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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使用教室/雨備

A01 棒針編織社 詹淑芬 S101 B01 糾察社(指) 郭柏均 J104

A02 禮品包裝社 翁春縫 S102 B02 春暉社(指) 郭柏均 J104

A03 生活美學藝術設計社 郭曉儒 S103 B03 國際崇她少年社(指) 陳愛如 A教室

A04 拼布傢飾品社 林培玲 S104 B04 歡樂科展社(指) 林聖鈞 物理教室

A05 摺紙社 魏基源 S205 B05 截拳道社(指) 楊豐優 實作：第一會議室後側走道/上課教室：J206

A06 基礎日文社 林英蕊 S207 B06 校刊編輯社(指) 李偉嘉 J103

A07 法語社 楊小櫻 J201 B07 醫學研究社(指) 林雅香 S206/化學教室

A08 流行吉他彈唱社 程偉祥 J101 B08 合唱團(指) 沈恬恬 音樂教室(一)

A09 西洋棋社 林敬凱 J203 B09 英語歌唱社(指) 唐彩堯 音樂教室(二)

A10 書法社 鄭漢民 J204 B10 羽球社(指) 劉昭吟 體育大樓羽球場

A11 設計人社 陳儷芬 互動教室(二) B11 國際外交領袖社(指) 楊凡瑩 語言教室(一)

A12 兵工廠掏寶社 陳忠信 S208 B12 生物研究社(指) 呂育翔 J202/化學教室

A13 鋼彈模型社 陳奇炫 生活科技教室 B13 棒球研究社(指) 陳信良 分組教室

A14 風景油畫社 李慈嫻 互動教室(三) B14 游泳社(指) 凃志強 游泳池

A15 調飲社 謝佩璇 C教室 B15 辯論社(指) 吳柔兒 J105

A16 雜耍社 陳益銓 童軍教室 B16 班聯會(指) 賴筱婷 三辦

A17 創意點心社 蔡麗英 家政教室 B17 熱音社(指) 吳政昌 第一會議室/J107/J108/J109/J208

A18 桌球社 林昆賢 桌球室 B18 熱街舞社(指) 何天佑 韻律教室

A19 籃球社 郭子緯 體育館籃球場 B19 舞光十社(指) 朱霈馨 體育大樓情境教室

A20 排球社 文君壕 排球場/雨備：J307 B20 大眾傳播社(指) 陳昱任 美術教室

A21 劍道社 陳輝國 跑道近若瑟館/雨備：J207 B21 管弦樂社(指)

陳翠玲、游朝

元+10位分部老

師

禮堂前端/團練室/宿舍*3/體育大樓*3/貴賓室/探究實作教室

A22 跆拳道社 黃慶祥 若瑟館一樓電梯口 B22 鼓隊(指) 張淑君 跑道(靠近側門)/雨備教室：J305、J306

A23 柔道社 郭仲豪 禮堂後端 B23 綠手指園藝社(指) 江芝韻 理化教室

A24 桌遊社 蔣育芳 圖書館多功能教室 B24 射擊社(指) 吳自強、周子凱 校外活動/雨備教室：B教室

A25 機器人社 唐丞韡 電腦教室(一) B25 閱讀思辨社(指) 王榛逸 S301

A26 圍棋社 郭宸銘 S105 B26 試題分析社(指) 楊孟婕 S302

A27 攝影動態好好玩 林炎武 D教室 B27 青年淬鍊社(指) 林美秀 S303

A28 烏克麗麗 葉佳欣 J210 B28 跨領域文本分析研究社(指) 莊舜貽 S304

A29 造型氣球 林炅翰 J309 B29 自鍊社(自然鍛鍊社)(指) 侯美如 S305

A30 文學研究社 姚俐安 J310 B30 跨領域識讀領袖社(指) 盧奕宇 S306

A31 英文單字EVQ 陳瓊瓔 語言教室(三) B31 深度思考研習社 馮冠文 S307

A32 飛輪社 洪蕙玲 體適能室 B32 知識IN挑戰社 陳錦濤 S308

A33 手語社 王秋丹 J102 B33 技藝學程社(教育局補助) 郭淑華 校外活動

A34 愛現社 王芳萍 生命教育教室 B34 羊毛氈社 王翠玉 J205

A35 花顏巧語社 李雅惠 J106

A36 嘻哈藝術舞蹈社 徐靖 表演藝術教室

A37 保健救護社 邱子芸 J308

A38 模擬聯合國 凃乃權 電腦教室(三)

A39 漫畫創作社 許維禔 J209

A40 瑜珈社 李奇珍 藝術與人文教室

A41 資訊社 羅大郡 電腦教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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