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班    別 授課年級 星期 學費(元)
材料費

(元)
總計(元) 授課老師

師資

來源
授    課    內    容

1 籃球菁英班A 1~6 一五 3,180 0 3,180 許家寶 校內
籃球為學校重點發展特色，學校除了籃球隊外，提供籃球額外課程讓未加入球隊之學生也能接受籃球訓練，同

時也能將籃球運動向下延伸。

2 籃球菁英班B 1~6 二四 3,430 0 3,430 黃堃誠 外聘
籃球為學校重點發展特色，學校除了籃球隊外，提供籃球額外課程讓未加入球隊之學生也能接受籃球訓練，同

時也能將籃球運動向下延伸。

3 游泳社A 2~6 一四 3,350 0 3,350 陳烱輝 外聘
發展游泳基本能力，增進水上活動技能，從基本水上救生觀念培養到有機會參加競賽，提供對水上運動有興趣

的學生更多體驗機會。

4 游泳社B 2~6 一四 3,350 0 3,350 連天輝 外聘 游泳是一種力與美結合而成的運動，學會游泳,就能盡情享受水上活動的樂趣。

5 游泳社C 2~6 二五 3,260 0 3,260 陳烱輝 外聘
發展游泳基本能力，增進水上活動技能，從基本水上救生觀念培養到有機會參加競賽，提供對水上運動有興趣

的學生更多體驗機會。

6 桌球社 2~6 二四 3,430 0 3,430 張家齊 外聘 在優質的桌球教室，提升桌球運動的能力，掌握球感，培養基本動作，練習桌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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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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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授    課    內    容

1
swing kids爵士搖擺舞

（初階律動）
新生-3 一 1,715 1,715 吳靜怡 外聘

精選迪士尼經典動畫3首swing搖擺舞爵士音樂「冰雪奇緣 」「玩具總動員」「森林王子」，用較簡易的律動

讓不擅長律動舞蹈的小朋友也可以輕鬆與音樂律動玩耍。上課結束後會有2支舞表演成果展！

2 直排輪社 新生-5 一 1,715 1,715 林甄德 外聘
直排輪運動， 讓學生入門至進階學習，從中除了訓練直 排輪技巧以外，同時具有訓練全身運動神 經與全身

協調性之效果，同時也在上課過 程中，教育孩子們什麼是禮貌謙讓，團隊 合作，以及尊師重道。

3 兒童跆拳道A班 新生-5 一 1,715 200 1,915 周宥辰 外聘
學習跆拳道規則、訓練踢腿技巧、演練套路品勢、增強體適能及建立防身的概念，藉由肢體的鍛鍊了解跆拳道

武道精神，達到身心的健全。（木板材料費200元）

4 兒童擊劍社 2-5 一 1,715 1,715 李依潔 外聘

擊劍運動除了能提升力量、敏捷、速度之外,還可增加大腦的靈活度及高專注力,學習擊劍能培養孩子能動能

靜,對於未來孩子的發展也有相當大的幫助；上課內容包含：基礎擊劍腳步、基礎手部動作、擊劍運動的了

解、實戰訓練等。(因擊劍器材屬於個人衛生用品，故訓練中期後建議使用自己的器材，器材方面可請教練幫

忙代訂)

5 象棋進階班 新生-5 一 1,715 1,715 陳河碩 外聘
過象棋可訓練孩子思考,強化計算及邏輯、培養專注力.課程內容:象棋術語、開局介紹、殘局練習、棋力評

鑑..(僅適合學過象棋的孩子,未學過者請參加星期三)

6 烏克麗麗 新生-5 一 1,715 320 2,035 郭芷君 外聘
從流行歌帶入基本姿勢、音階、樂理、伴奏、換弦與調音、甚至是彈唱，並一一指導以確認每位學員是否跟上

進度，讓各位學員們能在快樂中學習。(需自備：烏克麗麗、彈片、移調夾，如無可洽老師團購)

7 快樂小提琴班 新生-5 一 1,715 1,715 林靜宜 外聘
巧藝室內樂團的老師用有系統的教學方式，讓孩子們在上學的日子裡，可以快樂學習，爸媽也可以省去放學後

才藝接送的麻煩，我們也有提供租琴的方式（2400元/學期），讓學習音樂的入門方式更多元化。

8 音樂劇班 新生-5 一 1,715 500 2,215
呂錦涓 ＆

王思渝
外聘

課程:精選冰雪奇緣經典 　（兩姊妹 Elsa, 和 Anna 的情感表現在這幾首經典的劇中)　1. ~ Vuelie 冰雪奇

緣開場曲 　　2.~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 　　3. In Summer  (雪人的歌曲)

9 創客科學社 新生-5 一 1,715 2,800 4,515 陳依芳 外聘
藉由有趣的主題，以器材及生活素材為主，學童擁有實際的實驗室安全操作之概念。紮實培養「動手做．做中

學」之技巧及精神，傳遞生活處處是科學之概念。 上課皆有實驗成品和全彩講義

10 玩轉英文程式機器人 新生-3 一 1,715 2,200 3,915 黃亮鈞 外聘

會說英文、唱英文歌的T.Robot，還會教你寫程式！T.Robot結合STEAM MAKER教育，培養學生科學、技術、工

程、藝術和數學跨領域的學習。ScratchJr、Ozobot和馬克叢林探險是時下最好玩也最受歡迎的三種STEAM學習

工具。

11 變魔「數」玩桌遊 新生-2 一 1,715 1,800 3,515 張儷庭 外聘

以有趣的情境引導進入課程內容，從趣味的主題課程中獲得數學能力。搭配不同的魔術為主題，可習得魔術有

趣的手法，激發學習熱誠，配合108課綱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希望學生良好運用數學符號、特殊數列等，創

造出千變萬化的數學魔術。

12 魅奇手藝社 新生-5 一 1,715 1,350 3,065 李亦飛 外聘
CM魅奇手藝社，創造美的鑑賞力！強調美國哈佛多元智能肢體協調、空間創造領域，結合『輕黏土、樹脂土、

拼豆、紙藝』等多種元素，讓孩子擁有最豐富的選擇，享受手工藝帶來的無限樂趣。

13 妙趣經典思辨班 1-5 一 1,715 500 2,215 陳麗如 外聘
多元社會不以死讀書和成績掛帥，決勝關鍵往往在思辨。思辨從小培養，而非成年禮後立即學會！希望孩子好

，學習如何思考、熱愛思考，加上趣味遊戲、絕妙經典，讓思考不再枯燥無味！(酌收材料費500元)

14 遊戲學程式 3-5 二  1,800    1,800 宋明漢 校內
用 iPad 學程式編碼，用有趣的方式學習。使用 Swift Playgrounds 不需要任何程式設計知識，你可以使用

真正的程式碼在 3D 世界裡引導角色動作，以遊玩的方式掌握基礎，再進入進階的程式設計概念。

15
美國小學ESL美語社團基

礎字彙
新生-2 二  1,800 3,010    4,810 許富貴 外聘

低中年級生，適用完全沒有學過或只學過一至兩年英美語的同學，用9首悅耳的歌曲動畫，幫助同學發展209個

基本常用美語字彙的聽，說，讀，寫能力.材料費:$3010((2課本+2CD)600+(連絡本30+作業本20+考卷

50)100=700))+(公播費55*21*2=2310))

16 圍棋(初階班) 新生-5 二  1,800 0    1,800 王得銘 外聘
學圍棋的好處，訓練孩子的不怕挫折、敏銳的判斷力、冷靜思考、增加數理能力。歡迎報名參加!  (針對初學

者老師會更加耐心教導)老師會依學生實際程度做調整! (無須教材費)

17 圍棋(進階班) 新生-5 二  1,800 0    1,800 賀騰崴 外聘
學圍棋的好處，訓練孩子的不怕挫折、敏銳的判斷力、冷靜思考、增加數理能力。歡迎報名參加!  (針對有學

過的，會再加強訓練)老師會依學生實際程度做調整! (無須教材費)

18 競技疊杯 新生-5 二  1,800 800    2,600 李宣瑩 外聘
利用疊杯來培養專注力及雙邊協調同時亦能啟發大腦。利用特殊設計的12個塑膠杯，依照順序，利用往下疊杯

及向下收杯的動作完成指定動作，如魔術般的競技疊杯，適合所有年齡層的孩子學習。

19 烏克麗麗與木箱鼓 新生-5 二  1,800    1,800 彭睿煒 外聘
烏克麗麗輕便攜帶又悠揚的特色，帶領小朋友輕鬆進入音樂的領域，歡樂彈唱中成長!木箱鼓為輔的搭配更可

培養節奏感的養成，讓玩音樂變得很自然。（需自備調音器，無者開課後可請老師代購250元\個）

20 德式桌上益智遊戲 1-5 二  1,800 1,000    2,800 李柏辰 外聘

藉由遊戲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教導遊戲中的策略引領思考。針對每一主題的特色啟發孩子不同的關鍵能力與

10Q訓練。課程配合講義以及評鑑單，讓孩子將遊戲中的策略與思考具體化的表達出來。教材費用：每人1000

元(含全學期之講義費用、教材費用)

21 走繩社 2-5 二  1,800 500    2,300 吳健瑜 校內

走繩運動能訓練小朋友身體平衡、核心肌群及靈敏度，還能提高心理效益。在過程中，必須很專注地注視前方

的點，這樣就能暫時忘卻眼前的煩惱，讓自己的心漸漸趨於平靜。不同的環境也有著不同的挑戰，當必須想辦

法通過這條繩子、克服這項困難時，其實會發現，我們身旁有好多的事物都沒那麼難了。

22 安全樂樂棒球-A 2-5 二  1,800 100    1,900 陳彥熏 校內
讓孩子學會正確樂樂棒球打擊防守方法及技巧，以強健心肺，增進身體靈敏度，再輔以團體隊式練習及對抗比

賽，提高學童興趣，並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23 嘻哈街舞班 新生-5 二  1,800    1,800 馬玉珊 外聘

用hiphop、流行的音樂訓練孩子們的節奏感，加強對音樂的敏感度並訓練肌肉發展讓身體自然的跟著音樂律動

，上課會用排舞的方式進行，讓孩子們記憶舞蹈的同時也增加大腦的組織能力，加強專注力，藉由上課也認識

街舞文化和各種不同的舞風。

24
開心廚房瘋設計

布玩皮
2-5 二 1,800 1,800    3,600 范淑華 外聘

運用色彩學讓孩子有天馬行空的皮革染色、印花趣的技法，染色後的平面皮革及布面進打版、裁切、手縫、車

縫，完成作品。為了讓孩子愛上手作課程，中間會穿插料理課程，讓孩子期待並開心的布玩皮。材料費包含植

鞣革、胚布、五金副料、料理食材、迷你木偶人型等。可參閱fb網頁-天馬行空手作教室

25
小小時尚設計師

進階班：娃娃與服裝
3-5 二  1,800 1,380    3,180 羅曉萍 外聘

從陪伴孩子親手製作屬於自己的娃娃與娃娃服裝設計開始，除了經過縫製手作來培養專注與意志力的完成，整

個學期課程中還會帶著孩子練習到：1.色彩心理與服裝穿搭2.簡易服裝繪畫與服飾主題企劃3.娃娃與娃娃服裝

製作。需自備“水性”色鉛筆以及布剪刀，其餘所需工具可另外協助代購（舊生免）。

26 小小樂高工程師 新生-3 二  1,800 2,000    3,800 黃亮鈞 外聘
樂高動力機械結合STEAM MAKER教育，在操作中體會機械原理，並介紹主題背景知識。豐富的配件，讓孩子有

自由發揮、創意改裝的空間。更透過遊戲的方式，訓練團隊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27 科學實驗實作培育班 新生-2 二  1,800 3,325    5,125 王煥中 外聘
倍思科學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極力推薦及輔導的優良教育單位，以動手做實驗的方式，激發孩子學習科學的潛

能。這套實驗課程，涵蓋國中小-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應用科學五大學科裡的實驗內容。

28 創意飛行社 新生-5 三前  1,800 2,000    3,800 莊宇韜 外聘

哇！在天上飛行的老鷹好英勇啊！在創意飛行社團課程裡老師就要帶領大家一起來動動手動動腦從最簡單的紙

飛機到創意電容飛機，並在做中學、錯中學、玩中學中發現飛行原理的奧妙與答案。(教材費含戰鬥飛機、巴

爾沙木飛機、電容飛機)

29 朱比特創意氣球社 新生-5 三前  1,800 800    2,600 陳韋亨 外聘
精緻美麗的造型氣球總是能夠吸引全場的目光，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本課程包含打氣筒乙支，每堂課程造

型專屬材料包，使用全世界最好品質的氣球Qualatex歡迎想學習特殊才藝的孩子們一同來加入。

30 書法水墨社A 1-5 三前  1,800 80    1,880 李若蘭 外聘
認識傳統文化,了解文字之美,從臨帖開始.了解水與墨結合的藝術特質,培養專心度和安靜的心、色感與美感,

陶冶性情.請自備中楷毛筆,墨汁,硯台或碟子,水彩用具.材料費八十元.

31 蛇板社 新生-5 三前  1,800    1,800 陳誌煌 外聘
蛇板，別名路上衝浪板，近年來相當流行的運動，廣受學生喜愛，課程中，教練會針對學員不同的程度，給予

適合的動作指導，讓學生在全身穿戴護具的情況下，愉快而安全的進步，並達到充分運動的效果

32 黏土好好玩 新生-5 三前  1,800 1,000    2,800 翁林淑菁 外聘
透過雙手將千變萬化的黏土搓.捏.揉.壓等動作可刺激大小肌肉與腦部的發展及手眼協調等培養色彩與生活美

學的概念,訓練立體與平面的建構能力(黏土.奶油土.木器.顏料.工具等材料費共1000元)

33 象棋入門班 新生-5 三前  1,800    1,800 陳河碩 外聘
過象棋可訓練孩子思考,強化計算及邏輯、培養專注力.課程內容:象棋術語、開局介紹、殘局練習、棋力評

鑑..(此班適合所有的孩子,課程內容以入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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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陶藝基礎班 新生-5 三前  1,800 800    2,600 李佳靜 外聘
以遊戲的方式認識黏土，學習使用工具及訓練手部大小肌肉的協調性，滿足人對觸覺的慾望，啓發孩子的造型

能力及智能的發展。（工具材料費為800元）

35 遊戲數學 新生-5 三前  1,800 1,050    2,850 周郁芬 外聘
生活中隨手可得的益智動腦小遊戲，來訓練數字感與邏輯思考，發現問題並學習解決，並從平面幾何圖形到延

伸到立體空間，動手實作有感學習數學，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建立興趣及信心，延伸無限創意。

36 毛線編織 新生-5 三前  1,800 1,250    3,050 黃瓊瑩 外聘
利用輕鬆簡單技法，重複動作，忘記課業壓力，拿起棒針，看著毛線慢慢變成圍巾、帽子，心中的喜悅慢慢浮

現。練習專注力，耐心，手眼協調，療癒身心，創造自信心。 新生須另購編織工具460元

37 創意魔術<三> 新生-5 三前  1,800 1,000    2,800 林顯庭 外聘
魔術，是一門獨特的藝術表演形式，通過特殊的手法或道具，透過口才的訓練、肢體的表達，最終帶給觀眾歡

笑及不可思議。將課程內容結合獨家線上教學，讓學員於課後能重複觀看，自我練習進步。

38 樂高EV3戰隊 新生-3 三前  1,800 1,900    3,700 林淑美 外聘
課程中透過樂高積木DIY，訓練手腦協調及空間組裝的概念，也讓孩子深深了解其機構原理的運用。每堂主題

的小遊戲，讓孩子學習觀察、專注、邏輯及團隊合作，讓他們去思考並解決問題。(材料費：1900元)

39 潮流MV舞蹈 新生-5 三前  1,800    1,800 謝宜庭 外聘
藉著學習近期流行的mv舞蹈內容來增加小朋友的肢體肌肉協調，以及運動爆發力，同時也可以訓練小朋友專注

在音樂和身體的結合，提升節奏感

40 故事遊戲瑜伽 新生-5 三前  1,800    1,800 黃明玉 外聘
藉由故事情境遊戲引導孩子學習瑜伽體位法、透過團體互動鍛鍊與放鬆全身肌群，穩定情緒與身體的連結，提

升自我覺察的正向思維。讓孩子自然而然的擁有一把開啟身心之門的鑰匙，保持身心專注與放鬆。

41 手機app程式設計 1-5 三前  1,800 2,000    3,800 徐禹維 外聘
使用MIT App Inventor、來設計Anroid手機/平板的app，內容包含比大小遊戲、BMI計算、幾A幾B、指針式鐘

…等，藉由撰寫手機app來學習程式設計。

42 活力足球(進階) 2-5 三前  1,800    1,800
張力仁、

楊敦元
外聘

教導正確的足球技巧及觀念給孩子，透過足球的運動來提升的協調性，以遊戲的方式學習團體生活、互相合作

及鼓勵。

43 自己做點心 2-5 三前  1,800 1,350    3,150 陳瑾嫺 外聘

想學美味小點的快來看唷!可以方便在家中以簡單的器具及設備可以自行操作。從食材挑選、製作過程到完成

美味甜蜜的糕點，過程中享受無限樂趣，無可取代的手感溫度，讓滿滿幸福感，溫暖家人與朋友的心靈！【請

需自備８吋保鮮盒或容器裝成品】

44 食尚小小廚師 新生-1 三後  1,800 1,350    3,150 陳瑾嫺 外聘
烘焙老師帶領下進行一場手感烘焙體驗，享受一個屬於你自己的手作時刻，品嚐自己設計的每道小糕點，多樣

化的烘焙課程連小朋友都可以成為甜點小廚娘！小廚神！【請需自備８吋保鮮盒或容器裝成品】

45 活力足球（初階） 新生-2 三後  1,800    1,800
張力仁、

楊敦元
外聘

教導正確的足球技巧及觀念給孩子，透過足球的運動來提升的協調性，以遊戲的方式學習團體生活、互相合作

及鼓勵。

46
小小時尚設計師

基礎班
2-5 三後  1,800 1,640    3,440 羅曉萍 外聘

帶領孩子認識與環境息息相關的時尚變遷，學習如何適當的取材以及符合趨勢的企劃發想來進行時尚設計。課

程目標：1.色彩繪畫與發想 2.品牌流行與設計企劃 3.基礎布袋打版與手縫 ＊需自備“水性”色鉛筆以及布

剪刀，其餘所需工具可另外協助代購。

47 麥塊遊戲模組設計 1-5 三後  1,800 2,000    3,800 徐禹維 外聘
在麥塊遊戲內設計模組，會製作包含生態系、方塊、指令、食物、移動生物、武器…等，學習基礎方塊繪圖、

3D建模、積木程式設計…等技巧，增加麥塊更多的功能。(需自備：Minecraft Java版帳號)

48 陶藝進階班 新生-5 三後  1,800 800    2,600 李佳靜 外聘
培養孩子將技術與創意結合為目標，以實用性、趣味性、繪畫性、雕塑性為製作方向，用可親的陶土為媒介，

將藝術融入生活，美化、永續我們的環境。（工具材料費為800元）

49 書法水墨社B 1-5 三後  1,800 80    1,880 李若蘭 外聘
認識傳統文化,了解文字之美,從臨帖開始.了解水與墨結合的藝術特質,培養專心度和安靜的心、色感與美感,

陶冶性情.請自備中楷毛筆,墨汁,硯台或碟子,水彩用具.材料費八十元.

50
美國小學ESL美語社團--

生活會話
2-5 三後  1,800 2,800    4,600 許富貴 外聘

中高年級生,適合學過兩年以上兒童美語課程的同學,以美國小學真實教學與生活為故事背景,由兩位委內瑞拉

裔小兄妹移民美國成長經歷的實況影片,讓學生身歷其境伴隨故事主角一起在美國小學中摸索學習,材料費

$2800（課本CD300,習作本200,連絡本30,作業本20,考卷50,公播費55*20*2=2200）

51 快樂玩拼貼 新生-5 三後  1,800 1,200    3,000 翁林淑菁 外聘
蝶古巴特(Decoupage)透過剪紙與拼貼技巧，運用精緻漂亮的餐巾紙拼貼在木器.鐵器.杯盤或再生利用的材料

上，能讓平凡的生活小物瞬間成為具有個人風格的藝術品!{胚布包.AB膠.布膠等材料費1200元)

52 吉他班 新生-5 三後  1,800 320    2,120 周志龍 外聘
從流行歌帶入基本姿勢、音階樂理、伴奏、換弦與調音，甚至是彈唱，由淺入深的方式帶領學生進入吉他的世

界，讓各位學員們能在快樂中學習。(需自備：吉他、彈片、移調夾，如無樂器可請洽老師團購)

53 快樂柔道館 1-5 三後  1,800    1,800 江政安 外聘
利用遊戲中學習,在安全的環境下獲得柔道的知識與專項技能,並以柔道禮節教導小朋友應用在生活上的規範。

(上課需著道服，無道服者可洽教練購買，800元\套）

54 酷炫武術高手 新生-5 三後  1,800    1,800 方鑫鴻 外聘
武術乃中國流行的一種肢體展現運動，可使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心智逐漸成熟。藉由武術律動來提升柔軟度、

體能、平衡感及協調性等各方面發展，不但可用來防身，還可養成自律精神。

55 STEM‧X科學大玩家 新生-3 三後  1,800 3,000    4,800 林俊同 外聘
本期課程帶孩子探索種子的傳播方式；特效電影是如何製作？綠能與氣壓的氣動飛船，以及探索生活周遭常見

的機械原理！STEM‧X科學大玩家社團結合了趣味和知識，讓人人都能成為科學大玩家！

56 兒童日語(初階班) 新生-2 四 1,630 300    1,930 柯玲芬 外聘
隨著台日文化的交流，近年來學日語已經成為一股熱潮。本課程將藉由文化的差異、文物的欣賞、歌謠的教

唱、作品遊戲的操作，讓孩子從遊戲，雙手操作中自然而然學會日語。

57
美國小學ESL美語社團自

然發音
2-5 四 1,630 2,790    4,420 許富貴 外聘

中高年級生，適用上完基礎字彙班的同學，發展學生"看字拼音,聽音拼字"的字母拼音能力,有助於學生了解英

語單字拼音規則,減輕記憶單字的負擔。材料費:$2790((2課本+2CD)600+(連絡本30+作業本20+考卷

50)100=700))+(公播費55*19*2=2090)

58 六孔陶笛 新生-5 四 1,630 50    1,680 周佩伶 外聘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尊重學生的想法，營造活潑生動的學習氣氛，讓學生享受音樂

(需自備：中音六孔陶笛，如無樂器可請洽老師團購)

59 活力扯鈴班 新生-5 四 1,630    1,630 盧乃楟 外聘 利用簡單的概念，讓小朋友能夠容易理解動作的操作技巧，並在課堂中快樂玩扯鈴。

60 兒童跆拳道B班 新生-5 四 1,630 200    1,830 周宥辰 外聘
學習跆拳道規則、訓練踢腿技巧、演練套路品勢、增強體適能及建立防身的概念，藉由肢體的鍛鍊了解跆拳道

武道精神，達到身心的健全。（木板材料費200元）

61 安全樂樂棒球-B 3-6 四 1,630 100    1,730 陳彥熏 校內
讓孩子學會正確樂樂棒球打擊防守方法及技巧，以強健心肺，增進身體靈敏度，再輔以團體隊式練習及對抗比

賽，提高學童興趣，並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62 素養導向的讀寫學習 2-5 四 1,630 700    2,330 張家齊 校內

由於108新課綱的實施，目前國中九年級以下學生，未來升高中和大學入學考試，都將改為素養導向的評量，

因此學生現在必須開始學習以素養為導向的閱讀與寫作，透過閱讀理解將學生的生活經驗與邏輯思維系統轉化

為寫作素材，培養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挑戰，應該具備的讀寫知識、能力和態度。

63 Minecraft麥塊摺學紙藝 2-5 四 1,630 200    1,830 陳正勳 外聘

將孩子喜愛的 Minecraft 麥塊遊戲與摺紙藝術結合，並把麥塊方塊元素實體化，以供孩子活用、改良、進化

設計，進而建立幾何觀念、邏輯思考及強化空間感。透過摺紙可以讓孩子探索更多形體的可能性。◎需自備：

剪刀、直尺、鉛筆、彩色筆

64 塗鴉素描 2-5 四 1,630 100    1,730 張裕昇 外聘

本課程藉由客觀理性的視覺觀察經驗，加上小朋友感性主觀意識的轉換與老師的引導，表現出張張精采的素描

作品。舊生會依個人程度調整教學內容，歡迎小朋友來體驗。另收材料費100元，自備用具：36色色鉛筆、盒

裝12枝2H-8B素描鉛筆、硬橡皮擦。

65 科學實驗實作菁英班 2-5 四 1,630 3,150    4,780 王煥中 外聘
倍思科學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極力推薦及輔導的優良教育單位，以動手做實驗的方式，激發孩子學習科學的潛

能。這套實驗課程，涵蓋國中小-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應用科學五大學科裡的實驗內容。

66 兒童日語(進階班) 3-5 五 1,545 300    1,845 柯玲芬 外聘
專家表示小學是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機，因為本國語言已經有穩固的基礎。想要認識一個國家，首先要先瞭解其

文化與風俗，語言更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工具，課程將採取漸進式的方式，帶領孩子進入日語的學習。

67
swing kids爵士搖擺舞

（進階歡跳）
3~5 五 1,545 0    1,545 吳靜怡 外聘

精選迪士尼經典動畫的3首swing搖擺舞爵士音樂「冰雪奇緣 」「玩具總動員」「森林王子」體驗最有趣的

Swing搖擺爵士舞。在上課過程中，將會融合swing爵士舞蹈自由隨興節奏，讓小朋友可以享受與音樂一起玩樂

跳舞的樂趣。上課結束後會有2-3支舞表演成果展！

68 創意寫作班 2-5 五 1,545 1,200    2,745 鄒中慧 外聘

每位孩子接觸語文的第一步多由閱讀開始，從繪本、故事、小說閱讀「輸入」中培養邏輯思考、表達與品格

力。而語文提升更重要的階段是「輸出」，作文，就是語文能力的「輸出」與「展現」。它體現孩子們對生活

周遭的所見所感，更是孩子訴說心聲的園地。(另收教材費$1,200元)

69 STEAM木工小屋社 新生-5 五 1,545 1,440    2,985 陳依芳 外聘

有趣、療育的木工小屋，搭建微型房屋及創新設計為主，學童透過課程訓練手部肌肉及培養耐心；學習如何專

注。紮實培養「動手做．做中學」之技巧及精神，課程設計中多鼓勵學童使用加入自己的創意，融入作品，傳

遞學生創作、創意的重要性。 上課所需工具皆有包含

70 創意DIY手作班 新生-5 五 1,545 700    2,245 楊雅智 外聘

結合美勞與手工藝,藉著不同多元媒材,EX:紙工材料.捏塑材料.布工材料.馬賽克材料.壓花材料.彩繪材料.食

品材料等, 課程設計由淺入深漸進式的配合周遭垂手可得的資源,啟發小朋友發揮創造力,培養應變能力,體驗

動手玩創意的樂趣! 歡迎喜愛動手玩創意的小朋友一起來參與!詳請參閱網頁"雅緻創遊手作屋"

71 掌上電玩程式設計 新生-3 五 1,545 1,800    3,345 徐禹維 外聘
使用Microsoft Makecode積木程式，來設計掌上型電玩遊戲，包含迷宮闖關、瑪莉歐、貪食蛇、打地鼠、谷哥

小恐龍…等專案，從遊戲設計中、學習積木程式設計。

72 積木狂想曲 新生-5 五 1,545 1,800    3,345 張儷庭 外聘
藉由多維積木發展多元題材，引導孩子培養108【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之能力，內容包括物理、數學、生物

等知識。透過積木的製作了解物體的結構以及其蘊含的相關概念，孩子的想像與創作也得以發揮。

73 益奇桌遊社 新生-5 五 1,545 650    2,195 李偉誠 外聘
利用桌遊的趣味性，融入美國多元智能系統，數據化的提升語文、邏輯數學、視覺空間、肢體動覺、人際、內

省多種智能能力，讓孩子『學中玩、玩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