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民生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外社團」實施計畫
＊敬請詳閱報名、繳費及加退選方式規定：
1.課外社團採 兩階段網路報名 及 第三階段現場報名

第一階段選課(同一天可選填 2 個社團)完畢，進行系統抽籤，若強烈希望參加特定社團，
請只選填該社團，抽籤結果公告確定開班的班別，才能列印繳費單進行繳費。繳交費用
即保障名額，其餘進行第二階段報名作業。
第二階段報名作業採先後次序的模式，進行加退選，已繳費者不可退選。
第三階段 8/10(一)進行 現場補報名作業。
2.請家長在網路報名期間審慎考量課程內容及上課時間是否符應貴子弟的需求。
3.繳費三聯單請家長於確定報名錄取後請自行下載列印(學校不發繳費單)，並在規定期間內進
行銀行繳費，若錯過繳費時間，則視同放棄。印出之三聯單總金額只能選擇全繳或完全

不繳，請勿自行刪減繳納金額,以免造成銀行無法辨識或匯入帳目,敬請配合。
4.繳費後申請退費者，除轉出本校的學生外，統一於學期末進行退費。
5.新生繳費單上的班級座號 是 虛擬的班級座號，是為了 方便對帳 所需。
一、依
據：
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0.10.11 北市教國字第 10043565500 號修正函辦理。
2.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2.01.18 北市教國字第 10232289300 號修正函辦理。
二、目
的：（一）依學生個別差異實施輔導，增進學生學習動機與成就。
（二）提供學生利用課後時間學習各項才藝之機會。
三、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四、辦理時間：
課外社團：109 年 8 月 31 日(一)至 110 年 1 月 8 日(五)。
五、「課外社團」的重要期程：
作
日

期

6/9(二) - 6/12(五)
6/16(二)
6/16(二) - 6/17(三)
6/19(五)
6/19(五) - 6/22(一)
7/10(五)
7/13(一) - 7/15(三)
7/20(一)
7/20(一) - 7/22(三)
8/5(三)

內

容

課外社團

6/4(四)
6/8(一)

業

簡章公告
報名系統開放測試
（請家長多加利用測試階段，先行確認）
第一階段報名
(6/9 9：00 ~ 6/12 24:00)
第一階段抽籤結果公告
(早上 10：30 公告)
第一階段線上退選
(6/16 10：30 ~ 6/17 24：00)
公告第一階段確定開班可繳費的班別
(早上 10：30 公告)
第一階段繳費(臨櫃+ATM+便利商店)
(請自行列印繳費單
超商繳費到 24：00)
第二階段可報名班別及名額公告
(早上 10：30 公告)
(未成功開班及未繳費者，請重新報名)
第二階段報名(依先後次序)
(7/13 9：00 ~ 7/15 24:00)
公告第二階段確定開班可繳費班別
(早上 10：30 公告)
第二階段繳費( 臨櫃+ATM+便利商店 )
(請自行列印繳費單
超商繳費到 24：00)
公告現場候補可報名班別及名額
(早上 10：30 公告)

8/10(一)

現場候補報名及繳費 ( 上午 9 點 ~ 12 點 )

8/17(一)

公告所有社團開班的班別及學生名單

8/31(一)

開學日 (開始上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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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報名 (系統抽籤)
欲參加下列班別之學生，請於 109 年 6 月 9 日(二)上午 9:00 至 6 月 12 日(五)下午 24:00 止上校網
首頁http://www.msps.tp.edu.tw/右側-課後照顧暨課外社團報名系統項下報名，帳號以學生身份
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登入報名。系統開放 6 月 8 日(一)線上測試。
在第一階段期限內皆可進行選課及退課，每生同一天上課時段限報名 2 個課外社團班別數。
 報名人數未達預定人數時，則該社團不開班。(報名截止日前，請留意您所報名的社團是否能達招
生人數八成，若差距甚遠，請自行評估在報名期間是否改報其他社團。)
若報名人數超過該班上限，則以系統抽籤方式決定參加人選，若強烈希望參加特定社團，請只選
填該社團。
 抽籤作業:課外社團於 109 年 6 月 15 日(一)進行系統設定抽籤作業。6 月 16 日(二)早上 10:30 於
校網公告抽籤結果。
 退選: 於 109 年 6 月 16(二)上午 10:30 至 6 月 17 日(三)下午 24:00，可於報名系統進行已錄取班
別退選。
 6/19(五)公告第一階段確定開班可繳費的班別，家長需自行列印繳費單於 6/19(五)-6/22(一)期
限內繳費。(已確定開班的班別，才能列印繳費單)
請注意： 繳費者為保障名額，其餘未開班或未繳費者進行第二階段報名作業。
2. 第二階段報名: (此階段依據報名的先後順序錄取)
109 年 7 月 10 日(五)公告第二階段可報名班別及名額
109 年 7 月 13 日(一)上午 9:00 至 7 月 15 日(三)下午 24:00 止進行線上第二次加退選作業。
(報名截止日前，您所報名的社團是否能達招生人數八成，請自行評估在報名期間改報其他社團。)
109 年 7 月 20 日(一)上午 10：30 公告確定開班班別，確定開班的班別，家長才能進行繳費。
成功錄取者請自行列印繳費單於 109 年 7 月 20 日(一) – 7 月 22 日(三)期限內繳費。
109 年 8 月 5 日(三)公告「現場候補」可報名班別及名額公告
3. 第三階段報名：109 年 8 月 10 日(一)上午 9：00 ~ 12：00 現場候補報名及繳費
六、退費方式：
1.開課以後，所有退費均不含材料費，如學習材料為已購置之成品，則發還成品。
2.退費申請提出後，除轉出本校的學生外，均於學期末統一進行退費
3.於 109 年 8 月 31 日(一)12：00 前申請退費者，扣除行政作業費用 250 元後,再退還其餘所繳費用。
(退一個社團扣 250 元，退二個社團扣 500 元，依此類推)
4. 109 年 8 月 31 日(一)活動開始後至 109 年 10 月 8 日(五)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
5.109 年 10 月 12 日(一)~109 年 11 月 20 日(五)申請退費時，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一。
6.109 年 11 月 23 日(一)起不退費。
7.因特殊事由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所繳費用。
遇班級停課(例如腸病毒、流感)須在家休息以避免群聚感染者，因社團其他學生照常上課，故不
予退費及補課。
退費申請單請至校網下載或至學務處申請，並依規定填寫及攜帶原收據影本、退費帳戶資料至學
務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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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長注意事項
1.上課配合事項：
報名前請衡量自身興趣、身體狀況及家長能準時接送再行報名，以免上課成效不彰，影響整體作業
所有課程結束 20 分鐘內家長未能接回學生，經登錄 2 次者，次一學期不得報名。
為維護教學品質與上課學生權益及安全，若有影響、干擾上課、破壞學校設備、違反資安之情事，
經勸阻仍未改善則計點 1 次並發給糾正單，請家長簽名並繳回，計點達 3 次者（含 3 次,不同班
別亦需倂同累計）
，予以退班。情節嚴重者，除依校規處置外，得逕以退班。退費方式依說明辦
理之。
無故缺席未請假學生，經登錄 3 次者，予以退班，退費方式依說明辦理之。
經報名繳費後，不得要求轉換班別。
一年級新生剛從幼稚園升上國小階段，轉換環境及學習型態，建議家長第一學期的社團活動，每
星期報名 2-3 個社團即可。
上課用具及材料：樂器（相關耗材）、舞衣舞鞋、道服、直排輪用品、桌球拍、算盤等用具請自
備，其餘科學、美勞、手工藝等材料費，珠心算、桌遊、圍棋教材本等，連同報名費用一併收
取
2. 請假方式：為顧及學生安全，請假當日請利用校網（http://www.msps.tp.edu.tw/）網頁右側「學
生請假」進行線上請假，或 家長親自以電話聯絡教務處(課後照顧)27122452 轉 811,812 或學務處(課
外社團)27122452 轉 820、821、822、826。
3. 遇彈性調整放假補課日，課後社團皆不補課(費用已從學費中扣除)
4. 因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颱風、地震…)、法定傳染病(流感、腸病毒…)或社會突發事件等因素造成
之停課，不予補課亦不予退費。
5. 教學計畫：各班詳細教學計畫及師資請上報名系統查看。
6. 課外社團初階班授課對象是初學沒有基礎者，進階班授課對象是校內或校外上過該課程一學期以上
者。
7. 若有報名系統操作疑義，請洽全誼系統公司專線服務電話: 04-37007997 (星期一-五 8:30-12:00
及 13:30-17:00)

八、課外社團開課班別〈16：10 至 17：30〉
星期一
代號
A1

班 別

授課
老師
節奏樂隊合奏 李婉菁
(音樂教室)

招生
年級
1-6

預計開班
人數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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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費用

讓孩子在敲敲打打玩節奏、學習聆 2871 元
聽欣賞與接觸鍵盤樂器的過程
含材料費 300 元
中，培養學生團隊精神、提升對音
樂的興趣、肯定自我的表現能力。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歡樂烏克麗麗 呂嘉謨
彈唱初級班

2-6

元智 STEM 科 張雅茜
研社

3-6

STEAM 魔法科
學

陳韋榮

2-6

科學大奧秘

施娜娜

CM 益奇桌遊
社初階

李羿君

1-3

1-6

動漫卡通創作 詹萬邦
班

1-6

陳偉悟

1-6

圍棋

手腦並用魔
術社

方宜翔

戲劇課(初階) 林欣儀

1-6

3-6

10-15 人

15-20 人

15-20 人

15-20

15-20

15-20

15-20 人

15-20

10-15
4

本課程墜主要是在訓練孩子們學
會彈奏烏克麗麗和正確的指法,姿
勢訓練,並且能夠很正確的學會基
本的彈唱要領和簡易的和絃和技
巧,使每位孩子們上課都會有樂趣
~~
元智 STEM 科研社涵蓋三大主題
(航天、綠能、生物)，可以帶回六
架飛機和三組綠能機關套件。 公
開飛機的構造設計如何影響飛行
的秘密，體驗多種航模四軸飛行
器、直升機，並利用有趣的能源積
木組來發電吧~~~
影子竟然有預知未來的能力？！
運用彈性讓魔杖憑空出現！白開
水擁有讓你產生幻覺的魔法？！
利用物理讓你成為畫的又快又美
的絕世畫家！這些你都能在
STEAM 魔法科學社體驗到！將課
本中生硬的自然科學原理結合神
奇有趣的表演藝術，在玩樂中找到
解答與成就感。
動手操作科學實驗激發學習動
力，配合 108 課綱【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及【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概念，從實驗中訓練能力。
CM 益奇桌遊社，一起玩桌遊!讓桌
遊不只是遊戲，更能提升學科能
力。利用桌遊的趣味性，融入美國
多元智能系統，數據化的提升語
文、邏輯數學、視覺空間、肢體動
覺、人際、內省多種智能能力，讓
孩子『學中玩、玩中學』
。
以孩子喜愛的卡通動漫為主題，加
強手繪能力的練習與動漫產業製
作過程的介紹。藉由小朋友喜愛的
動畫，設計出有趣的漫畫學習章
節，從卡通動漫中的人物角色設
定、場景設定，學習人物表情、身
體結構、肢體動作、構圖空間等表
現技法，讓孩子發揮創作的多元思
考，完成知識性的原創發展課程，
進而創作出屬於自己的卡通動漫
畫作品。本課程為基礎班，有興趣
的學生都可報名參加，課程上所需
材料，皆由授課老師提供，學生毋
須自行準備，每位學生都有一本作
品冊，最後也會有一幅賽璐璐片動
漫創作作品與故事繪本作品。
1.破眼手法 2.做眼手法 3.攻殺手
筋 4.劫材 5.渡的手筋 6.補斷手筋
7.星一間低夾定石 8.基本佈局 9.
吳清源名局 10.三連星。(老師會
依學生實際成度做調整!)
每次上課皆會教授一種神奇又有
趣的魔術道具，以及至少三種生
活中隨手可得的材料如(撲克牌、
硬幣、橡皮筋、衛生紙)發想成的
生活魔術，讓生活中處處充滿驚
奇。
喜愛表演，樂於探索自我，想開發
自己的潛能、想加強表達能力

2614 元
含材料費 300 元

4843 元
含材料費 3300 元

2943 元
含材料費 1400 元

3543 元
含材料費 2000 元

2193 元
含材料費 650 元

3443 元
含材料費 1900 元

1693 元
含材料費 150 元

2497 元
含材料費 954 元

2314 元

A11

A12

直排輪課程
(初階)

徐士勛

兒童跆拳道

葉玟君

1-6

1-6

15-20 人

12-17 人

由直排輪各個不同程度的班級，將
直排輪技巧交給孩子，從課程中練
習穩定與基本，從競賽中享受直排
輪追風的感覺，從遊戲中體會不同
以往的歡樂與團隊合作之精神，讓
孩子學到不僅僅是基本的直排輪
技巧，還包括了曲棍球、花式等等
關於直排輪的進階類別。
學童了解跆拳道的武術精神，如何
藉由肢體的鍛鍊來達到心理的
健全；並且熟悉跆拳道的規則，個
個成為跆拳道的行家。

1543 元

以手作、健康、衛生、安全的理念
作為教學方向。從點心介紹、食材
認識、工具使用、製作方式的教導
等等，經過老師講解示範後，透過
團隊合作，在輕鬆自在的氣氛中，
做出健康、美味的點心。

4194 元

烏克麗麗基礎教學與基礎演奏

2463 元

自備直排輪鞋

2129 元
含教材費 200 元
(木板費用)
自備道服

星期二
B1

B2
B3

B4

B5

B6

B7

Dr.喬喬手作 謝佳伶
點心

1-6

烏克麗麗歡唱 劉淑慧
初級班

1-3

陶笛社(初階) 林珊如

1-3

15-20 人

10-15 人

含材料費 2565 元

*為響應環保
學生請自備保
鮮盒
含材料費 20 元
要自備樂器

CM 魅奇魔術
社

徐仕達

1-6

Magicbang 魔
術社

周維亮

Magic Right
瘋狂積木社

商怡虹

積木狂想曲
(初階班)

施娜娜 1-6

1-6

1-6

10-15 人

15-20 人

15-20 人

15-20 人

15-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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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陶笛，真正了解到陶笛是項樂
器而非玩具 ， 並且使用陶笛來演
奏出好聽的音樂。

2543 元

ＣＭ魅奇魔術社，魅奇學魔術，魔
術選魅奇! 從興趣才藝提升學科
能力，獨家引入美國哈佛多元智能
系統，除了 DIY、生活、撲克牌、
道具四種不同類型魔術教學外，更
將課程融入多元智能測評系統，提
升語文、邏輯數學、視覺空間、肢
體動覺、人際等智能，讓孩子『學
中變、變中學』
。
在魔術課程中，最不重要的是「秘
密」
，魔術要培育孩子的是：膽量、
台風、氣氛營造，甚至是創意、開
放性思考在魔術的表演中，孩子們
可能會有挫折、失敗、害怕，但是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不斷嘗
試，他們在無形中學習到的是韌性
與毅力，表演成功後進而得到的榮
譽與自信，更是在其他地方無法獲
得的。魔法奇基教育團隊打造的
是，將「做中學、學中做」
，融入
體驗中學習，我們期待的是在孩子
的人生道路上，能夠為他們留下一
點什麼。
萊特魔數學院帶你化腐朽為神奇
般的效果，融合 2D 平面及 3D 立體
兩大元素，創造孩子獨一無二的作
品，啟發學員邏輯思考及創意想
像，並同時培養情緒自主管理能
力、耐心及細心，找到專屬於你心
目中對的老師 Mr.Right Teacher。
透過多維積木發展多元題材，提出
不同的方式學習知識概念，引導孩
子培養108課綱【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能力。

2529 元

含材料費 100 元
要自備樂器也可
請老師代購
含材料費 900 元

3129 元
含材料費 1500 元

2429 元
含材料費 800 元

3429 元
含材料費 1800 元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樹脂土變化萬
千與 UV

羅世珍 1-6

建築設計-盛 范襦云
夏樹光微景觀

1-6

15-20 人

15-20 人

繪畫基礎創作 詹萬邦 1-6
班

15-20 人

SCRATCH 數位 廖文俊
創意貼圖動畫
班

4-6

15-20 人

Maker 創意玩 宋侑庭
科學

1-6

倍思-科學實
驗實作 培育
班

王煥中

1-2

兒童瑜伽
(初階班)

邱秀芳

1-6

15-20 人

15-20 人

12-16 人

6

黏土可以這樣玩!!樹脂土與 UV 膠
的異材質結合,新穎的材質與技法
激發孩子的想像,創造出可愛又精
緻的作品!
利用初階景觀設計概念讓孩子練
習基礎空間概念，將想像化成實
際，學習簡單植栽技術，製作可以
養護的微景觀，本學期將製作每個
童年都想要的小樹屋微景觀，讓一
個童夢可實現。
從繪畫基礎的教學方式開始，以有
趣的生活題材，練習素描、色鉛
筆、水彩、壓克力顏料、版畫、國
畫水墨等技法。重視色彩、觀察環
境、構圖描寫、創意表現、獨立思
考、激發想像力、畫面故事的敘述
與媒材運用效果的質感認識與不
同的變化，從小培養孩子對生活周
遭觀察的習慣與對環境的感知
力，提升美感素質與繪畫技巧。讓
孩子增進生活美感教育與提升繪
畫技巧，低年級培養觀察力，中高
年級刺激想像力、創造力與描寫能
力的提升
課程採用樂學科技教材，以線上課
程與隨堂指導教練同時教學；初學
者可熟悉 80%以上 SCRATCH 程式積
木，並能自行完成程式結
構與設計作品。同時老師可協助培
訓有潛力的學生參加台北市
SCRATCH 競賽。

3229 元

生活中有許多的動力來源，各位學
員們認識常見的動力，並藉由活動
挑戰，讓學員們針對不同的動力來
進行科學實作，藉上課所學打造不
同的動力裝置。

3029 元

倍思科學是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極力推薦及輔導的優良教
育單位，所有研發的課程，
均由國內長期推動科學教育
的專家、學者和優秀的中小
學教師共同規劃，以動手做
實驗的方式，來激發孩子學
習科學的潛能。這套實驗課
程，涵蓋國小國中--物理、
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應
用科學五大學科裡所有的實
驗內容，目前國立台灣科學
教育館正在開課中，深受好
評。

4954 元

運用遊戲、故事、團體活動和創意
教具，帶領孩子練習暖身、瑜伽體
位、呼吸法和正念靜心，引導孩子
觀察自己接納情緒，開展身體內在
空間，建立人際互動與自性的連
結，看見內在的美麗！

2036 元

含材料費 1600 元

3429 元
含材料費 1800 元

3829 元
含材料費 2200 元

2829 元
含教材費 1200 元
(含課本、作業本
及線上版權影
片)，若需要跟老
師租借筆電，以
學期為單位，約
900 元/學期。
含材料費 1400 元

含材料費 3325 元

B15

少林羅漢 18
手防身術

余麗玉

1-6

12-17 人

B16

民生舞獅隊

林俊錡

3-6

15-20 人

B17

食物花園一起 謝美玲
來

3-6

15-20 人

B18

直排輪飛輪趣 徐士勛
味班

1-6

15-20 人

B19

國標舞 (摩登 黃菊梅
&拉丁)

1-6

15-20 人

B20

初級兒童律動 胡亞宜
班

1-3

15-20 人

B21

四年級籃球隊 林瑞吉

4

15-20 人

B22

五年級籃球隊 史凱華

5

13-20 人

少林防身術上下攻防實戰套路，共
計 48 式。可以鍛鍊學童的體魄，
促進手腳肢體的靈活，學習實戰的
基礎防身技巧，建立身心的優質發
展與自信心。
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讓孩子們更
加認識舞獅，在舞獅練習的過程
中，培養團隊默契，進而達到肢體
開發，左右平衡發展之目的！
依照節令種植常吃常用的蔬菜、香
草與花卉，從播種阡插照護到採
收，都自己動手操作。自己動手做
料理，並品嚐自然的美味。
由直排輪各個不同程度的班級，將
直排輪技巧交給孩子，從課程中練
習穩定與基本，從競賽中享受直排
輪追風的感覺，從遊戲中體會不同
以往的歡樂與團隊合作之精神，讓
孩子學到不僅僅是基本的直排輪
技巧，還包括了曲棍球、花式等等
關於直排輪的進階類別。
國標舞又 稱運動舞蹈，分二大類
國際標準舞和國際拉丁舞。標準舞
包括華爾滋、維也納華而滋、探
戈、狐步、快四步。拉丁舞包括倫
巴、恰恰、森巴、捷舞、鬥牛舞。
國標舞結合了音樂性、藝術性和運
動能力。透過舞蹈~學習聆聽音樂
帶動身體律動和提升運動能力。讓
孩子們、舞出自信、美麗和健康。
培養小朋友們的基礎律動為主，利
用活潑的流行歌曲讓小朋友們可
以練習聽音樂，增加律動感，訓練
肢體協調，使左右腦可平衡開發。
教學舞碼未定，老師會視班上學生
學習的狀況隨時做調整。讓小朋友
們可以快樂跳舞可以跟上音樂，對
自己也更有自信心
學習籃球基本動作與規則，個人動
作與團體戰術，運動之餘可以得到
樂趣與他人合作學習，最後可培養
終身喜愛運動的好習慣。
學習籃球基本動作與規則，個人動
作與團體戰術，運動之餘可以得到
樂趣與他人合作學習，最後可培養
終身喜愛運動的好習慣，有機會可
以參加比賽，為校爭光。

2036 元

我們會以引導方式啟發小朋友對
生活的觀察與想像，以提昇小朋友
的審美及創意能力，並嘗試利用各
種不同媒材來創作，開拓小朋友對
繪畫的認知而在做中得到樂趣。

2129 元

1629 元

1629 元

1629 元

1629 元
需自備舞鞋

1629 元

1629 元
限經本校評估的
籃球隊員報名

2679 元
含材料費 800 元
限經本校評估的
籃球隊員報名

星期三
C1

魔法繪畫家初階班

吳耿瑜

1-6

15-20 人

7

含材料費 500 元

C2

C3

C4

C5
C6

C7

競技疊杯社

楊方澄 1-6

朱比特氣球社 徐豪謙

1-6

德式桌上益智 張雅筠
遊戲—潛能開
發與 10Q 訓練

2-6

電子積木實驗 蔡孟甫
室

1-6

創意科學先修 黃信錚
班

1-6

EV3 樂高動力 蔡智安
科學社(初階)

1-5

15-20 人

15-20 人

15-20 人

15-20 人
15-20 人

15-20 人

8

玩競技疊杯可以幫助手腦協調，使
雙手靈巧迅速並且專注力大增；
可以使身體兩邊均衡發展，如此幫
助了右腦知覺、專注力、創造力、
律動的潛能發展，其主要目標有六
大項: 1.健身 2.自尊心 3.左,右
大腦活化 4.手眼協調5.身體與大
腦的連接 6.大腦基礎學習以及大
腦開發. 團體比賽玩法，可自小培
養團隊運動家精神。
精緻美麗的造型氣球總是能夠吸
引全場的目光，更能製造出歡樂的
氣氛，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本
課程包含打氣筒乙支，每堂課程造
型專屬材料包，線上教學影片，使
用氣球將為全世界最好的氣球品
質 Qualatex
精選歐美進口的益智遊戲，藉由遊
戲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再教導
遊戲中的策略引領思考。並針對每
一主題的特色來啟發孩子不同的
關鍵能力與 10Q 訓練。包羅萬象不
同主題的遊戲，有些考驗學員的數
理能力、邏輯能力、資源分配管
理、空間幾何能力…甚至有些主題
猶如世界縮影，考驗著學員如何妥
善安排、建構出自己的小小世界。
各式各樣不同的主題遊戲絕對是
益智滿分、樂趣無窮！
此外，課程配合講義以及評鑑單，
讓孩子將遊戲中的策略與思考具
體化的表達出來。也讓家長能進一
步的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及上課
內容。
學生可以由電學積木的組裝瞭解
電路實驗的原理，並啟發對電子科
學的興趣。

2889 元

採 STEAM 教育理念，除了探
究物理、化學、生物、地球
科學等好玩有趣的科學原理
之外，並與科技、工程、工
藝美學結合，有助於創客精
神的發揮。

3879 元

樂高公司融合了自身在研發玩具
上的經驗提出了教育核心「動手
做，做中學」，並以兩人為一合作
學習小組之團隊合作模式，引導學
習者在從事創作成品時，可以隨時
參照其
成果的進展而獲得靈感，並可更具
體地去操作此項實物。
因此也特別強調：
1.學習是主動的歷程，知識不是自
然獲得的而是製造出來的，也就是
學習者從經驗中主動建構知識。
2.當學習者熱衷於對個人具有意
義的事物時，他對新知識的建構是
特別具有效率的。
在設計過程中，學習者除了規劃之
外，更可藉實際動手做去測試其設
計過程中創意。

3244 元

含材料費 1260 元

2429 元
含材料費 800 元

2629 元
含材料費 1000 元

3429 元
含材料費 1800 元

含材料費 2250 元

含材料費 1615 元

使用教具：樂高
EV3 #45544 第
三代機器人原
廠教具，僅課程
教學使用，不可
帶回。(市價
$20,000/組)
期末教具：動力
機械組系列每
人一盒組，組裝
好成品可帶回
家。(市價$950/
盒)

C8

流行 MV 舞蹈
班

胡亞宜

4-6

15-20 人

C9

兒童跆拳道

葉玟君

1-6

12-17 人

C10

防身術進階

任培豪

1-6

12-17 人

C11

直排輪中階班 徐士勛

1-6

15-20 人

C12

桌球初階班
周欣儀
(桌球隊教練)

1-3

15-20 人

C13

桌球中階班
吳智揚
(桌球隊教練)

1-6

15-20 人

C14

四年級籃球隊 林瑞吉

4

15-20 人

C15

籃球班

3-6

15-20 人

廖烜慶

培養小朋友們舞蹈律動，教學以整 1629 元
隻舞碼為主，配合現在流行的韓文
歌 (例:Twice、ＢＴＳ….等偶像
歌曲) 讓小朋友們產生對舞蹈的
興趣進而練習聽音樂、增加律動
感、訓練肢體協調，使左右腦可平
衡開發，也可藉由舞蹈對自己產生
自信心。
學習跆拳道規則、訓練踢腿技巧、 2236 元
演練套路品勢、增強體適能並建立 含材料費 200 元
防身的概念，藉由肢體的鍛鍊了解
跆拳道武道精神，達到身心的健
全。
以最簡單實用的技巧，教導孩子當 2036 元
不幸遭遇危機的時候開如此自保
並且脫離現場找到師長協助。近年
來隨機傷人事件不斷，讓孩子學會
一個當父母師長不在身邊時正確
的防身自保之道，這是讓孩子學習
諸多才藝以外最重要的一門課程。
由直排輪各個不同程度的班級，將 1629 元
直排輪技巧交給孩子，從課程中練
習穩定與基本，從競賽中享受直排
輪追風的感覺，從遊戲中體會不同
以往的歡樂與團隊合作之精神，讓
孩子學到不僅僅是基本的直排輪
技巧，還包括了曲棍球、花式等等
關於直排輪的進階類別。
1.認識桌球歷史起源與發展、握拍 1629 元
方式、球感練習 2.桌球基本動作
養成 3.步法移位練習 4.發球和接
球觀念 5.桌球單打和雙打實際比
賽經驗和了解裁判規則
1.認識桌球歷史起源與發展、握拍 1629 元
方式、球感練習 2.桌球基本動作
養成 3.步法移位練習 4.發球和
接球觀念 5.桌球單打和雙打實際
比賽經驗和了解裁判規則
學習籃球基本動作與規則，個人動 1629 元
作與團體戰術，運動之餘可以得到 限經本校評估的
樂趣與他人合作學習，最後可培養 籃球隊員報名
終身喜愛運動的好習慣。
學習籃球基本動作與規則，個人動 1629 元
作與團體戰術，運動之餘可以得到
樂趣與他人合作學習，最後可培養
終身喜愛運動的好習慣。

星期四
D1

T.Robot 編程
好好玩

黃亮鈞

1-4

15-20 人

D2

巧手縫繡

向曉雯

3~6

15-20 人

9

會說英文、唱英文歌的 T.Robot， 2523 元
還會教你寫程式！ 多元化四合一 含材料費 980 元
課程，學習英文、程式設計、遊戲
設計及動畫設計。
從基礎課程中，訓練自己縫繡技巧 2643 元
及布料與副料的搭配能力， 創
含材料費 1100 元
作一些適合自己生活中的布品。

D3

D4

D5

D6

D7

D8

3D 列印塗鴉

楊方澄

夢幻蝶古巴特 林 潔
-初階班

1~6

1-6

陶笛社(初
階)

林珊如 1-3

樂樂口琴社

張宇樞 1-6

MAGIC BANG 桌 李玟慧
遊社(初階)

倍思-科學實
驗實作 菁英
班

1-6

王煥中 3-6

15-20 人

15-20 人

10-15 人

10-15 人

15-20 人

15-20 人

10

許多孩子喜歡用他們天馬行空的
想法隨意塗鴉，然而在孩子們看
來，
「最遙遠的距離莫過於畫在我
面前，卻摸不到它」
，3D 塗鴉，解
決了孩子與自己作品間的「隔
膜」
，讓孩子們可以隨心創作還能
摸到自己畫出來的傑作。在歐美等
國家，已經陸續將 3D 塗鴉用於藝
術課室課堂內教學，學生甚至也會
用 3D 塗鴉列印物理課實驗模型等
等。不用多餘的電腦等其他設備，
只要擁有創作想法，便能輕鬆畫出
獨一無二的立體藝術作品。
本課程採用堆疊與拼貼圖案的方
式來 DIY 自己的作品，藉由此課程
來訓練手指的靈活度與耐心的培
養，加深小朋友對於藝術的見解，
此外本課程也會將舊的物品改造
成新的作品，藉此讓小朋友認知到
環保永續與愛護物品的概念。
認識陶笛，真正了解到陶笛是項樂
器而非玩具 ， 並且使用陶笛來演
奏出好聽的音樂。

2875 元

口琴的優點：短小輕薄、攜帶方
便、價格便宜、走到哪吹到哪、自
娛娛人；擁有『口袋鋼琴』之美稱。
『不分年級初學者經過訓練保證
會吹，既使是低年級也會看懂五線
譜喔! 』
。上課所學習的口琴種類
為『複音口琴』，課程將針對複音
口琴做各種技巧分級的學習，中階
進度為學習一個學期者，進階進度
為學習兩個學期者。
除了知識之外，你還想帶給孩子甚
麼?」 國小，國中，高中直至大學，
一個充滿知識比拚的生涯中，我們
想給的，是探索自我的過程，根據
現場狀況，安排相對應的桌遊，合
作，人際，溝通，表達會在這裡激
烈的碰撞，知識可以再學，但我們
想培養孩子們的，是面對真實世界
的勇氣和能力，期待與您的孩子見
面，期待和您一起為了孩子努力。
(可帶回學習成品 4 樣)
倍思科學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極
力推薦及輔導的優良教育單位，所
有研發的課程，均由國內長期推動
科學教育的專家、學者和優秀的中
小學教師共同規劃，以動手做實驗
的方式，來激發孩子學習科學的潛
能。這套實驗課程，涵蓋國小國中
--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應用科學五大學科裡所有的實驗
內容，目前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正
在開課中，深受好評。

2314 元

含材料費 1332 元

2743 元
含材料費 1200 元

2414 元
含材料費 100 元
陶笛可請老師代
購。

請自備樂器

2243 元
含材料費 700 元

4693 元
含材料費 3150 元
會有成品帶回家

D9

D10

D11

造型氣球社

創意美學

顏偉中 1-6

陳怡汝 1-6

15-20

15-20

創意立體拼豆 王心怡 1-6
班

15-20

劍橋國小英語 黃夢絲 1-3
課程初階

15-20

D13

樂高科學創意 林令山 1-4
機器人

15-20

D14

籃球社(初階) 張博雅

1-3

15-20

D15

流行民族舞蹈 張卉玉

1-6

15-20

D12

11

透過有趣的氣球造型誘發同學自
發性的動腦思考以及養成動手操
作的習慣，課程中會利用時間給同
學主動思考與研發創造並讓學生
相互教學討論與分享，在每次課程
中也會鼓勵學生主動表演給其他
同學看，透過表演的形式訓練學生
面對人群的抗壓性。
以科學結合美學的概念延伸作為
每次創意發想研究，透過美學內容
講述，藉以設計的創意手法的實際
演練操作，讓學生從實際操作中領
悟感受到美學涵養並從設計創意
中提高學習意願，培養美感能力與
創意方法，由色彩語言的表現與構
圖原則，以實際案例分析進入創意
發想的領域，透過小組討論方法，
在短時間激發創意並付出實踐，有
效增加未來作品表現力與強度。此
階段將訓練設計的『說故事』能力
表現，進行對於自己的創作說出自
己的想法，透過思考發想的正確流
程製作出有專業水準且具想像力
的藝術作品!
本課程將利用主題式故事融入創
意樂高拼豆，引導學生利用安全無
毒材料創作專屬作品，提高孩子的
學習能力、提升孩子的情緒管理能
力、增加孩子學習的穩定度及提高
孩子的學習專注力。
透過課程活動(角色扮演、遊戲、
短篇小說、對話、韻文等)，習得
用英語討論主題，增進英文字彙及
閱讀、書寫技巧。
上課需備: English 1 Activity
Book、文具 (自動鉛筆、橡皮擦、
彩虹筆)

2243 元
含材料費 700 元

2943 元
含材料費 1400 元

4423 元
含材料費 2880 元

2518 元
含材料費 975 元
劍橋英語小學課
程學生用書 1
Cambridge
Primary English
1、劍橋英語小學
課程練習冊
1Cambridge
Primary

採用樂高教育版-動力機械組，由 3343 元
淺入深教學方式，設計“動手做、 含材料費 1800 元
做中學”課程，激發孩子創造力和
執行力。
希望能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興趣，運 1543 元
動之餘可以得到樂趣與他人合作
學習，最後可培養終身喜愛運動的
好習慣。
茱莉亞師資團隊 23 年來帶領民生 2743 元
國小學生參與中華民族舞蹈比
含材料費 1200 元
賽，均獲台北市級全國佳績!民俗
舞蹈各個民族都有不同風格特色
的民間舞蹈，巧用道具、技藝結
合，大大加強舞蹈的藝術表現能
力，使舞蹈動作更加豐富優美，絢
麗多姿。藉由這堂課讓學員接觸、
認識、領略中國民族舞蹈 豐富多
彩美麗的文化 。

D16

兒童跆拳道

葉俐萱 1-6

12-17

D17

直排輪速度過 徐士勛 1-6
樁班

15-20

學習跆拳道規則、訓練踢腿技巧、 2129 元
演練套路品勢、增強體適能並
含材料費 200 元
建立防身的概念，藉由肢體的 需自備道服
鍛鍊了解跆拳道武道精神，達到身
心的健全。
由直排輪各個不同程度的班級，將 1543 元
直排輪技巧交給孩子，從課程中練 需自備直排輪
習穩定與基本，從競賽中享受直排
輪追風的感覺，從遊戲中體會不同
以往的歡樂與團隊合作之精神，讓
孩子學到不僅僅是基本的直排輪
技巧，還包括了曲棍球、花式等等
關於直排輪的進階類別。這學期增
加了全球瘋迷的速度過樁，
將課程內容更加充實與多元。

星期五
E1

E2

巧手做藝術
魏佩亭
〈黏土‧彩繪〉

1-6

Dr.喬喬手作 謝佳伶
點心

1-6

15-20 人

15-20 人

藉著不同素材如：木器、玻璃、日
本輕黏土、彩繪顏料…等，讓孩子
發揮想像力及創作力來完成生活
中實用的作品。
作品有: 月亮上的小角落、角落惡
作劇、花花大象、歡樂耶誕……等

2971 元

以手作、健康、衛生、安全的理念
作為教學方向。

3531 元

含材料費 1600 元

含材料費 2160 元

課程中，從點心介紹、食材認識、 *為響應環保~
工具使用、製作方式的教導等等， 學生請自備保
經過老師講解示範後，透過團隊合 鮮盒
作，在輕鬆自在的氣氛中，做出健
康、美味的點心。

E3

E4

E5

E6

桌上遊戲社

張仁哲 2-6

數學邏輯家
(不分級)

施娜娜 1-3

圍棋

陳偉悟

樂高 EV3 戰隊 林黃知
佳

1~6

1-4

15-20 人

15-20 人

15-20 人

15-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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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遊戲有吸引人的大型圖板與
精緻的配件，並有豐富教育意義的
主題背景。在遊戲過程中不僅得到
樂趣，更能培養專注獨立思考、人
際溝通、團隊合作等多元能力。
從趣味的課程中獲得數學能
力，引導學生學習魔術有趣的手
法，培養 108 課綱【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能力。

3371 元

1.星位一間跳定石 2.木谷定石 3.
扳殺點殺 4.棄子與眼位 5.不進子
6.攻殺手筋 7.聚殺 8.基本官子 9.
雙活 10.名局欣賞。(老師會依學
生實際成度做調整!)
「樂高多創意，件件考心思」選用
樂高公司 Mindstorms 系列的第三
代機器人，這一機器人套件是由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與 LEGO 合
作開發。課程中透過樂高積木
DIY，不僅能訓練手腦協調及空間
組裝的概念，還能讓孩子深深了解
到其機構原理的運用。每堂主題的
小遊戲，能讓孩子們學習觀察、專
注、邏輯及團隊合作，能讓他們去
思考並解決問題。同時能讓孩子們
學習如何面對各種矛盾的思緒，刺
激他們的思考，並增進他們的腦力
與創造力。

1521 元

含材料費 2000 元
(遊戲租金 1000
元，遊戲教材
1000 元)

2671 元
含材料費 1300 元
(時光小偷桌遊
及 magic space
和魔數道具)
含材料費 150 元

3271 元
含材料費 1900 元

E7

烏克麗麗社
(初階)

林珊如

1-3

10-15 人

E8

舞蹈啦啦（初 陳乃瑀
階）

1-6

15-20 人

E9

太極龍形劍術 余麗玉
班

1-6

12-17 人

直排輪高階班 徐士勛

1~6

E10

E11

E12

E13

兒童跆拳道

葉俐萱

五年級籃球隊 史凱華

籃球班

林瑞吉

1-6

5

3-6

15-20 人

12-17 人

13-20 人

15-20 人

課程概要. 源自夏威夷的手工四
弦琴，曲風輕快活潑，充滿歡樂氣
氛。 簡單容易上手的烏克麗麗
(ukulele)，輕盈外型酷似小吉
他，讓您隨意帶著走！
舞蹈啦啦是一種熱情活潑、充滿正
面能量且令人雀躍的一項新興運
動，提高賽場上的熱情，現今舞蹈
啦啦已經變成青少年喜愛之運動
項目之ㄧ。舞蹈啦啦風格特別，有
分彩球舞蹈、爵士舞蹈、嘻哈舞
蹈、高踢腿舞蹈，而舞蹈動作中，
包含了手部姿勢、腳部姿勢、跳
躍、踢腿、旋轉、翻騰、抬舉都會
加入在舞蹈啦啦的編排中。
太極龍形劍法 40 式。
增進學童的身體協調發展、增強體
力及免疫力、促進身手靈敏度與體
驗中華武術技能與美感。
由直排輪各個不同程度的班級，將
直排輪技巧交給孩子，從課程中練
習穩定與基本，從競賽中享受直排
輪追風的感覺，從遊戲中體會不同
以往的歡樂與團隊合作之精神，讓
孩子學到不僅僅是基本的直排輪
技巧，還包括了曲棍球、花式等等
關於直排輪的進階類別。
學習跆拳道規則、訓練踢腿技巧、
演練套路品勢、增強體適能並
建立防身的概念，藉由肢體的鍛鍊
了解跆拳道武道精神，達到身心的
健全。
學習籃球基本動作與規則，個人動
作與團體戰術，運動之餘可以得到
樂趣與他人合作學習，最後可培養
終身喜愛運動的好習慣，有機會可
以參加比賽，為校爭光。
學習籃球基本動作與規則，個人動
作與團體戰術，運動之餘可以得到
樂趣與他人合作學習，最後可培養
終身喜愛運動的好習慣。

九、師
資：由本校有專長之教師及外聘具專長之老師擔任。
十、本計畫經本校課外社團審查委員會審議並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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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7 元
含材料費 100 元
自備樂器，也可
以請老師代購

1371 元

1864 元
含材料費 150 元

1371 元
請自備直排輪

1914 元
含材料費 200 元

2382 元
含材料費 800 元
限經本校評估的
籃球隊員報名

1371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