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道普霖斯頓雙語小學  社團費用說明暨教師簡介一覽表 

社團名稱 選填年級 說明 教師姓名 教師簡介 

★游泳 

1-4 年級 
視程度區分組作姿勢技巧講解練習，一教練一救生員，80 分鐘為一堂

（70 分鐘課程，10 分鐘更衣沖洗）。每組 7-13 人，每堂費用 430-

240 元不等。 

曾立約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體育系畢業，具中華民國體育署救生員證、C 級裁判證及Ｂ級教練證。 

張良魁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體育系畢業，具中華民國體育署救生員證、C 級裁判證及教練證。 

3-6 年級 

林俊勝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體育系畢業，具中華民國體育署救生員證、C 級教練證。 

林佩芸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教練證/裁判證、海爆協會救生證，教學資歷 10 年，擅長幼兒教學與泳隊訓練。 

【
球
類
】 

羽球 依年級選填 技能講解及示範教學後再分組做練習（學校備有器材亦可自備）。 

張桂子 具有羽球教練證。永成盃羽球賽第一名，台中市主委盃第二名，台中市市長盃第三名。 

葉志桓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畢業，教學資歷 12 年，中華羽球協會 C 級教練。 

謝翔宇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球類運動學系四年級，中華羽球協會 C 級教練證，大墩羽球館、新光羽球館駐館教練。 

足球 1-3 年級 

樂樂足球以基本的足球技巧、遊戲為主，適合男生、女生一起參加。足

球 2-3 年級重視技巧示範與練習，結合模擬比賽整合學生足球技巧。 

代購足球護具，護脛 180 元/一對、足球長襪 180 元/一雙。 

邱漢家 本校足球隊教練，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五人制足球教練證，指導本校足球隊成績優異。 

林念緯 本校足球隊教練，中華民國足球協會Ｃ級足球教練證，指導本校足球隊成績優異。 

楊定瑾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畢業，高雄市小高鳳幼兒足球教練，高雄市 C 級足球裁判證，本校足球隊教練。 

樂樂棒球 3-6 年級 培養學生棒球技能及運動團隊基礎；學生須具基本傳接球能力。 劉原旭 擔任樂樂棒球指導教練多年，指導經驗豐富，學生時代多次於校際競賽中率隊得名。 

跆拳道 1-6 年級 
跆拳道基本動作、拳法的教授。跆拳道服、道服、鞋子、護具需另購，

費用請洽教練，每學期可自由參加升級鑑定測驗。 
吳旻芬 

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學分班畢業。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全國裁判教練資格。忠明中學、惠文中學跆拳

指導教練。96 年全國少年台中市跆拳道代表隊指導教練。 

花式跳繩 2-6 年級 

透過學習花式跳繩提升毅力、專注力，融入「互動、同儕合作模式」，

適時加入一些跳繩遊戲，讓孩子在快樂中學習花式跳繩專業技術，12

人以內，每學期將以舊生為優先選填。 

廖子汶 
中華民國民俗體育丙級教練&裁判、臺中市街頭藝人展演證（動態藝術）、民風 Folk Custom Style 創辦人、

團長兼指導，選手時期連五屆全民運女子個人銀牌，花式跳繩教學經驗豐富。 

【
舞
蹈
】 

兒童瑜珈 1-6 年級 無制定舞蹈服，著輕便可伸展肢體之服裝即可。請自備瑜珈墊。 黃嘉惠 
體適能瑜珈、功能有氧、afaa kids 兒童體適能有氧合格認證教練。營造安全、簡單、活潑的上課環境；鍛

鍊學生心肺功能及肌肉的協調性。為舞蹈增加律動節奏感，培養優美體態。 

現代芭蕾 
初階 1-2 趣味化芭蕾舞蹈及古典基本動作，並加入現代流行舞蹈的律動教學，

以及完整舞碼訓練，可協助代購舞衣，水褲和舞鞋（不強制購買可著

其他輕便服裝）。 
郭瑜婷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舞蹈教育研究所畢業。任教於國立台中技術學院、青年高中、惠文國小及健行國小。圓

圈圈舞蹈教室負責人，教學著重於學生身體律動協調性之培養，以啟發學生身體創意之提昇。 

進階 3-6 

民族舞蹈 
【飄扇】 

1-4 年級 

扇舞動作細膩，節奏變化多，由中國舞基本動作切入，展現靈活生動

的民族舞蹈，可協助代購舞衣，水褲和舞鞋（不強制購買可著其他輕

便服 裝），飄扇 500 元。 

MV 舞蹈 1-4 年級 由基礎街舞動作發揮，教學內容融合現今常見的流行舞步、歌曲作整

體呈現，依進度做不同舞碼發揮。MV 舞蹈適合想嘗試街舞舞蹈的孩

子入門，兒童街舞初階教授各種街舞的基本舞步，並配合歌曲編排舞

蹈，超級街舞表演班適合已上過 1 年以上街舞課程的孩子進階學習，

需經教師於課堂徵選通過。  

林柏瑢 
中視舞林大道「街頭酷」團長，參與各項街舞比賽成績優異，曾赴日習舞，表演經驗豐富，兒童街舞教學

經歷 7 年，目前為街頭酷舞蹈休閒館館長、台中市兒童之家、台中多家知名舞蹈教室街舞教師。 
兒童街舞初階 2-6 年級 

超級街舞 
表演班 

2-6 年級 



【
科
技
運
用
】 

Scratch 
電腦程式設計 

初階 1-2 學習 Scratch 電腦軟體運用，並實際進行創作，進階班適合 3 年級以

上已學過的同學。 
劉振維 吳鳳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畢業，擅長系統開發、電腦維修、網頁程式設計、網路架構，本校資訊組員。 

進階 3-4 

我是電繪 
小畫家 

2-3 年級 
課程以小畫家（paintbrush）的軟體運用，學習基本的電腦繪圖功能

與技巧，透過實際操作與運用累積電腦繪圖的能力。 
周佩蓉 

本校美術組員，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曾於蠟筆屋美術教室擔任美術老師；具圖文組版乙級、

廣告設計丙級等專業設計相關證照。 

【
數
理
邏
輯
】 

★數學 
動動腦 

4-5 年級 
以有趣的數學遊戲、魔術以及歷年數學科展主題，帶領學生探索數學；

需通過報名表初試及筆試複試。 
蘇姵慈 

台中師範學院畢業，帶領本校高年級私中考試多年，成績斐然；教學年資已超過 16 年，經驗豐富，擅長以
深入簡出、幽默風趣的上課方式帶領學生探索數學領域、突破思考盲點。 

珠心算 

基礎班 基礎班乃針對完全未學過或未學口訣者。已學過可參考珠心算教師判

定之級數。簿本費 50 元；算盤代購 180 元。 

謝淑惠 專業珠心算合格優良教師。珠心算 5 段合格，現任巨勝文理補習班班主任。 
初階 

進階 能熟練運用 40 個口訣，或經珠心算教師判定可進階者。簿本費 50 元；

算盤代購（180 元）。 高階 

圍棋 1-6 年級 
完全未學過或期末經由教師判定建議選填初階者（可參考期末評量）；

學校備有棋具。 

因材 

施教 
因材施教圍棋教育機構合格老師，經驗豐富。 

魔術方塊 4-6 年級 

魔術方塊的狀況有 43252003274489856000 種，課程將由簡單易懂

的操作帶領學生增強空間邏輯、解決問題、手腦協調之能力。一班 15

人以內，需加收二階、三階、四階、鏡面魔術方塊材料費共 700 元。 

夢想一號

魔術方塊

工作室 

李孟一，台灣魔術方塊錦標賽冠軍，夢想一號魔術方塊工作室創辦人，高一時為台灣魔術方塊最少步數還

原紀錄保持人，高二時主辦第二屆海峽兩岸魔術方塊交流賽，現為台灣魔術方塊教學經驗最豐富的玩家，

每位教師皆為夢想一號魔術方塊工作室培訓教師。 

魔術社 4-6 年級 

將有趣的魔術融入日常生活中，透過神秘的魔術表演，在歡笑、驚訝

的氣氛中，經由觀察、分析、判斷，進而了解魔術其中的奧秘。一班

15 人以內，每人每堂材料費 70 元，含 2 份魔術教具。 

何大衛 

魔術團隊 

何大衛魔術團隊，擅長舞台魔術、Party 魔術、近距離、氣球動物造型等表演。現為全職的魔術師與魔術教

師，每年演出百場以上，並於多所學校、才藝班、社團等機構教授魔術，每位魔術教師皆為何大衛魔術團隊

培訓教師。 

【
創
意
語
文
學
習
】 

日語 

初階 初階課程規劃為一年，內容包含 50 音（平假名、片假名）與基礎的日

語會話；已完成初階班的同學可參與進階班，課程以日語會話為主。  
楊翠芬 日本女子大學畢業。現為地球村日語教師，並擔任兒童日語家教。 

進階 

Future Heir 
小 DJ 

2-5 年級 
融入主播播報課程，訓練口語、情感傳達能力，練習編寫新聞稿、採訪

與編輯，需經徵選，入選者將於中午時間擔任 Future Heir 小 DJ。 
黃國偉 

台北之音HitFm91.5中台灣廣播電台行銷專員，HitFm91.5電台特別節目製作、藝人電台通告及簽唱會活動

規劃，台中市政府大型活動統籌、台中市圓滿戶外劇場大型演唱會統籌。 

作文 3-4 年級 
以主題方式統整語文能力，融入各種寫作方法與策略，培養孩子的閱

讀與寫作能力。 
孔慧齡 

台南大學語教組、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獲得台中市教師組作文比賽第一名，指導學生參加童詩、作文、

文學創作比賽多次獲得第一名，服務教育界超過 30 年，教學認真獲市長頒獎 11 次，本校語文領域教師。 

大家來說台語 1-3 年級 
以台語帶入生活語句、語詞相關的囝仔歌、俗諺、唐詩朗誦、歇後語、

猜謎，透過生動有趣的練習，讓孩子自然而然學習台語。 
吳春慧 

台中師範學院畢，曾擔任國小閩南語科任教師，並指導國小閩南語朗讀比賽與多次擔任閩南語話劇指導老

師。教學經驗豐富。 

稚齡童軍 1-2 年級 
培養責任榮譽對人服務合作之團體活動；各種手工藝學習。視課程進

行需求購買道具，每人每學期材料費 50 元。 
吳春慧 台中師範學院畢，曾參加幼木章童子軍研習與訓練，帶領兒童團康活動與擔任低年級活動設計經驗豐富。 

玩劇總動員 1-2 年級 
藉由故事情節及戲劇活動引導孩子，提升口語表達、肢體開發及表演

能力。 
黃琬榆 

曾擔任劇團演員、上海兒童創意戲劇園區店長、協助上海五星級酒店及郵輪運營兒童俱樂部，表演及兒童活

動經驗豐富。 



【
藝
術
創
作
】 

書法 依年級選填 
訓練培養耐力及字體的訓練，可協助代購書法工具，教材費用 350 元，

含宣紙及所有教材、材料費用。 
周佩蓉 

本校美術組員，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曾於蠟筆屋美術教室擔任美術老師；具圖文組版乙級、廣

告設計丙級等專業設計相關證照。 

創藝素描 2-6 年級 
讓學生透過學習素描，加強學生的觀察力、構圖能力及素描用具的掌握

技巧，材料工具費用 400 元含素描鉛筆、彩色鉛筆及八開素描本。 

陳鴻茂 
本校美術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擅長繪圖工具水溶筆、酒精麥克筆、壓克力彩繪，協助

老夫子作者王澤一起修改授權彩繪。 
壓克力 
彩繪創作 

3-6 年級 
結合漫畫技巧並利用壓克力顏料完成作品，壓克力可以做出水彩渲染

的效果，也可以像油畫厚實肌理，個人工具組材料費 900 元。 

陶
藝 

生活陶 
1-6 年級 

基本材料費（物料及燒窯）50 元/堂。立體雕塑班作品較繁複，需較長

時間製作，且媒合其他素材呈現，偶有特殊媒材之材料費。 
賴建成 

國立聯合大學陶業工程學系畢業。於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多次舉辦個展；台中縣櫟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協會霧峰

曼谷花園藝術村駐村藝術家。另任教於救國團台中學苑、經典、萬兒福等幼稚園。 立體雕塑 

兒童漫畫 
創作 

1-6 年級 
依不同單元設計講義，讓學生透過圖像設計學習構圖及動畫概念。整學

期工具、材料費 500 元（含講義、圖畫紙、簽字筆、上色用具等費用）。 

童畫視界 

兒童美術 
教育館 

童畫視界兒童美術教育館已深耕台中 20 多年，擅長規劃與指導兒童藝術課程，本次負責規劃本校兒童美術

課程的教師介紹如下：   

 陳雍杰：童畫視界兒童美術教育館專業美術、漫畫老師，與 Mental boom、Altanta spirit 美漫畫

師繪畫合作，教學經驗豐富。   

 王子姚：樹德科技大學產品設計系學士畢業，童畫視界兒童美術教育館專業美術老師，曾任四張犁國

中、仁美國小、惠文國小兒童美術指導老師。 

 王子品：美國芝加哥花藝設計學院證照，兒童花藝設計指導經驗豐富，曾任四張犁國中、仁美國小、

惠文國小生活花藝與兒童美術指導老師。 

繪本故事 
創作 

1-3 年級 

透過圖文創作，組合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手工故事書。並運用不同的

繪畫媒彩體驗藝術表現，一學期將完成一本完整的繪本，一班 15 人以

內，個人工具組材料費 800 元。 

花藝設計 
手作 

4-6 年級 
透過鮮花、乾燥花與永生花的相互搭配，帶領孩子進行各式花藝的組合

創作，整學期工具材料費 3600 元（含所需花材、容器與搭配素材）。 

創
意
紙
黏
土 

生活小物 1-4 年級 
素材使用日本輕土，材質特性輕巧多元，可進行多樣性的搭配與創作，

課程結合紙黏土不同的創作技巧，從塑型與色彩搭配、並融入多元素材

（如：磁鐵、鑰匙圈、…），進行主題式的創作；每堂材料費 75 元。 

蔡靜枝 
國立嘉義師專畢業。具有日本 DECO 紙黏土工藝學院教授證書，現為南投縣美術學會會員，肥貓紙黏土工作

室負責人，指導兒童創意紙粘土多年，師生聯展頗受好評與回響；專長為紙黏土及多媒材藝術創作。 
食尚西點 2-4 年級 

可愛動物篇 3-6 年級 

美
術 

初階— 
我是創意
小玩家 

1-2 年級 
運用各種繪畫媒材，並透過素材嘗試體驗，色彩遊

戲與造型空間的探索，讓孩子大膽玩創意。  
學生作品會選擇性

展示於校內，期末

由學生集冊帶回。

每學期材料工具費

800 元。 

蔡葎諭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畢業。2007 年 5 月在台北世貿中心參與新一代設計展覽會的產品設計展出。使用多

元性的素材，讓孩子透過美術遊戲創作課程中享受不同的經驗與樂趣。 
進階— 
我是藝術
小畫家 

3-4 年級 

透過美術鑑賞的引導，加入許多藝術大師名作與創

作風格賞析，培養孩子的創作興趣、觀察與思考能

力，以提升美感的特質與創作的能力。 

【
課
業
輔
導
】 

★安親 1-6 年級 
校內教師輔導孩子做功課，並在班上維持秩序，採小班制（15-18 人），

每人每堂收費 80 元。 
校內教師 由本校中文導師或 ESL 教師帶班指導。 

高年級課輔 5-6 年級 為升學考量，5-6 年級學生必須參加，每人每堂 90 元。 年級導師 5、6 年級中文導師教導相關升學輔導課程。 

★補救教學 1-6 年級 

科目為英文、數學、國語、自然，人數 1-6 人不等，由學生分攤該堂費

用。1 人 600 元，2 人 300 元，3 人 270 元，4 人 200 元，5 人 160

元，6 人 135 元。 

中師、 

ESL 導師 

該課程非由學生或家長自行選填。需由科任、導師或 ESL 教師提出，經審核後認定需要加強者方可參加該課

程；若非教師告知需參加者，請勿自行選填。 



【
自
然
科
學
】 

WeDo 2.0 
生活科技 
機器人 

1-3 年級 

專為小學 STEM 課堂設計的 WeDo2.0 核心套裝、軟件和課程是一種

「動手做」的解決方案。需購買教具箱 9000 元內含收納盒、標籤、 

Smarthub、馬達、動作感應器、傾斜感應器和樂高零件、入門教材、

藍芽接收器，11 人以上教室均有 2 位教師指導課程，11 人/240 元，

12 人/220 元，13 人/200 元，14 人/190 元，15 人/175 元。 

智樂 

教育 

 ■ 林桓宇：東海大學物理系應用物理組畢業，103 年新竹科學園區乾坤科技 RD 副工程師，108 年取得  

   樂高教育教師資格認證，目前任職於智樂教育中心專授樂高教育之 SPM、WeDo2.0、EV3 課程。   

 ■ 林采萱：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畢業，108 年底進入樂高教學體系，2 月取得老師資歷認證，目前任 

   教於智樂教育中心。 

★自然探索隊 4-5 年級 

以探索動植物、大自然以及有趣的科學現象為主要的課程方向。學生需

對自然科學研究具高度熱誠，並能配合週六戶外教學活動，一學年為一

期；需通過筆試及口試。每堂費用 170 元。 

王懋勳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數理系自然組畢業。曾指導學生參加全國科展第一名，台中市科展生活應用科、物理科多

次第一名，台中市科學教育園遊會第一名。 

戴郁奇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學士後學分班畢業，擔任本校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 9 年。曾指導學生參加台中市科展物理

科第一名、生物科第二名、佳作。 

★動手玩科學 3 年級 

課程以單元式的生活實驗，及探究式軌道車研究，培養實驗技巧和科學

精神，人數上限 12 人，選填超過人數時，將以 108 學年下學期數學總

成績為甄選依據，同分則用電腦抽籤決定之。每堂課另收材料費 50 元。 

陳昱勳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畢業。擔任本校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 5 年，曾指導學生參加台中市科展

第三名、佳作。 

★樂高物理 
機械 

依年級選填 

以專業樂高積木組件透過隨堂組合模擬，從中學習機械物理科學概念。

需購買整箱零件套組教育版 3500 元（含彩印教材，費用將隨匯率稍作

調整），零件補充包分為 1200 元與 300 元。每班最多 10 人。 

精華 

機器人 

科學專業 

教師群 

樂高課程將根據孩子學習經驗作編班與課程設計，目前物理機械、動力機械均已累積 100 多種的單元課程，

讓孩子可以持續進階學習。 

所有樂高機械課程教師皆為精華機器人科學培訓的合格教師，負責規劃本校樂高系列課程的教師介紹如下： 

 方均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合格高中教師，亞洲大學資工系研究所，機器人暨動力機械合格教師。 

 蔡億縉：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合格國小教師、多年公私立小學應用科學指導老師、多年綠色能源相關

競賽指導老師。 

 呂威霆：逢甲大學航太系統工程研究所畢業，專長機器人程式設計，教學經驗豐富。 

★樂高動力 
機械 

2-6 年級； 

建議已上過
物理機械者

選填 

認識機械原理，透過動手實作真正理解機械動力的傳輸與創意，每班最

多 9 人。除整件零件套組教育版，需另購原裝進口樂高馬達套組教育

版 1500 元（含彩印教材）。零件補充包有 1200 元與 300 元等選擇。 

★機器人程式
設計師 

3-6 年級 

融合動力機械、感應控制、程式的綜合性課程，上課時間為 1 小時，

需自行接送。需購買教具箱 17000 元（費用將隨匯率稍作調整）。內含

程式設計軟體、可程式控制積木、觸碰感應器、光源感應器、聲音感應

器、超音波感應器、伺服馬達組、溫度感應器、訊號線、電池、變壓器、

樂高零件組（原樂高教具箱可繼續使用）。9 人以上教室均有 2 位教師

指導課程，9 人/435 元，10 人/390 元，11 人/355 元，12 人/325 元；

8 人以下 1 位教師，6 人/450 元，7 人/390 元，8 人/340 元。 

★AI 智慧生活 

—物聯網 
5-6 年級 

本課程使用 Arduino 單晶片微控制器，結合感測模組，如超音波感測

器、觸碰感測器、光敏感應零件，配合 LED 燈、伺服馬達、蜂鳴器等

電子零件，以及圖像化程式操作，讓抽象虛擬的程式與現實實際的物品

結合，發揮「創客」精神，創作出具生活實用價值的互動作品。上課時

間為 1 小時（需自行接送），9 人以上有一位助教，材料費 3500 元。 



【
音
樂
】 

★小提琴、 
鋼琴 

1-6 年級 
專業教師一對一指導，每堂 40 分鐘/1200 元；小提琴可委請教師代購

或自備，除課表時間外，可另協調上課時間。 

張亘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畢業，主修聲樂、副修鋼琴，曾任教於臺中市立臺中一中、雙十國民中學音樂班。 

林軒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碩士，教學資歷 10 年，目前於國小擔任弦樂團小提琴指導老師。 

楊欣展 密西根州立大學鋼琴演奏博士，新英格蘭音樂院鋼琴演奏碩士，任教於中小學音樂班及音樂系。 

陳加倪 
University of Westerrn Ontario London, ON. Canada 加拿大西安大略省大學音樂表演學畢業，教學經驗

超過 15 年。 

陳靜觀 
主修鋼琴，副修中提琴。美國芝加哥羅斯福大學研究所，鋼琴碩士演奏文憑。曾任教於新竹市東門國小音樂

班、新竹市建華國中音樂班；目前擔任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與台中市光復國小管弦樂指導老師。 

【
音
樂
】 

★UKULELE 
夏威夷小吉他 

2-4 年級 
UKULELE 樂音似吉他，容易上手及攜帶方便，從基礎的手型技巧帶入

音階與節奏練習，費用同吉他，代購 UKULELE 1600 元/把。 

林舜平 目前於許多音樂教育中心任教，並擔任 UKULELE 教學講師，教學超過 15 年。 

★吉他 3-6 年級 

從基礎的音階、律動節奏練習，帶入常用和絃手型，以及小組合奏，一

班最多 6 人。1 人 1200 元，2 人 700 元，3 人 600 元，4 人 450 元，

5 人 360 元，6 人 300 元，可請教師代購吉他。 

【
外
師
授
課
課
程
】 

★自然科學 依年級選填 
經由觀察及實驗的操作探討科學原理及現象，隨堂會有實驗紀錄或實驗作品，或於期末發回紀錄本。每堂 14 人以上每人每堂/170 元，13 人每人每堂/180 元，12 人每人

每堂/190 元，11 人每人每堂/205 元，10 人每人每堂/220 元，9 人每人每堂/240 元，8 人每人每堂/265 元，18 人以上聘請助教一名，費用為 185 元，皆含材料。 

左列課程由本校具

有該項專長之外師

授課。 

英文口語訓練 1-2 年級 外師授課，以活潑的遊戲、團體活動、上台發表等課程內容，訓練英文臨場反應、肢體語言及即席演說、在大眾面前表達的能力。 

英語發音 依年級選填 分為基礎班、朗讀班，外師針對學生英語發音現況，以團體活動或圖文方式改善學生發音，朗讀班教授進階的英文發音課程。 

英文新聞記者 
訓練班 

3-6 年級 課程帶領學生以英文進行採訪、編輯雜誌與新聞稿，進而發展英文記者、主播等活動，後期將融入電台節目策劃與播音的實際操演。 

西班牙語 初階、進階 課程以西班牙語會話、單字、生活文化介紹為主，採小班制。 

英文桌遊 2-3 年級 規劃許多有趣的益智圖版的桌遊活動（Board Game），由外師帶領孩子從遊戲中學習，每班 12 人以內。 

閱讀領袖班 依年級選填 
培養閱讀精英，提升英文閱讀能力為主，教材另購。一年級學生需在 1.3 級數；二年級學生需在 2.1 級數；學生三次以上未在時間內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則將予退出領

袖班，但不予以退費。 

英文會話班 3-4 年級 每堂課設定主題進行對話，針對學生會話口音、腔調、語辭、文法、發音等進行指導，班級人數為 6 人，每人每堂 300 元。 

西洋棋 初階、進階 學習西洋棋可以幫助思考，讓思路更清晰；講解新進度後，學生分組對弈，進階班建議對西洋棋已有基本能力與概念者，一班 12 人以內，可代購棋具 1200 元。 

籃球 依年級選填 暖身、技能講解及教師示範後，學生分隊進行練習及競賽。 

備
註
事
項 

 1. 社團收費標準：以每人每堂計算，如下列表： 

2. 社團項目名稱前註明★為特殊收費，以上述【說明欄】內之費用為準。 

3. 才藝社團各項課程鐘點費：由總務處發出單據通知繳交。 

4. 才藝社團各項課程所需材料費:由指導教師於課堂上收取。 

學務處活動組 

人數 7 人以下 8-9 10-11 12-14 15-19 20 及以上 

費用 

家長同意後，依 

實際上課人數 

平均收費 

225 180 150 12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