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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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堂
校園分享方案/QR code或通訊報名 退費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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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3-767-167

LINE ID:0724chang

111/3/3 ~ 111/6/16

  每週四

下午4:00 ~ 5:30

1~6年級/10-20人
戶外空地 3100元/16堂

*未滿班，可提供低收學生免費︰2名

*線上報名掃描簡章報名表QR code填

寫報名表單

1.社團未能開班全額退費

2 新竹足球學校 足球

新竹足球學校教練團

張凱銘教練

胡修瑜教練

電話: 0921871801

111/3/1~110/6/14

每週二下午 4:00~5:30
1-6年級/10-20人 綜合球場

 3700元/15堂

上課須自備一顆四號足

球；初次加入社團上課

的新生贈送足球一顆。

*提供低收學生免費︰1名

*電話報名: 0921871801

*Line報名: ID: 0921871801

*掃Qrcode 加line報名

*退費方式:

1.未上課次數依收費比例退費

2.若社團未能開班全額退費

3 鄭宇呈 籃球

文大體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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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5-938652 鄭教練

111/3/2~111/6/15

(A) 每週三下午

1:00~2:30

111/3/3~111/6/16

(B)每周四下午

4:00~5:30

    1-6年級    /5~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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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球場 4800元/16堂

*可提供低收學生免費︰3名

*電話報名   0975-938652 鄭教練

*line ID:cheng-yucheng

*銀行ATM 轉帳匯款

  中國信託(822)

  帳號:554540231238

*退費方式  (1)自報名後製實際上課日前退出，退

還七成學費；自實際上課之日起未逾全期三分之

一者，退還學費之半數；活動期間內已逾三分之

一者，不予退還

(2)社團應故未能開班上課者，全額退費

4 忠誠跆拳道館 跆拳道
林煌禮師資群

0917260953 林教練

111/3/1~111/6/17

週二下午4:10-5:10
8人以上

彩虹館二樓

平台
3000元 /16堂

*低收學生：免費 電話報名 : 0917260953

LINE報名 : 掃QR code 進群組 , 並於記事本登記姓

名、班級、電話。

5 網球 入門網球

王汶琳、鄭義蓓教練

0931360728 王汶琳教練

0963196979  鄭義蓓教練

111/3/7~111/6/20

週一︰下午4:00-5:00
1-6年級/每班4-8人 綜合球場 3600元/16週

*低收學生(球拍器材無須自備)

請掃描QR code填寫google表單報名。

有問題請來電給教練或是line聯繫 LINE ID:WEN728

0931360728 王汶琳教練  0963196979  鄭義蓓教練

請自備球拍或開課前可向教練訂購球拍,  請洽教練

6 蔡坤宏 街舞社

林家瑋 (阿飛老師)

HappyJump舞團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傳藝文化

園區 青春饗宴青春圓舞曲-執

行舞監

111/3/3 ~ 111/6/16

  每週四

下午4:00 ~ 5:30

1~6年級

10-30人

彩虹館外

2樓平台

3400元 / 16堂

(每堂1.5小時)

                   簡章報名表 經辦人員:蔡坤宏 0927-888528  LINE ID: t888528  *

報名方式:請於2/15~2/18中午前，掃描簡章報名表

QR code填寫報名表單並繳費。或2月21日上午

07:30~08:30 於本校中廊辦理現場報名並繳費(有名

額限制)。

7

徐教練

羽球基礎

教學中心

課後

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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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9-256690徐教練

111/3/1-111/6/17

 (共16週)

週二、四 放學後

16:10~17:10

週 三 放學後

13:00~15:00

如遇假期放假，

即補齊課程堂數。

1-6年級

25人

彩虹館

羽球場

每學期2500元

16堂/每週1H

週三課程

以2H計算,九折優惠4500

元

每週2H以上

9折優惠

*每班次低收一名免費

請掃描QR Code線上報名

0919-256690徐教練

退費方式

未上課次數依收費比例退還

社團 未能開班全額退費

自備球拍，如需代購請洽詢

Line官方帳號

110學年度三民國小第二學期租借本校場地  戶外課後社團招生簡章
1.請各位家長指導小朋友選擇下列營隊，報名&收費方式或詳細課程內容可逕洽該營隊教練或老師，請家長務必留存社團老師的連絡電話。

2.本校此次報名方式採網路或通訊報名(2/15-2/18 12:00)為主，若尚有名額將於2/18 16:00公告學校網頁，並邀請營隊負責人於111年2月21日(週一)上午7:30~8:30至本校中廊辦理接受報名手續，可現場直接繳費報名。因應疫情，欲

入校報名之  家長，請持黃卡(完成至少兩劑，或一劑及三日內快篩證明)，並於警衛室量測額溫，並佩戴口罩，方可入校進行繳費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3.部分社團因其(技能)學習有連貫性，故以舊生優先錄取，若有疑問，建議可於報名前致電社團老師詢問。

4.所有社團統一規定開課日期為 3/1當週~6/17，共16週，每堂課放學由各社團老師統一帶到校門口放學。每堂課上課請佩戴口罩，上課前會先請教練量測體溫，若小朋友額溫超過37.5°C；耳溫超過38.0°C，就需停止上課，通知家長

帶回。非常時期請家長協助、配合，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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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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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組曾文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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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麗麗

彈唱基礎

班

111/03/01- 111/06/17

每週三下午 1:00-2:00

1-6年級/ 每班5~12

人。
學校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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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01- 111/06/17

每週三下午 2:00-3:00

1-6年級/ 每班5~12

人。
學校教室

學費3200元(共16堂課)

烏克麗麗重奏本250元

總計3450元 (有課本收

3200元)

9 創意機器人
樂高動力

機器人社

下方QR Code掃描即可加賴

按聊天後輸入：報名三民社

團

 

手機：0912622512

111/3/3 ~ 111/6/16

  每週四

下午4:00 ~ 5:00

1-6年級/8~20人 一般教室

4500元/16堂

期未可獲得積木公仔和

積木組合喲！

*未滿班，可提供低收學生免費︰2名

手機：0912622512

LINE:@cjm2377n

線上報名後加LINE：@cjm2377n告知

三民110下學生姓名

https://forms.gle/vZk9Lty53nFuc1sUA

*為確保孩子的安全，敬請準時接送。

*請ATM繳費至渣打052帳號01021000066109匯款完

請LINE告知。謝謝。

*學生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退還七

學費;自實際上課之日起未逾全期1/3,退還學費之半

數,參加社團活動期間已逾全期1/3者,不予退還。

10 李素寬
手工藝好

好玩

童心坊李素寬老師講師群

電話：0928-543063

或03-5343258

111/3/2~111/6/15

1.A班︰每週一

下午16：00～17：30

2.B班每週三

下午 13：00～14：30

  1-6年級/3-20人 一般教室

A班4480元/14堂

B班5120元/16堂

(包含材料費800元、師

資及場地費)

*低收學生名額2名（只收材料費）

※報名請使用google表單報名或

洽童心坊李素寬老師

※課程內容會因應學生程度而做等值

的調整。

※繳費方式:轉帳 新竹三信132  帳號：

0048-2215-54810 戶名：李素寬(繳費完

成後請告知李老師)

※退費方式:

1.學生自繳交報名費後製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退

還七成學費；自實際上課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

分之一者，退還學費之半數，參加社團活動期間

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2.教材及學習材料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

，發給成品。

3.社團應故未能開班上課者，應全額退還費用。

11 欣蕾舞蹈團 舞蹈社
呂維馨 老師

行攻︰鳴鳳老師0936-531585

111/3/02~111/6/15

每週三下午1:00-2:30
1-5年級/每班6-24人

三民舞蹈教

室

4800元/16堂

舞鞋一雙250

*低收入半價 收費2名

請掃描QR Code進行線上報名

轉帳匯款資訊請參照line組群

 記事本中帳號匯款,

報名行政:鳴鳳老師0936-531585

欣蕾:5245885/Line報名:0936531585

 

1.社團未開開班全額退費

2.未上課依收費比例退費

歡樂桌遊
111/3/1~111/6/17

週三A班︰13:00-14:30
1-6年級/8-20人 教室 2200元/16堂

策略桌遊
111/3/1~111/6/17

 週三B班︰14:40-16:40
4-6年級/6-16人 教室 3000元/16堂

初級無人

機程式設

計社

    111/3/1~111/6/17

每週三13:00~14:30
2-6年級/6-20人

教室

4300元(含材料費800

元)/15堂

*低收學生(兩名)︰半價收費

請由連結或掃描QR Code進行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Cqwosi81XqdhqvVp9

報名成功後由專人聯絡確認

*自備平板電腦或手機（操控無人機用）

未上課次數依比例退費，如未開成全額退費

社團 line群

小宇宙

STEAM科

學實驗社

111/3/1~111/6/17

每週三15:00~16:30
2-6年級/6-30人

教室

3800元(含材料費1000

元)/15堂

*低收學生(四名)︰半價收費

請由連結或掃描QR Code進行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DoSfoFxbmuiVESSJ9

報名成功後由專人聯絡確認

未上課次數依比例退費，如未開成全額退費    社

團 line群

14
三民國小桌球

運動課後班
桌球 風城桌球教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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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開放google表單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SHvjc4GyzKyJrax

39，2/18（五）16:00截止。2/21（

一）12:00本校網頁公告是否開課成功

及錄取名單，請錄取學生2/23（三）

~2/25（五）持繳費單至便利商店、行

庫或電子繳費，因疫情故不開放現場

網路報名聯結

旋舞音樂坊8

1.未滿5人不開班，全額退費。

2.若遇疫情停課，依課堂比例退費。

聯絡人：鍾老師

電話：0979-665-541

*低收學生︰半價收費

請掃描QR Code進行線上報名，或於2

月21(7:30-8:30)至學校現場報名。
鍾薇妮老師

電話：0979-665-541

陳浩忠12

創意坊科學教

育社
13

*低收學生︰半價收費

FB報名聯結      Line報名聯結

1.未上課次數依收費比例退費

2.社團未能開班全額退費

郝旭昶、李佳臻

郝博士 0910246980

李佳臻 0922586531

陳浩忠 老師

0923-135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