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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刊社(高中) (邀請中) 40 負責學校校刊的編輯、採訪技巧、專題寫作、研究與思考 高二正 高二正
2 日語會話社 陳淑芬 35 學習、培養基本日語能力 高二心 高二心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3 文藝社 王上嘉 35 提升校園讀書風氣，開闊心智領域，鼓勵藝文創作，培養藝術欣賞 高二修 高二修

4 思辯社 吳昱賢 35 訓練邏輯思考、批判能力，加強表達能力。 高二意 高二意
1.繳部份師資費用

2.社費100元(每學年)

5
高斯寶貝社

(國一二)
林士強 30 數學補救教學 高二音 高二音 全部指定入社

6 社會科學社 林明儒 45 藉社會科學相關課程，延伸討論各項議題 高二誠 高二誠

7 生物知識研究社(高中) 洪瑞霞 25
學習、閱讀和討論生物相關知識，進而產出小論文，有助於學習歷

程。生物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來參加
高二身 高二身

8 籃球社(男) 趙學明 50 學習籃球運動技巧 籃球場第2、3 男生福利社
9 籃球社(女) 郭靜如 50 學習籃球運動技巧 籃球場第1、4 初一正

10 排球社 陳威仁 60 學習排球運動技巧 排球場 初一心、誠
11 法式滾球 蔡素玉 30 學習法式滾球運動技巧 操場 初一意
12 羽球社 黃建棟 24 學習羽球運動技巧 正心堂1F 正心堂1F

13 桌球社 余沛涵 25 學習桌球技巧 桌球教室 桌球教室

1.繳部份師資費用

2.自備球拍

3.每人每學期繳納社費50元
14 巧固球 潘冠宇 30 學習巧固球運動技巧 手球場 初二心
15 健走社 陳姿頻 50 你想要當阿甘嗎?你想擁抱正心校內外的大自然嗎?歡迎加入健走 調步路線 護理教室
16 太極拳社 甘飛鳳 30 太極拳不只可以強身健體，還能鍛鍊心智。快來參加吧！ 聖母亭草地 初二正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17 舞研社 焦菀茹 40 讓熱愛跳舞喜愛跳舞的同學，在繁忙的課業下，有一個放鬆自己的 韻律教室 韻律教室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18 藏青登山社 陳進傑 30
你憧憬原野生活嗎? 你熱愛登山? 想學習登山知識，歡迎加入藏青

登山社
初一身 初一身

19 高中合唱團 孫毓萱 50 學習合唱技巧，並代表學校爭取榮譽 音樂教室A 音樂教室A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0 國中女聲合唱團 王歆妤 50 學習合唱技巧，並代表學校爭取榮譽 音樂教室B 音樂教室B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1 熱門音樂社 陳聖凱 30 以「小型樂團」的形式呈現，注重團對配合。
高二誠分組教

室

高二誠分組教

室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需自備樂器
22 樂旗隊-樂隊 吳孟樺 70 各項管樂之練習，以為學校吹奏各項曲目為目標 管樂社辦 音樂教室D 1.需收社費500元(每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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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樂旗隊-旗隊 吳孟樺 70 學習變化萬千的耍旗技巧，並於重要活動中擔綱演出 男宿前空地 正心堂2F左側

1.需收社費500元(每學期)

2.額外樂器吹嘴費用等(約數百元

不等)

24 吉他社 游宏升 30 古典、民謠吉他之基礎教學；各種技巧、指法彈奏練習 高二齊 高二齊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需自備或購買樂器

3.另收社費買譜350元(一學年)

25 烏克麗麗社 張庭維 35 烏克麗麗之教學；各種技巧、指法彈奏練習 高二家 高二家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需自備或購買樂器

3.另收社費買譜350元(一學年)

26 陶笛社 鄭心妍 30
認識、學習、欣賞陶笛。想要擁有一個可以隨身帶著走的口袋樂器

，學一個可以隨時演奏的音樂技能，快加入陶笛社吧！
高一正 高一正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需自備或購買陶笛

27 口琴社 陳正德 30 學習口琴吹奏技巧 高一音 高一音

1.繳部分師資費用

2.需自備或購買樂器

3.另收社費50元買譜

28 插花社 林聖翔 35
讓我們透過對花藝的想像及設計，將生活美學引入空間的獨立元素

或視覺焦點的呈現
高一修 高一修

1.繳部份師資費用

2.需自備或統一購買器材

29 扯鈴社 林佳勳 50
你以為扯鈴只是個民俗技藝嗎？！他還有很多酷炫的玩法，有興趣

的同學快點加入我們吧！
木工坊前 初二心

1.繳部份師資費用

2.需自備或統一購買器材

30 國術社 林素嬌 30
了解國術與武術的源流、基本動作的研習、組合動作的編配、身體

運用的方式與演練
修院前廣場 初二誠

31 圍棋社 陳勇麟 35 推廣圍棋運動，享受動腦的樂趣，提升品格修養。 高一意 高一意
32 環境保育社 丁椿玲 40 提升環境保護知識，並配合酵素培養與使用 初二齊 初二齊
33 男童軍社 廖定詳 70 學習童軍精神及各種技巧 正心堂右邊草 正心堂2F右側
34 女童軍社 林泊吟 70 學習童軍精神及各種技巧 正心堂左邊草 聖心大樓B1走
35 扶輪少年服務團(高中) 鍾佩宇 50 培養為社會服務的精神，關懷弱勢團體 高一齊 高一齊
36 可愛動物社 (邀請中) 35 維護學校各種動物多樣性及生態，確保校內動物生存之道。 初二意 初二意
37 春暉社(高中) 吳文燦 60 教導學生如何辨識毒品，並舉辦團康活動，撰擬企劃書。 軍護教室 軍護教室

38 桌遊社 王建仁 30 桌遊類型：板圖、紙牌、情境類型。一學期大約玩15套遊戲 閱覽室右邊 閱覽室右邊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租桌遊費用800元
39 棋藝社 謝百峰 30 只要愛下棋，不管是西洋棋還是象棋圍棋，儘管來吧！ 閱覽室左邊 閱覽室左邊

康

樂

性

40 康輔社(高中) 傅瑋宗 55 培養一個領導者必備之要素，及幽默感與創造力 男宿前東半部 電化教室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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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CG研習社 郭冠甫 45 讓對動漫懷有熱情同學增進動漫知識並交流心得 初二家 初二家

42 魔術社 盛蘭峰 30 學習魔術技巧與應用 高一身 高一身
1.繳部份師資費用

2.道具費1200元。(每學年)
43 書法社 王怡文 30 研習書法技巧 書法教室 書法教室 自備書法用具

44 氣球造型社 王銘洲 40 學習以氣球來做造型 高一誠 高一誠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另需耗材費用每學年560元

45 電影社創作社 薛彥祥 45

我們是拍電影的社團，不是看電影的社團。拍片需要放得開，後製

需要技術、器材，兩者都需要時間。若沒自信能兼顧課業者不建議

加入。另外特別歡迎有創作劇本能力者及有相關經驗、器材者。

高一心 高一心 1.每學年社費1000元

46 咖啡社 王寶蓉 30 教您品嘗與沖煮的技巧，帶您進入咖啡的世界。 高一家 高一家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耗材費用720元

3.需自備小咖啡杯

47 樂高機器人社 粘振國 40
藉由動手與動腦思考的過程，讓學生藉由親自動手操作樂高機械人

，體驗科學的樂趣；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
電腦教室B 電腦教室B

1.繳部份師資費用

2.另收社費每學年200元
48 攝影社 吳貞薇 40 培育未來攝影界的明日之星 初二國 初二國 需自備攝影器材
49 P圖社 曾煒翔 40 學習photoshop,illustrator來編修海報、文宣、照片 電腦教室A 電腦教室A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50 特殊化妝社 黃喜锝 40
想學習有如電影中特效般栩栩如生的化妝技術嗎？歡迎加入特殊化

妝社
電化教室D 電化教室D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2.另繳社費250元

51 花現正心社 董信宏 30
一花一世界，用心培育正心的小小世界，從花木的成長中看見不一

樣的自己
女宿後菜園 初一修 1.需負擔部分師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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