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寒假育樂營暨第二學期課後社團活動報名簡章

一、報名時間：

二、報名表與費用須同時繳交，否則不予受理，請備妥報名費用、注意年級限制、事先想好額滿時是否改報其他社團。

三、學生自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七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     

    一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半數。參加社團活動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四、為確保所有報名學生權益，每人名額有限 :

             (1) 課後社團每人限報 2項，若超過 2項請重新排隊。

             (2) 寒假育樂營每人限報 1項，若超過 1項請重新排隊。

五、上課時間：(1)寒假育樂營自 106 年 02 月 6日 (週一 )至 02 月 10 日 (週五 )止。
              (2)106年 2月 20日 (一 )至 106年 6月 02日 (五 )為社團上課週。家長務必注意課程開始及結束時間，
                 準時上課並妥善安排孩子接送事宜。
              (3)連續假日、連續假日周六、補課日、親職教育日(3/25)、親職教育日補假(3/31)不上社團，遇颱   
                 風或學校重大行事及其他臨時突發狀況，依學校通知順延教學。
              (4)除網球社雨天停課外，戶外社團下雨天不停課，由教練安排教室內課程。 
六、參加一個社團填一張報名表，二個社團填二張報名表……，依此類推。一張報名表填數個社團恕不受理。報名表  
    A 聯、B聯皆需填寫完整，如因個人金額不足、資料填寫不全或年級不符，導致無法完成社團報名，請自行負責。
七、其他疑義，請聯絡訓導處訓育組 TEL:3636660 轉 310

(1)1/4( 三 ) 早上 7：20 起至 1/6( 五 ) 中午 12:00 止，將報名表及費用交至指定地點。

(2)1/4( 三 )7:20-8:30 至室 內 網 球 場報名。其他時間報名請至訓導處，逾時不候。

(3) 報名截止後若人數不足則無法開班，將另行退費。開課成功後，正式上課前將收到開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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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寒假育樂營 - 

低年級
5 葉仁豪 1,000 1-2 年級

2月 6日-2月 10日
( 週一至週五 )
09:00-12:00

1. 課程內容包含田徑、足球、     
  羽球、籃球、躲避球等。
2. 視天氣情況調整場地與課程   
   內容。

第一次上
課於訓導
處旁川堂
集合

25 甲組

2
寒假育樂營 - 

中年級
5 陳香邑 1,000 3-4 年級 25 甲組

3
寒假育樂營 -

高年級
5 曾清祥 1,000 5-6 年級 25 甲組

4 游泳A1(初階) 27

雷龍泳池 
游泳教練

2,700 1-2 年級 週一、週三13:00-14:30

1.自備泳具。中低年級滿10人 開班。
2.含換裝暖身清洗，實際下水一小時。
3.報名進階班(B1.B2.B3)，學生須具備 
  能連續游15公尺能力。
4.報名高階班(C1.C2)，學生須具備 
  能連續游25公尺能力。
5.C2高階班。滿15人開班。

游泳池 10 甲組

5 游泳A2(初階) 27 2,700 1-2 年級 週一、週三13:00-14:30 游泳池 10 甲組

6 游泳A3(初階) 27 2,700 1-4 年級 週三、週五13:00-14:30 游泳池 10 甲組

7 游泳B1(進階) 27 2,700 1-2 年級 週一、週三13:00-14:30 游泳池 10 甲組

8 游泳B2(進階) 27 2,700 1-2 年級 週一、週三13:00-14:30 游泳池 10 甲組

9 游泳B3(進階) 27 2,700 1-4 年級 週三、週五13:00-14:30 游泳池 10 甲組

10 游泳C1(高階) 27 2,700 1-4 年級 週三、週五13:00-14:30 游泳池 10 甲組

11 游泳C2(高階) 27 2,700 5-6 年級 週二、週四16:00-17:30 游泳池 15 甲組

12 網球 24 楊銘財 3,500 1-6 年級 週一、週四15:50-16:50 遇雨停課，順延補課。新生暫不用自備球拍。 網球場 7 甲組

13 羽球 A 10 吳盈毅 1,000 1-6 年級 週六上午08:30-10:00 自備羽毛球拍 活動中心 16 乙組

14 羽球 B 10 吳盈毅 1,000 1-6 年級 週六上午10:30-12:00 自備羽毛球拍 活動中心 16 乙組

15 桌球 A 12 江大成 1,200 1-6 年級 週二下午15:50-17:20 自備桌球拍，講師可代購一組800元。 桌球室 16 乙組

16 桌球 B 10 江大成 1,000 1-6 年級 週六上午8:30-10:00 自備桌球拍，講師可代購一組800元。 桌球室 16 乙組

17 桌球 C 10 江大成 1,000 1-6 年級 週六上午10:30-12:00 自備桌球拍，講師可代購一組800元。 桌球室 16 乙組

18 籃球 A 12 黃柏嵐 1,200 1-3 年級 週一下午15:50-17:20 材料由老師準備。 外操場 16 乙組

19 籃球 B 12 鄭永峻 1,200 4-6 年級 週二下午15:50-17:20 材料由老師準備 外操場 16 乙組

20 籃球 C 15 曾清祥 1,500 5-6 年級 週三下午15:50-17:20 材料由老師準備 外操場 16 乙組

21 籃球 D 14 葉坤松 1,400 4-6 年級 週五下午15:50-17:20 材料由老師準備 外操場 16 乙組

22 籃球 E 10 曾清祥 1,000 5-6 年級 週六上午8:30-10:00 材料由老師準備 外操場 16 乙組

23 足球 15 張凱翔 1,500 1-6 年級 週四下午15:50-17:20 自備足球，教練可代購一顆600元。 內操場 16 乙組

24 樂樂棒球 A 12 高俊英 1,200 3-6 年級 週二下午15:50-17:20 材料由老師準備 外操場 20 丙組

25 樂樂棒球 B 15 高俊英 1,500 3-6 年級 週四下午15:5017:20 材料由老師準備 外操場 20 丙組

26 樂樂棒球 C 10 葉仁豪 1,000 5-6 年級 週六上午08:30-10:00 材料由老師準備 外操場 20 丙組

27 跆拳道 A 12 劉明忠 1,200 1-6 年級 週一下午15:50-17:20 自備跆拳道服裝，可請教練代購一套 1000 元 內操場 16 丙組

28 跆拳道 B 15 劉明忠 1,500 1-6 年級 週三下午15:50-17:20 自備跆拳道服裝，可請教練代購一套1000元 內操場 16 丙組

29 跆拳道 C 15 劉明忠 1,500 1-6 年級 週四下午15:50-17:20 自備跆拳道服裝，可請教練代購一套1000元 內操場 16 丙組

30 直排輪初階 12 廖智傑 1,600 1-6 年級 週二下午15:50-17:50 自備器材，教練可代購整套3600元。 新校門川堂 16 丙組

31 直排輪進階 15 廖智傑 2,000 1-6 年級 週四下午15:50-17:50 自備器材，教練可代購整套3600元。 新校門川堂 16 丙組

32 花式溜冰 10 張赫庭 1,000 1-6 年級 週六上午08:30-10:00
自備花式輪鞋或直排輪鞋。教練可代購花
式輪鞋 ( 一雙 3800)，整套含安全帽、護具
4300 元。 

內操場 16 丙組

33 扯鈴 14 張正傑 1,400 1-6 年級 週五下午15:50-17:20 自備扯鈴，教練可代購扯鈴700元。新校門川堂 16 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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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圍棋初階 12 潘文哲 1,300 1-6 年級 週二下午15:50-17:20 費用包含上課教材，不用帶棋具 圍棋教室 16 丁組

35 圍棋進階 15 宋念儒 1,600 1-6 年級 週三下午13:00-14:30 費用包含上課教材，不用帶棋具 圍棋教室 16 丁組

36 民族芭蕾基礎 26 歐家齊 4,200 1-2 年級 週一、週五13:00-15:00
費用包含演出服裝，新生需跟講
師購買道具。

舞蹈教室 15 丁組

37 流行舞蹈 A 12 歐家齊 1,700 3-6 年級 週二下午15:50-17:50 費用包含演出服裝。 舞蹈教室 15 丁組

38 流行舞蹈 B 15 歐家齊 2,100 1-2 年級 週四下午13:00-15:00 費用包含演出服裝。 舞蹈教室 15 丁組

39 小演員訓練班 15 黃俊芳 1,500 1-6 年級 週四下午15:50-17:20
將戲劇課程遊戲化，培養學生大方面
對群眾的勇氣。

舞蹈教室 16 丁組

40 烏克麗麗 12 李若慈 1,200 1-6 年級 週一下午15:50-17:20
1.新生於第一次上課時繳交樂譜費350元給講師。 
2.講師可代購樂器:彩色950元 原木1500元。 素食餐廳 16 丁組

41 造型氣球 12 莊雅惠 1,200 1-6 年級 週二下午15:50-17:20 第一次上課時交材料費 400 元給講師。 自然教室 4 15 丁組

42 書法 12 盧金聯 1,600 3-6 年級 週二下午15:50-17:20 費用包含材料。學生自備毛筆即可。 藝文教室 2 12 丁組

43 美術進階 14 江秀雪 2,700 3-6 年級 週三下午13:00~15:00
費用包含材料。為進階課程不適合低年
級。

藝文教室 2 12 丁組

44 3D 列印 12 鄭永峻 1,800 4-6 年級 週一下午15:50-17:20 費用包含材料。 電腦教室 1 15 戊組

45
數位漫畫與 3D

立體創作
15 鄭永峻 2,000 3-6 年級 週四下午15:50-17:20 費用包含材料。 電腦教室 1 15 戊組

46 科學創造社 15 沈春花 2,000 3-6 年級 週三下午13:00-14:30 費用包含材料。 自然教室 5 16 戊組

47
創意機械 -
基礎班

10 陳建恆 1,300 1-3 年級 週六上午08:50-10:20 費用包含材料。 自然教室 4 16 戊組

48
創意機械 -
進階班

10 陳建恆 1,300 4-6 年級 週六上午10:30-12:00 費用包含材料。 自然教室 4 16 戊組

49 益智桌遊 12 薛美真 1,200 1-6 年級 週一下午15:50~17:20
於第一次上課時繳交桌遊租借費
200 元給講師。

素食餐廳 16 戊組

50 魔術 A 12 劉建隆 1,200 2-6 年級 週二下午15:50~17:20
1.為進階課程不適合一年級學生。
2.第一次上課時交材料費960元給講師。

音樂教室 1 16 戊組

51 魔術 B 15 許皓軒 1,500 1-6 年級 週四下午15:50~17:20 第一次上課時交材料費1200元給講師。 音樂教室 1 16 戊組

52 潛能挑戰 14 高嘉伶 1,400 1-2 年級 週五下午13:00~14:30
講師為職能治療師，
本期主題:合作之問題解決能力

素食餐廳 16 戊組

53 國樂入門 12
九歌 
國樂團

6,500 1-6 年級 週三下午13:00-14:00

1.每 2-3人即可成班。第一堂課由老 
  師依據學生音樂特質分配樂器
2.有笛子、胡琴、琵琶、阮、柳琴、 
  揚琴、大提琴等分部。
3.笛子及個人耗材需自備，其他樂器 
  上課時可向學校借用(下課時完整   
  歸還 )，分部老師亦可代購樂器。

國樂教室 20 戊組

54 管樂入門 24
汲音交響管

樂團
8,500 1-4 年級

分部課:
週三下午13:00-14:00
合奏課:
週五下午13:00-15:00

1.每 2-3人即可成班。第一堂課由指      
    揮依據學生音樂特質分配樂器。
2.有打擊、長笛、豎笛、薩克斯風、 
  法國號、伸縮喇叭、小喇叭等分部。
3.除譜及個人樂器配件外，新生不用 
  自備樂器。

管樂教室 20 戊組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建國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寒假育樂營暨第二學期社團

活動報名表 - A 聯 學生留存

建國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寒假育樂營暨第二學期社團

活動報名表 - B 聯 學校留存

____ 年 _____ 班 _____ 號 姓名：＿＿＿＿＿＿＿＿＿                   

★社團編號 :_____ 社團完整名稱：＿＿＿＿＿＿＿＿＿

★應繳交                元。

（一個社團一張單）        承辦人簽名：

【學生依授課老師的指導及規定上課，家長請自行接送學生上

下學，上課日未到應事先向授課老師或訓導處請假。】    

____ 年 _____ 班 _____ 號 姓名：＿＿＿＿＿＿＿＿＿               

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社團編號 :______ 社團完整名稱：＿＿＿＿＿＿＿＿＿＿

★應繳交                元。

（一個社團一張單）         承辦人簽名：

【學生須依授課老師的指導及規定上課，家長自行接送學生上

下學，上課日未到應事先向授課老師或訓導處請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