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109 年暑期課後照顧暨育樂、學藝活動簡章  
一、依    據：依 100.10.11北市教國字第 10043565500號修正函頒~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以及 102.01.18北市教國字第

09735978100號函修訂-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辦理。                                                                                   
二、上課起訖：自 109年 7月 15日起至 109年 8月 21日止。 

三、報名及繳費說明： 
報名程序 時程 說明 

1.請上網報名 
6/12（五）21：00起 
至6/15（一）21：00
止 

★報名方式： 

(1) 至學校首頁右方的「課後活動」區，「109」年度「暑假」搜尋報名。 

學校首頁：http://www.hyps.tp.edu.tw/ 課後活動網：
https://eschool.tp.edu.tw/jsp/act_register/actreg.jsp?schno=323601                                                                                             

(2) 輸入學生身份證字號（含英語字母）和生日即可登入報名系統。 

(3) 人數超過以亂數抽籤處理，不足額不開班。 

(4) 報名期間內，資訊中心於上班時間提供三台電腦供不便上網之家長報名使用。  

2.錄取名單公告 6/16（二）18:00後 公布開班與否及正取名單於學校首頁及課後報名網。 

3.加退選 6/17（三）16:30前 無法線上操作，請來電告知或至教務處、學務處辦理加退選 

4.繳   費 
繳費日期：   
6/29（一）～7/5（日） 

(1) 至台北富邦銀行各分行 (免手續費)。 

(2) 全省各超商門市【7~11、全家、來爾富、OK】繳費。 

(3) 自動化設備繳款（自動轉帳系統、金融便利店（EZPAY）、網路銀行、網路 ATM、
自動提款機（ATM））進行繳款，轉帳帳號標示於單據右上方，如為跨行交
易，轉帳手續費 17 元將從帳戶中扣除。 

(4) 信用卡繳款（須自行列印繳費證明）。 

(5) 備取生請持遞補單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費。 

5.交回繳費證明 
請在7/14（二）前 
繳回 

(1) 收據請交至總務處出納組。 

(2) 若有疑問可撥打學校電話 2761-8156 

體育類洽體育組分機 639林老師、音樂類洽訓育組分機 229張老師、 

課後照顧、學藝類洽教學組分機 605 蔡老師 

四、說明： 

1. 本簡章招生對象之年級，係指現行 108學年度之年級(108年 8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 

2. 參加體育類營隊學員應衡量個人體能狀況，如有不適合從事活動者，請勿報名參加。 

3. 經繳費後，不得要求轉換班別，若需轉班先依照退費方式退費，再以候補方式重新報名。 

4. 為維護教學品質與上課同學權益及安全，若有嚴重干擾上課情事，經勸導並通知家長後仍未改善者，本校課外社團委員會保有學
生退班之權利。 

5. 若遇天災，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臺北市政府規定停課，本校不另行通知，事後補課資訊將公佈於學校首頁。 

6. 退費規定：退費規定依 100.10.11 北市教國字第 10043565500號函，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設置要點；以及 102.01.18北市教
國字第 09735978100號函修訂~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辦理，敬請家長注意。 

   （1）退費標準如下表。 

類別 實際上課前 上課未超過 1/3 上課超過 1/3 上課超過 2/3 

暑期、課後活動 
酌收 10％行政費
用，其餘退費 

退 2/3 退 1/3 不退費 

   （2）退費方式：請攜帶收據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點至 11點 30分，體育類請至本校學務處體育組、音樂類請至本校學務處訓育組、 

                  課後照顧暨學藝類請至教務處教學組。 

五、開班資訊： (後頁仍有開班資訊，請參閱背面頁) 

暑 期 育 樂 活 動 體 育 類 (請洽學務處林老師，分機#639) 
編號 班  別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任課教師 上課地點 招  生  對  象 總節數 每人費用 

1  籃球一期 7/20-7/24 

每期 5天，每天 3節共 15節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7:50~10:10 

陳宥任 
陸皇嘉 
陳冠州 

室外籃球場 

遇雨至活動 

中心 

三至六年級學生 
每班 10~15 人， 

最多兩班 
15 $643~$964 

2  籃球二期 7/27-7/31 

3  籃球三期 8/3-8/7 

4  籃球四期 8/10-8/14 

5  籃球五期 8/17-8/21 

6  羽球一期 7/20-7/24 

每期 5天，每天 2節共 10節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10:25~11:55 

陳育瑄 
陳亭妤 活動中心 

一至六年級學生 

每班 11-20 人 
最多兩班 
請自備球拍 

10 $321~$584 

7  羽球二期 7/27-7/31 

8  羽球三期 8/3-8/7 

9  羽球四期 8/10-8/14 

10  羽球五期 8/17-8/21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01.jsp?LawID=P05E2028-20101020
http://www.hyps.tp.edu.tw/
https://eschool.tp.edu.tw/jsp/act_register/actreg.jsp?schno=323601


11  直排輪一期 7/20-7/24 

每期 5天，每天 2節共 10節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10:25~11:55 
謝上凱 藝文大道 

一至六年級學生 
每班 11-20 人 
僅開一班 

請自備直排輪鞋 

及護具 

10 $321~$584 

12  直排輪二期 7/27-7/31 

13  直排輪三期 8/3-8/7 

14  直排輪四期 8/10-8/14 

15  直排輪五期 8/17-8/21 

16  桌球一期 7/20-7/24 

每期 10 天，每天 2節共 10節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10:25~11:55 

丁國強 

楊光輝 

仁愛樓 B1 

桌球教室 

一至六年級學生 
每班 10~15 人 
最多兩班 
請自備球拍 

10 $429~$643 

17  桌球二期 7/27-7/31 

18  桌球三期 8/3-8/7 

19  桌球四期 8/10-8/14 

20  桌球五期 8/17-8/21 

21  足球一期 7/20-7/24 

每期 5天，每天 2節共 10節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08:40~10:10 
龍一 藝文廣場 

一至二年級學生 
每班 10~12 人， 

僅開一班 

10 $714~$857 

22  足球二期 7/27-7/31 

23  足球三期 8/3-8/7 

24  足球四期 8/10-8/14 

25  足球五期 8/17-8/21 

暑 期 育 樂 活 動 音 樂 類 (請洽學務處張老師，分機#229) 

 26 國樂團   
暑期初階班 

7/14(16:00-18:00)、7/16、7/19、 
8/17、8/20、8/27(10：30~12：00)共 6天。 

*請於上課前 20分鐘到樂團調音點名 
*時間為暫定，若調整時間會個別學生通知。 
*樂器選擇會依照學生意願並參考學校現有分部
人數狀況。 

李家瑋 

沈淨稚 

各分部外聘 

專長教師授課 

自強樓 3樓 

國樂教室及

暫定忠孝樓  

3樓教室 

一至六年級有興趣
之學生，無經驗可。 

10 $3,000 

暑 期 課 後 照 顧 暨 學 藝 類 (請洽教務處蔡老師，分機#605) 

27  書法    

週一、四班 
7/15-8/21 

每週一、四，8:40-10:10 
江進華 

謝淑敏 

仁愛 5樓 

書法教室 

二至六年級學生 
每班 10~12 人 

未達 8人不開班， 
最多兩班 

22 

$1,229 ~$1,464 

 內含材料費 50
元，課程提供   
宣紙及墨汁 

28  書法    

週二、五班 
每週二、五，8:40-10:10 

29  
暑期    

課後照顧班

(一~三年級) 

7/15~8/21 
每週一至週五，8:40~11:55 
(國語、數學學習輔助、 

生活美勞、體能活動) 
楊琇媛 

忠孝樓 1樓 

107教室 

一至三年級學生 
每班 15~20 人 

最多兩班 
112 $3,301~$4,401 

30  
暑期   

課後照顧班
(四、五年級) 

7/15~8/21 

每週一至週五，8:40~11:55 
(學習策略、國語學習輔助、 
閱讀理解教學、數學攻略、 
暑期特色任務、體能活動) 

李侃諭 
2F快樂 

成長班 

四至五年級學生 
每班 15~20 人 
僅開一班 

112 $3,301~$4,401 

註：每班公告錄取名單同時公佈 5名備取學員名單，若正取生無法參與錄取課程，請於 6/17(三)放學前來電告知社團承

辦人取消，若正取生取消該班課程，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