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開課班別 (9/6-1/20)   授課堂數   18 堂 

類

型 
社團名稱 對象 

開課 

人數 
課程說明 材料費(另現金收費) 單堂收費 學費/學期 

運
動
類 

美語籃球 

(全美語授課) 
3-6 年級 8-13 

透過籃球活動, 教導正向生活態度和人際關係, 提升道德素

養。 藉由籃球運動改變自我的價值, 提升學習動機和效率。 
 350 6300 

國際樂樂棒球 

(外師授課) 
1-3 年級 7-11 

以全美語帶領中低年級學生打棒球, 讓學生的美語學習延伸到

放學後, 在課堂上練習各程生活美語並且放鬆身體達到運動的

目的。 

 350 6300 

兒童古典舞蹈 1-2 年級 8-10 

在舞蹈課程中善用孩子天生愛跳舞的心, 激發學習動機培養興

趣與探索身體潛能, 提升控制身體能力及專注力增加身體協調

性與柔軟度的發展。 

期末發表服裝租借另計，舞衣

舞鞋費用社團自收 
400 7200 

第
二
外
語 

國際桌遊社 

(外師授課) 
3-4 年級 6-8 

透過學習 RPGS 桌遊學習英文字彙、英文口說、運用數
學能力及邏輯思維, 培養同理心、創造力及團隊合作。 

教材 300 元 500 9000 

藝
文
益
智
類 

兒童創意美學 1-2 年級 6-10 

透過故事及遊戲化的方式引導孩子結合生活媒材，進行彩

繪、拼貼、捏塑、立體建構、藝術欣賞…等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借以激發其想像力與創造力。 

作品耗材 500 元 300 5400 

Roots & shoots 

(外師授課) 
1-2 年級 10-12 

培養對所有生物的尊重和同情心，增進對所有文化和信仰的理

解，並激發每個人採取行動，使世界成為人類，動物和環境的

更美好場所。 

材料費 2500 元 350 6300 

科
學
邏
輯
類 

宇宙機器人進階 2-4 年級 6-10 
讓學生了解圖形化程式語言的架構與邏輯, 培養發現問題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為高層次的概念及課程學習立下根基。 

無人機 Tello Edu 組+電池共計

6450 元 
400 7200 

樂高物理機械 1-4 年級 6-11 

結合 STEAM 教學的概念，讓學生在跨領域的課程中學

習齒輪、滑輪、槓桿組裝原理“玩中學、做中學”，進而

培養自信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成為獨立的小小創客！  

物理教具+ 簿本費 3500 元 400 7200 

音
樂
類 

小提琴 1 對 1 2-6 年級 1 舊生優先選填, 有意願可候補。 可代購小提琴 1000 18000 

小提琴團體班基礎 1-2 年級 4 團體小班制, 以新生為主。 可代購小提琴 400 7200 

小提琴團體班基礎 1-2 年級 6 團體小班制, 以新生為主。 可代購小提琴 350 6300 

鋼琴 1VS1 1-6 年級 1 舊生優先選填, 有意願可候補。 依學生學習程度購買 1000 18000 

校隊-弦樂團小提琴 A 2-5 年級  採徵選制，中午培訓，詳見活動組徵選通知單或洽活動組。   1500 

 

 



 

【星期二】開課班別 (9/6-1/20)    授課堂數 19 堂  

類

型 
社團名稱 對象 

開課
人數 

課程說明 材料費(另現金收費) 
單堂 
收費 

學費/學期 

運
動
類 

國際足球基礎 

(外師授課) 
1-2 年級 7-11 

除了讓孩子在這堂課增加在生活中使用英文的機會外, 也希望

能在足球運動中提高孩子們的自信心、團隊合作精神和自我激

勵能力。 

 350 6650 

武藝防身 1-2 年級 8-10 
培養正值成長期的兒、青少年之良好興趣是件非常重要
的事，武術訓練課程不但可以幫助孩子感覺統合的發
展，更可以使其身心健康、養成團結互助之精神。 

武術鞋+ 功夫褲+ 腰帶+道
館服，共計 1600 元 

300 5700 

流行 MV 舞蹈 1-4 年級 8-15 
搭配流行舞蹈元素, 豐富有趣的舞蹈教學, 讓孩子喜愛跳舞, 

健康運動流汗使孩子快樂的舞出自信與健康。 
服裝費 1300 元 400 7600 

第
二
外
語 

歡樂日文文化班 1-5 年級 6-8 

在課堂中讓學生體驗日本文化、料理及和菓子等特色日本食

物、認識日本自然環境、演歌等獨特音樂與舞蹈, 讓學生不出

國也能有深刻感受, 培養學生對日文的興趣。 

教材費 750 元 350 6650 

進階德文檢定班 

17:10-18:30 
1-5 年級 4-8 限德文基礎班學生, 以參加德文檢定為目標進行訓練。 補充材料費 100 元 830 15770 

藝
文
益
智
類 

Roots & shoots 

(外師授課) 
1-2 年級 10-12 

培養對所有生物的尊重和同情心，增進對所有文化和信仰的理

解，並激發每個人採取行動，使世界成為人類，動物和環境的

更美好場所。 

材料費 2500 元 350 6650 

科
學
邏
輯
類 

宇宙機器人基礎 1-3 年級 6-11 
讓學生了解圖形化程式語言的架構與邏輯, 培養發現問題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為高層次的概念及課程學習立下根基。 

無人機 Tello Edu 組+電池共計

6450 元 
400 7600 

音
樂
類 

鋼琴 1VS1 1-6 年級 1 舊生優先選填, 有意願可候補。 依學生學習程度購買 1000 19000 

小提琴團體班進階 2-4 年級 4 團體小班制，有基礎且有意願者可候補。 可代購小提琴 400 7600 

小提琴團體班進階 2-4 年級 6 團體小班制，有基礎且有意願者可候補。 可代購小提琴 350 6650 

校隊-弦樂團小提琴 B 2-5 年級  採徵選制，中午培訓，詳見活動組徵選通知單或洽活動組。   1500 

校隊-合唱團 2-5 年級  
採徵選制，每週二、三中午培訓，詳見活動組徵選通知單或洽

活動組。 
   1500 

 



 

【星期三】開課班別 (9/6-1/20)    授課堂數 19  堂  

類

型 
社團名稱 對象 

開課 
人數 

課程說明 材料費(另現金收費) 
單堂 
收費 

學費/學期 

運
動
類 

樂樂棒球 4-6 年級 8-13 
透過安全的樂樂棒球運動, 帶領學生在日常繁忙的課業之餘

放鬆身心靈與他人培養團隊默契, 達到運動的效果。  
無 300 5700 

兒童街舞 

17:10-18:30 
1-5 年級 8-15 

在街舞中培養自信開朗的性格，在團隊合作中學會與人相

處。 
服裝另計 500 9500 

校隊-西洋劍 1-6 年級  
為校隊性質, 每週三、四中午培訓，詳見活動組徵選通知單

或洽活動組。 
教具／材料費另計   2500 

兒童防身跆拳道 1-5 年級 6-11 

讓孩子充分的運動，更能夠在練習的過程和教練的指導之下，

學會自制能力、專注力，面對任何事物保持沉穩靜定和周全的

思考；此外，也因為與同儕的相處和彼此過招對練，培養人際

關係而懂得尊重他人。 

跆拳道服+短Ｔ恤+晉級費用，共

計 2100 元 
350 6650 

第
二
外
語 

歡樂法文文化班 1-5 年級 6-8 

介紹法國人文民俗風情、自然地理、飲食文化, 增進學生對

法國有基本認識, 在生活中學習法文, 為日後法文基礎課程打

好基礎。 

教材費 900 元 350 6650 

基礎德文班 1-5 年級 6-8 正式以德文當成第二外語進行學習。 教材費 650 元 350 6650 

藝
文
益
智
類 

Toastmasters 

(外師授課) 
1 年級 10-15 

透過訓練說話、聆聽及思考的技巧, 於上課中培養學生溝通

及領導方法。 
教材費 1500 元 350 6650 

西洋棋 1-5 年級 6-10 

介紹西洋棋的國際行棋禮儀、規則與技巧，打造出對弈者的

優雅態度，再配合對弈和比賽，讓孩子們可以充分享受下西

洋棋的樂趣。 

教材 300+ 棋具 350，共 650 

元 
300 5700 

科
學
邏
輯
類 

Minecraft 

程式設計 
2-5 年級 6-11 

讓學生經由 Minecraft 的自由空間結合遊戲設計創造自己的

虛擬世界，啟發學生學習進階程式的動機和信心。 
教具／材料費另計 400 7600 

不插電程式設計 

KIBO 機器貓 
1-2 年級 6-11 

強調學習的產出, 讓孩子透過指引 KIBO 完成更多的任務, 訓

練手眼協調、發展程式邏輯概念, 不使用 3C, 讓孩子實際感

受到程式運作的成就感。 

教具／材料費共計 5000 元 350 6650 

音
樂
類 

鋼琴 1VS1 1-6 年級 1 舊生優先選填, 有意願可候補。 依學生學習程度購買。 1000 19000 

校隊-弦樂團中提琴 2-5 年級 1 
採徵選制，每週三中午培訓，詳見活動組徵選通知單或洽活

動組。 
可代購中提琴   1500 

 

 

 



【星期四】開課班別 (9/6-1/20)  授課堂數 20  堂  

類

型 
社團名稱 對象 

開課 
人數 

課程說明 材料費(另現金收費) 
單堂 
收費 

學費/學期 

運
動
類 

足球進階 2-5 年級 7-11 
藉由足球運動強化孩子的專注力與抗壓性,培養與人協作的精神, 

進而成為一位品學兼優、文武兼備的 e 世代少年。 

球衣+ 護脛+ 長襪，共 

950 元 
300 6000 

劍道社基礎班 2-5 年級 7-11 
透過劍道學習能增進身體強健外更能培養多項優良人格特質，始於

禮終於禮、身心俱進的教學。 

竹刀 420 元+竹刀袋 480 元

+ 劍道服 1750 元 +護具

23000，共計 25650 元 

350 7000 

花式跳繩 1-6 年級 6-12 
跳繩運動可以增強心肺功能、幫助手腳協調、刺激生長板長高，還

有團體大繩的項目與跳繩遊戲，盡情享受跳繩的樂趣。 
節拍跳繩 500 元 300 6000 

第
二
外
語 

歡樂西班牙文 

文化班 
1-5 年級 6-8 

介紹西班牙民俗風情、自然地理、飲食, 帶領學生感受西班牙的熱

情文化, 為日後學習西班牙文基礎課程打好基礎。 
教材費 800 元 350 7000 

基礎日文班 1-5 年級 6-8 正式以日文當成第二外語進行學習。 教材費 750 元 350 7000 

藝
文
益
智
類 

圍棋 1-5 年級 6-10 

透過圍棋創造出千變萬化的思路，從孩子們行棋的一步一思量

間，訓練他們成熟的思考模式，並建立個人價值觀和企圖心，同

時培養其膽識和謀略。 

簿本+ 耗材，共 450 元 300 6000 

Toastmasters 

(外師授課) 
2-3 年級 10-15 

透過訓練說話、聆聽及思考的技巧, 於上課中培養學生溝通及領導

方法。 
教材費 1500 元 350 7000 

科
學
邏
輯
類 

樂高動力機械 1-4 年級 6-11 

結合馬達產生驅動動力, 認識各種動力機械的運動方式, 組裝生活

周遭中的常見動力結構, 讓學生的創意、設計能力、想像空間得以

培養建立。 

全套教具 3300/ 物理轉動

力增購馬達組教具+ 簿本費 

1500 

400 8000 

scratchjr 小塗鴉 1-2 年級 6-11 

將繁複的程式指令簡化成 28 個圖像式指令，學生在平板上用手指

拖曳圖像式指令，開創天馬行空的創意，設計自己專屬的遊戲程

式碼。 

簿本費+ 器材使用，共

4700 元 
350 7000 

音
樂
類 

烏克麗麗團體基礎班 1-2 年級 4 團體小班制, 以新生為主。 教具／材料費另計 400 8000 

烏克麗麗團體基礎班 1-2 年級 6 團體小班制, 以新生為主。 教具／材料費另計 350 7000 

鋼琴 1VS1 1-4 年級 1 舊生優先選填, 有意願可候補。 教具／材料費另計 1000 20000 

校隊-弦樂團大提琴 2-5 年級  為校隊性質，採徵選制，詳見活動組徵選通知單或洽活動組。     1500 

 

 

 



【星期五】開課班別 (9/6-1/20)  授課堂數 17  堂  

類

型 
社團名稱 對象 

開課 

人數 
課程說明 材料費(另現金收費) 

單堂 

收費 
學費/學期 

運
動
類 

西班牙足球 2-4 年級 8-11 
課堂上教授西班牙文的足球相關術語, 讓學生在進行足球

活動時也能感受西班牙文化。 
教具／材料費另計 350 5950 

劍道社進階 3-6 年級 8-12 
舊生優先選填, 透過劍道學習能增進身體強健外更能培養

多項優良人格特質，始於禮終於禮、身心俱進的教學。 

竹刀 420 元+竹刀袋 480 元+劍道服

1750 元+護具 23000，共計 25650

元 

350 5950 

藝
文
益
智
類 

兒童素描 1-3 年級 6-10 
培養兒童觀察力、耐力與細心度, 訓練手眼協調力, 進而建

立「空間」的觀念。 
教材／材料費 350 元 300 5100 

益智桌遊 1-4 年級 6-10 
引導小朋友動腦思考，讓學習具有高度趣味性，寓教於樂。

不但培養高專注力，還能藉由人際互動，增強自信心。 
桌遊租借費 360 元 300 5100 

小小理財家 2-4 年級 7-13 

小小理財家以遊戲及體驗方式，讓孩子學習財商思維，建立

正確價值觀。培養一位懂得「賺錢、存錢、用錢，且樂意助

人」 的高財商小孩。 

教材費 850 元 350 5950 

Toastmasters 

(外師授課) 
4-6 年級 10-15 

透過訓練說話、聆聽及思考的技巧, 於上課中培養學生溝通

及領導方法。 
教材費 1500 元 350 5950 

音
樂
類 

鋼琴 1VS1 1-4 年級 1 舊生優先選填, 有意願可候補。 教材費另計 1000 17000 

烏克麗麗團體進階班 2-3 年級 4 舊生優先選填, 有基礎且有意願者可候補。 教具／材料費另計 400 6800 

烏克麗麗團體進階班 2-3 年級 6 舊生優先選填, 有基礎且有意願者可候補。 教具／材料費另計 350 5950 

 

【星期六】開課班別 
(9/11, 9/25, 10/2, 10/16, 10/23, 10/30, 11/6, 11/13, 11/20, 11/27, 12/4, 12/11, 12/18, 12/25, 

1/8, 1/15) 授課堂數 16  堂 

類

型 
社團名稱 對象 

開課 

人數 
課程說明 材料費(另現金收費) 

單堂 

收費 
學費/學期 

運

動

類 

歡樂足球 

09:00-11:30 
1-4 年級 7-11 

藉由足球運動強化孩子的專注力與抗壓性,培養與人協作的

精神, 進而成為一位品學兼優、文武兼備的 e 世代少年。 
教具／材料費另計 750 12000 

兒童街舞 

09:00-11:30 
1-5 年級 8-15 

在街舞中培養自信開朗的性格，在團隊合作中學會與人相

處。 
服裝另計 1000 1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