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暑假育樂營】招生簡章                                                                                                         

  網址如右： https://goo.gl/3hjcTc 
 報名時間：此次報名為兩階段，請注意看以下訊息 

    6 月 2日(六)0800至 6 月 3日(日)2059開放網路報名 

    (僅開放額滿人數的 2/3，如有報名成功請直接 6/4在文教中心等待繳費，不須在川堂排隊) 
    6 月 4日(一)川堂現場報名(開放保留及剩餘人數)，0750領號碼牌後始可至文教中心繳費 

 繳費方式如下： 

   6/4(一)早自習文教中心繳費，6/5(二)後學務處繳費，為作業方便請務必於 6/7(四)前繳費完畢。 

 上課日期：107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到 7 月 6 日〈星期五〉。本夏令營上課 5 天！ 

 現場報名一人最多拿兩張號碼牌，繳費後請盡量勿辦理退費，以免造成行政作業困擾。 

 請勿重複報名，例同一人報同一時段夏令營兩個以上。一經發現直接取消所有報名項目，不得異議。 

  注意事項：                                                                                                                                                                                    

（一）若同時報名上午及下午梯次，中午請務必返回家中用餐，學校不提供午餐及照顧管理責任! 

  ※上午梯次：7/2-7/6上午 09：00 開始上課(首次上課請先在川堂集合，之後請直接到教室) 

項

次 
班別名稱 

結束 

時間 
參加對象 上課地點 課程介紹 學費 教師 

開班

額滿 
備註 

1 桌球 A ～1030 2～6年級 桌球教室 
認識直拍、橫拍握法，正手及反手

拍的握法及擊球動作。 
900 張金德 8-12 請自備水及桌球拍 

2 流行舞蹈 ～1030 1～6年級 劍道館 
以時下流行歌曲編排舞蹈，活潑有

趣的舞動身體展現自信。 
900 吳思楀 8-15 

請自備水及運動服

裝，勿穿裙子。 

3 擊劍 A ～1030 1～6年級 
健康中心

前 

培養敏捷的思維、動作的反應力及

專注力，養成運動家的風範。 
1050 呂梓豪 8-25 

含材料費 150元。 

請自備水、毛巾，穿

著運動服、鞋。 

4 樂高拼豆 ～1030 1～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教導孩子利用「邏輯思考」的方式

設計及創作作品，要有不同的想像

力與創造力，提高孩子的學習能力。 

2100 王心怡 8-25 
含材料費 1200元。 

請自備水。 

5 
環遊世界 

創意手作 A 
～1120 1～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體驗不同國家民俗風情，創意美

勞、手作、特色美食，透過啟發動

手體驗創作樂趣，發揮無限想像力。 

1500 楊雅智 8-25 
含材料費 300元。 

請自備水。 

6 扯鈴 A ～1210 1～6年級 穿堂 
把扯鈴的招式轉換成關卡，過關的

方法讓孩子在過程中突破困難，堅

持下去。 

1500 毛楚程 8-25 
請自備定軸鈴，無可

代購。(填寫代購單) 

7 書法 ～1210 1～6年級 A304 
書法可體會靜心、學習專注及美感

欣賞，提升學習興趣並熟練活用 
1500 陳添進 8-25 

請自備毛筆、毛邊紙

(12或 15格)、墨汁。 

8 挑戰桌遊 A ～1210 3～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從入門到經典，從接觸到挑戰，學

習掌握遊戲思考，享受桌遊樂趣。 
1500 王黎慈 6-12 請自備水。 

9 啦啦隊 ～1210 2～6年級 展演中心 
針對不同程度學生，進行各種基本

功和技巧的綜合練習，並結合舞蹈

來達到肢體的柔軟和協調性。 

1000 李麗華 20-25 
請自備水、水褲、運

動服裝。 

10 
瑞奇魔術 

&氣球 
～1210 2～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藉由魔術的巧妙和實際演出，讓學

生提升信心和表達能力。魔術也蘊

藏許多科學原理，讓學生化身科學

家，一起來探討魔術的科學奧秘。 

2350 張家浩 8-25 
含材料費 850元。 

請自備鉛筆盒、水。 

11 
英語繪本 

讀者劇場 
～1210 1～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以「小紅帽與大野狼」Red Riding 

Hood 繪本作腳本用英語演出讀者劇

場，趣味、挑戰並表演驗收成果。 

3300 

台灣兒

童美語

教育發

展協會 

8-25 
含材料費 1800元。 

需具備英語單字、聽

力及會話基礎。 

12 
英語戲劇 

瘋狂大野狼 
～1210 1～6年級 階梯教室 

以「小紅帽與大野狼」Red Riding 

Hood 的英語繪本作腳本，讓學生分

飾小紅帽、媽媽、大野狼、奶奶、

獵人、小動物…等不同角色，用英

語演出，既趣味，又挑戰，期末表

演驗收成果。 

5300 8-25 
含材料費 3800元。 

需具備英語單字、聽

力及會話基礎。 



13 漫畫創作 ～1210 4～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學習臨摹骨架、加強人物比例認

知，學習漫畫家須具備的獨立作業

及創作故事能力。 

2000 黃詅儷 5-12 
含材料費 100元。 

請自備鉛筆盒、奇異

筆、水。 

14 植物種子手作 ～1210 1～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認識種子，巧手手作，獨一無二，

作品唯一。 
1900 殷月梅 8-25 

含材料費 400元。 

請自備白膠、安全剪

刀、水。 

15 
夏日派對- 

不織布 
～1210 4～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歡迎喜歡縫紉玩不織布的學生參

加，適合喜歡動手做東西，結束會

有完整的作品不織布立體蛋糕，可

永久珍藏哦! 

2150 陳芊卉 8-12 

含材料費 650元。 

請自備安全剪刀，過

程中會使用到針線，

請注意安全。 

16 古箏 ～1210 1～6年級 
教師會 

辦公室 

古箏為傳統民族雅樂，音色清鑠典

雅，曲意兼容並蓄、剛柔並濟，可

陶冶性情、陶冶身心。 

1900 
曾美惠 

助教 2名 
13-13 

含材料費 100元。 

請自備水。 

  ※下午梯次：7/2至 7/6下午 13：00 開始上課(首次上課請先在川堂集合，之後請直接到教室) 

項

次 
班別名稱 

結束 

時間 

參加 

對象 

上課 

地點 
上課內容 學費 教師 

開班

額滿 
備註 

1 擊劍 B ～1430 1～6年級 
健康中心

前 

培養敏捷的思維、動作的反應力及

專注力，養成運動家的風範。 
1050 呂梓豪 8-25 

含材料費 150元。 

請自備水、毛巾。 

2 樂高機器人 ～1430 1～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以任務導向，體會玩中學、錯中學、

做中學，啟發孩子的科學腦。 
1900 彭至璿 8-20 

含材料費 1000元。 

請自備水。 

3 
卡哇依～ 

襪娃娃 
～1430 1～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平凡的襪子透過創意，搖身一變變

成一個專屬的”卡哇依 ”襪娃娃。  
2080 江宛琪 8-25 

含材料費 1180。 

請自備水。 

4 
環遊世界 

創意手作 B 
～1520 1～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體驗不同國家民俗風情，創意美

勞、手作、特色美食，透過啟發動

手體驗創作樂趣，發揮無限想像力。 

1500 楊雅智 8-25 
含材料費 300元。 

請自備水。 

5 桌球 B ～1520 2～6年級 桌球教室 
認識直拍、橫拍握法，正手及反手

拍的握法及擊球動作。 
1200 張金德 8-12 請自備水及桌球拍。 

6 劍道 ～1520 1～6年級 劍道館 
劍道訓練可以提高注意力、眼力、

步法和應變能力。 
1200 黃柏仁 8-25 請自備水和毛巾。 

7 MV 熱舞 ～1520 3～6年級 展演中心 
藉由學習韓國 KPOP流行舞蹈，訓練

學生的肢體協調和自信心。 
1200 王薏涵 8-25 請自備水及運動服裝。 

8 模型體驗 ～1610 3～6年級 A510 
透過模型製造的過程，學習專注

力，發揮想像力。 

(需有組裝模型經驗) 

1500 范嘉國 6-10 

需收材料費 1000元。

(老師自收) 

工具可自備或向老師

借用。(押金 200) 

9 扯鈴 B ～1610 1～6年級 穿堂 
把扯鈴的招式轉換成關卡，讓孩子

在過程中突破困難，堅持下去。 
1500 毛楚程 8-25 

自備定軸鈴，如沒有可

代購。(填寫代購單) 

10 挑戰桌遊 B ～1610 3～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從入門到經典，從接觸到挑戰，學

習掌握遊戲思考，享受桌遊樂趣。 
1500 王黎慈 6-12 請自備水。 

11 合唱團 ～1610 2～6年級 階梯教室 
學習正確的發聲應用到歌唱中，來

達到好的音色和正確的演唱。 
1500 李麗華 

20- 

不限 

含鋼琴伴奏一名。 

請自備筆、譜夾、水。 

12 漢字變變變 ～1610 1～6年級 A304 
從漢字源流認識書法，以有趣故事

影片輔助教學。 
1900 莊雅芬 5-10 

含材料費 200元。 

請自備工作服或不怕

髒的衣服。 

13 酷炫魔術 ～1610 1～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藉由魔術訓練學生表演能力及語言

表達，並學習科學、演講、肢體語

言、創意思考等其它領域的的知識

學問，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2000 洪 豪 8-25 
含材料費 500元。 

請自備水、筆。 

14 翻轉爆炸卡 ～1610 4～6年級 
開課確定

再通知 

歡迎喜歡紙藝的學生參加，訓練到

剪紙、黏貼，結合數理、幾何、科

學，製作各式小書類型卡片、立體、

機關卡片……各式紙藝卡片，並且

會有立體成品爆炸盒帶回家唷! 

2150 陳芊卉 8-12 
含材料費 650元。 

請自備鉛筆、尺、安全

剪刀、白膠。 

   

※羽球新生隊、正式隊：請繳交報名表即可，繳費相關事宜由後援會負責。 

報名表 在第二張 



1 
羽球隊 

訓練營 
0800～1200 

樹小學生 

(36 人額滿) 
羽球館 

樹小羽

球隊教

練群 

第一期 7/9～7/27  

第二期 7/30～8/17 

每期 3600元 

(可擇一參加) 

 

繳費相關事宜洽後援會 

505黃老師或彭教練 

0958-632858 

2 
羽球正式隊 

夏令營 
1330～1730 

限下學期會

參加羽球隊

學生 

正式隊： 

第一期 7/2～7/27   

第二期 7/30～8/17  

第一期 3200 元

第二期 2400 元 

(可擇一參加) 
 

繳費相關事宜洽後援會 

505黃老師或彭教練 

0958-632858 

另須一併繳交下學期學費

10000 元 

 

……………………  報名時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表格，請自行沿此虛線剪下，謝謝！ ……………………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暑假育樂營】報名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特殊疾病□無    □有          

報名班別：               費用：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家長簽名： 需代購  □定軸扯鈴 530，共 9種顏色請圈選一種〈紅 橙 黃 綠 藍 紫 黑 透明 粉紅〉 

  ※備註 1：報名為 107年 6 月 4 日（一）至 107年 6月 7日（四），請至樹林國小報名並繳費！  

備註 2：若要同時報名上午及下午梯次，請分開填寫報名表，報名前請確認是否符合參加對象之限制。    

 

……………………  報名時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表格，請自行沿此虛線剪下，謝謝！ ……………………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暑假育樂營】報名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特殊疾病□無    □有          

報名班別：               費用：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家長簽名： 需代購  □定軸扯鈴 530，共 9種顏色請圈選一種〈紅 橙 黃 綠 藍 紫 黑 透明 粉紅〉 

  ※備註 1：報名為 107年 6 月 4 日（一）至 107年 6月 7日（四），請至樹林國小報名並繳費！  

備註 2：若要同時報名上午及下午梯次，請分開填寫報名表，報名前請確認是否符合參加對象之限制。    

 

 

……………………  報名時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表格，請自行沿此虛線剪下，謝謝！ ……………………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暑假育樂營】報名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特殊疾病□無    □有          

報名班別：               費用：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家長簽名： 需代購  □定軸扯鈴 530，共 9種顏色請圈選一種〈紅 橙 黃 綠 藍 紫 黑 透明 粉紅〉 

  ※備註 1：報名為 107年 6 月 4 日（一）至 107年 6月 7日（四），請至樹林國小報名並繳費！  

備註 2：若要同時報名上午及下午梯次，請分開填寫報名表，報名前請確認是否符合參加對象之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