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學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社團班預計開班一覽表 
一、主辦單位：學務處 訓育組。 

二、活動時間：106年 9月 11日～107年 1月 5日。 

三、報名方式：1.本次報名一律使用網路報名，以報名優先次序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2.106.9.1（五）13:30～106.9.3（日）23：59 請上新市國小首頁/最新消息/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社團 

            班報名中，點選網址完成網路報名 https://goo.gl/BAMs7X 

   或    https://www.beclass.com/rid=203c84c59a3804567661 

3.未能網路報名者，統一於 9/1(五)下午 13:30~16:30至學務處使用網路報名。 

            4、在「社團班項目」選單並點選課程，請勿重複報名，並注意有些班級參加對象並非都是一到六年級。 

            5、全部報名課程點選完畢後，按確定送出。報名期限內，若需修改仍可上網修改報名。 

四、繳費方式: 請參考費用欄說明(除學校製作繳費單外，其他需要的器材可於開課後向老師購買)。 

五、上課地點：請參閱一覽表，確定成班後再次公告於網頁及校門口公佈欄。 

六、 注意事項：1.請家長務必確認學生的下課之接送方式，以維護學子安全。 

            2. 上網報名經發現重複報名或資格不符(例如報名年級不符)將由網路管理人員刪除錯誤報名資訊。 

              3.為避免佔用他人名額，報名後若有不可抗力之理由無法上課，請以書面說明提出退費申請。 

               ※ 所有退費將於收費後一併辦理。若退費金額超過一千元，請附上銀行帳號，以匯款方式匯入家長戶頭。 

                  請家長慎重考慮後再報名。(若仍需退出，將依申請退費日期及開課日期的比例計算，並僅退學費部分， 已

收取之材料及耗材器材等費用無法退費) 

3.未能報到想上的班別，請於 106.9.4上班時間 8:30~16:30至學務處填寫候補表格，若有人退出會電話通知。 

七、課後社團學生上課守則:為使課後社團學生有更好的上課品質及學習態度，請遵守以下事項。 

   (一)學生上課準時進教室，最晚勿超過十分。請假務必事先通知學務處訓育組，以利學校掌握學生動向。 

   (二)學生上課聽從授課老師指導，未經授課老師同意不可擅離教室。 

   (三)學生須遵守上課秩序，不影響授課老師及同學上課。 

   (四)上課地點整潔需大家共同維持，不可遺留垃圾及食物。 

   (五)授課教師管教課後社團學生準用新市國小學生管教要點處理，如有未盡事宜，應徵求家長同意後實施。 

   (六)當學生違反上課秩序及規定，經授課教師口頭糾正不聽，得交由學務處處理，並開立勸導單書面通知家長，違規情節  

       重大或屢勸不聽開立勸導單達三次者，得通知監護人到校，協請處理；或會同家長、授課教師、訓育組長及學務主任， 

       依情節嚴重情形，得予以退社(可適用退費基準)。 

   (七)上課後因學生個人因素退社，累積達三次以上者，以後將不再受理課後社團報名。 

**上課時間及地點一覽表：（注意各社團班時間，可自由選擇多個社團班參加，但同一時段只可選擇一個社團班參加） 

 

社團名稱 活動時間及地點 參加對象 費用 指導老師 名額 備註 
跆拳道社 

106.9.11~12.25 

每週一，每次 2節課

(16:00~17:30) 

表演藝術教室 

一至六年級 

學生 

1.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1829元。 
2.需有道服，若無者可於開課後
向教練購買道服 1500元。  

吳仲軒老師 

0937763337 

16~20

人 

20 人為一位老師上課,可開

兩班,由兩位老師執導，但人

數須到達 32人，方可開兩班。 

數學邏輯
創意思考
社(初階) 

106.9.11~12.25 

每週一，每次 2節課

(16:00~17:30) 

404 教室 

三至四年級 

學生 

1.學費 1219元及講義教材費
200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
單共 1419元。 

葉美伶老師 

02-26262141 

8-15人 

教材選自奧林匹克數

學講義 
數學邏輯
創意思考
社(進階) 

106.9.14～1.4 

每週四，每次 2節課

（16:00-17:30） 

404 教室 

五至六年級 

學生 

1.學費 1943元及講義教材費
200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
單共 2143元。 

8-10人 

 
 
 
 
直排輪社 
 

106.9.11～12.25 

每週一，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穿堂 
一至六年級 

學生 

1.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1219元。 
2.須備有曲棍球桿組，若無者可
於開課後向老師購買 500元一
組。 

沈亞慧老師

0985085483 

12-15

人 

12人為一位老師上課,
預計將開兩班課程,由
兩位老師執導，但人數
須到達 24人，方可開兩
班。 
上課時務必穿著直排輪
裝備(直排輪一雙及安
全護具組)，若無者請於
開課前電洽教練。 

106.9.15～1.5 

每週五，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穿堂 

1.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1295元。 
2.須備有曲棍球桿組，若無者可
於開課後向老師購買 500元一
組。 

足球社 
中年級班 

106.9.11~12.25 

每週一，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籃球場 

三至四年級 

學生 
1.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2286元。 

胡雅雯老師 

02-26262141 
8-12人 

1.請穿著運動服及球鞋，並

備水壺，替換衣服和毛巾。 

2.上課中、下課後如有運動

https://goo.gl/BAMs7X
https://www.beclass.com/rid=203c84c59a3804567661


 

社團名稱 活動時間及地點 參加對象 費用 指導老師 名額 備註 
足球社 
一年級班 

106.9.12～1.2 

每週二，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籃球場 

一年級 

學生 

1.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2286元。 

胡雅雯老師 

02-26262141 
8-12人 

傷害，身體不適，請立即告

訴老師。 

足球社 
二年級班 

106.9.14～1.4 

每週四，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籃球場 

二年級 

學生 

1.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2429元。 

足球社 
低年級班 

106.9.15～1.5 

每週五，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籃球場 

一至二年級 

學生 

1.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2429元。 

維尼魔術
社 

106.9.12～1.2 

每週二，每次 2節課

（16:00-17:30） 

陶藝/工藝教室 

一至五年級 

學生 

1.學費 1097元及材料費 1100
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2197元。 

邱創煒老師 

0932550670 

16~25

人 

每個同學都會有附教
材魔術道具18份及一
本學習手冊 

扯鈴社 

106.9.12～1.2 

每週二，每次 2節課

（16:00-17:30） 

圖書館前廣場 

一至六年級 

學生 

1.學費 914元及繩子耗材費 30
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944元。  

2.需自備"旋風定軸扯鈴"(中間
軸心無法轉動)，若無者可於
開課後向教練登記代購，一組
扯鈴(和棍) 530元。 

魯紀賢老師 

0935914493 

12-15

人 

15人為一位老師上課,預計

將開兩班課程,由兩位老師

執導，但人數須到達 24人，

方可開兩班。 

獨輪車社 
 106.9.12～1.2 

每週二，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穿堂 

三至六年級 

學生 

1.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2286元。 

林磊鑫教練 

0986718130 
5-12人 

使用學校器具(獨輪車)，請

愛惜使用。 

桌球社 
二年級班 

106.9.11~12.25 

每週一，每次 2節課

（16:00-17:30） 

地下室 

二年級 

學生 

1.學費 2286元及器具耗材費
300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
單共 2586元。 

林春丞老師 

02-26262141 
6-10人 

使用學校器具(桌球設備)，

請愛惜使用。 

桌球社 
三年級班 

106.9.12～1.2 

每週二，每次 2節課

（16:00-17:30） 

地下室 

三年級 

學生 

1.學費 2286元及器具耗材費
300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
單共 2586元。 

桌球社 
四年級班 

106.9.13～1.3 

每週三，每次 2節課

（16:00-17:30） 

地下室 

四年級 

學生 

1.學費 2286元及器具耗材費
300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
單共 2586元。 

桌球社 
五年級班 

106.9.14～1.4 

每週四，每次 2節課 

（16:00-17:30） 

地下室 

五年級 

學生 

1.學費 2429元及器具耗材費
300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
單共 2729元。 

 
 
 
 
柔道社 

106.9.12～1.2 

每週二，每次 2節課

（16:00-17:30） 

表藝教室 

三至六年級 

學生 

1. 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1219
元。 

孫佩妤老師 

02-26262141 
8-15人 

1.請穿著適合運動的服裝，

並備水壺和毛巾。 

2.上課中、下課後如有運動

傷害，身體不適，請立即告

訴老師。 

106.9.14～1.4 

每週四，每次 2節課 

（16:00-17:30） 

表藝教室 

三至六年級 

學生 

1. 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1295
元。 

演說故事
社 

106.9.12～1.2 

每週二，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社區教室 

一至二年級 

學生 

1.學費 914元及教材費 1550
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2464元。 

聯合報指派 

02-8692558 
8-20人 

共 16次講義。另有作文補充

書籍.資料袋.資料夾.學習

單.稿紙 
作文社 106.9.13～1.3 

每週三，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社區教室 

三至六年級 

學生 

1.學費 914元及教材費 1550
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2464元。 

棋藝社 
 106.9.13～1.3 

每週三，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美勞/書法教室 

及 

陶藝/工藝教室 

一至六年級 

學生 

1.學費 1524元及講義費 200
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1724元。 

2.需自備棋具(五子棋盤及黑白
子)，無棋具者可於開課後向
老師購買，一套 200元。  

陳科翰老師 

0936894299 

10~12

人 

12人為一位老師上課,

預計將開兩班,由兩位

老師執導，但人數須到

達 20人，方可開兩班。

第一節課一律書法教室

上課。 



 

社團名稱 活動時間及地點 參加對象 費用 指導老師 名額 備註 
想像力 
大考驗社 106.9.13～1.3 

每週三，每次 2節課 

（16:00～17:30） 

英語教室 B 

一至四年級 

學生 

1.學費 1143元及教具費 200
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1343元。 樂享樂團 

丁淑燕老師 

0910221500 

12~16

人 

美勞與音樂結合教學，將有

畫本成果 

北科大 
科學社 

106.9.14～1.4 

每週四，每次 2節課 

（16:00-17:30） 

陶藝/工藝教室 

 

二至六年級 

學生 

1. 學費 1093元及講義材料費
2767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
費單共 3860元。 

北科大科學團隊

師資群 

02-25951095 

15~20

人 
共有 17套講義及教材 

小魔豆 
美術班 

106.9.15～1.5 

每週五，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美勞/書法教室 

一至五年級 

學生 

1.學費 777元及材料費 900元，
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1677元。 

蔡心汝老師

0922535952 

15~25

人 
共製作 17 個多媒材作品 

烏克麗麗 
社 

106.9.15～1.5 

每週五，每次 2節課

(16:00~17:30) 

陶藝/工藝教室 

一至六年級 

學生 

1.學費 2411元及教材費 200
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2611元。 

樂享樂團 

廖佑祥老師 

及助教 

0910221500 

12~16

人 

需自備樂器。視程度給予教

本。 

長笛社 106.9.15～1.5 

每週五，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社區教室 

一至六年級 

學生 

1.學費 1608元及教材費 200
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1808元。 

樂享樂團 

湯婷雅老師 

0910221500 

10~16

人 

需自備樂器。視程度給予教

本。 

小提琴社 106.9.11~12.25 

每週一，每次 2節課

(16:00~17:30) 

社區教室 

一至六年級 

學生 

1.學費 2090元及教材費 200
元，由學校一併製作繳費單共
2290元。 

樂享樂團 

劉威哲老師 

及助教 

0910221500 

12~16

人 

需自備樂器。視程度給予教

本。 

打擊社 
106.9.11~1.4 

每週一及四，每次 2節課

(16:00~17:30) 

音樂教室 

新市節奏
樂隊團員

(請先與總指揮

郭瓊文老師聯

繫並甄選) 

1.學校製作學費繳費單 4714元。 
謝雨珊老師 

02-26262141 
8-12人 

使用學校器具，請愛惜

使用，使用破損須照價

賠償。 

親子讀經
班 106.9.22～12.29 

每週五晚間 19:30~21:00 

101.102.103及社區教室 

一至六年級 

學生 

1. 免費推廣，但須保證金 500
元(全勤退回)及繳納教材費
70元。 

崇德光慧 

經典教育 

推廣中心 

顏綠呈老師 

0930726598 

10 人 

1. 親子需共同參與。 

2. 舊生不需報名。 

3. 目前舊生約 50人。 

生態社 

106.9.12～1.2 

每週二，每次 2節課 

（16:00～17:30） 

書法教室 

三至六年級 

學生 

1. 免費學習，但須經過招募
甄選。請向總務處索取報
名表並於 9/4前報名完
成。 

2. 依報名表並經指導老師面
談，確認意願及興趣之高
低，作為錄取排序。 

新市專業教師群 

02-26262141 

分機 830 
8-15人 

需配合社團時間及配合服務

課程(總課程時數之 1/3)者 

**若有疑問請洽以上各社團班指導老師聯絡電話，或洽學務處訓育組陳組長(02-26262141轉 823)  

……………………………………………………………………………………………………………………………………………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小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社團班家長同意書 
 
請先上網報名，並填寫參加課後社團班回條 
 
□ 茲已上網報名成功，同意______年_____班＿＿＿號，學生_______________參加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社團班 

 
（請填下社團名稱）並已了解學校課後社團學生上課守則內容及相關規定，並督促其子弟遵循。 
 
班別：1.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___4._________________5.________________ 
 

●家長同意簽章(父/母)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請務必先上網報名成功後，連同此回條一併交回，才算完成初步報名(開班公告請見學校校網或警衛室外)。 
      若無法上網報名成功，請於 9/4上班時間 8:30~16:30至學務處填寫候補表格，此同意書非候補單。 

 
※請導師於 9/5放學前統一收齊各班報名表後送回學務處訓育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