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蓬萊國小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後班與學生事務」 
 網路報名說明通知單 

請先確定—學生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親愛的家長： 
    您好！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後班與學生事務」網路報名作業即將開始。配合報名系統更新及考量學生學
習品質與成效，部分社團「參加對象」、「上課時間」有異動，請詳閱以下注意事項內容。如對報名方式或課程
內容有任何疑問，可洽詢導師或來電 2556-9835 詢問。(英語情境：吳泰緯老師分機 220、課業輔導：羅翊芳老
師分機 230、課外社團：簡心慧老師分機 310、營養午餐：游昱航老師分機 340） 
一、網路報名注意事項：(請家長務必準時上網，報名前已登入系統者，請記得按重新整理。) 

1.繳費時間：預計 3月 10日～3月 24日，待各項報名資料確認後，學校將發送三聯單通知家長繳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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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遲到、未請假)，倘若嚴重影響其他同學

上課，經勸導未見改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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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若報名人數未達開班人數且所繳交之費用不足以支付教師授課鐘點費，該班則不予開課（各社團確定開班後，則發上課通知單）。  
4.109學年度下學期校園預計進行特色遊具工程，各班別開課相關資訊及費用如有異動，以網路公告資訊為準。 
二、網路報名系統操作方式說明： 
請用手機使用 QR Code進入，或使用電腦 Firefox 或 google chrome(勿用 IE版本) 
進入本校網頁連結(http://enable.plps.tp.edu.tw/en/)→課後班與學生事務報名系統。 
若手機無法正常顯示者，網址旁：→設定→隱私權→清除瀏覽資料，再重新登入。 

 

 

 

活動類型 報名時間 加退選時間 備註 

課
外
社
團 

1/25  9：00 

｜ 

1/27 12：00 

1.報名期間，可自行

報名或放棄錄取。 

2.報名截止後 

 1月 27日 12：00～ 

2月 20 日 12：00，如

欲退選，請家長親

自到校或利用電話

辦理退選。 

1. 報名以網路登錄為主，若社團名額已滿，建議立即至本校
首頁辦理備取。所有備取依首頁系統時間 9:00 開始登錄。
若確定備取成功，將以電話或通知單告知家長。 

2. 報名期間，可自行報名或放棄錄取，請自行留意系統名額，
確認需求後再報名。 

3. 本校社團採先報名上課後收費，退費方式如下: 
(1) 2月 20日 12：00前退選，不予收費。 
(2) 2月 20日 12：00後退選則依相關規定 

(先繳費，期末退費)： 
上課未達總節數的 1/3且申請退費者，退還 2/3費用；
上課未達總節數的 2/3且申請退費者，退還 1/3費用；
上課超過總節數的 2/3且申請退費者，則不予退費。 

4. 社團屬於混齡教學，請家長報名前審慎考量學生能力、興
趣、體力及時間，報名後勿隨意退社。 

5. 建議：低、中年級至多 2個社團，高年級至多 1個社團。 

午餐 

英語情境 

課業輔導 

課後照顧 

1/25  9：00 

｜ 
2/20  12：00 

1.報名期間，可自行

報名或放棄錄取。 

2. 2月 20日 12：00 

  加退選截止。 

符合各類補助對象-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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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3 

4 

6 若要報名其他活動  點這裡 

若要改選其他課程，請先點放棄錄取，再重新報名 

報名正取成功 5 

網路報名系統 

 

1 
 點這裡 

 點這裡 

7 

 

      (1)進入報名系統後按右上角           。                   

      (2)輸入身分證字號→生日→確定。 

 

 

 

 

 

2 



◎活動類型：＜第一期班級午餐＞ 

※學校營養午餐訂餐注意事項： 

1.本次餐費先收 2~4 月第一期午餐。第二期 5~6 月午餐由導師處理，如欲加退訂請通知導師或衛生組。 

2.課輔、英情、社團的午餐和課程綁在一起，有上課才能用餐，請在報名課程時勾選是否用餐。 

3.若需加訂餐以每月 25 日前加訂下月午餐，退餐後當月不得再加入。 

4.供餐期間，因故需停餐，應於 4 日前 向各班導師提出申請，方可辦理退費。(期末考後退餐請提前 3 週提出) 
 
 
 
 
 
 
 
 
 
 
 
 
 
 

 

◎活動類型：＜英語情境班＞ 
 
 
 
 
 
 
 
 
 

 
◎活動類型：＜課外社團甄選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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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04-27（10 餐） 
星期二 

12:00~12:30 

550 元 

各班導師 

2/20(六)補課供餐 

 

不供餐日期: 

3/1 和平紀念日補假 

4/1 體表會補假 

4/2 補假 

4/5 補假 

 

二年級班級午餐 二年級 02-23~04-27（10 餐） 550 元 

三年級班級午餐 三年級 02-18~04-29（28 餐） 
星期一、二、四 

12:00~12:30 
1540 元 

四年級班級午餐 四年級 02-19~04-30（28 餐） 
星期一、二、五 

12:00~12:30 
1540 元 

五年級班級午餐 五年級 02-18~04-30（38 餐） 
星期一、二、四、五 

12:00~12:30 

2090 元 

六年級班級午餐 六年級 02-18~04-30（38 餐） 20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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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06-28 

3 次課輔 13 次英情 
星期一 

12：00~15：50 
2050 元(含教材費 400) 
+440 元餐費 

英語情境 
中心老師 

1. 英語情境正式課程時間如下： 
02/25 ~ 06/11 (14：2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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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報名時間：3/22(一)-3/26(五) 
(3/26 第二次報名截止後,不再開放報
名) 

三年級英語情境班 三年級 
02-19~06-25 

3 次課輔 15 次英情 
星期五 

12：00~15：50 
2050 元(含教材費 200) 
+550 元餐費 

四年級英語情境班 四年級 
02-18~06-24 

3 次課輔 15 次英情 
星期四 

12：00~15：50 
2050 元(含教材費 200) 
+550 元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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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06-28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2400 元(含材料費) 簡妤安 

甄選班學生必須

符合以下資格： 

1.社團教師推薦

且家長同意 

2.「已繳回」社團

晉級調查表者 

***同一個時段

請勿再報名其他

社團。 

打擊樂團中級班 
02-23~06-29 
（19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800 元(含材料費) 簡妤安 

直排輪進階班 
02-20(六)+ 
2/24~06-23 
（19 次） 

星期三 
12：00~15：50 3800 元+餐費 605 元 陳怡明 

閃電足球 A 班 02-18~06-24 
（18 次） 

星期四 
16：10~17：40 2500 元 柯昱維 

打擊樂團校隊班 

02-20(六)+ 
2/24~06-23 
（19 次） 

星期三 
12：00~15：50 

3900 元(含材料費) 
+餐費 605 元 

簡妤安 

02-18~06-24 
（18 次） 

星期四 
16：10~17：40 2300 元 蔣友華 

活力羽球進階班 
02-19~06-25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2400 元 專業教練 

圍棋進階班 2500 元 黃振華 

游泳晨訓校隊班 
02-18~06-29 

(63 次) 
星期一二四五 
06：50~08：10 7600 元 專業教練 



◎活動類型：＜課外社團＞ 

※課外社團報名注意事項： 

1. 因考量本校空間及物品保管問題，報名陶笛班、跆拳道班、桌球班、活力羽球班、直排輪初級/進階班、創意數學桌遊班、動

力機械班、空手道班、游泳訓練班、兒童瑜珈班，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道服、相關用具，如需代購，請於第一次上課時詢問

指導老師 (費用需自付)。無法配合者請勿報名。 

2. 本學期放假日：3/1(一)二二八補假、4/1(四)校慶補假、4/2(五)補假、4/5(一)補假、6/14(一)端午節補假等均不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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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游泳晨訓校隊班將另行公告公開甄選日期，詳細報名方式及地點，請洽本校體育組。 

課程名稱 參加對象 
上課期間
（次數） 

上課時間 費用 指導老師 開班人數 備註 

陶笛班 一～六年級 

02-22~06-28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2300 元 洪宛彣 14 ~ 20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陶笛 
(可由老師代購) 

3D 列印筆 
手作班 

一～六年級 3920 元(含材料費) 許瑞富 10 ~ 15 人  

跆拳道班 二～六年級 2100 元 陳宣浩 10 ~ 20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跆拳道
服(可由老師代購) 

拉丁律動 
舞蹈班 

一～六年級 2200 元 李姵儒 12 ~ 15 人  

樂樂棒球班 四～六年級 2000 元 李宗澄 16 ~ 20 人  

桌球班 二～三年級 2100 元 陳杰駿 12 ~ 14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桌球拍 
(可由老師代購) 

活力羽球A班 三～六年級 2500 元 楊尉庭 12 ~ 14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羽球拍 

直排輪 
初級 A 班 

一～六年級 

02-23~06-29 
（19 次） 

星期二 
16：10~17：40 

2700 元 陳怡明 22 ~ 25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直排
輪，放置在教室並揹至上課
地點(可由老師代購) 

創意數學 
桌遊班 

二～三年級 4500 元(含材料費) 優達創意 10 ~ 15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桌遊 

動力機械班 二～六年級 4400 元(含材料費)  曾郁婷 13 ~ 15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積木
箱，放置在教室並提至上課
地點 

空手道班 二～六年級 2500 元 張德勝 10 ~ 24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空手道
服(可由老師代購) 

兒童韻律班 一～六年級 2700 元 黃庭婷 12 ~ 18 人  

游泳訓練A班 二～六年級 2500 元 專業教練 
(分三組教學) 

26 ~ 35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泳衣 

兒童瑜珈A班 一～六年級 

02-20(六)+ 
2/24~06-23 
（19 次） 

星期三 
12：00~15：50 

3600 元+餐費 605 元 余洛瑩 14 ~ 18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瑜珈
墊，放置在教室並揹至上課
地點(可由老師代購) 

創意美勞班 二～三年級 
4100 元(含材料費)+ 

餐費 605 元 陳瑟瑜 12 ~ 15 人  

籃球 A 班 二～四年級 3600 元+餐費 605 元 林上毓 14 ~ 15 人  

靜心‧繪畫班 二～六年級 

02-18~06-24 
（18 次） 

星期四 
16：10~17：40 

2800 元(含材料費) 簡心慧 10 ~ 12 人  

拇指琴班 二～六年級 3500 元(含拇指琴) 洪宛彣 14 ~ 15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拇指琴 

熱力街舞班 三～六年級 2500 元 陳昭伶 12 ~ 18 人  

圍棋初級班 一～六年級 2300 元 黃振華 10 ~ 20 人  

籃球 B 班 二～四年級 2400 元 林上毓 12 ~ 15 人  

閃電足球B班 一～六年級 2300 元 林亞衛 10 ~ 15 人  

游泳訓練B班 二～六年級 2300 元 專業教練 
(分三組教學) 

26 ~ 35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泳衣 

兒童瑜珈B班 一～六年級 

02-19~06-25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2400 元 余洛瑩 12 ~ 18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瑜珈
墊，放置在教室並揹至上課
地點(可由老師代購) 

打擊樂團 
初級班 

一～三年級 2600 元(含材料費) 簡妤安 13 ~ 15 人  

活力羽球B班 三～六年級 2300 元 鄭湘楨 10 ~ 15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羽球拍 

籃球 C 班 四～六年級 2300 元 唐偉傑 10 ~ 15 人  

扯鈴班 二～六年級 2300 元 郭建廷 10 ~ 15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扯鈴(可
由老師代購) 

直排輪 
初級 B 班 

一～六年級 2400 元 陳俊霖 12 ~ 15 人 
每週上課需自行攜帶直排
輪，放置在教室並揹至上課
地點(可由老師代購) 



◎活動類型：＜課業輔導＆課後照顧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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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選擇性退費或固定請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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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課程本多元、活潑之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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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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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六)補課當天上課至下午 4 點，黃昏班不上（費用未收）。(下學期黃昏課後照顧班上課至 6/29(二)17：40

結束課程) 。 

7. 六年級於 6/21(一)上午畢業，故黃昏課後照顧班至 6/18(五) 17：40 結束課程。 

8. 週三下午課業輔導班午餐和課程綁在一起，有上課才能用餐，請在報名課程時勾選是否用餐。 

 

課程名稱 參加對象 上課期間 上課時間 費用 指導老師 

一年級課業輔導班（週一四五下午） 一年級 
02-18~06-28 
（52 次） 

星期一、四、五 
12：00~15：50 

7200 元 
+餐費 1540 元 

課輔老師 

二年級課業輔導班（週四五下午） 二年級 
02-18~06-25 
（36 次） 

星期四、五 
12：00~15：50 

5050 元 
+餐費 1100 元 

低年段課後照顧班（週一傍晚） 

一、二年級 

02-22~06-28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600 元 

低年段課後照顧班（週二傍晚） 
02-23~06-29 
（19 次） 

星期二 
16：10~17：40 1900 元 

低年段課後照顧班（週四傍晚） 
02-18~06-24 
（18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800 元 

低年段課後照顧班（週五傍晚） 
02-19~06-25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800 元 

三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一傍晚） 

三年級 

02-22~06-28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600 元 

課輔老師 

三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二傍晚） 
02-23~06-29 
（19 次） 

星期二 
16：10~17：40 1900 元 

三年級課後照顧班（週四傍晚） 
02-18~06-24 
（18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800 元 

三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五傍晚） 
02-19~06-25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800 元 

四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一傍晚） 

四年級 

02-22~06-28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600 元 

課輔老師 

四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二傍晚） 
02-23~06-29 
（19 次） 

星期二 
16：10~17：40 1900 元 

四年級課後照顧班（週四傍晚） 
02-18~06-24 
（18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800 元 

四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五傍晚） 
02-19~06-25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800 元 

五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一傍晚） 

五年級 

02-22~06-28 
（16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600 元 

課輔老師 

五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二傍晚） 
02-23~06-29 
（19 次） 

星期二 
16：10~17：40 1900 元 

五年級課後照顧班（週四傍晚） 
02-18~06-24 
（18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800 元 

五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五傍晚） 
02-19~06-25 
（18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800 元 

六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一傍晚） 

六年級 

02-22~06-07 
（14 次） 

星期一 
16：10~17：40 1400 元 

課輔老師 

六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二傍晚） 
02-23~06-15 
（17 次） 

星期二 
16：10~17：40 1700 元 

六年級課後照顧班（週四傍晚） 
02-18~06-17 
（17 次） 

星期四 
16：10~17：40 1700 元 

六年級課後照顧班（週五傍晚） 
02-19~06-18 
（17 次） 

星期五 
16：10~17：40 1700 元 

週三下午課業輔導 一〜六年級 
02-20(補課)~06-23 

（19 次） 
星期三 

12：00~15：50 
2660 元(六年級 2520 元) 
     +餐費 605 元 

課輔老師 

週三黃昏課後照顧 一〜六年級 
02-24~06-23 
（18 次） 

星期三 
16：10~17：40 

1800 元 
(六年級 17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