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南 市 中 西 區 進 學 國 小 1 0 8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課 後 社 團 招 生 簡 章 
 

● 課後社團報名，統一採網路報名，操作方式可參考 課後社團活動報名操作說明。(報名連結處放置於學校網頁首頁)    

● 報名時間：9/7(六)早上 9：00 起開始報名，至 9/9(一)晚上 10：00 報名截止。依班別人數，額滿後列為候補等候通知。 

● 如家中沒有網路可使用，歡迎您在 9 月 7 日(六)早上 9：00～11：00 至進學國小學務處，自行使用電腦報名(當日一位教師值日，

只能給予部分協助，無法幫忙報名，敬請見諒) 

● 請家長在 9 月 9 日(一)晚上 10：00 後上網確認最後報名情況，及所需繳費社團（開課成功才需繳費)。 

● 若有成班將在 9 月 11 日(三)發下繳費通知，有收到通知才需繳費。 

● 繳費時間：9 月 16 日(一)進行郵局轉帳扣款（同註冊費扣款帳號，將合併手續費 5 元一同扣款），煩請於 9 月 16 日(一)前將費

用存入帳戶中。 

(1)若轉帳成功，9 月 17 日(二)總務處會發下收據讓學生帶回。 

(2)若轉帳不成功，9 月 17 日(二)總務處將發下臨櫃繳費通知單，請於 9 月 19 日(四)前繳費。（超過期限未繳費視同放棄，由候

補學生遞補，請您務必審慎報名，並確認最後該班是否開班成功） 

● 若有已報名學生未繳費的情況，則由候補學生遞補，校方會以電話通知候補學生家長繳費，若未接到電話通知，則代表已經額

滿，敬請見諒。 

● 上課時間：108 年 9 月 23 日(一)至 109 年 1 月 4 日(六)。 

● 本學期 10/5(六)、10/10(四)、10/11(五)、10/12(六)、12/7(六)、12/9(一)、1/1(三)停課。 

● 同學可依個人興趣、時間，選擇多項報名，不限一項。 

● 如對課程有任何疑問或有需用材料不清楚者，可直接打電話向各社團指導老師詢問。 

● 繳費成功請準時前往上課，不另通知。請準時接送孩子上下課。 

● 若遇到颱風假公布停課，則本校社團立即停課，所有社團延後一週在同一時間補課，請家長及社團老師注意。 

● 為維護全校學生之公平權益，若完成線上報名，但未繳費之學生（包括報名候補學生，若補到正取卻棄權或不繳費)，校方將

被迫紀錄學生名單並記點控管，有連續情事之學生將停權處理，以維護所有學生選課權益，再次拜託，請家長在報名截止前，

注意貴子弟的社團報名及開班情況，並準時繳費以維護自身及其他學生之權益！(例如：同一天同一個時段請勿報名兩項社團

（包括報名候補）；社團報名前，請注意時間是否跟校內外其他才藝補習班或活動有所衝突)，在報名時間之內，隨時都可加

退選，請勿在報名時間後，再要求退選或退費，如此，將會影響貴子弟以及其他學生之權益，再次誠懇拜託，請家長在報名時，

依據貴子弟確實可參加社團的時間，審慎報名!謝謝您的配合! 
 

黏土新玩藝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一 16:10~17:30 220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1000 元） 
東棟二樓 
第三間教室 

周蘊嫺老師(東方美術工藝
系，永福、安順國小美術黏土
社團老師) 

0932984614 

直排輪溜冰 A班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一 16:10~17:30 
1200元 

自備：直排輪、護具(或可諮詢老師團購) 
幼兒園前 
籃球場 

黃竹鍵老師(世界區亞洲盃溜
冰國手、國家級教練裁判) 
黃至謙老師(臺南市溜委會專
任教練) 

0933334668 

0979325569 

直排輪幼兒園專班 A 幼兒園 
（限收 15人） 

每週一 16:10~17:30 
1200元 

自備：直排輪、護具(或可諮詢老師團購) 
幼兒園前 
籃球場 

黃至謙老師(臺南市溜委會專
任教練) 

0979325569 

鍵盤合奏初級 A班 1-2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一 12:50~14:20 
1900元（含學費 1800元、教材費 100元） 
自備耳機(新舊生、初學、零基礎皆可參加) 

東棟二樓 
鍵盤教室 

謝禮燕老師（奧福音樂教育和
高大宜教學法合格師，恩典音
樂教室負責人，教授鋼琴 30
多年資歷） 

0925161251 

鍵盤合奏進階班 1-6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一 16:10~17:30 
1900元（含學費 1800元、教材費 100元） 

自備耳機(有學習鋼琴基礎經驗者，不限舊生) 
東棟二樓 
鍵盤教室 

謝禮燕老師（奧福音樂教育和
高大宜教學法合格師，恩典音
樂教室負責人，教授鋼琴 30
多年資歷） 

0925161251 

鍵盤合奏初級 B班 1-6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二 16:10~17:30 
2020元（含學費 1920元、教材費 100元） 
自備耳機(新舊生、初學、零基礎皆可參加) 

東棟二樓 
鍵盤教室 

謝禮燕老師（奧福音樂教育和
高大宜教學法合格師，恩典音
樂教室負責人，教授鋼琴 30
多年資歷） 

0925161251 

跆拳道技擊防身班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二 16:10~17:30 

舊生 1280元 
新生 1880元（含學費 1280元、道服費 600 元） 

(全套護具 2100 元.檢定費 500 元，可自行決定是
否購買護具與參加檢定) 

正宗館一樓 
王致詔教練團(國手、國家級
教練、武德道館館長)  

0933336985 

數學邏輯 v.s.益智桌

上遊戲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二 16:10~17:30 1580元（含學費 1280元、教材費 300元） 

東棟二樓 
第一間教室 

郭宏哲老師(安南、文賢國

中，永康、大橋、學甲國小社

團教師) 
0929007227 

好玩的色鉛筆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二 16:10~17:30 
1680元（含學費 1280元、教材費 400元） 

自備：輝柏水性 36 色以上色鉛筆 
東棟二樓 
第三間教室 

周蘊嫺老師(東方美術工藝
系，永福、安順國小美術黏土
社團老師) 

0932984614 

黏土捏塑初階班 1-2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二 16:10~17:30 1715元（含學費 1280元、教材費 435元） 
東棟二樓 
第二間教室 

柯雅庭老師、林怡瑄老師(國
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
學系碩士班、善化國小樹脂土
社團班教師、進學國小藝術與
人文深耕計畫專案教師) 

0931396789 

珠心算數學班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三 12:50~14:20 
舊生 140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200 元） 
新生 160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400 元） 

自備算盤 

東棟二樓 
第二間教室 

莊凱婷老師（國小課後才藝珠
心算專業教師、國際心算數學
協會指定合格教師）  

0918110099 

動手玩數學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三 12:50~14:20 190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700元） 
東棟二樓 
第一間教室 

陳詠薔老師(國際奧數數學多
元教育中心執行長、賢北國小
課後社團動手玩數學專任教
師) 

0931982086 

多媒材創意彩繪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三 12:50~14:20 150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300元） 
東棟二樓 
第三間教室 

劉崇榕老師（台南大學美術研
究所；專長：水彩、水墨、油
畫、素描） 

0939163172 

趣味刺繡課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三 14:30~16:00 152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320元） 

東棟二樓 
第三間教室 

劉崇榕老師（台南大學美術研
究所；專長：水彩、水墨、油
畫、素描） 

0939163172 

流行創意舞 A班 幼-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三 12:50~14:20 
1200元 

請穿輕便服裝 
正宗館二樓 
舞蹈教室 

洪明子老師（曾任進學國小舞
蹈班兼任教師） 
柴曉娟老師（快樂舞集舞團專
任教師） 

0933397660 

0919369435 



羽球 A班 1-6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三 12:50~14:20 
120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自備：球拍 
進學堂 

林明寬教練（羽球 A 級裁判
證、B 級教練證） 

0935009626 

羽球 B班 1-6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三 14:30~16:00  
120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自備：球拍 
進學堂 

林明寬教練（羽球 A 級裁判
證、B 級教練證） 

0935009626 

羽球 C班 1-6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三 16:10~17:30  
120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自備：球拍 
進學堂 

林明寬教練（羽球 A 級裁判
證、B 級教練證） 

0935009626 

迷你棒壘球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三 14:30~16:00 
165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45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 
自備：替換衣物、毛巾、茶水、帽子 

操場 
陳冠儒教練(中華棒協 B 級棒
球教練、曾效力於義大犀牛
隊、富邦悍將隊) 

0915776377 

直排輪幼兒園專班 B 幼兒園 
（限收 15人） 

每週三 16:10~17:30 
1200元 

自備：直排輪、護具(或可諮詢老師團購) 
幼兒園前 
籃球場 

黃至謙老師(臺南市溜委會專
任教練) 

0979325569 

武術防身術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三 12:50~14:20 
135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150元） 
請穿輕便服裝(可自由選購正式武術服裝) 

正宗館一樓 

薛學隆老師(嵩山少林寺 34代
俗家弟子、龍之舞武術團團
長、廣州體院武術碩士、A 級
教練證) 

0910858611 

墨顏書藝(書法) 2-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三 14:30~16:00 
135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150元） 
自備材料，相關工具規格須先諮詢老師 
(或可諮詢老師訂購專業文房四寶) 

正宗館二樓 
社團教室 

薛學隆老師(嵩山少林寺 34代
俗家弟子，龍之舞武術團團
長.武術.書法老師，廣州體院
武術碩士、湖北藝觀三楚書法
研究員) 

0910858611 

烏克麗麗班 1-6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三 12:50~14:20 

舊生 1800元 

新生 2150元（含學費 1800元、教材費 350 元） 

自備烏克麗麗.調音器.鉛筆盒 

正宗館二樓 
社團教室 

彭可溦老師(臺南科技大學音
樂系、土城高中、三村國小指
導老師；專長：鋼琴、直笛、
烏克麗麗、拇指琴)  

0982000728 

小提琴初級班 1-6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三 12:50~14:20 

舊生 1800元 
新生 2090元（含學費 1800元、教材費 290 元） 
自備小提琴(如需購買小提琴，可諮詢老師團購) 

(新舊生皆可參加) 

南棟一樓 
自然教室三 

李亭蓉老師(奧地利國立格拉
茲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鋼琴
室內樂碩士文憑) 

0956608278 

口琴進階班 限 603學生 
（限收 27人） 

每週三 12:50~14:20 640元 六年三班教室 
蘇當堯老師（永華國小口琴指
導教師） 

0922330846 

活力戰鼓 1-2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四 12:50~14:20 
1200元 

請穿輕便服裝 
進學堂 

毛碩麟老師（石門國小國樂團
指導老師） 0937345309 

直排輪溜冰 B班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四 16:10~17:30 
1200元 

自備：直排輪、護具(或可諮詢老師團購) 
幼兒園前 
籃球場 

黃竹鍵老師(世界區亞洲盃溜
冰國手、國家級教練裁判) 
黃至謙老師(臺南市溜委會專
任教練) 

0933334668 

0979325569 

魔術社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四 16:10~17:30 170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500元） 
東棟二樓 
第二間教室 

陳志維老師(民德國中、延平
國中、崑山高中、三村國小、
大橋國小魔術社老師) 

0952180950 

流行創意舞 B班 幼-4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五 12:50~14:20 
1200元 

請穿輕便服裝 
正宗館二樓 
舞蹈教室 

洪明子老師（曾任進學國小舞
蹈班兼任教師） 
柴曉娟老師（快樂舞集舞團專
任教師） 

0933397660 

0919369435 

街舞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五 16:10~17:30 

120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 

自備：室內運動鞋、毛巾及茶水 

正宗館二樓 

舞蹈教室 

吳政芳老師（OA Studio 掌握
態度舞蹈工作，德高國小、新
興國小街舞社指導老師、 大
灣高中流舞社指導老師） 

0981803095 

圍棋初學班 1-4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五 12:50~14:20 
135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150元） 

可自由選購棋盤、棋子、光碟 
東棟二樓 
第一間教室 

鄭芬夏老師(裕文、三村、永
康復興、五王國小圍棋老師) 

0928162826 

圍棋入門班 1-4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五 14:30~16:00 
1350元（含學費 1200元、教材費 150元） 

(限會下九路棋或上過初學班者) 
東棟二樓 
第一間教室 

鄭芬夏老師(裕文、三村、永
康復興、五王國小圍棋老師) 

0928162826 

小提琴弦樂團 1-4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五 14:30~16:00 
2080元（含學費 1800元、教材費 280元） 

自備小提琴(如需購買小提琴，可諮詢老師團購) 
(限舊生中級程度者) 

南棟一樓 
自然教室三 

李亭蓉老師(奧地利國立格拉
茲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鋼琴
室內樂碩士文憑) 

0956608278 

羽球 D班 1-4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五 12:50~14:20 
120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自備：球拍 
進學堂 

林明寬教練（羽球 A 級裁判
證、B 級教練證） 

0935009626 

羽球 E班 1-4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五 14:30~16:00 
120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自備：球拍 
進學堂 

林明寬教練（羽球 A 級裁判
證、B 級教練證） 

0935009626 

籃球班 
2-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六 7:40~9:00 

102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自備：籃球 

幼兒園前 
籃球場 

許瑞峰老師（狀元、大同、大
林社區指導老師） 

0918155767 

拇指琴班 1-6 年 級 
（限收 10人） 

每週六 9:00~10:20 

舊生 1540元 

新生 1890元（含學費 1540元、教材費 350 元） 

(繼烏克麗麗後，可愛輕巧、簡單易學，類似音樂
盒音色的小樂器。為了避免買到規格不符或品質
不佳的琴，建議可統一由老師代購-台灣製，老師
代購價格：可愛動物造型 980 元～1350元，另有
進階款-相思木：2250元) 
(如需代購請加 Line，ID:ukulele_wei) 

自備鉛筆盒.調音器(可代購) 

南棟一樓 
自然教室三 

彭可溦老師(臺南科技大學音
樂系、土城高中、三村國小指
導老師；專長：鋼琴、直笛、
烏克麗麗、拇指琴)  

0982000728 

黏土捏塑進階班 3-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六 10:30~11:50 1455元（含學費 1020元、教材費 435元） 
東棟二樓 
第二間教室 

柯雅庭老師、林怡瑄老師(國
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
學系碩士班、善化國小樹脂土
社團班教師、進學國小藝術與
人文深耕計畫專案教師) 

0931396789 

樂樂足球班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六 9:00~10:20 
102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自備：毛巾、茶水 
進學堂 

陳佳彥老師（台南師範學院體
育系畢） 
馬偉政老師（台北體育學院
畢） 

0955540535 

0939893207 

扯鈴班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六 10:30~11:50  
102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 
自備：扯鈴 (如需購買扯鈴，可諮詢老師團購) 

進學堂 

陳佳彥老師（台南師範學院體
育系畢） 
張婉菁老師（嘉南藥理科技大
學畢） 

0955540535 

0933520741 

桌球班 1-6 年 級 
（限收 15人） 

每週六 14:00~15:20  
1020元 

請穿輕便服裝、球鞋；自備：球拍 
北棟地下室 
桌球教室 

陳佳彥老師（台南師範學院體
育系畢） 
張婉菁老師（嘉南藥理科技大
學畢） 

0955540535 

0933520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