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蓬萊國小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班與學生事務」 

 網路報名說明通知單 

請先確定以下訊息：班級：  座號： 身分證字號：     生日：(民國年 097-01-01) 

 
親愛的家長： 
    您好！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班與學生事務」網路報名作業即將開始。請家長撥空詳細閱讀報名
說明通知單，如對報名方式或課程內容有任何疑問，可洽詢各班導師或來電 2556-9835詢問相關業務承辦
人員(英語情境：郭玉芬老師分機 220、課業輔導班：王怡雯老師分機 230、課外社團：羅翊芳老師分機 310、
營養午餐：簡心慧老師分機 340、簡訊發送：劉文淵老師分機 320。），請家長務必準時上網完成報名，感
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注意：學校考量 17:50~19:00 時段各年級參加人數稀少，需 15 人使得成班，人數不足無法開班，因此若
有需求欲報名星光班（17:50~19:00）之家長，可至教務處索取書面簡章報名。感謝您！ 
 

一、網路報名與繳費時間： 

1.報名時間：課外社團自 105 年 08月 19日（五）上午 9：00起至 105年 08 月 24日（三）中午 12：00止。其他課程自 105

年 08月 19日（五）上午 9：00起至 105年 09月 05 日（一）中午 12：00 止，本次報名以網路登錄為主，備取亦同。 

2.加退選說明：自 105年 08月 29日（一）至 105年 09月 05日（一）12：00止，請家長親自到校或利用電話辦理加退選。

自 09/05(一)下午起即不接受電話加退選，必須親自到校填單才能受理，且依相關規定：上課未達總節數的 1/3退 2/3費用，

未達總節數 2/3者退還 1/3費用，上課超過總節數的 2/3則不予退費（請務必確認班別後再上網報名，避免損失！） 

3.繳費時間：預計 9/22(四)待各項報名資料確認後，學校將發送三聯單通知家長繳費。 

4.報名＜營養午餐 1＞、＜英語情境班＞、＜課業輔導班＆課後照顧班＞，且符合各類補助對象-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者，仍請依需要完成網路報名並通知各組承辦人員，以利確認身分別與辦理補助款等後續事宜。 

5.各班別課程相關資訊及費用如有異動，以網路公告資訊為準。 

6.為維護本校各班別的教學品質及學生上課權益，如發現學生在該班有 3次違規情形，經制止仍未見改善，將不允許該生報

名該班。若已開班上課，則終止該生繼續上課，並依所餘節數辦理退費。 

 

二、網路報名系統操作方式說明： 

步驟 1：請直接利用手機掃描上方的 QR Code或使用電腦版請以 Firefox開啟(勿用 IE版本)，進入本校網頁連結。 

步驟2：進入報名系統後選擇右上角「報名/錄取查詢」類別進入活動列表。進入後，依序輸入本校學生→班級→座號→身分

證字號→生日→圖型驗證碼。 

步驟3：請確認學生基本料是否正確後，按「資料確認」。 

步驟4：系統會依照帳號所屬的年級列出可報名的活動： 

查詢年度(105上學期)→活動類別(所有類別)→查詢狀態(可報名)請按查詢，即可看到該學生所有可報名的課程，點選活動

名稱連結即可看到詳細的活動介紹。 

步驟5：請在欲報名活動右方，直接按下我要報名按鈕，完成報名後，即出現正取或備取。若要放棄請點選放棄錄取。 

步驟6：若該課程已為正取(含備取)，則系統將無法報名同時段其他課程，必須放棄錄取後，才可繼續進行報名，請家長審

慎選擇。 

 

 

 

 

 

◎活動類型：＜簡訊發送＞ 

【8/29 開通後不再接受加退服務】 

課程名稱 參加對象 上課期間 上/下課時間 費用 

到校簡訊發送 一~六年級 2016-08-29~2017-01-19 
週一~週五 

07：30~07：50 

待教育局確定後再行

公告金額 

離校簡訊發送 一~六年級 2016-08-29~2017-01-19 
週一~週五 

15：50~16：05 

待教育局確定後再行

公告金額 

重要 

 

 

 



◎活動類型：＜營養午餐＞【午餐全部改成兩期報名，本期為 8~10 月訂餐】 

訂餐類別 參加對象 訂餐期間（餐數） 用餐時間 費用 指導老師 備註 

一年級班級午餐 一年級 
2016-08-30~2016-10-25

（9 餐） 

星期二 

12:00~12:30 
495 元 各班導師  

一年級課業輔導班

午餐 
一年級 

2016-08-29~2016-10-31

（26 餐） 

星期一、四、五 

12:00~12:30 
1430 元 課輔老師 9/10 補 9/16 課 

二年級班級午餐 二年級 
2016-08-30~2016-10-25

（9 餐） 

星期二 

12:00~12:30 
495 元 各班導師  

二年級課業輔導班

午餐 
二年級 

2016-09-01~2016-10-28

（17 餐） 

星期四、五 

12:00~12:30 
935 元 課輔老師 9/10 補 9/16 課 

二年級英語情境班

午餐 
二年級 

2016-08-29~2016-10-31

（9 餐） 

星期一 

12:00~12:30 
495 元 

各班導師及 

英情中心老師 
 

三年級班級午餐 三年級 
2016-08-29~2016-10-31

（26 餐） 

星期一、二、四 

12:00~12:30 
1430 元 各班導師   

三年級英語情境班

午餐 
三年級 

2016-09-02~2016-10-28

（9 餐） 

星期五 

12:00~12:30 
495 元 

各班導師及 

英情中心老師 
9/10 補 9/16 課 

四年級班級午餐 四年級 
2016-08-29~2016-10-31

（27 餐） 

星期一、二、五 

12:00~12:30 
1485 元 各班導師 9/10 補 9/16 課 

四年級英語情境班

午餐 
四年級 

2016-09-01~2016-10-27

（8 餐） 

星期四 

12:00~12:30 
440 元 

各班導師及 

英情中心老師 
 

五年級班級午餐 五年級 
2016-08-29~2016-10-31

（35 餐） 

星期一、二、四、五 

12:00~12:30 
1925 元 各班導師 9/10 補 9/16 課 

六年級班級午餐 六年級 
2016-08-29~2016-10-31

（33 餐） 

星期一、二、四、五 

12:00~12:30 
1815 元 各班導師 

9/10 補 9/16 課 

10/13~10/14 畢旅 

週三課後照顧班 

午餐 

參加週三

課照學生 

2016-08-31~2016-10-26

（9 餐） 

星期三 

12:00~12:30 
495 元 課輔老師  

週三課外社團午餐 
參加週三

社團學生 

2016-08-31~2016-10-26

（9 餐） 

星期三 

12:00~12:30 
495 元 社團老師  

 

※學校營養午餐訂餐注意事項： 

1.營養午餐若未網路報名，訂餐以每月 25 日前加訂下月午餐，退餐後當月不得再加入。 

2.供餐期間，學生因故需停餐，應於 3 日前向各班導師提出申請，方可辦理退費。 

 

◎活動類型：＜英語情境班＞ 

課程名稱 參加對象 上課期間（次數） 上課時間 費用 指導老師 備註 

二年級英語情境班 二年級 
2016-08-29~2017-01-16 
（16 次英情+3 次課輔） 

星期一 
12：40~15：50 

2000 元 
(含教材費) 

英語情境 
中心老師 

1. 英語情境正式課程 9/5-1/6，其
餘時段以課後照顧班活動辦
理。 

2.報名學生必須全程參與該課程 
，不得選擇性退費。 

3.二、三年級費用含 400 元的教材
費。四年級費用含 200 元教材
費。 

三年級英語情境班 三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7 次英情+2 次課輔） 

星期五 
12：40~15：50 

1900 元 
(含教材費) 

英語情境 
中心老師 

四年級英語情境班 四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6 次英情+2 次課輔） 

星期四 
12：40~15：50 

1700 元 
(含教材費) 

英語情境 
中心老師 

※英語情境課程報名注意事項： 

1.因考量課程編組與教材訂購，加退選自 8/19（一）至 9/5（一）12：00 止，逾期不受理。請家長親自到校或利用電話辦理

加退選。提醒如有需要加訂午餐者，請記得一併網路報名。 

 

◎活動類型：＜課業輔導＆課後照顧班＞ 

課程名稱 參加對象 上課期間 上課時間 費用 指導老師 備註 

一年級課業輔導班 

（週一四五下午） 
一年級 

2016-08-29~2017-01-16 

（56 次） 

星期一、四、五 

12：40~15：50 
7500 元 

外聘 

課輔老師 
1. 將視報名學生人數來

決定開班班數，若不

足額將彈性調整跨班

級或跨年段編班。 

2. 課程本多元、活潑之

二年級課業輔導班 

（週四五下午） 
二年級 

2016-08-30~2017-01-17

（37 次） 

星期四、五 

12：40~15：50 
5000 元 課輔老師 

低年段課後照顧班 

（週一傍晚） 
一、二年級 

2016-08-29~2017-01-16

（19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900 元 課輔老師 



課程名稱 參加對象 上課期間 上課時間 費用 指導老師 備註 

低年段課後照顧班 

（週二傍晚） 
一、二年級 

2016-08-30~2017-01-17

（21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000 元 課輔老師 

原則，內容兼顧課業

指導、家庭作業指

導、團康與體能活動

及生活照顧。 

3. 報名一或二年級下午

課業輔導班之學生必

須全程參與該課程，

不得選擇性退費（惟

有特殊狀況且經導師

提出及輔導室認可，

可彈性參加）。 

4. 為維護各班別的教學

品質及學生上課權

益，如發現學生在該

班有多次違規情形，

經制止，仍未見改

善，將不允許該生報

名該班。若已開班上

課，則終止該生繼續

上課，並依所餘節數

辦理退費。 

5. 開班後退班退費申

請，以不影響該班別

最低開課人數的情

況，填寫申請書，於

停課日前提出申請，

方予作業。 

6.  期末社團課程提前一

週結束，若學童有放

學安置需求，請事先

提出，不接受當天當

場報名參加，避免人

數暴增而影響原班授

課。 

7. 學生參加課後班，請

家長確實配合學生下

課時間接送，以確保

學生安全。 

8. 9/10（六）補課僅上課

至下午 4 點，黃昏班

不上（費用未收）。 

低年段課後照顧班 

（週四傍晚） 
一、二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900 元 課輔老師 

低年段課後照顧班 

（週五傍晚） 
一、二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800 元 課輔老師 

三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一傍晚） 
三年級 

2016-08-29~2017-01-16

（19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900 元 課輔老師 

三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二傍晚） 
三年級 

2016-08-30~2017-01-17

（21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000 元 課輔老師 

三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四傍晚） 
三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900 元 課輔老師 

三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五傍晚） 
三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800 元 課輔老師 

四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一傍晚） 
四年級 

2016-08-29~2017-01-16

（19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900 元 課輔老師 

四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二傍晚） 
四年級 

2016-08-30~2017-01-17

（21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000 元 課輔老師 

四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四傍晚） 
四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900 元 課輔老師 

四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五傍晚） 
四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800 元 課輔老師 

五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一傍晚） 
五年級 

2016-08-29~2017-01-16

（19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900 元 課輔老師 

五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二傍晚） 
五年級 

2016-08-30~2017-01-17

（21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000 元 課輔老師 

五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四傍晚） 
五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900 元 課輔老師 

五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五傍晚） 
五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800 元 課輔老師 

六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一傍晚） 
六年級 

2016-08-29~2017-01-16

（19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900 元 課輔老師 

六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二傍晚） 
六年級 

2016-08-30~2017-01-17

（21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000 元 課輔老師 

六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四傍晚） 
六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8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800 元 課輔老師 

六年級課後照顧班 

（週五傍晚） 
六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7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700 元 課輔老師 

週三下午課業輔導 一〜六年級 
2016-08-31~2017-01-11

（20 次） 

星期三 

12：40~15：50 
2500 元 課輔老師 

週三黃昏課後照顧 一〜六年級 
2016-08-31~2017-01-11

（20 次） 
星期三 

16：10~17：40 
2100 元 課輔老師 

 

◎活動類型：＜課外社團＞ 

課程名稱 參加對象 上課期間（次數） 上課時間 費用 指導老師 備註 

跆拳道班 一～六年級 
2016-08-29~2017-01-09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2000 元 杜征和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8 人 

扯鈴初級班 一～六年級 
2016-08-29~2017-01-09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2000 元 許喻茹 

開班人數：10 人 
額滿人數：15 人 

陶笛班 一～六年級 
2016-08-29~2017-01-09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2400 元 洪宛彣 

開班人數：10 人 
額滿人數：16 人 

桌球班 二～六年級 
2016-08-29~2017-01-09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2000 元 陳杰駿 

開班人數：10 人 
額滿人數：14 人 



課程名稱 參加對象 上課期間（次數） 上課時間 費用 指導老師 備註 

打擊樂團 
進階班 

甄選 
2016-08-29~2017-01-09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2400 元 簡妤安 

開班人數：10 人 
額滿人數：15 人 

扯鈴進階班 甄選 
2016-08-29~2017-01-09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2400 元 連皇欽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2 人 

兒童韻律班 一～六年級 
2016-08-30~2017-01-10 

（20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400 元 黃庭婷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8 人 

直排輪初級
A 班 

一～六年級 
2016-08-30~2017-01-10 

（20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800 元 陳怡明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22 人 

創意桌遊初
級班 

一～四年級 
2016-08-30~2017-01-10 

（20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200 元 

優達創意
專業教師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5 人 

籃球班 四～六年級 
2016-08-30~2017-01-10 

（20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000 元 楊欣諭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5 人 

節奏樂團 
A 班 

二～三年級 
2016-08-30~2017-01-10 

（20 次） 
星期二 

16：10~17：40 
3500 元 簡妤安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5 人 

空手道班 一～六年級 
2016-08-30~2017-01-10 

（20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200 元 張德勝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8 人 

創意美勞 
A 班 

一～三年級 
2016-08-31~2017-01-11 

（20 次） 
星期三 

12：40~15：50 
3300 元 

（含材料費） 陳瑟瑜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8 人 

創意美勞 
B 班 

一~三年級 
2016-08-31~2017-01-11 

（20 次） 
星期三 

12：40~15：50 
3300 元 

（含材料費） 余洛瑩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2 人 

直排輪 
進階班 

甄選 
2016-08-31~2017-01-11 

（20 次） 
星期三 

12：40~15：50 
3300 元 陳怡明 

開班人數：10 人 
額滿人數：12 人 

烏克麗麗班 一～三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2500 元 許嘉豪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6 人 

太鼓班 二～六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3300 元 洪宛彣 

開班人數：10 人 
額滿人數：16 人 

圍棋初級班 一～六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2000 元 黃振華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8 人 

熱力街舞班 三~六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2000 元 專業教練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8 人 

閃電足球 
初級班 

一～三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2000 元 專業教練 

開班人數：10 人 
額滿人數：12 人 

閃電足球 
進階班 

四～六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2000 元 專業教練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2 人 

游泳訓練班 二～六年級 
2016-09-01~2017-01-12 

（19 次） 
星期四 

16：10~17：40 
2800 元 

專業教練 
(分三組教學) 

開班人數：30 人 
額滿人數：35 人 

創意美勞 
B 班 

一～三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9 次） 
星期五 

16：10~17：40 
2300 元 

（含材料費） 
林淑敏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5 人 

活力羽球班 二～六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9 次） 
星期五 

16：10~17：40 
2000 元 鄭雅云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6 人 

兒童瑜珈班 一～六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9 次） 
星期五 

16：10~17：40 
2000 元 余洛瑩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6 人 

圍棋進階班 甄選 
2016-09-02~2017-01-13

（19 次） 
星期五 

16：10~17：40 
2400 元 黃振華 

開班人數：10 人 
額滿人數：18 人 

直排輪初級
B 班 

一～六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9 次） 
星期五 

16：10~17：40 
2000 元 專業教練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2 人 

節奏樂團 
B 班 

一年級 
2016-09-02~2017-01-13

（19 次） 
星期五 

16：10~17：40 
3300 元 簡妤安 

開班人數：12 人 
額滿人數：15 人 

 

※課外社團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跆拳道班、扯鈴初級/進階班、陶笛班、桌球班、直排輪初級/進階班、空手道班、烏克麗麗班、羽球班，需自備上

課使用的衣服或用具，或於第一次上課時請指導老師代購 (費用需自付)。 

2. 報名週三下午課程，請記得加選「週三課外社團/課輔班午餐」；若於開課日後辦理退選者，需繳交已上課當日的午餐費

每人每餐 55元。 

3. 本學期課外/課輔上課放假日：9/10(六)彈性補課(9/16)、9/15-16中秋節放假、10/10（一）雙十節放假、12/16(五)運

動會補假、1/2元旦彈性放假等均不上課，費用均已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設置要點」規定之師資鐘點費與師生

比例計算出收費標準。 

4. 因不可抗力事件導致班級停課時，所上的課外社團將不再進行個別退費或補課，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