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社團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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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課 內 容

社費、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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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水墨這項留傳久遠、充滿先人 學習透過寫書法以及畫國畫，
博大精深的內涵結晶藝術在現代已 來陶冶人的性靈，培養氣質。
漸漸沒落，期望能透過成立書畫研
◆社費：
書畫 習社，以此傳承給莘莘學子們，讓
上學期 500 元，
研習社 學弟學妹們也能一睹傳統中華文化
下學期 200 元
令人驚嘆不已的精深技法，進而涵
養身心，清靜性靈。
文創社，文藝氣息與歡笑邂逅出的 在 培 養 專 欄 製 作 及 採 訪 訓 練
華夢。不要用文創兩個字定義我們， 中，以玩樂覓食放鬆身心靈，並
文創，遠超乎你所想像!
透過文學結交更多好朋友。
文藝 編輯校刊之餘，也有團康和點心，
創作社 讓社員適當放鬆，以激盪出更棒的
作品!
智育兼備又文青，歡迎加入文創社!

◆社費：
上學期 500 元（社
服、社須品、餐費
等）
下學期 200 元(社
須品、餐費等)

電研社，為一教導社團同學各類電 主要學習認識資訊科技相關議
腦暨資訊科技相關知識的社團，利 題如 AI 人工智慧、深層學習等， ◆社費：
電腦 用社團課部分時間在社團裡與同學 實作如 3D 列印、unity 等。
上、下學期共 500
研習社 互相交流。
元（含社服、餐費
等）
「乍至新莊尚迷惘，科研學術未可
知？社團首選乃科研，結識好友得
新知！」
賞析：這是一篇科研社為了打破學
科學
弟妹對科研迷思所作的文章，科學
研習社
不再是課堂上生硬的課程，它可以
與我們很親近，因為生活中處處皆
科學，這也是科研強調的核心宗旨。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多親近科
學，所以上課主要以親自動手
玩實驗，或是以校外教學等多
元的方式進行，因為社團時間
是大家難得的放鬆時刻，因此
並不會有實驗報告等作業的困
擾。

英研社存在的原因，一是為了給熱
愛英文的人有一個可以和同好交流
的平台，另一個是讓那些對英文失
英文 去信心的人一個重新認識英文的機
研習社 會，我們將帶著社員從其他角度去
認識英文，教你學習英文的方式，
除了成績，英文也可以很有趣 ！

我們利用小遊戲，影片，還有一
些活動，帶你更深入的了解英
文還有國際時事甚至是更深入
了解外國文化，用快樂的方式 ◆社費：
學習英文，此外就是大家一起 500 元(含社服、課
堂物品、餐費等)
交流如何使英文進步！

◆社費：
上、下學期共 750
元(含社服 250 元、
材料 500 元)

備註

自備毛
筆等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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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設計了多樣課程，用簡單有趣
的方法，讓社員學習到美工技巧，
且做出的實體成品，能夠豐富多元
表現呦！美工也並非女孩子的專
美工 利，只要有興趣，所有的同學都可
研習社 以在製作藝品的當下享受其中呦！
歡迎平時喜歡藝術創作的各位來加
入美工研習社的家庭哦！

上課以簡單的手工作品教學為
主，其中包含各式可愛的小飾
品，甚至有機會可以製作造型
小餅乾哦！有時上課會有團康
遊戲，帶著大家認識彼此，更有
戶外的聯合社課，與別社互動。
保證能讓同學們可以在課業之
餘有個快樂的時光～

「宅」為目前年輕人流行的次文化
中的一環，本社創作含蓋漫畫繪製、
動畫欣賞及製作、小說寫作、宅舞
教跳、角色扮演之技巧、創作軟體
使用教學等多個面向， 也致力於參
漫畫
與各個校際活動，改變世人對於宅
研習社
的刻板印象！

以繪畫技巧為主，文化歷史為
輔，並參雜教導學生此圈獨有 ◆社費：
的文化語言、適當的交流禮節、 上、下學期共 800
以及在此圈常用的外語。
元(含社服、社團
小報等)

備註

◆社費：
上學期 550 元（含
社服、上課材料費
等）
下學期 350 元（含
上課材料費、餐費
等）
1.可經
由徵選
入社。
2.有興
趣者可
至臉書

與他校聯合活動，
另外收 150~350 元
不等（此為自由參
加）

搜尋高
市新莊
高中漫
研社詢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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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們是-新莊巴拉巴拉民謠
吉他社！
你愛音樂嗎？想和一群夥伴開心的
彈唱嗎？
加入吉他社你能擁有的，不僅是表
吉他社 演能力的累積，還能在舞台上綻放
你的光芒，更能與一群熱愛音樂的
夥伴體會一場從無到有的表演的感
動。加入吉他社！讓我們完成你的
吉他夢！

【完全不需基礎】
社師將以由淺入深的方式，指
導新生學習並定期舉行成果發
表，適時了解新生的學習狀況。
上課時以分組進行，新生學習 ◆社費：
時，由各個幹部在旁指導，協助 上學期每人 800 元
社師教學。社員若有任何問題， （含社服）
也能夠隨時發問。

吉他可
於之後
統一訂
購

你們跟我們一樣，天生就有著表演 上課方式會讓社員練習阿卡貝
著的靈魂嗎？阿卡貝拉是人聲合奏 拉曲子並且分組練習，老師在
樂，我們除了有專業導師指導，還 旁指導。
◆社費：
阿卡貝 有許多對外表演的邀約，只要你有
可由甄
約 500 元（含社服、
拉社 足夠的熱誠、不變的夢想，就能在
選入社
餐費等）
舞台上和夥伴們一起大放異彩！
阿卡貝拉社，歡迎真摯的你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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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社是個輕鬆無負擔的地方，一
同前來桌球社一同揮灑青春的汗
水。地點應為是在舒適的地下環境，
夏天都會開冷氣，也算是小小的幸
10 桌球社
福呢!一同認識桌球同好，切磋技
巧，並享受當下的樂趣才是社團成
立的目的呢!

上 課 內 容
社課時會請老師教導桌球的技
巧，並給予充分練習時間來磨
練技巧，如果有任何問題可立
即提問幹部或老師，並會在學
期中舉辦排名戰來與各位同學
切磋切磋，精進技巧。

社費、社服
相關費用
◆社費：
上學期 600 元(含
社服、飲料、冷氣
費等)
下學期 500 元（含
飲料、期末歡送餐
費用等）

希望同學能夠藉由參加籃球社，對 1. 暖身：做操、跑步、抬腳
籃球基本動作有所了解，也能放鬆 2. 基本動作訓練：傳接球上
心情、培養興趣，在讀書之餘也能
籃、小組攻防練習
◆社費：
11 籃球社 活動身體。只要你對籃球有熱情， 3. 切磋：一年級主要練習 3 對
700 元（含社服）
無論男女，我們都歡迎你加入!
3 鬥牛、二年級主要練習 5
對 5 全場
心輔社是個透過各種媒材，達到自
我認證，自我接納，找到自信， 發
揮自我特長的社團。營造「溫暖，
12 心輔社
真誠，自在的風格」讓心輔社成為
社員們在新莊高中的第二個家。

備註
如果有
自己習
慣的球
拍可以
自行攜
帶

社課當
天若穿
制服請
帶運動
服裝來
替換

體驗式活動、心理測驗、情緒紓
壓，電影欣賞與探索、桌遊心 ◆社費：
理、表演藝術，神祕學、媒材自 750 元(含材料、餐
費、租借費、社服
我了解以及藝術治療。
等)

藉由參加排球社來學習排球的基 學習排球基本動作，包括高低
本，並培養對排球的興趣、熱情， 手傳接球、發球，以及裁判、紀
◆社費：
從中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與學習排 錄等工作。
13 排球社
600 元（含社服、
球最需要的團隊合作，促進新莊高
餐費）
中的排球風氣。
在我們的眼中，攝影是一門藝術。
在攝影的路上，我們一邊紀錄，也
一邊觀察著這個世界的美。也許你
沒有專業的攝影器材，也許你沒有
14 攝影社
攝影的知識，也許你完全沒有碰過
攝影，只要你喜歡拍照，想要拍得
更好，攝影社歡迎你！

學習攝影的基本原則，基礎構
圖，基礎用光，認識簡單的攝影
器材，學習用手機拍下好照片，
◆社費：
有新訓、寒訓、暑訓可以參加，
500元（含社服200
平日會不定期有外拍活動。
元）

想知道網球公開賽怎麼比嗎？想多
學會一項運動嗎？還是想讓球技更
加進步呢？網球社都歡迎你～
初學者來就對了！有專業教練指
15 網球社 導，讓你愛上網球，想維持球感、
追求球速的同學，有校隊陪打員，
讓你盡情揮汗，又或者想擁有歐美
的古銅肌，網球社是你的最佳選
擇！

有專業教練指導基本揮拍動作
和講解比賽規則，然後會從基
本的揮拍、送球到對打，會有帥
球拍可
氣的校隊陪同練習～
◆社費：
自備或
500 元(含社服與
社團提
運動飲料)
供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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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這是一個充滿歡笑的社團，在社團 1. 以團康大地活動為主進行
中的人，大家為了共同的夢想而努
社團課 。
力，我們不只是帶團康，不只是帶 2. 各小隊間進行積分競爭，培
氣氛，更是一種感動以及熱情的展
養團結合作 。
◆社費：
16 康輔社 現，學著與人溝通，與人合作，創 3. 藉由每次不同的社團課活
約 800 元（含社服）
造不一樣的新鮮，不一樣的生活，
動學習不同的才能。
展現不一樣的自己，集結大家的能
量，我們希望能讓歡樂無所不在。
『報告報告請對舞臺抱有熱情的你
現在立刻至大傳社報到！重複報告
一次想讓你的青春發光發熱嗎那就
加入我們吧~』大眾傳播包括主持演
17 大傳社 戲 廣播其中我們又以演戲為主強
調能帶給觀眾歡笑用最專業的方式
呈現最好的表演。

社課時我們會準備好玩的團康
遊戲可以增進高一們團隊合作
的能力也能讓彼此更加親近。
當然我們還會時不時穿插著關 ◆社費：
於『大傳』的相關課程像是演 800 元(含社服、餐
戲、廣播劇、製作報紙、攝影教 費、獎項等費用)
學還有成果發表來驗收社員的
學習成果。

熱舞，就是能用你的自信 high 翻全
場的舞蹈。不管是誰都能藉此展現
自我，散發魅力，相信每個人體內
都有一個熱舞魂，一起來燃燒你的
18 熱舞社 熱血吧!我們會教你如何跳出你的
態度，讓心中的舞步，在舞台上發
光發熱，用最熱情的心來記憶最精
彩表演!

社團老師會教導各項舞蹈需要
的基礎，也會積極參加各項舞
展，增加表演機會，也藉由與別
◆社費：
校舞社的切磋磨練，進而追求
上、下學期各酌收
卓越。
約 500 元(含社服
及上課費用)

新莊天王星童軍團，這裡是一個大
家庭，在這裡學到的不只技能應用
更多的是團隊合作認識新朋友。迎
新、寒訓、全國大露營、三級露營、
19 童軍社 南社嘉、各校團慶等等...還會學火
舞、香舞、蛇舞和旗舞，讓你體驗
高中青春的熱情！

童軍社課學習技能是一定要
的，但是絕對不是坐在教室安
靜地聽講而已，也會學習實用
的技能、社交方法、更會配合很
◆社費：500 元
多好玩的遊戲設計成關卡，小
◆社服：250 元
組競賽才是我們課程的風格。
當然，最厲害的小組會有最棒
的獎勵啦！

想要藉著社課出外郊遊或者你不想 春暉的社課中，融洽感情的團
浪費你的青春在一些耗時的事情上 康遊戲是免不了的，在炎炎夏
日中我們有著新莊為數不多人
嗎？
人稱羨的冷氣社辦！還有促進
加入春暉社加入春暉社
各社團交流的聯合社課，在因
20 春暉社 KIWI 春暉 青春不灰
考試煩悶時我們更安排了烤肉
活動且放學時輕鬆回家不需留
社，甚至有乘風踏浪旗津淨灘
活動等外出郊遊的社課時間。

◆社費：
上學期 500 元（包
含社服）
下學期 300 元

要有熱
情享受
跳舞的
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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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舞臺上發揮你的演技想在眾人
前發光發熱想當男女主角對戲劇有
熱情的同學歡迎加入我們話劇大家
庭!
21 話劇社
迎新.春訓.社遊.也都等著你來參
加
新莊話劇無法抗拒

社師帶領社員參與各式劇場活
動和遊戲學習。教導如何設計
表演與演戲的技巧，讓社員從
小細節裡，體悟一些人生的道
理。除此之外，也有社遊，使新
莊的學生們更了解劇場和舞台
劇以培養社員們的文藝氣息。

一起加入天文社 共同學習新知識
傷心難過看過來 任何煩惱都消失
星圖不再是裝飾 在你面前都詮釋
流星銀河不是夢 美好夜晚將開始
單身不怕沒人陪 星空伴你一生一
22 天文社 世
快來加入天文社 讓你
天上星星 一網打盡
地上猩猩 全都安靜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麼都難不倒
你

介紹天文古今中外的大小事，
包括星座故事、四季星空、星
雲、星團、黑洞....等等的發現
與運行，另外也會讓學員實際
操作專業的天文望遠鏡、雙筒
望遠鏡及其他儀器。同時也會
穿插著團康活動，帶著大家進
行實地夜觀，充實社團生活。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熱愛音樂的社
團，主要以樂團的型式來呈現表演，
以樂團的型式表演，讓大家知道能
夠一起創造音樂的無限可能，希望
23 熱音社 能夠吸引一群對音樂熱愛的同好彼
此學習交流，能夠學習一種以上的
樂器並能夠站上舞臺，勇敢的表現
自己！

社課時間主要以學習樂器為主
還會進行一些小遊戲及活動，
◆社費：
課後也偶有樂團的自主練習，
上、下學期各收
以及接洽許多表演活動和協
600 元(含器材保
辦、主辦活動。
養、餐飲費等相關
費用)
◆社服：300 元

日文社全名是日本文化研究社，並
不會教繁雜的日文，課程內容偏向
於日本文化傳統介紹，像是日本節
24 日研社
慶、傳統文化、觀光等。歡迎喜歡
日本的小高一加入日文社。

課程的安排是一節老師帶領，
◆社費：
一節由幹部帶領社員做團康。
上、下學期各收
每學期都有烹飪課能夠讓社員
500 元（含社服、
們認識日本的食饌。
烹飪課、社課道
具）

撞球是一種技巧運動，促進同學對
於撞球的熱情，培養專注力以及對
球敏銳度，在打球之餘結交更多朋
友，使自己視野更寬闊，撞球現在
25 撞球社
慢慢地已經在台灣發展起來，以前
認為撞球是壞小孩在玩的，現在，
是該讓你改觀的時候了，加入撞球
社吧!

教導撞球相關技巧如：高桿(推
桿)、中桿(定桿)、低桿(拉杆)、
◆社費：250 元
下塞、曲球、跳球。
◆社服：250 元，
讓不想玩社團的孩子也能有屬
共 500 元
於自己的專長
（上下學期只收
一次）

備註

◆社費：
700 元(含社服、社
團經營如講義、校
外參訪等、社團展
演道具服裝、表演
器材維修、教室布
置及設計等)

◆社費：
700 元(含社服、講 自備文
義等等費用，僅收 具
取一次)

編
號

社團
名稱

社 團 簡 介

讓全校師生對漆彈這項運動能有初
步的了解，還能在校園內體驗漆彈
射擊，以及能學習許多更進階的姿
勢動作與裝備運用，有別於外界對
26 漆彈社 漆彈價個昂貴的觀念，感受深陷重
圍，槍林彈雨，衝鋒陷陣的刺激感。

上 課 內 容

社費、社服
相關費用

平時社課時間主要在校內練習
基本動作和固定靶射擊，結合
個人技巧，架槍、撲、滑，團隊
合作，溝通、掩護、報位，以及
思考判斷如何攻破防線，期中
鼓勵社員代表學校參加高雄市
的各項漆彈競賽，期末前往高
雄市立社教館漆彈場進行對戰
及成果驗收。

◆社費：
約 500~600 元(含
漆彈耗材、車資、
社服等)

備註

旨在使社員認識並遊玩桌遊，在社 以小組為一單位，分組進行比
團時間放鬆平常的壓力，在人與人 賽，並由指導老師進行教學。
◆社費：
之間縱橫周旋、鬥智鬥力，除了娛
上學期 800 元（含
桌遊研 樂外同時也訓練社員的邏輯和思考
27
社服，飲料，比賽
習社 能力。在過程中也能表現出每個人
獎品）
的個性，藉此提升與他人之間的互
下學期不收社費
動關係。
藉由培養一種運動的習慣可以盡情 主要是老師親自指導羽球各種
宣洩平時繁忙壓力大的生活。而在 回球技巧並把錯誤姿勢加以修 ◆社費：
28 羽球社 球場上透過一次次來回擊球不只可 正。
約 400～500 元（含
以使球技更加精進還可以訓練反應
社服）
及邏輯思考能力。

會提供
球拍及
球但盡
量自己
帶

烏克麗麗（Ukulele）因其具備特殊
的音色以及方便易學等特色，近年
來蔚為風潮，103 級學生為將這個
可愛四弦琴引進校園社團生活裡而
烏克麗
29
創立了烏克麗麗社。烏克麗麗社的
麗社
風格，是熱情又悠閒的，希望大家
來這個社團能快樂的享受、學習這
個樂器。

烏克麗麗是一個非常容易上手
的樂器，沒有學過任何樂器的
人或是毫無樂理基礎的人都不
樂器可
用怕！因為老師都是從頭開始 ◆社費：
上、下學期共 800 之後購
教的。
元（含社服）
買

想加入充滿異國風情的德文社嗎？
學到德文的用法及單詞外，活動、
遊戲及電影時間更是不會少，我們
還會製作德國食物呢！ 目前已做
過的食物有德國烤肉、德國聖誕水
30 德文社 果蛋糕、德國巧克力等。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加入德文
社！！

透過專業老師的指導，搭配電
影欣賞及各式活動和遊戲的舉
辦，以及一同製作德國食物，希
望能提高學弟妹對德文及德國
文化的興趣，在歡樂的時光中
也多學會了一門語言！

◆社費：
上學期 500（包含
社服、飲料、餐費、
冷氣費）
下學期 500（包含
飲料、餐費、冷氣
費、食材費）
◆社費採多退少
補，如有多餘的社
費則會退還給社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