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小 106 學年度寒假課外社團活動招生簡章
一、依據：臺中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外社團作業要點（中市教小字第 1000032285 號函訂定）
二、主旨：指導學生探索性向興趣，培養多元智慧與能力，鍛鍊強健體魄，增進個人體能。
三、主辦單位：上安國小學務處(分機 720 洽訓育組楊淑閔老師，其餘社團洽陳佐誌老師。)
四、報名方式及時間：
(一)線上報名時間：107.1.4(四)20:00〜107.1.6(六)19:59
(二)報名方式：1/4(四)〜1/6(六)網路報名
1/10(三)、1/11(四)交報名表與繳費。
※※因上課時間相同，故每生限報一項課程，報名前請審慎思考，勿重複報名※※
1.自行上網報名，請逕上報名網頁 https://goo.gl/2FVyTJ 報名，或從上安國小校務布告欄
http://www.saes.tc.edu.tw 連結至【106 學年度寒假課外社團活動線上報名】。
2.無法家中上網報名者，學務處於上班時間開放電腦供家長報名。
3.依網路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後不接受報名。
4.各社團報名若線上報名截止日後還有餘額，將於 1/9(二)放學前公告於學務處外看板及
學校網頁，於 1/10(三)、1/11(四)8:00~8:30 接受第二次人工報名與繳費，額滿為止。
5.報名成功之學生，請逕行於 1/10(三)、1/11(四)08:00~08:30 繳交「活動費用」與「家
長同意書」至學務處，學校不再另行通知繳費時間，如逾期未繳費則開放該名額候補。
五、為維護學生安全，報名參加者上下課時間務必請家長親自接送。
六、活動期間若未能準時出席，請向指導老師或學務處請假請假電話 24527322*720。學生自報名
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退還活動費用之七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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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者，不予退還。
七、材料費和代購配備的費用請於第一次上課時直接交給任課指導老師。
八、體育性社團(預計開設羽球、兒童舞蹈、國術、扯鈴、跆拳道等)將由體育組另發簡章。
------------------------------------------------------------------------------------------

上安國小 106 學年度寒假課外社團活動家長同意書
收費時間：1/10(三)、1/11(四)繳費
茲同意子弟

年

班

號學生姓名

，報名參加社團活動。除確實繳交活動費用之外，並

囑其遵守校規、聽從帶隊老師指導，在課程活動期間，若因學生不遵守工作人員的指導或擅自脫隊而造

成任何意外，本人願負起全部責任。（參加社團如下，請打””）
□1.羽球(上午)571 元 □2.直排輪 571 元 □3.積木機械 571 元 □4.西洋棋 571 元
□5. EQ+IQ 體智能 571 元 □6.小小演員培訓 571 元 □7.烏克麗麗 500 元
□8.弦樂 1250 元

□9.菲菲笛 1250 元

※需請指導老師代購物品(請勾選)：□菲菲笛

色 (黑色或白色 800 元，木紋 860 元)

□烏克麗麗(800 元) □直排輪(3600 元) 腳長

家長簽章：

公分

聯絡電話：

1.報名時請將報名費與同意書一併交至學務處。2.若需代購樂器者，請於報名時勾選轉知。

----------------------------------繳

茲收到

年

班

費

證

明---------------------------------

同學報名課外社團，第

項，費用

元，

此 據。
□1.羽球(上午)571 元 □2.直排輪 571 元 □3.積木機械 571 元 □4.西洋棋 571 元
□5.EQ+IQ 體智能 571 元 □6.小小演員培訓 571 元 □7.烏克麗麗 500 元
□8.弦樂 1250 元

□9.菲菲笛 1250 元

經手人：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日

九、活動內容：

寒假課外社團

上課日期：1/25(四)、1/26(五)、1/29(一)、1/30(二)、1/31(三)
項目

社團別

活動地點

1

羽球

活動中心

2

3

直排輪

積木機械

活動時間

第二穿堂

對象/名額

費用

2-6 年級/20 名

571 元

李佩陵老師 自備球拍、毛巾、水

571 元

1.自備直排輪、毛巾、
水
王文瑩老師 2.直排輪可自備或代購
3600 元/雙(代購請洽
王老師 0918712352)

1-6 年級/20 名

1-6 年級/20 名

教室

(10 人以上開班)

571 元

大墩陽光協會
(外聘教師)

571 元

中華幼童圍棋
教育發展協會
(外聘教師)

09:00~11:00

4

西洋棋

教室

5

EQ+IQ 體智能

教室

6

小小演員培訓

教室

7

烏克麗麗

教室

8

弦樂

教室

9

菲菲笛

教室

1-6 年級/20 名
(12 人以上開班)

指導老師

備註

材料費 600 元（可帶回
學習手冊、巨型電動黃
金鎧甲獸、電影動畫創
意積木）
1.教材費 300 元
2.西洋棋可自備或代購
350 元/組(代購請洽協
會 23816961)
3.自備請注意棋盤左下
角 A1 為黑格，右下角為
白格。

1.材料費 800 元
華美文化教育
571 元
2.相關問題請洽蔡經理
(8 人以上開班)
(外聘教師)
0986155513
1.材料費 1000 元
2.數位系統、學習教材
3-6 年級/20 名
孔夫子學苑
571 元
(15 人以上開班)
(外聘教師) 道具限教室內使用
3.相關問題請洽林老師
0985981261
1.課本 280 元(含 CD)
500 元
曾賢惠老師 2.烏克麗麗可自備或代
09:00~10:30 1-6 年級/18 名
(100 元/堂) (外聘教師) 購 800 元(代購請洽曾
老師 0930-765908)
1.新生課本 250 元。
王玲玲老師 2.小提琴可自備或代購
1250 元
09:00~09:50 1-6 年級/5 名
(250 元/堂) (外聘教師) (代購請洽王老師
0932-624862)
1.教材費 300 元
2.菲菲笛可自備或代
1250 元
鄔汝蕙老師
09:00~09:50 1-6 年級/5 名
購，黑色/白色 800 元，
(250 元/堂) (外聘教師)
木紋 860 元(代購請洽
鄔老師 0925-725696)
1-4 年級/20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