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單位 項目 師資 上課時間 招生對象/人數 上課地點 收費標準 報名聯絡方式 備註

1 創意機器人
樂高動

力社

李嘉凰

創意機器人師資群

上方QR Code掃描即可加賴

按聊天後輸入：報名三民社團

 109/9/14~109/12/31  每

週三13:00~14:00
小一~小四/12~25人 三民國小教室

4500/16堂課

最後一堂課會送積木

扭蛋或是積木彈簧槍

行政：03-5500052                       手

機：0912622512

LINE:@cjm2377n                         現

場報名,若線上報名後加LINE：

@cjm2377n告知學校及學生姓名

https://forms.gle/vZk9Lty53nFuc1sUA

*1.FB搜尋竹北創意機器人或

robot770按讚推薦可以收到社團

照片推播通知

*2.為確保孩子的安全，敬請準

時接送

*3.可ATM繳費至渣打052帳號

01021000066109匯款完請LINE

告知。謝謝

2 功群扯鈴 扯鈴

張國偉 教練

功群扯鈴專任教練

扯鈴教練證

扯鈴裁判證

109/9/14~109/12/31每週

四

下午4:00~5:30

※(10/1)中秋連假

停課一次

1~6年級

6-20人
戶外空地 2900/15堂課

張國偉教練

0973-767-167

LINE ID:0724chang

需自備扯鈴

(可向教練購買如需購買請洽教

練;歐式培鈴550元;晶鈴培鈴650

元;晶鈴三培鈴800元)

3 新竹足球學校 足球 張凱銘、胡修瑜
109/9/14~109/12/31每週

三下午 1:00~2:30
一~六年級/18人 綜合球場        4000/16堂

0921871801 曾小姐

4 李素寬
手工藝

好好玩

教師：童心坊李素寬老師講

師群                                  電

話：0928-543063

109/9/14~109/12/31

1.A班︰每週一下午

16：00～17：30

2.B班︰每週三下午

13：00～14：30

 一～六年級學生（

男女皆收）/ 3-20人
三民國小教室

每週一堂，共16堂*300

元＝4800元

（含材料費，請於中

廊擺攤時繳交）

現場報名或電話聯絡:

（03）5343258，0928-543063

費用報名時繳交或	ATM轉帳：新竹

三信132   帳號：0048-2215-54810

戶名：李素寬

5 鄭宇呈 籃球

文化大學體育系

新竹教育大學體研所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系學會總

競賽長

新竹市建功國小、三民國中；

新竹縣竹仁國小籃球社團教練

新竹市建功國小體育代課老師

109/9/14~109/12/31

每週三下午 1:00~2:30
8~35人 司令台旁籃球場 4500/16堂課

電話報名

0975-938652 鄭教練

銀行ATM 轉帳匯款

中國信託(822)

帳號:554540231238

轉帳完成請寄mail告知

mail:chad189288@gmail.com

1.自備水壺、毛巾

2.有自用球可自行攜帶，若無

課程器材可向老師借用

6

徐教練

羽球基礎

教學中心

課後

羽球

徐教練羽球教學中心

(教練團隊)

FB：

徐教練羽球基礎教學中心

中華體總

國家級教練

全國甲級球員

中華羽協教練

109/9/14-109/12/31

(共16週)

週一、二、四、五

放學後16:10~17:10

週三

放學後13:00~15:00

如遇國定假日，

課程順延。

1-6年級

人數達8人即可開課

彩虹館

羽球場

每學期2500元

16堂/每週1H

週三課程

以2H計算

每週2H以上

9折優惠

0919-256690徐教練

0988-094200葉教練

 Line id：@noc7773w

ATM繳費帳號

代碼 822 帳號 2995-3347-1001

轉帳後，煩請告知末五碼

課程內容:

基礎動作教學.基本步法教學.

體能肌力訓練.羽球規則解說.

運動家風度養成。

自備球拍，如需代購請洽詢

7 忠誠跆拳道館 跆拳道 林煌禮師資群
109/9/14~109/12/31 週

二、四下午四至五點
八人以上 彩虹館二樓平台

每週上一堂課 2600  每

週上二堂課 4500
 0917260953 林教練 可於開課當天直接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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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項目 師資 上課時間 招生對象/人數 上課地點 收費標準 報名聯絡方式 備註

烏克麗

麗彈唱

基礎班

鍾薇妮老師
109/9/14~109/12/31

每週三下午 1:00-2:00

學費3200元(共16堂

課)烏克城堡250元總

計3450元 (已有課本

者收3200元)

烏克麗

麗進階

重奏班

鍾薇妮老師
109/9/14~109/12/31

每週三下午 2:00-3:00

學費3200元(共16堂

課)烏克麗麗重奏本

250元總計3450元 (有

課本者收3200元)

9 蔡坤宏 街舞社
MIKI兒童街舞工作室

吳竑燁 (YA老師)

109/9/17 ~ 109/12/31

每週四

下午 4:00 ~ 5:30

1~6年級喜愛專業街

舞的學生/10人以上

開班

彩虹館外2樓

平台

3000元/15堂            (每

堂1.5小時)

經辦人員:蔡坤宏 0927-888528

LINE ID: t888528  *報名方式:請於9

月5日前，掃描簡章報名表QR code

填寫報名表單並繳費。或9月7日上

午07:30~08:30 於本校中廊辦理現場

報名並繳費(名額限制)。

 簡章報名表

10
三民國小桌球

運動課後班
桌球 風城桌球教練群

109/9/14~109/12/31

A1:週一16:00~18:00

A2:週二16:00~18:00

A3:週三13:00~15:00

A4:週四16:00~18:00

A5:週五16:00~18:00

1～6 年級 (8人以上

開班，28人滿班)
教學大樓地下室

每梯次2000元

請自備球拍

三民國小學務處徐維辰老師

5326345轉23

桌球課後運動班官方LINE帳號

附註：

1. 以上營隊請各位家長指導小朋友選擇，報名、收費方式或詳細課程內容可逕洽該營隊教練或老師。

2.本校邀請營隊負責人於109年9月7、8日(週一、二)二天上午7:30~8:30至本校中廊辦理接受報名手續，可現場繳費報名。

3.所有社團統一規定開課日期為9月第三週起(9/14當週)，

4. 本電子檔將公告於本校網頁最新公告供下載，本校網址  http://www.smps.hc.edu.tw

5.家長對於各社團課程如有任何意見，可連絡學務主任曾凱鈴主任 03-5326345#15 或文祥老師5326345*23  

6.曾文祥組長信箱 ：winshine2004@gmail.com 或 曾凱鈴主任信箱︰pinikelly@gmail.com

8 旋舞音樂坊
本校一到六年級學

生。每班5~12人。
學校教室

除現場報名外，也可ATM轉帳,戶

名：旋舞音樂坊,中國信託 竹科分

行 .代碼：822 帳號：8755-4046-

0157 報名期限：9月7、8日現場報

名結束後即停止受理。

聯絡人：鍾老師

電話：0979-665-541

上課需自備筆、烏克麗麗、調

音器。若需樂器或調音器，請

向社團老師登記代購，可享團

購優惠。或洽詢門市：新竹市

金山19街23號1樓。來店試琴請

先電話預約：03-5774918，有

上百把烏克麗麗供您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