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活動時間
招生

人數
活動教室 注意事項

1 合唱團 黃以莉
一、四、五中

午
100 明遠3樓雅樂教室 1.社團上課時間：

2 國樂社 陳加南 一、三 100 明遠3樓大音教室  週一至週四  第九節 17:20~18:10

3 管樂社 劉孟穎 一、三 60 明遠3樓希聲教室

藍色動感樂團(國一) 張純琳 二、四 獨招 明遠3樓絃歌教室 2.社團介紹&FB：見學務處網頁社團欄

藍色動感樂團(國二) 許書慈 二、四 獨招 明遠3樓天律教室

5 藍色動感樂團(旗隊) 程祖怡 二、四 獨招 明遠2樓福來廳 3.社團系統開放選填：8/10 ~ 9/14

6 吉他社 謝軒丞(外聘) 二、四 100 弘道1樓普通閱覽室(右側)

7 熱音社 陳建瑋(外聘)/許証揚(外聘) 二、四 130 明倫堂B1社團教室 4.獨招社團：體育校隊見體育組公告之

8 B-box社 劉大維(外聘) 四 60 明教樓3樓L7教室   徵選辦法；藍動、舞蹈洽國中部；

9 陶藝社 唐彥忍 一、三 50 輸智B1天工坊   紫斑蝶洽環保組。

10 漫畫研習社 梁恩哲(外聘) 四 100 弘道4樓普通閱覽室

11 以拉拉插畫社 郭立恆(外聘) 三 60 輸智B1髹飾坊 5.社團上課週次：

12 手工藝社 許甄玲(外聘) 二 60 輸智B1髹飾坊 第04週 9/17-9/21

13 攝影社 歐豆(外聘) 一 50 弘道3樓現代文學館 第05週 9/25-9/28

14 戲劇社 張靖欣(外聘) 一 60 明衡1樓韻律教室 第06週 考前週-停課

15 街舞社 袁晟傑(外聘)/廖怡婷(外聘) 一、四 80 中央川堂 第07週 期中考-停課

16 舞蹈社(具舞蹈基礎) 程祖怡 一、三 獨招 明倫堂3樓舞蹈教室 第08週 10/15-10/19

17 國標舞社 夏群雅(外聘) 二 60 明衡1樓韻律教室 第09週 10/23-10/26

18 辯論社 蔡明恆/歐哲瑋(外聘) 四 60 輸智B1髹飾坊 第10週 10/29-11/2

19 青流社 陳婉麗 二 60 弘道3樓現代文學館 第11週 11/5-11/9

20 物理社(復社) 尹浚翰 三 50 明衡1樓牛頓實驗室 第12週 11/12-11/16

21 天文社 鄭憲隆 二 60 明仁6樓地科實驗室 第13週 考前週-停課

22 法文社 Nils(外聘、法國人) 三 60 明謹1樓階梯教室 第14週 期中考-停課

23 日文社 廖雅惠(外聘) 二 80 明謹1樓階梯教室 第15週 12/3-12/7

24 韓文社 陳麗璇(外聘) 一 80 明謹1樓階梯教室 第16週 12/10-12/14

25 文藝社(新增) 陳明群 二 50 弘道4樓專題討論室4 第17週 12/17-12/21

26 Barista咖啡師社 林怡辰(外聘) 四 40 蠡海2樓飲調教室 第18週 12/24-12/28

27 資訊社 戴暐真 三 50 輸智4樓介面教室   ▲107上學期社團課共11週

28 程式競賽社 連振嘉 一 50 輸智2樓程式設計教室

29 電玩軟體設計社 林昱文 四 50 輸智2樓程式設計教室 6.社團費用：

30 創客中隊 黃丞頤 二 50 輸智1樓Fablab教室 (1)游泳社：每學期400元場地清潔費

31
單晶片微電腦研習社(暫停)

(限資訊、電子科)
施炎輝 四 30 輸智2樓電子電路(一)工廠 (2)手工藝社、陶藝社、魔術社等

32 交通糾察(高一職一佳) 吳振中 二 60 大操場    視課程收取材料費。

33 紫斑蝶保育服務隊 鄒議慷(外聘)/林晉加 二、四中午 獨招 明教樓2樓L7教室 (3)指導老師費用由學校支出，

34 西洋棋社 鄧安茹(外聘) 一 50 弘道2樓文史館(國中生科教室)    同學不必額外付費。

35 棋奕社 賴晁偉(外聘) 二 50 弘道2樓文史館(國中生科教室) (4)各社團由社員共同開會決定，

36 魔術社 石田小白(外聘) 二 50 輸智B1頂真坊    收取200元以內之社團事務性費用

37 魔術方塊社 林昱文 一 50 輸智1樓Fablab教室

38 桌上益智遊戲社 解鈴 二 80 弘道1樓普通閱覽室(左側) 6.社團幹部會議時間：

39 滑板社 謝明霖(外聘)/張耿榮 一、四 60 二校區樂活教室 (1)期初會報：8/7(二) 12:35

40 武術社 曾桂國(外聘) 一、三 60 中正台前跑道 (2)期中會報：10/25(四) 12:35

41 詠春社 張志偉(外聘) 三 50 中正台韻律教室 (3)期末會報：12/13(四) 12:35

42 運動傷害防護社(新增) 林晉民（外聘） 四 50 明教樓2樓L5教室

43 有氧健身社 王金盛 二、四 50 蠡海B1體適能中心 7.社團經營：

44 游泳社(含校隊) 林筠棋 一、三 50 明遠B1游泳池   (1)社員必須招收20人以上，才

45 籃球A校隊(男生) 潘淑屏 二、四 獨招 西側籃球場(西B)/明倫堂      予以開課。

46 籃球B校隊(女生) 袁彩娥 二、四 獨招 明倫堂/西側籃球場(西A)   (2)請授課老師於第3週前填寫

47 籃球C社(新增) 林漢民 一、四 50 二校籃球場      課程計劃表。

48 羽球A校隊 黃俊嘉/陳志銘(外聘) 一、三 獨招 明謹6樓羽球館

49 羽球B社(新增) 林章榜 二、四 50 明謹6樓羽球館 8.社團證明取得標準：

50 桌球校隊 王麗珉(外聘) 一、三、四 獨招 明衡1樓桌球室   出席率達總時數2/3(含)以上

排球校隊(男生) 劉振輝 二、四 獨招 排球場

排球校隊(女生) 徐靜宜 二、四 獨招 排球場

52 棒球校隊 黃俊嘉 五 獨招 大操場

足球校隊(一隊) 徐明士(外聘) 二、四 獨招 大操場

足球校隊(二隊) 張博翔(外聘) 一、三 獨招 大操場

足球校隊(三隊) 吳翠鴻 一、二、五 獨招 大操場 學務處活動組107/9/12

107學年上學期  課外社團  一覽表

4

53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