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 1 1 0 年冬令營課外社團招生簡章 
一、依據：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辦理」及「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及課後學藝活 

          動實施要點」辦理。 

二、目的：擴大學生學習領域，培育學生多元能力或興趣，培養「一生一專長」，進而發展學校特色 。 

三、夏令營社團上課日期：110年 1月 25日星期一至 110年 2月 5日星期五止。若有重大災害，依臺北市 

                        政府公告停課標準，不另通知，課程將不另補課和退費。 

四、招生對象：不限本校學生，歡迎外校學生報名。 

五、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https://ecampus.com.tw/Index/AnnShow/39 或 

              手機掃描右方 QR code 或由明道國小首頁課後社團連結進入。 

六、招生報名繳費期程：  

 
內 容 日 期 說 明 

網路報名 

109/12/01(二)上午 10:00 

           | 

109/12/07(一)晚上 23:59 

1.請使用網路報名，非明道國小學生請先在報名網站上註冊。 

2.登入的帳號和密碼相同，皆為該生身分證字號(含英文字母

和數字共十碼)。 

3.若有特殊需求或疑問請洽明道國小學務處生教組。報名後

因故放棄，請務必登入網站取消報名或儘速電聯告知學務

處，以便釋出名額讓其他學生報名。 

繳費期間 

109/12/08(二)凌晨 00:00 

           | 

109/12/14(一)晚上 23:59 

1.依每個社團達到最低人數之正取學生即可於報名網站自行

列印繳費單繳費。 

2.於繳費期限內可於超商、富邦臨櫃、ATM 轉帳繳費，或至

明道國小總務處或學務處繳費，逾期繳費視同放棄，名額將

釋出給第二階段。 

網路報名 

109/12/24(四)上午 10:00 

           | 

109/12/30(三)晚上 23:59 

1.請使用網路報名。(同第一階段操作) 

2.若有特殊需求或疑問請洽學務處生教組。 

繳費期間 

109/12/31(四)凌晨 00:00 

           | 

110/01/06(三)晚上 23:59 

1.依每個社團達到最低人數之正取學生即可於報名網站自行

列印繳費單繳費。 

2.於繳費期限內可於超商、富邦臨櫃、ATM 轉帳繳費，或至

明道國小總務處或學務處繳費，逾期繳費視同放棄。 

六、退費辦法：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第 11條規定，依下列方式辦理。 

1. 完成繳費後於冬令營社團開課日(110/1/25 前)退出者，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用後，退還餘額。 

2. 開課日後未逾全期三分之一(每期週二前)，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用後，退還餘額之三分之二。 

3. 逾全期三分之一、未達三分之二(每期週三前)，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用後，退還餘額之三分之一。 

4. 全期課程已逾三分之二者(每期週四)，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七、注意事項： 

1.「第一階段報名」完畢後若該社團報名人數未達最低開班人數，則無法列印繳費單，直接併入「第 

   二階段報名」；若「第二階段報名」完畢後仍未達最低開班人數，則取消開班。 

2. 每班以報名的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為顧及教學品質和學生權益每班人數上限是參考授課老師專 

   業建議和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社團作業要點規定。 

3. 冬令營社團下課時間請家長自行接送或指導孩童自行上下課並注意其安全，若無法前來接回學生，將 

   集中於警衛室旁等候。 

4. 請家長協助配合若當天不克前來上課，請事先向明道國小學務處請假，聯絡電話: (02)29392821轉 121。 

5. 冬令營社團每期第一次上課各社團老師將於教務處旁穿堂集合點名後一起帶至上課地點。 

6. 明道國小首頁右側有「明道課後社團」網站連結，網站上有許多學生在冬令營社團活動的學習情境或 

   作品和重要訊息，請各位家長多上網站瀏覽。 

7. 若有報名、繳費或其他冬令營社團的問題，請洽明道國小學務處生教組王任儀老師，聯絡電話:  

   (02)29392821轉 121。 

八、110年度冬令營課外社團開課班別一覽表 

 

上課 
時間 

社團 
名稱 

指導 
老師 

上課 
地點 

招生 
年級 

招生 
人數 費用 補充 

說明 
第一週 1/25~1/29週一~週五 

 

08：40 

| 

11：50 

跆拳道社(W1) 李玉婷 多功能教室 小一~小六 10-15 1310元 含材料費 200元 

足球社(W1) 羅涵靖 綜合球場 小一~小六 10-15 1110元 自備水壺和替換衣物 

藝術社(W1) 林軒卉 多元文化教室 小一~小六 9-14 1495元 含材料費 300元 

古箏社 (W1) 吳寶玉 電腦教室 1 小一~小六 10-15 1605元 
學校提供古箏，沒基礎也歡
迎來上課 

烏克麗麗社(W1) 陳宥廷 明道樓餐廳 小一~小六 7-12 1410元 自備烏克麗麗 

11：50 

| 

12：50 

冬令營午餐(W1) 張瓊云 明道樓餐廳 小一~小六 1-42 350元 
代訂午餐 70元，請自備碗
筷餐具，若有參加課後班請
勿報名 

12：50 

| 

16：00 

扯鈴社(W1) 周佳怡  綜合球場 小一~小六 10-15 1110元 歡迎無基礎學生報名，需自
備扯鈴用具(培鈴) 

軟陶社(W1) 邱鳳琴 多元文化教室 小一~小六 9-14 1545元 已含材料費 350元 

樂高 EV3 
機器人社(W1) 游舒涵 明道樓餐廳 小一~小六 11-18 1830元 含材料費 850元 

直排輪社(W1) 唐竺瑋 達人樓地下室 小一~小六 10-15 1110元 
自備全套直排輪鞋（含安全
帽、六合一護具）或花式溜
冰鞋（含六合一護具） 

創意舞蹈社(W1) 曾明如 多功能教室 小一~小四 10-15 1110元 自備水壺和替換衣物 

第二週 2/1~2/5週一~週五 

08：40 

| 

11：50 

跆拳道社(W2) 李玉婷 多功能教室 小一~小六 10-15 1310元 含材料費 200元 

足球社(W2) 羅涵靖 綜合球場 小一~小六 10-15 1110元 自備水壺和替換衣物 

瘋狂科學社(W2) 蔡念彤 多元文化教室 小一~小六 10-15 2610元 含材料費 1500元 

古箏社 (W2) 吳寶玉 電腦教室 1 小一~小六 10-15 1605元 學校提供古箏，沒基礎也歡
迎來上課 

烏克麗麗社(W2) 陳宥廷 明道樓餐廳 小一~小六 7-12 1410元 自備烏克麗麗 

11：50 

| 

12：50 

冬令營午餐(W2) 張瓊云 明道樓餐廳 小一~小六 1-42 350元 
代訂午餐 70元，請自備碗
筷餐具，若有參加課後班請
勿報名 

12：50 

| 

16：00 

扯鈴社(W2) 陳一帆  綜合球場 小一~小六 10-15 1110元 
歡迎無基礎學生報名，需自
備扯鈴用具(培鈴) 

軟陶社(W2) 邱鳳琴 多元文化教室 小一~小六 9-14 1545元 已含材料費 350元 

積木創課社(W2) 張芷榕 明道樓餐廳 小二~小六 10-15 2410元 含材料費 1300元 

直排輪社(W2) 唐竺瑋 達人樓地下室 小一~小六 10-15 1110元 
自備全套直排輪鞋（含安全
帽、六合一護具）或花式溜
冰鞋（含六合一護具） 

創意舞蹈社(W2) 曾明如 多功能教室 小一~小四 10-15 1110元 自備水壺和替換衣物 

https://ecampus.com.tw/Index/AnnShow/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