己的牌組合打出，或者配合自己的牌來重組共用的牌，來讓自己的牌逐漸減

少，最快最早出完的人就是最後勝利者。排列組合能力、創新規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