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2017學年度 第一學期 小學部  課後才藝班開課一覽表  
※每週一~四上課時間為下午 3:45~5:25；週五上課時間為下午 2:50~4:30 

上課日 班別 
開課 

年級 
課程說明 授課師資 備註 

一~五 
鋼琴 

一對二 
1-6 

一對二教學針對在家練習時間不夠，每次上課都要重新開始，進

度緩慢的學生設計的，兩位學生一起上課，既可達到溫故知新（一

節練琴，一節學新進度），學生之間還能互相激勵，提高成效。這

種教學模式可使學員擺脫孤單學習的學習環境，更容易把學習鋼

琴這件事堅持下來。 

校內及 

外聘老師 

每天開一班，請勾選當天

想上的班別即可，若是舊

生，請註明原授課老師姓

名。 

一、三 
英語精進班 

Ⅰ 
3-4 

Creative Writing 創意寫作課 

課堂介紹: 這門課主要引導學生根據不同主題，發掘相

關的點子，但創意寫作並非讓學生無止盡地表達自己的

想法跟點子，而是藉由這門課引導學生如何將自己的創

意點子條理地、邏輯清晰地表達出來，並練習寫出一篇

結構完整、脈絡呼應、內容具創造力的英文作文。 

外籍教師 

1.學生必須自備課本，請 

  參考 ISBN 書號。 

教科書: Writing Skills Harcourt 

Learning Grade 3   

ISBN-13:978-1411404816        

ISBN-10:1411404823 

2.此門課程每週上兩天課：週

一及週三，故選擇此門課者，

請勿選填週三其它的課程。 

一、三 
英語精進班 

Ⅱ  
5-6 

Public Speaking公開演說課 

1.教科書: 自編教材，根據演講主題課綱發下相關的學 

  習資料及講義。 

2.課堂介紹: 學生將學習 public speaking公開演說的演 

  講技巧。學生會學習如何根據主題組織內容，條理地發 

  表一個邏輯清晰的演講。學生亦會在團體前有個人發表 

  的機會。本堂課要求每位學生每週至少有一次的上台演 

  說機會。 

外籍教師 

學生必須自備筆記本。 

2. 此門課程每週上兩天

課：週一及週三，故選擇

此門課者，請勿選填週三

其它的課程。 



上課日 班別 
開課 

年級 
課程說明 授課師資 備註 

一 樂虎高爾夫 1-6 

在校區的課程採流動式教學，團體做伸展及主題肌群訓練後

講解技術動作，然後分小組進行做個別教學及練習，在團體

互動課程的氛圍當中也充分接受了個別指導。再以肌肉伸展

跟舒緩做為課終來減少肌肉疲勞提高恢復能力。  

外聘專業教學

團隊 

1.每個孩子每個月有一

次單獨課程可以到虹橋

練習場樂虎學院TWIN 教

室，使用室內設備。  

一 數學加強班 2~3 
以該年級現行數學課進度進行觀念複習及加強，再根據各人

程度給予適合教材，以求達到適性適用的目標。 
黃柏禎老師  

一 棒球 四~六 

課程重點：鞏固基本動作、在比賽中享受棒球魅力 

1.強化鞏固基本動作 

2.培養投手、捕手能力，參與投打層級的比賽 

3.增進與美、日、韓同齡孩童交流，在比賽中享受棒球的魅

力 

外聘專業教練 
雙教練編制：1名台籍教

練+1 名陸籍教練 

一 籃球 1~3 增加學生的反應靈敏，動手能力，團隊協作能力。 朱佳瑤老師  

一 籃球 4~6 籃球運球練習、傳接球練習、上籃練習，3對 3比賽。 史媛媛老師 須有一定的籃球基礎。 

一 小提琴初學 1~6 

小提琴無論是對孩子智力的開發，手腦的配合，對美的追

求，還是對修養和氣質的提高，學習小提琴都有著其它學科

無法代替的益處。 

外聘專業老師 

1.小班制    

2.自備小提琴 

一 樂高機器人 1-6 

透過製作樂高機器人介紹結構、力、簡單機械、能源轉化的

方案，從建立基礎知識到解決問題的過程，培養創造力及與

人合作的能力。 

外聘老師 

 



上課日 班別 
開課 

年級 
課程說明 授課師資 備註 

一 奇點科學 1-2 

1、課程體系充分整合 STEAM理念與美國 NGSS下一代科學教

育標準，讓孩子們接觸國際前沿的科技教育課程。  

2、雙語教學環境，所有指導老師均具有豐富的 STEAM教學

經驗，並基於認知發展規律與孩子們展開深入互動。  

3、課堂設計根據 PBL（基於問題和專案的學習）理念，讓孩

子們在課堂上通過觀察、推理、預測、實驗、反思等探究環

節，讓知識與現實生活充分對話。 

外聘專業老師 

含實驗材料 

二 羽球 1-3 羽球基礎訓練 2.體能訓練 3.羽球簡易規則 吳聰雄老師  

二 羽球 4-6 羽球基礎訓練 2.體能訓練 3.羽球簡易規則 丁進平老師  

二 棒球 二~三 

課程重點：強化基本動作、培養比賽意識 

強化基本動作 

劃分守備位置 

參與樂樂棒球（T-Ball）比賽、培養比賽觀念 

外聘專業教練 
雙教練編制：1名台籍教

練+1 名陸籍教練 

二 一起玩藝術 3-5 

帶領孩子像在做研究的科學家一樣，通過創新的材料和專業

教師的引導，進行不斷的思考，激發孩子自行獲取知識及學

習技能的一種能力。 

簡一卉老師  

二 數學桌遊 3~4 一起動腦，推理和策略運用，培養分析、組織能力 陳家鵬老師  

二 MBot機器人 3-6 

外聘學有專精的工程師擔任講師，零基礎起步，循序漸進，學習

內容包含認識機械、傳動、微控制器原理以及數位信號輸出、簡

單電機控制和程式設計入門，讓學生快速將自己的創意轉變為現

實。參加本課程的學生，有機會參與各類機器人賽事，鍛練技能，

拓展視野，展示自我。 

外聘專業老師 
學校購置器材供學生操

作。 



上課日 班別 
開課 

年級 
課程說明 授課師資 備註 

三 專題作文 3~5 
透過講義進行自學，進而思考問題，最後上台表達。專題式

教學帶孩子不只是會寫作文，更是其他關鍵能力的培養。 
黃柏禎老師  

三 日語入門Ⅰ 3~6 學習日語 50音的平假名與片假名。學習簡單的問候用語。 張學敏老師 @教材由老師代購 

三 足球 1~6 鍛鍊學生的體魄，身體體質，協作配合能力。 朱佳瑤老師  

三 
Scratch  

(喵爪)  
1-6  

Scratch 是由麻省理工學院(MIT)設計開發的一款群新程式設計

語言，用其可以很容易的去創造交互式故事情節、動畫、遊戲。

課程主要介紹Scratch 的介面和功能，讓學生初步了解Scratch 

軟體，具備初級及中級的編程能力，能夠對程序設計中的順劇結

構、分支結構和循環結構有一定的了解。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會一

眼喜歡上這個軟體，建立起做程式的慾望。  

外聘專業老師   

三 奇點科學 3-6 

1、課程體系充分整合STEAM 理念與美國NGSS 下一代科學教育標準，

讓孩子們接觸國際前沿的科技教育課程。  

2、雙語教學環境，所有指導老師均具有豐富的STEAM 教學經驗，並

基於認知發展規律與孩子們展開深入互動。  

3、課堂設計根據 PBL（基於問題和專案的學習）理念，讓孩子們在

課堂上通過觀察、推理、預測、實驗、反思等探究環節，讓知識與現

實生活充分對話。  

外聘專業老師  

三 武術 1-3 

1.中國武術禮儀的動作及含義  

2.武術基本功  

3.龍拳套路學習  

4.互動體驗實戰攻防技巧  

5.全面體能鍛煉結合遊戲  

外聘專業教練  



上課日 班別 
開課 

年級 
課程說明 授課師資 備註 

三 
烏克麗麗 

進階班 
1-6 進階烏克麗麗，彈唱與指彈合奏 朱怡貞老師 樂器自備 

三 圍棋入門 1-6 
從圍棋技法中提高學習的專注力，培育邏輯思維能力，養成堅強

的意志及挑戰困難的勇氣。  
丘莉齡老師   

四 數學精進班 1~2 就低年級數學範圍加深加廣。配合奧數教學精進學生能力。 蔡冠筠老師  

四 
日語入門Ⅱ 

11~15課 
3~7 

學習日語簡單的名詞和句型，學習用日語進行簡短的自我介

紹 
張學敏老師 

1.學過 1-10課 

2.教材由老師代購 

四 網球 2~6 
網球拍球、網球墊球、網球球性練習、網球正反手、網球步

伐練習。 
史媛媛老師  

四 武術 4-6 

1.中國武術禮儀的動作及含義  

2.武術基本功  

3.龍拳套路學習  

4.互動體驗實戰攻防技巧  

5.全面體能鍛煉結合遊戲 

外聘專業教練  

四 Nike 籃球  1-6 

耐克國際運動訓練營在北美已有 20 多年歷史，全美共有近 800 

個訓練營地，將訓練、遊戲、競賽與團體活動有效的結合在一起，

由頂尖的外籍教練教學（有中籍助教），全英語教學，完整、獨

特、系統化的訓練，增強學生外語能力，培養體能、人際關係及

領袖才能。  

外聘外籍教練   

四 圍棋初級 1-6 
從圍棋技法中提高學習的專注力，培育邏輯思維能力，養成堅強

的意志及挑戰困難的勇氣。 
丘莉齡老師 必須要有一定的圍棋基礎。 



上課日 班別 
開課 

年級 
課程說明 授課師資 備註 

五 
用點心 

小學堂 
2-4 

帶領孩子重視環保及生態永續之觀念，以課程及動手 DIY的

方式讓孩子從中去愛惜食物、選對食物、愛護環境進而愛護

地球。 
簡一卉老師  

五 
世界民俗 

舞蹈 
3~6 

教學重點為伊斯潘諾扇子舞，此舞展現出西班牙公主在舞會

上的自信與風采。 
張詩翊老師 西洋扇由老師代購 

五 
木箱鼓 

PERCUSSION 
1~6 

打擊樂器是一種以打、搖動、摩擦、刮等方式產生效果的樂器族

群。木箱鼓（Cajon）是時下最流行的打擊樂之一，透過木箱鼓的

鮮明節奏，學生可替許多流行歌進行配奏。 

朱怡貞老師 樂器自備 

五 踢踏舞 1-6 
學習踢踏舞基本步，訓練節奏感及專心度，並藉由表演來達成表

演力及成就感。 
姚亭伃老師 

開課後由老師統一購買

踢踏舞鞋。 

五 日語初級Ⅰ 3~7 
學習動詞ます形的句子與用法，學習將所學的句子運用在生

活中 
張學敏老師 

1.學過入門 1.2第 

  1-17課 

2.教材由老師代購 

五 棒球 小一 

課程重點：著重「棒球運動入門、興趣培養」 

棒球規則觀念及基本棒球運動元素 

基礎棒球運動動作（含跑、打、守、投）等 

讓學員瞭解如何藉由團隊合作完成棒球運動 

動作趣味學習競賽及分組小比 

外聘專業教練  

五 陶笛班 3~6 認識陶笛、吹奏簡單樂曲，可以帶著走的隨身樂器。 林柏瑩老師 
樂器可自備 

陶笛(壺形) 

五 綜合運動 1-6 
1.各種球類運動教學 。 

2.體能訓練。 
吳聰雄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