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社團活動課程一覽表
性質

編號

社團名
稱

指導老師

上課地點

學術性
（4）

1

科學研
習社

周德厚

格致樓 1F 化學教室（一）

科研社不僅僅可以提升科學的
知識，還可以做一些好玩又有
趣的實驗，是很棒的社團。

2

資訊研

高慧君

崇實樓 4F 資訊教室（四）

在課堂上較沒有機會可以進實
驗室做實驗，在這裡可以親自操
作，再也不是紙上談兵而已，並
可以增加學術性的知識。
現在是 E 化時代了！每個人家

究社

中幾乎都有一台電腦，電腦可以
想學習寫程式嗎？想用 Java 寫
出真的可以玩的遊戲嗎？快加
入資研！

做的事很多，從學術的資料處理
到娛樂的遊戲程式。本社旨在學
習 Java 的基本語法，並搭配很好
上手的 greenfoot 來編輯程式，介
紹各種程式碼的用途，學習程式
設計者的想法。

3

創意寫
手社

林美嫥

圖書館

喜歡文學創作的幸福園地

上課藉著情境式教學故事
法，強調創意思考及趣味
修辭，提升孩子的寫作能
力，激發新鮮的想像力。

4

藝術性
（2）

5

校刊社

漫畫研
究社

蔡寶瑤

莊苓萍

2F 多功能教室 A

209

文字所帶來的感動，圖畫所帶

培養學生寫作與編輯的技巧和

來的共鳴，攝影所把握的當

基礎的繪畫、攝影技術。之後希

下，你想，將校刊的喜悅帶給

望能帶領學生了解整本校刊的

別人嗎？

製作過程，並到廠參觀。

學習 ACG 常識及運用想像力發
揮自己的創作。

認識及釐清動漫文化的差異及
相似，並且學著尊重不同的喜好
及作品，在社團發揮無限可能

性，激發每個人的想像力及創造
力，在各活動中，與大家互相交
流，增加一些額外的知識。

6

管樂社

李岡翰

活動中心 2F 看台區
（雨：702-704）

學習樂器的演奏以及與人的溝
顛覆了管樂給人的刻板印象，
活力是我們的代表。
facebook：南港高中管樂社

通方式，從管樂中獲得無限的成
就感和掌聲，希望增加管樂的向
心力，並在音樂比賽中獲得佳
績，學習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

服務性

7

慈幼社

徐翠徽

804

（3）

8

紫錐花
春暉社

陳選如

以服務他人為出發點的服

不僅只是在課堂中學習，

務性社團

更樂於走出教室，並用真
實的互動去學習用一顆友
善的心幫助社會中有需要
的人。
以校外宣教為主要重點，利用社

103

課時間綵排演戲，並搭配團康活
青春，活力，賦予使命。

動、一社一服務、聯合社課，甚
至校外教學，透過各方式讓大家
了解紫錐花運動。

9

康樂性
（10）

10

園藝社

點心社

彭錦珍

吳銘賢

202

在環境議題熱烈討論的社

校園所見每一個五彩繽紛

會之下，人們應當更認識

的角落都是喜愛拈花惹草

植物所帶來的好處，也透

的師生之精心傑作，園藝

過植物進行擠身及身心靈

社需要你為校園、環境、

的療育與提升。

地球貢獻一己之力。

1F 烹飪教室

以西式甜點為主要學習內容，每
透過專業老師的專業教學，讓

次課程皆會有成品可以帶回，希

學生可以增進許多烹飪技巧。

望同學們在社課能快樂學習，學
到製作自己喜歡的點心。

11

12

桌遊社

熱音社

陳靜蓉

陳翰（外）

3F 高中美術教室

遊於思有益思，透過豐富

本社以桌上遊戲為教材，

的課程設計搭配上各式桌

激發社員對於思考的熱情

上遊戲之操作，帶領社員
領略『遊戲式學習』的魅
力。

與習慣，並培養另類興
趣，充實課後生活。

4F 多功能教室

學習利用各種樂器演奏出各種
曲風的流行歌曲，學習如何與他
一群有著音樂夢的少男少女

人合作，培養出彼此間的默契，

們，勇敢追夢。

藉著平時的訓練與對音樂一貫
不變的熱情，在台上演奏出撼動
人心的樂章。

13

熱舞社

張茗茹（外）

活動中心地下室韻律教室

希望可以藉由跳舞，練舞的過
熱舞社有三種舞風，分別是

程，讓我們知道如何對自己的選

popping、jazz、breaking，我們用

擇負責任，也希望可以在社團這

跳舞表達我們對生活的態度。

個小型分工的社會，培養人際關
係。

14

吉他社

林正順

208

熱血有活力的吉他社，利用吉
他紓發情感。

15

電影欣
賞社

黃永鵬

知行樓 4F 多功能教室（二）

電影社歡迎所有愛看電影的同
學加入，性質輕鬆，不需寫心
得，可帶食物進教室。

16

康輔社

李嘉苓

溫室旁操場跑道
（雨：201）

學習吉他技巧以及團隊合作，能
順利舉辦三場獨立表演，和他校
合作，認識更多吉他夥伴。
電影欣賞設每週播放一部影片，
影片由同學自行挑選。看完後會
進行討論，讓大家表達自己對影
片的感想與心得，並從中學習。
學習如何辦活動、培養在台上不

使人健康快樂

要怯場，更懂得表現自己，學會
跟別人的互動和交際，還可以學

facebook：彤陽康輔

各種手語、唱跳、戲劇、團康、
土風…等。

17

卡啦大

張采貞（外）

1F 視聽教室

演戲、寫劇本、畫傷妝、當導演…

傳社

等幕前幕後一手包辦！演出一
場精采的舞臺劇及製作一部感
動人心的微電影就是我們的理
主要發展項目有舞台劇及拍攝
短片，同時學習許多專業幕後
技能。
facebook：南港卡啦大傳社

想，不僅如此，如何籌畫一場完
美的成發是我們的終極目標，主
持、場企、宣傳，在大傳社學到
的東西豐富多元，也非常實用，
最重要的還有我們團結進取，合
作無間的精神，未來我們將會設
計更完備的課程，成為專業且充
滿熱忱的大傳青年！

18

歌曲研
究社

劉乃元

207

我們帶著對歌唱的熱愛，唱出
自己內心的聲音，將大家相同
的情感娓娓道來。

運動性
（5）

19

指彈研
究社

李昀臻

203

20

籃球社

盧奕龍

102 教室前籃球場
（雨：207）

A

在琴弦撥弄之間，彈奏出
動人悅耳的迷人旋律

學習團隊精神與團隊默契。

為了一年後的成果發表會而進
行歌唱磨練，約半年則會先舉辦
一場聯合展演，社課期間會教唱
社歌、紅白對抗、聖誕表演…等。

教社員如何抓出一首歌的
和弦及了解樂器的基本彈
奏技巧。
學習籃球基本動作和團隊
的全場配合，使自己的籃
球技巧更進一步，希望在
這學期大家能學會「團隊
精神｣，讓「團結｣變成我們
的象徵。

21

籃球社 B

余南誼

活動中心
學習團隊精神與團隊默契。

學習籃球基本動作和團隊
的全場配合，使自己的籃
球技巧更進一步，希望在

這學期大家能學會「團隊
精神｣，讓「團結｣變成我們
的象徵。
22

棒球社

朱凱良

操場中央草坪區
（雨：101）

23

排球社

鳳錦暉

排球場
（雨：102）

一個壯大自己夢想的所
在，在紅土盡情揮灑熱血
及感動吧！

是一個運動型社團，透過
棒球讓同學身心發展健
康。
未來發展希望在排球社的社員，

排球社在球場上盡情揮灑汗水，
並精進排球技術。

每個人都會打排球，並喜歡排球
這項運動，主要學習內容是排球
的基本動作和基本規則，還有一
些實戰訓練。

24

羽球社

程俊達

活動中心

(1)了解羽球規則。
拿起球拍，打出屬於自己的天

(2)精進羽球的各種技巧。

空。

(3)與其他校進行友誼賽。
(4)培養運動家精神。

體育班

25

（3）

電影欣

陳燕秋

高 310

賞社

26

電影欣
賞社

電影欣賞設每週播放一部
電影社歡迎所有愛看電影
的同學加入，性質輕鬆。

王隆興

高 210
電影社歡迎所有愛看電影
的同學加入，性質輕鬆。

影片，影片由同學自行挑
選。看完後會進行討論，讓
大家表達自己對影片的感
想與心得，並從中學習。
電影欣賞設每週播放一部
影片，影片由同學自行挑
選。看完後會進行討論，讓
大家表達自己對影片的感
想與心得，並從中學習。

27

休閒活
動社

陸湘怡

高 110

提倡正當休閒康樂活動，
以活潑的方式帶給大家歡
樂和收穫。

培養正當休閒娛樂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