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社團招生簡章 

一、報名時程： 

第一階段網路報名：107 年 8 月 8 日(三)8：00 至 8 月 10 日(五)12：00 止 

第一階段繳費時程(公告錄取)：107 年 8 月 11 日(六)至 8 月 13 日(一)止 

第二階段網路報名：107 年 8 月 27 日(一)8：00 至 8 月 28 日(二)16：00 止 

第二階段繳費時程(公告錄取)：107 年 8 月 29 日(三)至 8 月 30 日(四)止 

二、報名系統： http://e.hiyou.com.tw/shes/ (或新湖國小首頁→左側選單→課後社團報名系統) 

三、錄取方式： 
第一階段：電腦隨機抽籤錄取學生 

第二階段剩餘名額：優先報名優先錄取，額滿後則無法再報名 

四、繳費方式： 

1、公告錄取後，請在繳費時程內至報名系統中自行列印社團繳費單，再持繳費單至各超商門市、台北富邦銀行

或於網路銀行、網路 ATM 進行繳費。 

2、第一階段繳費時程內未完成繳費，社團錄取資格將會被取消，並釋出為第二階段網路報名的缺額。 

五、開課日期： 107 年 9 月 17 日(週一)起開始上課 

六、注意事項： 
因配合本校編班作業期程，目前社團報名網站只開放瀏覽課後社團班別，107 年 8 月 7 日起開放註冊，註冊完成

後才能進行課後社團報名。 

七、社團班別及相關資訊如下表所示： 

班別 
年
級 

授課老師 

（內外聘） 
主授科目 配合活動說明 

招生
人數 

收費（元） 時      間 上課地點 

(B1-1)益智桌遊班 1~2 郭俞君（外） 益智圖板遊戲 
(桌上遊戲) 

技巧講解、手腦並用 18 1572 
(含材料費 500) 

星期(一)13:20~14:50/2 節 B1 社團教室 

(B1-2)TKB 千碩機器人(低) 1~2 葉大榮（外） 組裝應用 
手做能力 

科學原理、機械應用 15 2886 
（含材料費 1600） 

星期(一)13:20~14:50/2 節 未定 
(開學後公佈) 

(B1-3)玩美創藝繪畫社 1~3 劉沛彤（內） 兒童繪畫 
創造力啟發、 

複合媒材平面創作 10 
2429 

（含材料費 500） 
星期(一)16:00~17:30/2 節 四樓401美勞教室 

(B1-4)滑板社 1~6 張郁婷（外） 滑板操控、平衛 肢體訓練、動作平衡 12 1786 
需自備滑板及護具或另購 

星期(一)16:00~17:30/2 節 一樓南風雨操場 

(B1-5)桌球社 1~6 沈建宇（外） 桌球 體能訓練、觀念講解 12 2858 星期(一)16:00~17:30/2 節 B1 桌球教室 

(B1-6) TKB 千碩機器人(中高) 3~6 葉大榮（外） 
組裝應用 

學習函數與變數 空間概念、機械原理 15 
3508 

（含材料費 1900） 星期(一)16:00~17:30/2 節 B1 社團教室 

(B2-1)創意拼貼捏塑班 1~6 張繡文（外） 黏土創作教學 創意教學、觀念講解 12 2808 
（含材料費 1200） 

星期(二)16:00~17:30/2 節 B1 社團教室 

(B2-2)樂樂棒球社 4~6 林中貴（內） 樂樂棒球 體能訓練、觀念講解 18 1072 星期(二)16:00~17:30/2 節 操場 

(B2-3)小炫風溜冰初階班 1~6 何語峻（外） 直排輪溜冰 
(初階班) 

體能訓練、技巧講解 12 1608 
自備直排輪鞋或另購 

星期(二)16:00~17:30/2 節 二樓北風雨操場 

(B2-4)快樂兒童瑜珈 1~6 趙逸蓁（外） 兒童瑜珈肢體訓練 體能訓練、觀念講解 12 1608 星期(二)16:00~17:30/2 節 一樓體能教室(幼) 

107.06.26制 

 
報名 QRCode 

http://e.hiyou.com.tw/shes/


＊說明 1：各社團向學生收費計算公式：（全期總節數×鐘點費）÷0.7÷總參加學生人數＝每位學生應收費用。 

＊說明 2：同時報名本校課後輔導班及課後社團者不會另外退費。 

＊說明 3：低年級報名課後社團下午班別(13：20)者，中午放學後至社團上課期間(12：00~13：20)，學校並無提供休息教室與午餐，若有不便之處還
請家長見諒。 

＊說明 4：若有任何疑問，歡迎向學務處訓育組諮詢。電話：2796-3721 # 111 

★(B2-5)疊杯社 3~6 劉姿吟（內） 競技疊杯運動 技巧講解、手腦並用 10 
1929 

（疊杯教材由學校提供） 星期(二)16:00~17:30/2 節 三樓 302 教室 

(B3-1)跆拳道班 1~6 葉新坤（外） 跆拳道 防身自衛、觀念講解 30 2197 星期(三)13:20~15:40/3 節 一樓墊上教室 

(B3-2)表演藝術-兒童歌舞劇 1~6 范雅茹（外） 兒童歌舞劇 歌唱、演說歌舞劇表演 12 
1808 

(含材料費 200) 星期(三)13:20~14:50/2 節 B1 社團教室 

(B3-3)桌球社 1~4 沈建宇（外） 桌球 體能訓練、觀念講解 12 2858 星期(三)13:20~14:50/2 節 B1 桌球教室 

(B4-1)三算全能入門班 1~2 游明香（外） 珠心算學習 算盤運算 10 
2179 

(含材料費 250) 星期(四)13:20~14:50/2 節 
未定 

(開學後公佈) 

(B4-2)上上創意科學社(低) 1~2 王詠萱（外） 
繪本故事引導 

動手做實驗及延伸 實驗操作、觀念講解 16 
4206 

（含材料費 3000） 星期(四)13:20~14:50/2 節 二樓 226 教室 

(B4-3)小魔荳美術班 1~2 謝淑真（外） 兒童藝術創作 兒童手工藝創作 12 
3161 

（含材料費 750） 
星期(四)13:20~15:50/3 節 B1 社團教室 

(B4-4)上上創意科學社(中高) 3~6 王詠萱（外） 
自然科學實驗 

生物化學機械電學 
實驗操作、觀念講解 16 

3831                                                                                                                                                                                                                                                                                                                                                                                                                                                                                                                                                                                                                                                                                                                                                                                                                                                                                                                                                                                                                                                                                                                                                                                                                                                                                                                                                                                                                      
（含材料費 2625） 

星期(四)16:00~17:30/2 節 二樓 226 教室 

(B4-5)扯鈴社 1~6 陳俊福（外） 扯鈴表演、訓練 體能訓練、觀念講解 12 2858 
自備扯鈴或另購 

星期(四)16:00~17:30/2 節 B1 羽球場 

(B4-6)五人制足球 1~6 張鉅晛（外） 足球技巧及規則 技巧講解、肢體運動 15 1286 星期(四)16:00~17:30/2 節 操場 

(B4-7)攀岩社 2~6 林中貴（內） 基礎攀登技巧 體能訓練、觀念講解 12 1608 
(自備岩鞋或穿著襪子) 

星期(四)16:00~17:30/2 節 B1 樂活教室 

(B4-8)表演舞蹈進階班 1~6 李若菱（外） 
舞蹈教學(進階班) 體能訓練、技巧講解 

16 1742 星期(四)16:00~17:30/2 節 一樓墊上教室 
◎報名者建議需有兩年以上舞蹈基礎 

(B4-9)小炫風溜冰初階班 1~6 何語峻（外） 
直排輪溜冰 

(初階班) 創意教學、觀念講解 12 
1608 

自備直排輪鞋或另購 
星期(四)16:00~17:30/2 節 二樓北風雨操場 

(B4-10)桌球社 3~6 沈建宇（外） 桌球 體能訓練、觀念講解 12 2858 星期(四)16:00~17:30/2 節 B1 桌球教室 

★(B4-11)攝影社 4~6 劉沛彤（內） 
數位攝影 攝影實務、影像編修 

10 2629 
（含材料費 700） 星期(四)16:00~17:30/2 節 四樓401美勞教室 

◎攝影器材及相關設備由學校提供 

★(B5-1)兒童打擊樂團 1~2 魏華瑤（外） 
基礎打擊課程 技巧講解、基礎樂理 

12 
4286 

（打擊樂器由學校提供） 星期(五)13:20~15:50/3 節 四樓管樂教室 
◎由臺北打擊樂團資深團員親自授課 

(B5-2)益智桌遊班 3~4 郭俞君（外） 益智圖板遊戲 
(桌上遊戲) 

技巧講解、手腦並用 18 1572 
(含材料費 500) 

星期(五)13:20~14:50/2 節 B1 社團教室 

(B5-3)小炫風溜冰進階班 1~6 楊斯竣（外） 直排輪溜冰 
(進階班) 

體能訓練、技巧講解 12 1786 
自備直排輪鞋或另購 

星期(五)16:00~17:30/2 節 B1 南廣場 

(B5-4)幼童軍 2~6 黃承瑞（外） 幼童軍 團體規律、榮譽感 12 1608 
新入團需另購童軍制服 

星期(五)16:00~17:30/2 節 B1 社團教室 

(B5-5)表演舞蹈初階班 1~6 李若菱（外） 
芭蕾、熱門舞蹈 
教學(初階班) 

體能訓練、技巧講解 16 1742 星期(五)16:00~17:30/2 節 一樓墊上教室 

(B5-6)快樂兒童瑜珈 1~6 趙逸蓁（外） 兒童瑜珈肢體訓練 體能訓練、技巧講解 12 1608 星期(五)16:00~17:30/2 節 一樓體能教室(幼) 

(B5-7)桌球社 3~6 陳尊傑（內） 桌球 體能訓練、觀念講解 12 1608 星期(五)16:00~17:30/2 節 B1 桌球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