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節 第6節 人數

101 桌遊社
志學樓一樓

健體教室
張崇玲 張崇玲 26 以拉密桌遊為主，沒興趣玩拉密請勿選。 10

102 拼貼油畫社 702教室 李佩芸 李佩芸 25 彩繪油畫，需有耐心和毅力創作。 250

103 手工藝製作 704教室 王曉芸 王曉芸 25 作品耗時較久，需有耐心和毅力的同學參加。 350

104 東北亞文化研究 705教室 李美璇 李美璇 22
需分組討論及上台報告，以及心得書寫，對

韓國文化沒興趣者勿填。
0

105 英語繪本社
志學樓四樓

行動教室
王靜鴻 王靜鴻 25

限對英文繪本閱讀有興趣者，有實作課程內

容，需產出作品，無興趣者請勿參加。
0

106 娃娃屋手做社 美術教室(二) 李振松 李振松 24

1.想親手製作屬於自己的娃娃屋嗎？不用擔心自己的

手不夠巧，課程將帶領你進入袖珍創意世界，你會發

現一點也不難！

2.極需耐心和細心，選填前請謹慎考慮。

1000

107 卡拉OK社 710教室 陳品儒 陳品儒 24

1.欣賞各類型英語及華語歌曲，並藉由練習與多次上

台演出，增強自己的英語發音、歌唱技巧以及舞台表

演魅力。(需自備耳機)

2.排斥上台表演者請勿參加。

0

108 學習技巧練習社 712教室 紀惠芬 紀惠芬 24
書寫筆記、心智圖、錯題題本製作…等方式,找到屬

於自己的讀書方法。需購買方格筆記本26孔，可自

備。
30

109 著色畫社 715教室 張梅倪 張梅倪 27
將美麗細緻的黑白插畫著色配色，需有耐心創作，並

須繳交作品。需自備色鉛筆(至少12色)。
50

110 拼貼紙膠帶社 716教室 游千儀 游千儀 27
利用剪與貼圖，再加上彩繪上色，作出屬於

自己喜歡的作品。
500

111 3D列印筆 713教室 王紫婕 王紫婕 20
結合工程及設計，將自己的繪畫結合成實體，創造屬

於自己的作品。社團人數少於5人，不開設團。
1500

112 造型氣球社 703教室 林顯庭 林顯庭 26
利用長條、圓型、愛心等的氣球，發揮你的

想像力，創造出不同造型氣球
800

201 嗑佳味社 801教室 黃梓琪 黃梓琪 24
認識客家美食(配合本土文化社團計畫)，限

801學生參加
0

202 經典電影欣賞社 802教室 吳羚君 黃瓊寬 26
透過90年代經典電影認識各國不同文化，歡

迎熱愛電影的同學加入！！！
10

203 世界酷玩家 803教室 郭淑貞 郭淑貞 25
新竹、台灣、世界各地名勝美食新竹、台

灣、世界各地名勝美食
150

204 數字油畫社 804教室 郭瑜林 郭瑜林 26
1.藉著認識和創作數字油畫沉澱身心尋找一方淨土。

2.歡迎舊雨新知，一同翱翔數字油畫寧靜海。
300

205 中文閱讀社 805教室 莊慧君 魏靖蓉 25 閱讀有益課外讀物，自備書籍 0

206 品樂樂讀社 806教室 楊麗寬 謝玓卲 26 欣賞音樂、閱讀及學習力涵養 0

207 手工腳踏墊DIY 808教室 林育嫺 林育嫺 27
DIY毛線腳踏墊，生活上實用，已參加過的

同學，勿填。
300

208
POP字體與海報設

計
809教室 陳沐龍 陳沐龍 20

醜字救星，歡迎想把字寫正寫整齊的孩子參

加，課程會進行環境主題海報的設計與製作

練習。

影印費用+紙

張費用，彩色

筆或麥克筆，

及其他可能用

到的各式材料

209 書香閱讀服務社 圖書館 呂淑娟 呂淑娟 30
你可以帶書到任何地方，書的力量也可以帶

你到任何地方服務別人！
0

210 科學影片欣賞 811教室 葉權輝 葉權輝 28 科學、科幻影片欣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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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史在有趣 812教室 陳苡芬 陳苡芬 30
透過影片、學習單、踏查等方式，神入歷史

，了解過去與現在。(沒參加過的優先)
0

212
台灣本土劇暨河洛

語研究社
814教室 李亭慧 李亭慧 29

1.透過本土劇的欣賞來認識河洛語之美及生活用語的

運用和熟稔。

2.來參加者需對閩南語有一點基礎及興趣者，另外期

末需挑戰全程用閩南語說話1∼2分鐘。

0

213
科學素養閱讀及

DIY
815教室 吳紀潤 林慧玲 24

1.由閱讀、動手做、分享,讓同學多樣化的接觸

並接受有趣又有用的科學知識。本期內容與上

學期科學動腦動手社不同，歡迎舊社員繼續參

加！

2.需配合度高,有時需自帶器具。

250元,含科

學閱讀素養

文本120元

及科玩材料

費

214 巴菲特金融歷險趣
悅學樓四樓

桌遊教室
簡湘玲 簡湘玲 10

1.將艱澀難懂的金融知識藉由遊戲化的方式深入淺出

，讓學生在課程中能與生活中的金融事件做連結，運

用自己所學做出決策進行買賣，透過一連串的討論及

探究，訓練學生歸納資訊、邏輯推理及觀察力。

2.歡迎對金融理財有興趣的同學參加，但這社團有一

點燒腦，偶爾會有金融時事相關作業並且要上台報告

，不是只有單純玩桌遊。

0

215 熱舞社
綜合大樓三樓

韻律教室
粘珮瑩 粘珮瑩 30

1.學習時下專業街舞，不定期參與演出或比賽。

2.需自備室內球鞋(不須全新，惟鞋底需洗刷乾淨)。
750

216 看美劇學日語 820教室 郭美君 郭美君 28
「常見英文俗俚語，日文可以怎麼說？換個

方式學日文，超酷！」

五十音教材，

二月底前墊腳

石折扣優惠

240元（原價

320元）

217 魔術社 專科教室(三) 張宗文 張宗文 28

1.培養學生對魔術的興趣，和對魔術的正確態度。

2.讓學生學會魔術的基本手法，和簡單而奇妙的魔

術。

3.讓學生能表演魔術自娛娛人，增進人際關係和生活

樂趣。

800

218 迷你甜點捏塑 813教室 陳雅芳 陳雅芳 28
本課程運用樹脂土、輕質土與奶油土等素材

，製作出迷你仿真甜點作品。
700

219 瑜珈社
和平樓一樓

表藝教室
陳堉鑫 陳堉鑫 15

瑜伽運動由來已久，由專業老師帶領各位進

入瑜伽世界，瑜珈能幫助人體放鬆身心、舒

緩壓力，也能更加了解自己。
0

401 童軍團 童軍團部 王婷彥 王婷彥
協助童軍技能訓練及學校大型活動服務，童軍制服

1100元及入團費500元；需經過面試會談，方可填

選。童軍技能訓練及協助學校大型活動服務。

501 男子籃校隊 籃球場 周逸楠 周逸楠 只限通過甄選者選填

502 女子籃校隊 籃球場 魏盛霖 魏盛霖 只限通過甄選者選填

503 羽球校隊 綜合大樓4樓 胡嘉森 胡嘉森 只限通過甄選者選填

504 田徑校隊 操場跑道 陳雅莉 陳雅莉
開放部分名額給一般生選填，通過徵選學生優先選

填。

505 拔河校隊
綜合大樓一樓走廊

或體育館一樓
毛士文 毛士文 只限通過甄選者選填

601 管樂團
信義樓五樓

音樂教室(一)
陳嘉玶 陳嘉玶 只限通過甄選者選填

602 弦樂團
信義樓五樓

音樂教室(三)
洪靖惠 洪靖惠 只限通過甄選者選填

603 合唱團
信義樓五樓

音樂教室(四)
陳秋婷 陳秋婷 只限通過甄選者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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