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107學年度【暑假育樂營】招生簡章                                                                                                         

  網址：http://t.cn/E9yre6N 此次報名為兩階段，請注意看以下訊息 

    6月 8 日(六)0800至 6 月 9日(日)2059 開放網路報名 

  (僅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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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一)川堂現場報名(開放 1/3及剩餘人數)，0750領號碼牌後始可至文教中心繳費 

 6/10(一)早自習文教中心繳費，6/11(二)後學務處繳費，為作業方便請務必於 6/13(四)前繳費完畢。 

 上課日期：107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到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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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梯次：7/1-7/5上午 09：00 開始上課(首次上課請先在川堂集合) 

項

次 
班別名稱 

結束 

時間 
參加對象 地點 課程簡介 學費 教師 

開班

額滿 
備註 

1 田徑運動 1030 3-5年級 操場 
田徑為運動之母，藉由田徑來提升

身體自主能力及運動能力。 
1000 陳如雨 25 運動服裝、水 

2 空手道 103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空手道能培養專注力，並能強化身

體素質以及培養運動習慣。 
1000 闕再來 25 運動服裝、水 

3 流行舞蹈 1030 1-5年級 
展演 

中心 

藉由流行舞蹈歌曲教學，讓學生可

以活潑輕快自在地舞動身體。 
1000 吳思楀 25 運動服裝、水 

4 立體樂高拼豆 112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教導邏輯思考的方式及創作，並引

導要有不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提

升學習能力。 

3000 王心怡 25 含材料費 1500元 

5 桌球 A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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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張金德 10 

運動服裝、水 

自備球拍 

6 珠心算 112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透過珠心算訓練腦力、增進思考、

增加記憶力，使反應敏捷。 
1600 黃惠卿 25 

含材料費 100元 

自備算盤 

7 
KK 音標 

特攻隊 
1210 4-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運用美國中學的正音教學搭配律

動遊戲，深入淺出地幫國小學生牢

記 KK 音標的發音規則 

5200 羅予姍 25 含材料費 3200元 

8 
ScratchJr 

程式遊戲設計 
1210 1-3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使 用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研 發 的

ScratchJr(小塗鴉)程式語言，在

平板電腦上設計程式和遊戲。 

4900 
台灣兒童

美語協會 
25 含材料費 2900元 

9 古箏琴藝班 1210 1-6年級 
教師會 

辦公室 

古箏為傳純民俗雅樂，音色清鑠典

雅，曲意剛柔並濟可怡情冶性亦可

陶冶身心。 

2150 曾美惠 16 
含材料費 150元與助

教 2名費用 

10 
甲蟲王者 

昆蟲營 
12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由昆蟲的基本構造談起，包含不同

昆蟲與環境間的生態關係用許多

模擬遊戲來詮釋觀念。 

3650 
倍思 

科學團隊 
20 

含材料費 2150元 

自備鉛筆盒 

11 扯鈴 1210 1-6年級 穿堂 
透過闖關以個人進度為主，讓小朋

友學習與訓練扯鈴技術穩定度。 
2000 高靖涵 25 

自備定軸鈴、水 

(可代購) 

12 挑戰桌遊 A 1210 3-9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從入門到挑戰級桌遊，掌握遊戲思

考技巧，享受桌上無限樂趣！ 
2000 王黎慈 12 水 

13 
科學實境 

SHOW 
1210 1-3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透過探索科學最基礎的工具─五

種感官，帶領孩子進行學習。 
3000 

優達 

師資群 
25 

含材料費 1000元 

自備鉛筆、橡皮擦 

14 
美術探討 

捉迷藏 A 
12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透過主題引導、遊戲、五官的探

討，培養孩子對生活的感性認知能

力，建立獨特的美學觀。 

2400 周瑞萍 15 

含材料費 400元 

自己相片 1張、蠟

筆、水彩、口紅膠 

15 書法 1210 1-6年級 
書法 

教室 

體會靜心、學習專注、美感欣賞，

並能加強書寫技巧。 
1500 陳添進 25 

自備毛筆、毛邊紙 

(可代購) 

16 
酷 magic 

桌遊手工藝 
12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融合多元的手工藝，可培養創意和

收獲成就感。 
2550 呂宛茹 25 

含材料費 550元 

自備筆、剪刀、尺、

保麗龍膠 

http://t.cn/E9yre6N


17 彩繪機器人 1210 1-4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利用顏色，給機器人下程式指令，

啟發孩子的創造與藝術特性，解決

各種邏輯問題。 

3900 
澔學 

師資團隊 
25 

含材料費 1900元 

結束送 1台軌跡小車

或感應遙控飛行器 

18 植物種子手作 1210 3-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應用樟木塊(大片)種子來組合-溫

馨的種子家族。 
2500 殷月梅 25 

含材料費 500元 

自備剪刀、白膠 

19 酷炫魔術 12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魔術是藝術，也是數學、科學、心

理學。在學習魔術同時，也學習創

意邏輯思維及廣泛的知識。 

2400 洪濬豪 25 
含材料費 400元 

自備筆 

20 劍道社 1210 1-6年級 劍道館 
將平日所學全部整合，讓學員們能

有不同的練習及強化訓練。 
2000 黃柏仁 25 

自備跳繩及抹布 

運動服裝、水 

  ※下午梯次：7/1至 7/5下午 13：00 開始上課(首次上課請先在川堂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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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樂高 

機器人 
1430 2-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呈現機械結構運行，化繁為簡快樂

學習抽象的數理邏輯。 
2200 彭至璿 24 含材料費 1200元 

2 
酷 magic 

頂尖魔術 
143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魔術課程中完美融入四種不同類

型的課程，讓上課的孩子『學中

玩、玩中學』體驗奇妙的魔法。 

1800 張凱安 25 含材料費 800元 

3 足球 1520 1-4年級 操場 安全健康，團體合作，快樂踢球 1500 鄭智遠 16 自備水、可代購足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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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張金德 10 

運動服裝、水 

自備球拍 

5 
趣玩世界 

創意手作 
152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體驗不同國家民俗風情、特色美

食，經啟發使學生體驗創作樂趣,

發揮想像力。 

1950 楊雅智 12 
含材料費 450元 

剪刀、保麗龍膠、透明

膠帶、鉛筆、彩色筆等 

6 創意襪娃娃 152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平凡的襪子透過創意想像力，變成

專屬的”卡哇依 ”襪娃娃。 
2950 王心怡 25 含材料費 1450元 

7 
奇異博士 

魔法科學營 
16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利用不同「物理變化」和「化學變

化」展現令人驚訝的「科學魔法」。 
3650 

倍思 

科學團隊 
20 含材料費 2150元 

8 直排輪 1610 1-5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直排輪是速度快、靈活性高的活

動，在學習中學會自我保護。 
2000 朱芳筠 10 直排輪及護具(可代購) 

9 挑戰桌遊 B 1610 3-9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從入門到挑戰級桌遊，掌握遊戲思

考技巧，享受桌上無限樂趣！ 
2000 王黎慈 12 水 

10 
美術探討 

捉迷藏 B 
16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透過主題引導、遊戲、五官的探

討，培養孩子對生活的感性認知能

力，建立獨特的美學觀。 

2400 周瑞萍 15 

含材料費 400元 

自己相片 1張、蠟筆、

水彩、口紅膠 

11 益智桌遊 16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可幫助學生體驗學習的樂趣，強學

習動機及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 
2100 洪濬豪 25 含材料費 100元 

12 
動力機械 

百變遙控車 
16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引導學生認識工業 4.0 最夯科

技，學習機械動能、力矩、齒輪變

速、電能通路等基本知識。 

3300 吳孟儒 20 
含材料費 1300元 

自備鉛筆及提袋 

積木遙控車可帶回 

13 
樂高 EV3 

戰隊營 
1610 1-4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採用各類感應器和電動馬達，或測

量溫度和物品距離感測器作為一

種科學實驗。 

3800 
澔學 

師資團隊 
25 含材料費 1800元 

14 積木狂想曲 16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藉由積木製作清楚了解物體的結

構及其蘊含的相關概念，使原本抽

象的想法變成具體的成品。 

3800 
優達 

師資群 
25 

含材料費 1800元 

自備鉛筆、橡皮擦 

15 鋼彈模型 1610 3-5年級 A510 
透過組裝模型，提升個人思考及創

造能力，促進人際關係正向發展。 
2000 范嘉國 12 

材料費 1000元請直接交

給范嘉國老師 

自備水、雨具 

  ※全天梯次：7/1至 7/5，報此梯次為上下午班喔！！中午須回家吃飯(首次上課請先在川堂集合) 

1 
瘋狂大野狼 

英語戲劇營 
1610 1-6年級 

待開課 

後通知 

以「小紅帽與大野狼」Red Riding 

Hood 的英語繪本作腳本用英語演

出，既趣味，又挑戰。 

7300 
台灣兒童

美語協會 
25 含材料費 3300元 

報名表 在第二張 



※羽球培訓隊、正式隊：請繳交報名表即可，繳費相關事宜由後援會負責。 

 

1 羽球培訓隊 
0800～

1200 

樹小學生 

1、2 年級以下

優先 

(36 人額滿) 羽球館 

樹小羽球隊

教練群 

第一期 7/8～7/26  

第二期 7/29～8/16 

每期 3600元 

(可擇一參加) 

(2期共收 7000) 
 

繳費相關事宜洽後援會 

605黃老師或彭教練 

0958-632858 

2 羽球正式隊 
1330～

1730 

限下學期會參

加羽球隊學生 

正式隊： 

第一期 7/1～7/26   

第二期 7/29～8/21  

第一期 3200 元 

第二期 2880 元 

(可擇一參加) 

(2期共收 6000)  

繳費相關事宜洽後援會 

605黃老師或彭教練 

0958-632858 

另須一併繳交下學期學費

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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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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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排輪〈3000元/5000元〉     □足球〈200元〉     □毛筆〈130元〉 

  ※備註 1：報名為 107年 6 月 10 日（一）至 107 年 6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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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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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排輪〈3000元/5000元〉     □足球〈200元〉     □毛筆〈130元〉 

  ※備註 1：報名為 107年 6 月 10 日（一）至 107 年 6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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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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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排輪〈3000元/5000元〉     □足球〈200元〉     □毛筆〈130元〉 

  ※備註 1：報名為 107年 6 月 10 日（一）至 107 年 6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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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