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樹林國小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招生簡章 

報名時間：8/31(六)08:00至 9/1(日)19:59網路報名，網址如右：https://is.gd/C92Wm7 

(僅開放社團額滿人數的 2/3，如有報名成功請直接 9/2在文教中心繳費) 

9/2(一)在川堂現場報名(開放保留及剩餘人數)，07:50領號碼牌後始可繳費。 

繳費方式： 9/2(一)文教中心繳費，9/3(二)學務處繳費，請務必於 9/6(五)前繳費完畢。 

開課日期：108 年 9/16〈一〉起陸續開課。本學期上課 14 週次！(到 12 月 27 日止)。 

請勿重複報名，例如同一人報同一時段的社團兩個以上。一經發現直接取消所有報名項目，不得異議。 

社團名稱 招生對象 上課時間 地點師資 費用 備註 

上午社團 

啦啦隊 A 3～6 年級 
每周一、二 

        上午 0750～0830 展演中心 

李麗華 
1700元 

25 人額滿。 

自備水、毛巾、舞鞋和水褲。 
啦啦隊 B 2～5 年級 

每周三、五 

        上午 0750～0830 

流行舞蹈 2～6 年級 
每周一、三 

        上午 0750～0830 

羽球館 

吳思楀 
1700元 

25 人額滿。 

自備水、運動褲。 

跆拳道初階 
2～6 年級 

每周一、三 

        上午 0750～0830 

劍道館 

陳怡卉 

李武元 

1700元 

25 人額滿。 

自備水、毛巾、跆拳道服。 

(無道服可請教練代購 850 元) 跆拳道進階 

桌球 A 

2～6 年級 

每周一  上午 0750～0830 

  和    下午 0410～0540 

桌球教室 

張金德 
2600元 

10 人額滿。 

自備桌球拍，水及毛巾。 

課程為上午 1 節和下午 2 節 

一次 3 節課。 

桌球 B 
每周三  上午 0750～0830 

  和    下午 0410～0540 

桌球 C 
每周五  上午 0750～0830 

  和    下午 0410～0540 

古箏 A 

2～6 年級 

每周一、三 

        上午 0750～0830 教師會辦公室 

曾美惠 
2300元 

6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300 元。 

*新生須再自購課本+指甲共 400 元。 古箏 B 
每周二、五 

        上午 0750～0830 

直排輪初階 

2～6 年級 

每周一 

        上午 0750～0830 健康中心前 

朱芳筠 
1700元 

10 人額滿。可代購直排輪和護具整套。 

務必穿戴護具才能上課，如果沒有護具將

無法上課。 

*進階班必須會「後退滑行」的動作。 直排輪進階 
每周五 

        上午 0750～0830 

種子創意 

手作 A 
2～6 年級 

每周一 

        上午 0750～0830 
殷月梅 1400元 

25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400 元。 種子創意 

手作 B 

每周五 

        上午 0750～0830 

國標舞 

2～6 年級 

每周一 

        上午 0750～0830 
李純綢 1000元 

12 人額滿。 

穿著寬鬆運動服裝，水。 
肚皮舞 

每周三 

        上午 0750～0830 

足球 A 2～4 年級 
每周一、三、五 

        上午 0750～0830 

操場 

鄭智遠 
2600元 

16 人額滿。     *課程一周三天。 

請自備運動服裝、水並穿著運動鞋、 

漫畫進階 4～6 年級 
每周一 

        上午 0750～0830 
黃詅儷 1100元 

12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100 元。 

自備文具用品。 海報設計 3～6 年級 
每周五 

        上午 0750～0830 

酷炫魔術 2～6 年級 
每周一 

        上午 0750～0830 
蔡政峰 1500元 

25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500 元。 

創遊彩繪 2～6 年級 
每周三、五 

        上午 0750～0830 
楊雅智 2500元 

12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500 元。 

808 

教室桌遊 
2～6 年級 

每周三 

        上午 0750～0830 
何懷祖 1100元 

25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100 元。 

模型體驗 3～6 年級 
每周三 

        上午 0750～0830 

D301 

范嘉國 
免費 

12 人額滿。*需再收材料費 600 元。 

請直接交給范嘉國老師。 



少年小說 3～6 年級 
每周三 

        上午 0750～0830 

家長會辦公室 

王黎慈 
2300元 

15 人額滿。請自備書寫文具。 

費用已含材料費 1300 元。(5 本小說) 

輕土捏塑 2～6 年級 
每周三 

        上午 0750～0830 
江依玶 1500元 

20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500 元。 

扯鈴 A 2～6 年級 
每周五 

        上午 0750～0830 

穿堂 

毛楚程 
1000元 

25 人額滿。費用已含材料費 30 元。 

請自備定軸鈴，可代購 530 元。 

劍道社 2～6 年級 
每周五 

        上午 0750～0830 

劍道館 

黃柏仁 
1000元 

20 人額滿。請自備水、毛巾、竹劍。 

 (可請教練代購竹劍 1000 元) 

下午社團 

柔道 A 

2～6 年級 

每周一 

        下午 0410～0540 劍道館 

吳明東 
1700元 

25 人額滿。 

如無柔道服請洽訓育組，可免費提供。 

(課程結束後請記得，洗後歸還) 柔道 B 
每周四 

        下午 0410～0540 

箏樂團 A 

2～6 年級 

每周二 

        下午 0410～0540 教師會辦公室 

曾美惠 
2300元 

8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300 元。 

*新生須再自購課本+指甲共 400 元。 箏樂團 B 
每周四 

        下午 0410～0540 

足球 B 

2～4 年級 

每周三 

        下午 0410～0540 操場 

鄭智遠 
1700元 

16 人額滿。 

請自備運動服裝、水並穿著運動鞋。 
足球 C 

每周四 

        下午 0410～0540 

ESL 美語 

基礎字彙班 
2～3 年級 

每周一、四 

        下午 0410～0540 
李亞璇 6060元 

20 人額滿。費用已含材料費 4360 元。 

*可申請弱勢學生，詳情請洽訓育組。 

書法 2～6 年級 
每周一 

        下午 0410～0540 

A401 

陳添進 
1700元 

25 人額滿。 

自備書法用具(筆墨紙硯) 

挑戰桌遊 3～6 年級 
每周一 

        下午 0410～0540 

家長會辦公室 

王黎慈 
2200元 

12 人額滿。費用含材料費 500 元。 

 (材料費包含一套正版桌遊) 

珠心算 2～6 年級 
每周一 

        下午 0410～0540 
黃惠卿 1900元 

25 人額滿。請自備算盤。 

費用已含材料費 200 元。 

繽紛手工藝 2～6 年級 
每周一 

        下午 0410～0540 
黃承澤 2900元 

25 人額滿。請自備筆、尺、剪刀、膠水。 

費用已含材料費 1200 元。 

扯鈴 B 2～6 年級 
每周二 

        下午 0410～0540 

穿堂 

毛楚程 
1700元 

25 人額滿。費用已含材料費 30 元。 

請自備定軸鈴，可代購 530 元。 

程式語言 

設計-初階班 
2～3 年級 

每周二 

        下午 0410～0540 
李亞璇 5480元 

16 人額滿。費用已含材料費 3780 元。 

請自備平板，詳情請洽訓育組。 

啦啦隊 C 2～4 年級 
每周三 

        下午 0140～0300 

展演中心 

李麗華 
1700元 

25 人額滿。 

自備水、毛巾、舞鞋和水褲。 

舞蹈團 2～5 年級 
每周三 

        下午 0100～1500 
王蕾茜 1700元 

20 人額滿。請自備舞蹈衣服。 

(可代購舞蹈衣服 1180 元) 

科學放大鏡 2～3 年級 
每周三 

        下午 0410～0540 
優達師資群 3700元 

20 人額滿。費用已含材料費 2000 元。 

請自備鉛筆、橡皮擦。 

酷 Magic 

頂尖魔術 
2～6 年級 

每周三 

        下午 0410～0540 
陳大慶 2500元 

25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800 元。 

創意 

DIY 手作 
2～6 年級 

每周三 

        下午 0410～0540 
楊雅智 2700元 

12 人額滿。費用已含材料費 680 元。 

請自備剪刀、膠水、鉛筆、彩色筆。 

多維積木 

好好玩 
2～6 年級 

每周四 

        下午 0410～0540 
優達師資群 3500元 

20 人額滿。費用已含材料費 1800 元。 

請自備鉛筆、橡皮擦。 

趣玩數學 

桌遊 
2～3 年級 

每周五 

        下午 0410～0540 
優達師資群 3200元 

20 人額滿。費用已含材料費 1500 元。 

請自備鉛筆、橡皮擦。 

Kibi 積寶 

程式機器人 
2～3 年級 

每周五 

        下午 0410～0540 
李亞璇 5900元 

16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4200 元。 

專業街舞 3～6 年級 
每周五 

        下午 0410～0540 
楊思辰 1700元 

20 人額滿。 

請自備水、毛巾、運動服裝。 

創意科學 

先修班 
2～6 年級 

每周五 

        下午 0410～0540 
吳孟儒 3400元 

25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1700 元。 

酷 Magic 

益智桌遊 
2～6 年級 

每周五 

        下午 0410～0540 
林昀叡 3400元 

25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 650 元。 



中午社團 

飛盤社團 3～6 年級 
每周一、四、五 

        中午 1245～1325 

羽球館 

賴瑛芝 
2000元 20 人額滿。 

羽球校隊(開學即開始上課) 

羽球隊 

3 年級 

以下 

及舊生 

晨訓一、二、三、五 (0750-0830) 

課後訓練週一至週五 

16:10-50作業 17:00-19:00團練 

週六訓練 1330-1730 

羽球館 

邱竣頂 

採整學期

收費 

10000 元 

請直接繳交報名表，繳費

問題請洽後援會。 

請假不退費。 

樹小童軍團(上課為期一學年，包含上學期及下學期) 

童軍團 3～5 年級 
每周一 

        上午 0750～0830 

階梯教室 

童軍團志工 
1000元 

25 人額滿。 

費用已含材料費、團服和背包一個。 

羽球校隊請直接交報名表至學務處、體育組王老師或 505 黃老師皆可 

童軍團如要報名，請直接繳交報名表和材料費至訓育組即可。 
 

---------------------------------------------------------------------------------- 

※樹林國小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招生報名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家長同意簽名  

聯絡電話  代 

購 

登 

記 

□跆拳道服 850 元        □旋風定軸鈴 530元 

□直排輪整套 3000 元/5000元   □竹劍 1000元 

□舞蹈衣服(衣服、褲子、鞋子)1180元 

上列項目為統計代購用，請將費用交給社團任課老

師。繳費當天請勿給此費用。 
社團名稱  

1. 請於 9/2(一)～9/6(五)上班時間進行繳費〈代購費用請於開課後直接交給社團任課老師〉。 

2. 名額有限，滿額不再受理報名!! 請審慎考慮後再行報名！ 

3. 報名ㄧ個以上之社團，請填兩張報名表!!(學務處領取) ◎有問題請洽訓育組 26812014#822陳老師 

---------------------------------------------------------------------------------- 

※樹林國小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招生報名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家長同意簽名  

聯絡電話  代 

購 

登 

記 

□跆拳道服 850 元        □旋風定軸鈴 530元 

□直排輪整套 3000 元/5000元   □竹劍 1000元 

□舞蹈衣服(衣服、褲子、鞋子)1180元 

上列項目為統計代購用，請將費用交給社團任課老

師。繳費當天請勿給此費用。 
社團名稱  

1. 請於 9/2(一)～9/6(五)上班時間進行繳費〈代購費用請於開課後直接交給社團任課老師〉。 

2. 名額有限，滿額不再受理報名!! 請審慎考慮後再行報名！ 

3. 報名ㄧ個以上之社團，請填兩張報名表!!(學務處領取) ◎有問題請洽訓育組 26812014#822陳老師 

---------------------------------------------------------------------------------- 

※樹林國小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招生報名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家長同意簽名  

聯絡電話  代 

購 

登 

記 

□跆拳道服 850 元        □旋風定軸鈴 530元 

□直排輪整套 3000 元/5000元   □竹劍 1000元 

□舞蹈衣服(衣服、褲子、鞋子)1180元 

上列項目為統計代購用，請將費用交給社團任課老

師。繳費當天請勿給此費用。 
社團名稱  

1. 請於 9/2(一)～9/6(五)上班時間進行繳費〈代購費用請於開課後直接交給社團任課老師〉。 

2. 名額有限，滿額不再受理報名!! 請審慎考慮後再行報名！ 

3. 報名ㄧ個以上之社團，請填兩張報名表!!(學務處領取) ◎有問題請洽訓育組 26812014#822陳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