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社團名稱 指導老師 上課地點 性質 備註

1 禮品包裝社 楊雪慧 綜一13 學藝性

2 黏土手機公仔製作社 許雪燕 電一甲 學藝性

3 串珠社 李佳齡 綜二11 學藝性

4 創意飾品社 黃淑娟 綜二17 學藝性

5 氣球造型社(甲) 郭怡慈 綜二13 學藝性

6 氣球造型社(乙) 楊秉修 綜二12 學藝性

7 手拉胚社 賴俊文 綜二10 學藝性

8 書法社 黃寶彤 綜二9 學藝性

9 魔術社 陳炳榮 綜二8 康樂性

10 茶藝社 許玄穎 綜一17 學藝性

11 調飲社 黃祺惠 咖啡吧前 學藝性

12 童軍團 劉春樹 淨園 康樂性

13 戲劇社 王浩瀚 綜一6 康樂性

14 攝影社 黃文鍚 觀光一甲 學藝性

15 素描社 蘇裕峰 綜一9 學藝性

16 漫畫研習社 劉榮生 綜二16 學藝性

17 校刊社 溫任敏 綜二7 學術性

18 傳奇現代詩社 林文平 綜二6 學術性

19 實用英語研習社 趙惠美 綜二3 學術性

20 日語文化社 林美夙 綜二14 學術性

21 電腦硬體維修社 張承瑋 資訊工廠四 學藝性

22 花式調酒社 謝美美 操場(左半部) 學藝性

23 傳統調酒社 陳峰芍 後跑道榕樹下 學藝性

24 環保志工社 林懷琳 綜一18 服務性

25 管樂隊 岳德安 音樂教室博1F 康樂性

26 陶笛與直笛社 陳雨航 綜一7 康樂性

27 熱音社
范憶志

陳建霖
至善1F廣播室 康樂性

28 吉他社 洪怡正 綜一15 康樂性

29 口琴社 呂宗熹 綜二5 康樂性

30 直排輪社  林陏堂 汽車教練場 體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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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舞獅社
斐俊強

林正輝
100公尺終點處 學藝性

32 跆拳道社 陳宇增 101公尺起跑點 體育性

33 武術社 張博智 若水廣場 體育性

34 啦啦隊 張國揚 中山台前 體育性

35 國際標準舞蹈社 張鈞弼 逸仙中廊走道 體育性

36 熱舞社 江平安 六和敬電話亭旁 體育性

37 街舞社 林育聖 圖書館前 體育性

38 舞蹈社
許伊瑩

林丹淑
善居走廊 體育性

39 游泳社 李尚哲 大寮游泳池 體育性

40 撞球社 簡國清 戶外球場 體育性

41 保齡社 蔡宗憲 戶外球場 體育性

42 足球社 陳雅鈴 場操(右半部) 體育性

43 排球社 陳嘉文 翠亨球場 體育性

44 籃球社 胡仁書 世紀球場 體育性

45 桌球社 楊雅琳 桌球教室善居 體育性

46 橋牌社 李冠勳 電一乙 康樂性

47 撲克牌社(甲) 許瓊文 資一甲 康樂性

48 撲克牌社(乙) 陳惠津 商資一乙 康樂性

49 象棋社(甲) 林建輝 資二甲 康樂性

50 象棋社(乙) 張智文 資一乙 康樂性

51 跳棋社(甲) 林豔琦 餐一丙 康樂性

52 跳棋社(乙) 張銘珠 商資一甲 康樂性

53 五子棋社(甲) 張瑟蘭 餐一甲 康樂性

54 五子棋社(乙) 金建惠 餐一乙 康樂性

55 電影欣賞社(甲) 鍾慧英 餐二甲 康樂性

56 電影欣賞社(乙) 陳雅華 餐二乙 康樂性

57 電影欣賞社(丙) 王雅蘭 餐二丙 康樂性

58 電腦多媒體社 陳妙紅 電腦教室8 學藝性

59 商業簡報研習社 王依婷 電腦教室8 學藝性

60 烘培社 林和明 烘培教室 學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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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餐社 陳文東 中餐教室 學藝性

62 西餐社 屠國城 西餐教室 學藝性

63 餐服社 廖瑞芳 餐服教室 學藝性

64 美髮造型進階研習社 王思樺 六和敬地下室走

廊
學藝性

65 機械競賽培訓選手(甲) 張誼鋒 機電整合廠 學術性

66 機械競賽培訓選手(乙) 溫純龍 機電整合廠 學術性

67 國際認証研習社(甲) 王瑞豪 電腦教室 學藝性

68 指甲彩繪社 曾品靜 商資二甲 學藝性

69 人體彩繪社 馬秀英 商資二乙 學藝性

70 領導菁英社 陳惠華 宿舍 綜合性

71 原住民舞蹈社 姜志傑 翠亨球場 體育性

72 春暉社 朱張宏 汽一甲 學術性

73 生活研習社A 陳振立 汽一智 康樂性

74 生活研習社B 呂明怡 餐飲一4 康樂性

75 生活研習社C 李姈燕 餐飲一智 康樂性

76 休閒娛樂社A 黃琡雯 綜三８ 康樂性

77 休閒娛樂社B 曹佩君 商資三1 康樂性

78 休閒娛樂社C 蔡孟樺 餐飲三仁 康樂性

79 休閒娛樂社D 蘇漢章 汽二2 康樂性

80 休閒娛樂社E 林俊傑 機電二2 康樂性

81 休閒娛樂社F 柳勇全 資二1 康樂性

82 休閒娛樂社G 郭曉詩 觀光二1 康樂性

83 休閒管理社A 張世穎 資三1 康樂性

84 休閒管理社B 洪嘉寧 商三1 康樂性

85 休閒管理社C 何美華 餐飲三1 康樂性

86 休閒管理社D 鄭淑玲 觀光一2 康樂性

87 花式調酒社 李明豐 餐飲一6 康樂性

88 電影同好社A 王書銘 汽二5 康樂性

89 電影同好社B 曾國睿 汽二7 康樂性

90 電影同好社C 何建延 電二1 康樂性

91 電影同好社D 邱惠雯 商資二1 康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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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電影同好社E 洪瑜娟 美二仁 康樂性

93 電影同好社F 吳勇冀 汽一3 康樂性

94 電影同好社G 吳勇冀 汽一4 康樂性

95 電影同好社H 洪任儀 機電一1 康樂性

96 電影同好社I 李冠勳 電一3 康樂性

97 橋藝社 吳源福 汽三1 康樂性

98 點心品嚐社A 蔡宗憲 餐飲三7 康樂性

99 點心品嚐社B 陳盈琇 餐飲一2 康樂性

100 文學欣賞社A 陳雅真 綜三11 學術性

101 文學閱讀社B 邱靖斐 汽二仁 學術性

102 文學閱讀社C 顧晏瑜 餐飲二智 學術性

103 汽車研究社A 余建達 汽三7 學術性

104 汽車研究社B 洪順福 汽三9 學術性

105 汽車維修研究社A 伍宜德 汽一5 學術性

106 汽車維修研究社B 伍宜德 汽一6 學術性

107 汽車維修研習社C 陳瑩如 汽一仁 學術性

108 物理研究社 邱德輝 資三乙 學術性

109 思潮社 廖家新 餐飲三智 學術性

110 科學研究社A 楊珮綸 普二甲 學術性

111 科學研究社B 陳昱宏 普二乙 學術性

112 英語人才培訓社A 劉萱崚 綜二１ 學術性

113 英語人才培訓社B 許敏華 綜二２ 學術性

114 英語人才培訓社C 林于豐 餐飲二3 學術性

115 英語人才培訓社D 黃麗君 綜一１ 學術性

116 英語人才培訓社E 邱靖媛 綜一２ 學術性

117 班級讀書社A 賴允仁 綜三７ 學術性

118 班級讀書社B 陳乃甄 綜三12 學術性

119 班級讀書社C 黃耀德 電三1 學術性

120 班級讀書社D 陳美華 餐飲二仁 學術性

121 班級讀書社E 簡鶴昇 普一甲 學術性

122 班級讀書社F 謝玉芬 商一2 學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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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班級讀書社G 何秋田 商資一2 學術性

124 班級讀書社H 韋承志 綜三14 學術性

125 動力機械社 李宗榮 汽二智 學術性

126 國文研究社 葉淳瑋 汽三智 學術性

127 視聽電子研習社 劉榮生 資一3 學術性

128 資訊技術社A 李錦昌 資三4 學術性

129 資訊技術社B 王冠傑 電一1 學術性

130 資訊技術社C 王冠傑 電一2 學術性

131 資訊技術社D 賴美杏 資一5 學術性

132 電腦研習社A 蔡雯玲 綜三２ 學術性

133 電腦研習社B 楊文鶯 綜三３ 學術性

134 電腦研習社C 許友貞 綜三５ 學術性

135 電腦研習社D 戴家唐 商二1 學術性

136 電腦研習社E 楊雅琳 機電一4 學術性

137 電腦硬體裝修社 董健毅 綜三10 學術性

138 語文加強社A 劉美華 綜三１ 學術性

139 語文加強社B 李春美 普三甲 學術性

140 數學研究社 林忠建 資二3 學術性

141 數學演算社 陸美秀 綜三13 學術性

142 閱讀社A 施錦芬 綜三９ 學術性

143 閱讀社B 蘇  滿 餐飲三3 學術性

144 閱讀指導社 許耀仁 普一乙 學術性

145 機械加工研習社 許文堂 機械三1 學術性

146 餐飲服務社 黃琛琪 餐飲二7 學術性

147 美髮美儀社A 楊靜婷 美一仁 學藝性

148 西餐製作社A 黎玉璽 餐飲三5 學藝性

149 西餐製作社B 蔣淑真 餐飲二1 學藝性

150 車輛美容社 鄭明灝 汽二4 學藝性

151 美食研究社A 盧玉珍 餐飲二5 學藝性

152 美食研習社B 李蕙年 餐飲一仁 學藝性

153 美食研習社C 簡儀松 餐飲一8 學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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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美食研習社D 詹喜琴 餐飲三甲 學藝性

155 美食研習社E 蔡桓艮 餐飲三乙 學藝性

156 美髮社A 林春瓊 美二2 學藝性

157 美髮社B 李惠玉 美一1 學藝性

158 美髮美儀社B 李彩鳳 美三1 學藝性

159 排版美編社 張燕萍 普三乙 學藝性

160 軟體設計社 郭錦絹 綜三４ 學藝性

161 造型設計社 陳錦熾 美三仁 學藝性

162 視聽音響研習社A 張閔雄 汽三仁 學藝性

163 視聽音響研習社B 孫有信 資一1 學藝性

164 視聽音響研習社C 孫有信 資一2 學藝性

165 電腦動畫社 孫銘宏 綜三６ 學藝性

166 電腦網研習社 陳咨琳 商資三乙 學藝性

167 電腦網頁研習社 陳嘉文 資三甲 學藝性

168 電腦輔助立體製圖社 洪任儀 機電一2 學藝性

169 影像處理社 歐佩芬 商資三甲 學藝性

170 棒球打擊社 楊雅琳 機電一3 體育性

171 滑板社 洪一銘 餐飲一勇 體育性

172 慢跑休閒社A 張議文 汽一1 體育性

173 慢跑休閒社B 張議文 汽一2 體育性

174 籃球社 賴曉萍 汽三3 體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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