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府敎社字第8904002786號

核心主題 生活實驗家 文學小旅行 生活實驗家 文學小旅行 功課頂呱呱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 
台語小教室 

【台語唱遊】 
地理文學家 

【我愛家鄉】 
體能好免疫 

【體能闖關】 
邏輯一級棒 

【數學好簡單】 家長免煩惱 
【暑假作業】 

����-���� 
文學詩人 

【成語與唐詩】
英文ABC 

【說唱學英文】
自然小百科 

【認識大自然】
文學詩人 

【成語與唐詩】 
����-���� 
����-���� 養精蓄銳(在舞蹈教室空間寬敞舒適，躺著好好睡)/故事分享 

核心主題 創意一把罩 才藝一把罩 歡樂一把罩 舞蹈一把罩 探索一把罩 

����-���� 
創意玩美學 

創意手玩藝術 
桌遊/手工皂/多肉/

粉彩/紙藝 
烘焙輕鬆玩 MV 舞蹈 

救國團電影院 
繪本故事館 

維他命D 維他命D 爆米花電影院 閱讀小書蟲 維他命D 

開心學習  快樂回家 

補充能量（午餐以營養午餐方式營養又健康） 

���年暑期兒童夏日幸福成長營 

 

課程 文學一把罩 邏輯一把罩 自然一把罩 邏輯一把罩 文學一把罩 
時間/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 -

����  
醒醒腦 / ㄅㄆㄇ閱讀 

���� -

����  
注音符號 九九乘法表 注音符號 九九乘法表 注音符號 

���� -

����  
ABC 好簡單 益智遊戲 認識大自然 加法與減法 ABC 好簡單 

���� -

����  
補充能量（午餐以營養午餐方式營養又健康） 

���� -

����  
 

課程 靜心一把罩 美食一把罩 免疫力一把罩 才藝 一把罩 創意一把罩 
����-

����  硬筆字練習 動手做烘焙 體能闖關遊戲 救國團電影院 
繪本故事館 

輕鬆玩美學 

���� -

����  
靜心書法 維他命D 閱讀小書蟲 MV舞蹈 維他命D 

開心學習 快樂回家 

養精蓄銳(在舞蹈教室空間寬敞舒適，躺著好好睡)/故事分享

小一夏日正音成長營

05-5515329   05-7709979

( 材 料 費 另 計 ， 於 上 課 第 一 天 繳 交 給 老 師 )

代碼
AF���� 手作烘焙點心營

星期三至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
(�)�/��-�/��
(�)�/��-�/��

(一)提拉米蘇、杏仁巧克力餅乾、小
       牛角麵包
(二)口袋餅、蜂蜜蛋糕、牛舌餅
(三)希臘雪球、核桃巧克力杯、父親
        節蛋糕
(四)蔓越莓司康、義大利香料脆餅、
        元寶蛋糕
(五)卡通造型鳳梨酥、亞麻籽巧克力
        拇指餅乾、雙色乳酪球
※每梯次�天，請自備保鮮盒，材料
    費���元。

代碼
AF���� 兒童烏克麗麗營

星期二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簡單又活潑的烏克麗麗，是孩子
的最佳樂器玩伴，透過漸進式教
學設計，不僅能讓孩子開心彈唱
童謠，還能訓練孩子專注力與耐
信，也會變得更活潑、節奏感提
升，成為烏克麗麗小玩家。
※烏克麗麗自備或代購���元

代碼
AF���� 陶笛輕    玩

星期(�)四(�)日 ��:��-��:�� 學費
�/��前���
�/�起����

開課日/結束日
(�)�/��
(�)�/��

�：陶笛彩繪DIY，畫出五彩繽
紛的個性陶笛。�：陶笛吹奏教
學，學會吹奏世界名曲與歡樂
童謠�：陶哨自做自吹，動手捏
陶製作獨一無二的陶哨。名額
有限，額滿為止。講師：南華
大學陶笛演奏碩士許浩倫老師
、雲林教師廖浩君老師。
※教材費���元，費用已含午
    餐

代碼
AF���� 兒童美感培養花藝營

星期一至四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

帶領孩子認識大自然的花草世界
，運用多元素材包含鮮花、乾燥
花、永生花、植栽進行課程內容
設計，課程內容包含作品創作、
技法教學與美感配色指導，激發
每一位孩子的創作能力與培養美
感能力。
※每梯次�天，材料費����元

代碼
AF���� 闖關    戲魔法作文營

星期一、三、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運用字詞接龍、笑話、謎語、修
辭、童詩等語文遊戲，引導快樂
闖關學作文，掌握寫作的訣竅，
增強作文實力。期末編印專刊，
鼓勵投稿。
※適合國小學生，新生教材費��
     元，續報第二 梯材料費��元。
※每梯次八堂課

代碼
AF���� 暑假游泳密集班

星期二至五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小班制教學，�人開班，最多收
至�人。第一梯：小一至小三，
第二梯：小四至小六。
※需自備泳衣、泳褲、蛙鏡、盥洗
用具，費用含保險。

(�)��:��-��:��
(�)��:��-��:��

�/��前����
�/�起����

代碼
AF���� 創意動畫實作營

開課日/結束日
�/��-�/��

想知道平常看的動畫都是怎麼做
的嗎?只要有紙、筆與手機。自己
也可以製作屬於自己的動畫哦。
※材料費���元，需自備鉛筆、
    彩色筆、壓克力顏料(可代購
    ���元)。※�/�、�/��需自備
    手機及手機架。

星期三至四 ��:��-��:�� 學費����

代碼
AF���� 創客電容飛機營

星期四至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透過製作確實能飛的珍珠板電容
飛機，以及巴爾莎木飛機等各式
飛機模型，了解航空的相關科學
知識及歷史。
※每梯次�天，材料費���元。

代碼
AF���� 卡通漫畫營

星期三至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想要畫出像卡通般的生動漫畫嗎
？掌握線條表現，只要有紙筆，
大家都可以成為卡通漫畫王唷，
請自備鉛筆、橡皮擦、A�素描
本。
※每梯次�天。

代碼
AF���� 兒童硬筆字密集班

星期二至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

從基礎的握筆以及坐姿、講解下
筆的位置-天地左右、大小適中
、字的架講解,基本國字練習、
講解書寫時的運筆-意在筆先、
血脈相連，培養孩子能夠欣賞國
字之美,了解寫字的重要性。
※上課需要攜帶鉛筆以及橡皮擦
，每梯次�天、材料費���元。

代碼
AF���� 兒童書法密集班

星期二至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

代碼
AF���� 有效學習記憶挑戰營

星期一、三、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一、基本座姿和書寫姿勢和筆順
教學。二、部首國字組合練習及
位置擺放。三、依據孩子的學習
狀況做深入淺出的指導。四、詩
詞作品欣賞及實際書寫練習。
※每梯次�天，用具自備或代購
    約���元。

運用聯想法、數字法、諧音法、
腦力激盪等記憶術，做好課前預
習，課中學習，課後複習的讀書
習慣，提升學習效果；期末編印
專刊，鼓勵投稿。
※適合小三至國二學生，新生教材費
    ��元，續報第二梯材料費��元。
※每梯次八堂課。

代碼
AF���� 熱門MV舞蹈營(早上班)

星期二至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

現下流行的抖音歌曲及韓流熱門
MV舞蹈，藉由分解動作讓你輕
鬆學習一首完整的歌曲，快來一
起加入我們吧！
※每梯次四堂課，請自備乾淨球
     鞋。

代碼
AF���� 樂高動力機械營

星期一至三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透過操作樂高積木進而了解機械
原理，培養學生創意思考力及實
作力。創作作品中學生能發揮細
微的觀察力，並將生活與實做進
行結合。
※每梯次六堂課，材料費���元。

代碼
AF���� 熱門MV舞蹈營(下午班)

星期二至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

讓孩子們自小開始學習認識自己的身
體，讓肢體隨著音樂自然而然的律動
起來，透過當下流行MV偶像的音樂
，由老師帶領孩子一段一段的學習，
並且針對孩子安排生動有趣的教學方
式，讓孩子從小培養舞蹈底子與音樂
律動感，增強自信心。
※每梯次四堂課，請自備乾淨球鞋。

代碼
AF���� AI機器人王國

星期一至五 ��:��-��:��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透過操作程式機器人的學習，引
導小朋友學習程式設計，培養學
生邏輯思維能力。並且透過問題
與探討，狀況與分析，培養小朋
友分析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需國小三年級以上，材料費
     ����元。 

代碼
AF���� 四軸無人機

星期�.四至五 �.六至日��:��-���� 學費����

開課日/結束日
(�)�/��-�/��
(�)�/��-�/��

透過操作四軸無人機，了解飛機
的歷史以及原理。培養小朋友對
於航天、航太科技的興趣。並且
了解簡單的流體力學與上升立。
※材料費����元，費用已含午
    餐。

救國團斗六終身學習中心
109年暑假兒童夏日幸福成長營

救國團斗六終身學習中心
109年暑假兒童夏日幸福成長營

 報名對象 活動時間 
AF���� 

� 年級 

� 年級 

� 年級 

(�/��-�/��) 
(��:��-��:��) 

夏日 A 班AF���� 

� 年級 

� 年級 

兒童幸福成長營全日班 原價：夏日A班�����元  正音B班����元

聰明省荷包聰明省荷包
限報名全日班整梯次適用
限報名全日班整梯次適用
聰明省荷包聰明省荷包
限報名全日班整梯次適用
限報名全日班整梯次適用

【早鳥優惠】�/�前(含)

�.報名A班現折$����元/人

�.報名B班現折$����元/人

�.同時報名A班+B班，

    A班折$����元/人，B班折$����元

【早鳥優惠】�/�前(含)

�.報名A班現折$����元/人

�.報名B班現折$����元/人

�.同時報名A班+B班，

    A班折$����元/人，B班折$����元

恕不折扣恕不折扣

【上午班】A班$����元。B班$����元

【下午班】A班$�����元。B班$����元

【五週全天班】$�����元 【五週上午班】$���� 【五週下午班】$����

【四週全天班】$����元   【四週上午班】$����  【四週下午班】$����

【三週全天班】$����元   【三週上午班】$����  【三週下午班】$����

【二週全天班】$����元   【二週上午班】$����  【二週下午班】$����

【一週全天班】$����元   【一週上午班】$����  【一週下午班】$����

【上午班】A班$����元。B班$����元

【下午班】A班$�����元。B班$����元

【五週全天班】$�����元 【五週上午班】$���� 【五週下午班】$����

【四週全天班】$����元   【四週上午班】$����  【四週下午班】$����

【三週全天班】$����元   【三週上午班】$����  【三週下午班】$����

【二週全天班】$����元   【二週上午班】$����  【二週下午班】$����

【一週全天班】$����元   【一週上午班】$����  【一週下午班】$����

部分天數無法參加請以彈性優質選為選擇，須以五天為單位。

※新生須加���元報名手續費
【活動費用包含講師鐘點、材料費、保險費、講義印刷、午餐 (以營養午餐方式提供)】
※新生須加���元報名手續費
【活動費用包含講師鐘點、材料費、保險費、講義印刷、午餐 (以營養午餐方式提供)】

報名對象 時間 
AF���� 

� 年級 

正音班 

正音 B 班

(��:��-��:��) 

(�/�- �/��) 

恕不折扣恕不折扣

優惠輕鬆選
�/�(含)前

優惠輕鬆選
�/�(含)前

◎舊生享��折優惠，新生享�折優惠
◎舊生帶新生同時報名享舊生��折，新生�折，另加贈���元折價券兩張（可現折）。
◎凡�、�月壽星(憑證件)報名享�折優惠(限本人使用)
◎凡戶籍於三平里、明德里、社口里之里民享�折優惠(請出示身分證件或戶口名簿)

◎舊生享��折優惠，新生享�折優惠
◎舊生帶新生同時報名享舊生��折，新生�折，另加贈���元折價券兩張（可現折）。
◎凡�、�月壽星(憑證件)報名享�折優惠(限本人使用)
◎凡戶籍於三平里、明德里、社口里之里民享�折優惠(請出示身分證件或戶口名簿)

憑���學年度���分學校段考考卷，可獲得���元折價券
(��元兩張，可現折)。適用所有課程(此優惠僅適用國小)
憑���學年度���分學校段考考卷，可獲得���元折價券
(��元兩張，可現折)。適用所有課程(此優惠僅適用國小)

【幸福成長營、正音成長營不適用】

熱門兒童營隊密集班

【新生須收���元報名費，報名費恕不退費】
凡一經報名繳費後恕無法回溯優惠折扣，及優惠僅能擇一，無法合併使用，恕不折扣課程不適用

你考���分
我優惠

你考���分
我優惠

恕不折扣



代碼

AF301

AF302

AF303

AF304

AF305

AF306

AF307

AF308

AF309

AF310

AF311

AF312

AF313

AF314

多元啟發美術

兒童樂高動力機械

AI機器人王國

四軸無人機

兒童硬筆字

兒童書法班

國小作文(低中年級)

國小作文(高年級)

兒童漫畫基礎

創意作文班

魔法作文班

兒童空手道防身術

流行兒童街舞

兒童肚皮舞入門

班別 星期 時間 學費 敎學內容開課日
結束日

五

六

六

日

六

六

六

六

日

六

日

六

六

六

18:30-20:00

08:30-10:00

10:00-12:00

10:00-12:00

09:00-10:00

10:00-12:00

09:00-10:30

10:30-12:00

14:00-16:00

14:00-15:30

10:00-11:30

15:00-16:00

10:10-11:10

09:00-10:00

1600

2000

2500

2500

1000

1800

1000

1000

1600

1300

1300

1100

1100

1100

7/10-8/28

7/11-8/29

7/11-8/29

7/12-8/30

7/11-8/29

7/11-8/29

8/1-8/29

8/1-8/29

7/12-8/30

7/11-8/29

7/12-8/30

7/11-8/29

7/11-8/29

7/11-8/29

運用多元媒材設計，在短短時間有著大大的收穫，引發多種綜合媒材，進行平面繪畫、立體構成、造型設計、繪本製
作等多樣性，讓藝術不無聊。
※材料費400元。

透過操作樂高積木進而了解機械原理，培養學生創意思考力及實作力。創作作品中學生能發揮細微的觀察力，並將生
活與實做進行結合。
※材料費800元。

透過操作程式機器人的學習，引導小朋友學習程式設計，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能力。並且透過問題與探討，狀況與分析
，培養小朋友分析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需國小三年級以上，材料費1500元。 

透過操作四軸無人機，了解飛機的歷史以及原理。培養小朋友對於航天、航太科技的興趣。並且了解簡單的流體力學
與上升立。
※材料費1000。
從基礎的握筆以及坐姿、講解下筆的位置-天地左右、大小適中、字的架講解,基本國字練習、講解書寫時的運筆-意在
筆先、血脈相連，培養孩子能夠欣賞國字之美,了解寫字的重要性。
※上課需要攜帶鉛筆以及橡皮擦，材料費100元。【中華文化大學硬筆師資培訓、靜心雅築書法學苑講師】

找尋定靜的世界，讓孩子沉靜下來，體會靜心、培養耐心、養成專注的能力，讓孩子開始學習正確的寫字方式，練字
、練心、練書法。
※用具自備或代購400元。【中華文化大學硬筆師資培訓、靜心雅築書法學苑講師】
以增進孩子學習興趣為主，藉由故事、短文及遊戲引導，讓學生愛上閱讀，喜歡寫作，激發孩子的潛能，啟發孩子的
創作能力，適合國小學童。
※本期五堂課

以增進孩子學習興趣為主，藉由故事、短文及遊戲引導，讓學生愛上閱讀，喜歡寫作，激發孩子的潛能，啟發孩子的
創作能力，適合國小學童。
※本期五堂課

想要畫出像卡通般的生動漫畫嗎？掌握線條表現，只要有紙筆，大家都可以成為卡通漫畫王唷。
※請自備鉛筆、橡皮擦、A4素描本。

透過範文賞析、摘取大意、擬訂綱要、主題創作等創意敎學，精修作文技巧，深耕作文能力。續班編印專刊，鼓勵投
稿，敎師曾任敎國語日報作文班。
※適合國小學生，材料費40元，續報下期材料費30元，請於第一堂課繳交老師。

透過接龍、笑話、謎語、成語、修辭、童詩等創意敎學，快樂學作文，掌握寫作的訣竅，增強作文實力；指導老師曾
任敎國語日報語文中心。
※適合國小學生，新生材料費40元，續班舊生30元，請於第一堂課繳交老師。

空手道防身術是空手道與擒拿術的結合,從空手道培養敏捷身手鍛鍊強健身體、應變防身妙招。培養專注力、耐力,讓你
輕鬆學習強身與防身的技術從藉由反覆練習中累積經驗,遇狀況能從容應對。
※適合小一至小六，著運動服裝，自備毛巾、水壺。

學習時下最流行的MV舞蹈，課程搭配詳細的動作分解。老師也分解電視熱門MV舞蹈動作，課程著重反覆練習而成慣性
，記憶動作，讓您輕鬆進入流行熱舞的世界。
※自備乾淨運動鞋(至敎室換)、水。
經由肚皮舞蹈敎學，可以使孩童身體得到啟發，強化局部肌肉，學習掌握自己的身體，增加身體的協調性，且透過音
樂與律動來培養對美的感受及提升藝術的氣息。
※適合大班至小學四年級，不習慣赤腳者須自備舞鞋，可自備肚皮舞腰巾或腰裙

(國小1-6年級、開學後持續上課)

（1.5-6歲）寶貝音樂潛能開發班恕不折扣

AF101

AF102

AF103

AF104

AF105

AF106

AF107

AF108

AF109

AF110

AF111
【暑期限定】

AF112

寶貝音樂潛能開發A班

寶貝音樂潛能開發B班

寶貝音樂潛能開發

寶貝音樂潛能開發C班

寶貝音樂潛能開發D班

寶貝故事啟發美術

寶貝創意積木

寶貝創意積木假日班

寶貝體適能

童意童藝

寶貝親子音樂律動假日

寶貝親子律動集訓班

一

一

一

三

六

二

四

六

五

五

六

三、五

09:00-10:00

10:00-11:00

17:00-18:00

10:10-11:10

10:10-11:10

10:00-11:30

19:00-20:00

19:00-20:00

18:00-19:00

16:30-18:00

14:00-15:00

10:10-11:10

2540

2540

2540

2540

2540

1600

1600

1600

1800

1600

1100

900

7/6-8/24

7/13-8/31

7/6-8/24

7/8-8/26

7/11-8/29

7/7-8/25

7/9-8/27

7/11-8/29

7/17-8/28

7/10-8/28

7/11-8/29

7/10-7/29

代碼 班別 星期 時間 學費 敎學內容開課日
結束日

孩子天生就具備探索與感覺美好事物的潛能，這種潛能需要透過經驗的累積，才能逐漸發展，我們讓孩子在說故事、玩
遊戲中引導、誘發孩子的想像力，以繪畫、捏土、拼貼等方式呈現，增加孩子對美的體驗。
※材料費400元，自備工作服。

透過雙手操作，增強孩子小肌肉的發展，啟動左右腦運作，藉由老師、多元的敎具、學生之三方面的三向溝通，讓孩子
在IQ〈智能的成長〉、EQ〈群體合作學習〉、CQ〈創造思考的潛能〉三方面的潛能都被引導開發。

運動對孩子有何影響?幼年時，中樞神經系統是最早成熟的，而運動可以透過促進動作神經的協調，包括結合平衡跟技
巧學習，使中樞神經系統發展更加健全。
※本期七堂課

帶著孩子在大自然與生活中，透過親身的體驗與經歷，藉由五感的互動，用不同的媒材進入繪圖與創作，讓孩子們更能
親近藝術創作的美感世界。
※材料費400元，自備工作服。

配合不同的幼兒歌曲，音律節奏及樂器，不僅能讓孩子們在舞蹈、音樂中豐富幼兒的音感與節奏感，並激發豐富的肢體
語彙，啟發基礎的肢體發展，能讓幼兒輕鬆愉快地透過團體遊戲，學習如何與同儕相處互動。

以故事繪本當主軸，統合幼兒語文、音樂、圖畫、律動、戲劇等多元藝術、帶領孩子進入音樂聽、說、唱、跳、奏、演
的旅程，提供孩子一個多元、快樂的藝術體驗。
※本課程為精緻小班，七人滿班。早上班免材料費，下午班材料費300元(一書一CD)。
※恕不折扣。
※早上班為1.5歲至2.5歲、下午班為3歲至6歲。

1.周一到周日9時～21時至本中心服務台報名，繳學費(可委託報名，恕不接受電話報名)，新學友報名須繳交100元報名費。
2.郵政劃撥報名，帳號00252840，戶名：雲林縣救國團。請於通訊欄註記姓名、電話及報名課程，新生另加100元報名費。
3.本會提供線上網路報名ATM轉帳，請利用http://www.cyccea.org.tw線上報名(線上選課後請於24小時內轉帳，逾期取消報名) 。

4.線上報名折扣依網站公吿，ATM轉帳手續費請自行吸收。
1.因人數不足未能開班亦不能轉班者全額退費。已參加之課程開班欲辦理退費者：(1)開課前辦理，退還九成學費 (2)開課中辦理，扣除行政手續費後，依照比例退費 (3)開課逾超過三分之一，不辦理退費。
2.各項活動均辦理保險，請在報名表上塡寫身分證字號、生日等個人資料。
3.如遇自然災害(颱風、地震)是否停課，將比照政府宣布雲林縣不上班不上課辦理，本中心不另行通知。

救國團斗六終身學習中心報名手續

注意事項

周 末 平 常 班

快 樂 寶 貝 班

周 末 平 常 班 、 快 樂 寶 貝 班  【幸福成長營、正音成長營不適用】

憑108學年度100分學校段考考卷，可獲得100元折價券(50元兩張，可現折)。適用所有課程(此優惠僅適用國小)憑108學年度100分學校段考考卷，可獲得100元折價券(50元兩張，可現折)。適用所有課程(此優惠僅適用國小)

◎舊生享88折優惠，新生享9折優惠
◎舊生帶新生同時報名享舊生88折，新生9折，另加贈150元折價券兩張（可現折）。

◎凡7、8月壽星(憑證件)報名享8折優惠(限本人使用)
◎凡戶籍於三平里、明德里、社口里之里民享8折優惠(請出示身分證件或戶口名簿)

◎舊生享88折優惠，新生享9折優惠
◎舊生帶新生同時報名享舊生88折，新生9折，另加贈150元折價券兩張（可現折）。

◎凡7、8月壽星(憑證件)報名享8折優惠(限本人使用)
◎凡戶籍於三平里、明德里、社口里之里民享8折優惠(請出示身分證件或戶口名簿)

【新生須收100元報名費，報名費恕不退費】凡一經報名繳費後恕無法回溯優惠折扣，及優惠僅能擇一，無法合併使用，恕不折扣課程不適用【新生須收100元報名費，報名費恕不退費】凡一經報名繳費後恕無法回溯優惠折扣，及優惠僅能擇一，無法合併使用，恕不折扣課程不適用

優惠輕鬆選 7 / 4 ( 含 ) 前

你 考 1 0 0 分 我 優 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