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隊名稱：2021暑假國小營隊- 兒童品格財商成長營、 

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進階版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 

 營隊目標： 

兒童品格財商成長營：未來是高度變動的時代，因此除了要有積極主動學習的態度之外，孩

子必須懂得傾聽別人、表達自己，善於與人溝通，能夠與人合作、具有團隊精神，我們希望讓

孩子透過完成公益任務中學習利他，並從活動中練習設定目標，架構財商概念！孩子需要的是

無法用分數評量，可以帶得走的能力！ 

- 認識錢的由來並從不同消費行為中瞭解錢的流動造成經濟循環。 

- 從發現不同生命的生活方式中學習感恩，思考如何利他及回饋。 

- 從走出戶外公益銷售挑戰中，培養陌生溝通及表現自己的勇氣。 

- 從集體討論中發想創造金錢的方式及如何產生創造金錢的能力。 

- 從規劃公益活動，學習訂定成本，採買，規劃交通路線及工具。 

- 從團體合作完成義賣商品及料理午餐中提昇生活自主自理能力。 

- 從實務回饋弱勢團體中，產生自我認同價值並感受回饋的美好。 

- 從團隊合作體驗中，架構對金錢正確的態度及受用的財商觀念。 

 

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進階版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 

遊戲是優化孩子學習熱忱的最佳方式，以「兒童全腦開發」為出發點，從多元的角度切入，從

提昇左腦的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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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孩子更有自己的獨立思辨能力，初階班滿滿

的遊戲活動並用桌遊練習心智圖及學習記憶力，進階班會延伸心智圖應用及多元學習記憶力訓

練，並實務帶領孩子們發揮想像力及創造力合作動手創作桌遊。 

 任課教師：領導力品格兒童財商講師群、大嘴鳥故事話劇-全腦故事表達力師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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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隊報名日期： 

110 年 04月 28日中午 12:00至額滿為止 

推廣教育中心 
Center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營隊課程時間(含招生對象)： 

 營隊課程內容： 

營隊 梯次/日期 時間 學費 材料費 報名費 招生對象 

兒童品格財商 

成長營 

(5日不過夜) 

A梯 110/07/12-110/07/16 08:30 
│ 

16:30 

$6,800 $800 $300 
國小 

1-6年級 
B梯 110/08/23-110/08/27 

全腦潛能開發 

遊戲營 

(5日不過夜) 

A梯 110/07/05-110/07/09 08:30 
│ 

16:30 

$6,800 $800 $300 
國小 

1-6年級 
B梯 110/08/02-110/08/06 

進階版全腦潛能

開發遊戲營 

(5日不過夜) 

110/08/09-11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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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學員逾時半小時收費 100元)；最晚請勿超過 18:00。 

營隊 課程內容  (本中心保有營隊課程變動之權益) 

兒童品格 

財商成長營 

(5日不過夜) 

主題一：錢的來源 

(清楚錢的由來及演變、瞭解錢的交易在不同社會角色所產生的不同價值、認識

錢的流動對社會的重要) 

主題二：為什麼要儲蓄 

(能夠描述理財的順序、建立先儲蓄後消費的概念、學習訂定儲蓄、消費及公益

目標) 

主題三：分離帳戶 

(知道如何做分離帳戶、建立先儲蓄後消費的概念、瞭解財務配置的重要) 

主題四：想要與需要(參訪安德烈食物銀行) 

(能夠辨識想要與需要、討論生活中的消費陷阱、培養先規劃再消費的思維) 

主題五：利他的美好 

(瞭解為什麼回饋社會很重要、學習不同幫助他人的方法、思考如何將利他落實於

生活中) 

主題六：延遲享受 

(認識棉花糖理論、思考誘惑自己的棉花糖是什麼、找到幫助自己延遲享受的方法) 

主題七：買和賣的差異 

(使用購物清單的好處、認識成本的概念、瞭解衝動消費對我們造成的影響) 

主題八：團隊合作 

(換位思考及表達溝通訓練、建立團隊合作的精神、反思金錢可買與不可買的東西) 

其他活動：愛心鬆餅 DＩＹ、愛心義賣銷售研討、志工背心及海報製作、訂定採購

清單、比價採買食品、送愛心到安德烈食物銀行 



 課程費用： 

  

營隊 課程內容  (本中心保有營隊課程變動之權益) 

全腦潛能開發

遊戲營 

(5日不過夜) 

第一天：破冰-自我介紹、聯想法-自我介紹、記憶大考驗(學前)、認識我們左右

腦、學習聰明呼吸法(腹式呼吸)、專注力訓練、創造力-數字聯想(1)、記憶力-圖

卡配對(1)、觀察力-神來一筆、曼陀羅思考 

第二天：腹式呼吸、觀察力→心智圖簡介、串聯/並聯思考、大腦體操(1)、心智

圖規則、創造力-顏色聯想、大腦平衡-機智大考驗、心智圖基本功-分類訓練(1)、

擴大視野 

第三天：腹式呼吸、創造力-非邏輯訓練、諧音法、大腦體操(2)、創造力-數字聯

想(2)、索引法(關鍵字)、故事連想法、記憶力-圖卡配對(2) 

第四天：腹式呼吸、心智圖基本功-分類訓練(2)、創造力、大腦體操(3)、如何找

重點與關鍵字、故事停看聽、心智繪圖之我是柯南、左右腦平衡 

第五天：心智繪圖─應用主題可選 1.自我介紹 2.我的家人 3.我的夢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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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版全腦潛

能 

開發遊戲營 

(5日不過夜) 

第一天：破冰-自我介紹、聯想力-神來一筆、專注力-聰明呼吸法、紅白帽思考大

對抗、超人記憶(1)、找相同-數字篇、重點回顧、桌遊(估估畫畫、念念不忘、炎

魔的數字試煉) 

第二天：聰明呼吸法-天空之旅、觀察力-圖案連連看、黃黑帽思維不一樣、超人

記憶(2)、對話連連看、心智圖-圖像大變身(1)、重點回顧、桌遊(水瓶座、妙傳

爆趣、太極大師) 

第三天：聰明呼吸法-森林之旅、機智大考驗-進階篇、大腦體操(1)、藍綠帽思考

真特別、聯想力-缺一不可、超人記憶-應用篇、重點回顧、桌遊(非洲探險家、土

狼在笑你、記憶黑洞) 

第四天：聰明呼吸法-綜合(1)、觀察力-文字大風吹、大腦體操(2)、六頂思考帽

大彙整、心智圖筆記術、邏輯大挑戰-誰與眾不同、大腦平衡活動、重點回顧、桌

遊(綿羊爭牧場、兒童卡卡頌、水啦!) 

第五天：聰明呼吸法-綜合(2)、記憶大串聯、心智圖-美食篇、心智圖-玩樂篇、

超強大腦-闖關活動、桌遊(設計桌遊上線、桌遊設計驗收、桌遊派對) 

營隊 學費 材料費 報名費 總計 

兒童品格財商成長營 

(5日不過夜) 

$6,800 

(含保險費) 
$800 $300 $7,900 

全腦潛能開發遊戲營 

(5日不過夜) 

$6,800 

(含保險費) 
$800 $300 $7,900 

進階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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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般身分  $7,900元整 

2 
舊生（曾參加本中心課程及

營隊者） 
- 免收報名費。 $7,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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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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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0元整 

(舊生 6,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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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0元整 

(舊生 6,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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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04月 28日(三)中午 12:00至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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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學員逾時半小時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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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