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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社團名稱 簡介

1 A01 資三甲讀書會 資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2 A02 資三乙讀書會 資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3 A03 會三甲讀書會 會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4 A04 會三乙讀書會 會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5 A05 商三甲讀書會 商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6 A06 商三乙讀書會 商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7 A07 園三甲讀書會 園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8 A08 園三乙讀書會 園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9 A09 餐三甲讀書會 餐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0 A10 餐三乙讀書會 餐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1 A11 訊三甲讀書會 訊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2 A12 訊三乙讀書會 訊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3 A13 電三甲讀書會 電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4 A14 電三乙讀書會 電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5 A15 控三甲讀書會 控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6 A16 控三乙讀書會 控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7 A17 機三甲讀書會 機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8 A18 機三乙讀書會 機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19 A19 普三甲讀書會 普三甲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20 A20 普三乙讀書會 普三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21 A21 普三丙讀書會 普三丙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22 A22 普三丁讀書會 普三丁研讀知識、完成課業

23 B01 ◎演辯社 想多多訓練口才、增進思辨能力的同學，歡迎加入。每年固定參加比賽！

24 B02 ◎標準調酒社 標準調酒是一種兼具優雅氣質，並展現力與美的技藝，歡迎加入標調社

25 B03 餐‧酒研究社 限餐飲科，訓練傳統調酒、花式調酒、咖啡烹煮及餐飲服務等技藝，並精進學習為宗旨

26 B04 餐飲服務社 限餐飲科，對餐服選手有興趣者。另開設烘豆、果雕教學。

27 B05 ◎型男研究社 型男專屬知識：健身、料理、保養課程。

28 B06 ◎攝影社 攝影是捕捉互動的瞬間，化瞬間為永恆，想學如何完美呈現美好瞬間嗎？那就快加入吧，讓我們一同為快門喪失理智吧！

29 C01 ◎行義蘭姐童軍團 野外求生，好玩小遊戲

30 C02 ◎康輔社 各式團康遊戲、唱跳與手語教學

31 C03 運動服務隊 幫助學校各項體育活動，協助老師、裁判進行比賽，維護秩序

32 C04 春暉社 透過校園活動宣導吸菸危害，藉此達成無菸校園願景

33 C05 ◎軍研社
操場跑道外

場地
機二乙教室 推廣全民國防安全及正確用槍觀念，培養競技射擊人才，參加新北市空氣軟槍安全協會舉辦的競賽

34 D01 管樂隊 想學會與眾不同的才藝、街受音樂的薰陶？管樂歡迎你！

35 D02 時尚藝術社 人體彩繪、書籤製作、短暫性刺青彩繪及指甲彩繪教學

36 D03 韓研社 熱愛跳K-Pop的同學，快來加入！我們會盡力爭取表演機會！

37 D04 ◎熱門舞蹈研習社 學Freestyle和Hip Hop，沒有基礎也可以。歡迎加入！

38 D05 ◎LOCKING 高中生活想多采多姿就一起來跳街舞吧！全部從零開始也沒關係~

39 D06 ◎BREAKING 地板和華麗的高難度動作，無基礎沒關係，有心就能學會！

40 D07 ◎搖滾音樂研習社 學習樂器、組織團體，體驗舞台

41 D08 ◎吉他社 學習吉他技巧、參與外校活動，相互切磋、討論進步。

朝陽館2F(女廁方向)

勤學樓1F交誼廳

朝陽館2F

育璞館二樓

圖書館1F自由閱覽室

圖書館B1

園二乙教室

資二甲教室

育璞館1F八角教室

餐旅中心B1

朝陽館2F(男廁方向)

餐飲B1示範教室

餐飲2F飲調教室

餐飲B1餐服教室

普二丙教室

園藝科視聽教室

童軍團本部(行大B1)

機三乙教室

普三甲教室

普三乙教室

普三丙教室

普三丁教室

訊二甲教室

訊三乙教室

電三甲教室

電三乙教室

控三甲教室

控三乙教室

機三甲教室

商三乙教室

園三甲教室

園三乙教室

餐三甲教室

餐三乙教室

訊三甲教室

上課教室(晴/雨)

資三甲教室

資三乙教室

會三甲教室

會三乙教室

商三甲教室



 109學年度社團清單

序

號

代

號
社團名稱 簡介上課教室(晴/雨)

42 D09 K歌社 喜歡唱歌，快來K歌！淡商歡唱，絕對棒棒！

43 D10 青春樂活社 限門市科 旅館科一年級

44 D11 特奧培訓社 限門市科 旅館科一年級

45 D12 電影欣賞社 限門市科 旅館科二年級

46 D13 生活手作社 限綜職科三年級

47 D14 生活律動社 限綜職科三年級

48 D15 生活休閒社 限綜職科三年級

49 E01 羽球社 歡迎加入羽球社

50 E02 ◎桌球社 培養桌球興趣、提高技術水準。以球會友，提升人際關係；切磋球技，肯定自我。

51 E03 ◎棒球社 操場東側 普二甲教室 讓喜歡棒球的人加入，有實力的可以加入球隊

52 E04 游泳社 歡迎來學習游泳，天氣熱運動完也不會全身衣服濕掉弄髒喔！

53 E05 籃球社 籃球場東半 普二乙教室 學習三對三打法；練習三對三比賽

54 E06 排球社 籃球場西半 朝陽館3F 打球與影片教學

55 E07 體適能社 使用多種器材多元學習，強健體能，讓身體更健康

56 G01 愛書人社 吸收課外知識、完成課業，享受安靜舒適的讀書環境

57 G02 ◎香草應用社 限餐飲科，教比較容易在家裡製作的西餐料理或小點心

58 G03 ◎編織動物社 用封箱帶製做傳統藝術作品

59 G04 劇星社 舞台上不必掩飾，劇本中傳達理念，用戲劇來呈現最獨特的自己！

60 G05 機電整合社 限控制科

61 G06 ◎日語初級班 學習基本日語、50音、常用簡易對話

62 G07 ◎日語進階班 學習基礎日語，由50音至日文能力檢定

63 G08 ◎ANF社 宿舍籃球場 電二甲教室 教學國防戰技及認識全民國防

64 G09 紀錄片研究社 公民探究與實作之紀錄片課程為基礎，再輔以社團課程進行更深一層之研究

65 H01 學生會 學習團體合作、溝通技巧以及辦理活動的方法(含企劃書撰寫、活動規劃、文件編排、簡報製作與口頭報告等)，並協助校方各項活動

66 H02 畢聯會 協助辦理三年級校外教學、畢業紀念冊編輯、畢業典禮、畢業盃歌唱大賽等活動。

67 H03 衛生糾察服務隊 協助維持校園清潔，以維持校園環境乾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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