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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社團期程表



日期 項目

111/9/12 第一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111/9/28(三) 第六節 選社說明會

111/9/29(四)~111/10/05(三) 開放全校線上選社
http://163.27.236.245/asso/

(帳號:學號、密碼:身分證字號)

111/10/07(五) 公告選社結果(紙本放置班級櫃)

111/10/07(五)~111/10/13(四) 開放申請二次選社

111/10/17(一) 公告正式社團名單(紙本放置班級櫃)

http://163.27.236.245/asso/


日期 項目

111/10/19(三) 12:10社團指導老師會議-內聘老師

111/10/19(三) 13:20社團指導老師會議-外聘老師、
第一次社團課

111/10/26(三) 13:00社團幹部會議、第二次社團課

111/11/02(三) 第三次社團課程

111/11/09(三) 第四次社團課程

111/11/16(三) 第五次社團課程

111/12/07(三) 第六次社團課程

111/12/21(三) 第七次社團課程



本學年社團總表



學藝性社團

A01 芳香精油舒壓社 30 陳佩如 至善樓2F機修三

A02 生活創意社 30 黃琪騰 篤敬樓自造實驗室

A03 乾燥花手作社 30 周玉婷 至善樓3F食三乙 材料費500元

A04 手工藝術社 30 楊琇雯 至善樓1F機圖二 材料費400元

A05 花卉園藝社 30 林淑珠 至善樓2F農技三

A06 造型氣球社 30 曾淑真 至善樓3F食一甲
材料費400元（自備打
氣筒只需300元）

A07 時尚金屬線飾品社 30 吳佩珊 至善樓3F食一乙
依選擇作品材料費
250~350元/件

A08 點鐵成金社 30 張鳳茹 至善樓1F機圖一

A09 布袋戲社 20 黃世志 明德樓3F國防教室

A10 獨居蜂祕密結社 30 張俊逸 科學館1F102教室

A11 圍棋社 30 蔡銘燦 至善樓3F食二乙

A12 腳踏車修護社 30 王慶浚 學務處前小建築物(單車教室)

A13 芳療手作社 30 楊雅靜 至善樓3F食三甲 材料費420元
A14 藝術療癒社 30 歐佩琪 至善樓2F農技一



康樂性社團

B01 熱音社 25 廖子翔 明德樓2F社團辦公室
材料費200元，
自備樂器

B02 魔術社 30 謝依伶 德善樓1F機械一 材料費450元

B03 吉他社 30 陳聖凱 德善樓1F機械二 自備樂器

B04 美姿社 30 王寀依 德善樓1F機械三

B05 熱舞社 30 郭明勳 至善樓1F穿廊

B06 合唱社 15 陳穎貞 科學館4F音樂教室

B07 桌遊社 30 高嘉隆 德善樓2F建築一 材料費300元

B08 管樂社 20 林冠臣 明德樓門三乙教室 材料費800元



服務性社團

C01 春暉社 30 楊玉華 德善樓2F建築二

C02 交通服務隊 30 黃獻昭 明德樓3F國防通識教室



學術性社團

D01 閱讀社 30 賴盈甄 德善樓3F電二乙

D02 機械職人社 30 林沛瑩 機械大樓4F電腦教室

D03 建築工匠社 30 呂卓樫 建築科實習工場
建築科學生優
先選社

D04 易經與人生社 33 黃柏銘 至善樓3F食二甲

D05 校刊社 30 石學翰 科學館2F美術教室

D06 心語社 30 李維娜 明德樓2F團輔室

D07 電影研究社 30 邵成章 科學館2F護理教室

D08 趣味數學社 30 蔡明忠 德善樓2F電三甲

D09 機械加工社 14 陳宏毅 第二校區機器人工廠 限預選名單



體育性社團

E01 運動防護社 30 李昆霖 德善樓2F電三乙

E02 籃球社A 30 余偉銘 司令台前籃球場

E03 籃球社B 30 王正賢 司令台前籃球場 雨備：德善樓4F電一乙

E04 桌球社 30 張嘉豐 活動中心1F

E05 羽球社 30 曾國榮 活動中心羽球場 自備球及球拍

E06 跆拳社 30 陳明裕 學生宿舍2F跆拳道教室
道服1000元（自備服裝者不
用繳），晉級600元

E07 拳擊社 30 蔡金順 操場司令台旁

E08 排球社 30 林合益 活動中心旁排球場

E09 健身社 30 康順傅 活動中心地下室重訓室 限校隊

E10 棒球社 30 許河吉 操場



綜合性社團

F01 童軍社 30 吳永遠 第二校區忠信樓1F童軍教室



選社流程



1.到學校網頁左側開啟「學生社團選社系統」



2.「學生社團選社系統」登入帳號、密碼

帳號:學號
密碼:身份證字號



4.選社資訊



5.登記選社，填入15個社團志願，確定送出。

1

2

3



◎未填滿15個志願時…



◎當你是固定名單時…



再次提醒，選社時間

111/09/29(四)08:00
至

111/10/05(三)17:00



Q & A



Q:社團總表&上課地點總表?

A:行政單位學務處工作
職掌活動組





Q:關於二次選社的注意事項為何?
A:

• 時間:111/10/07(五)-111/10/13(四)

• 公告選社結果:111/10/07(五)08:00-14:00

• 方法:自行複印二次選社申請單(每班班級櫃會有一張底稿)，於期限內
繳交申請單至社團活動組，並於系統開放時間，進行線上二次選社。

• 二次選社申請單繳交期限:

• 111/10/07(五)14:00-111/10/11(二)17:00，逾期不得申請二次選社!

• 線上系統二次選社時間:

• 111/10/12(三)08:00-111/10/13(四)17:00，逾期不得進行二次選社!

• 二次選社結束後，將固定社團名單，參加二次選社的同學視同放棄第
一次選的社團，於二次選社結束後不得再選填回原社團，亦不能再於
本學期更改社團!



Q:轉社申請?
A:
•時間:下學期(111-2)開學後兩週內
•方法:填寫轉社申請單，交至社團活動組
•條件:
1.欲轉入社團有缺額
2.家長以及導師同意
3.轉社理由經學務處審核通過



Q:社團執行時程?
A:社團執行一學年!



Q:社團活動相關表件哪裡下載?

A:行政單位學務處工作
職掌活動組





Q:超過時間忘記選社怎麼辦?

A:由電腦系統隨機選社



Q:沒有手機或電腦怎麼辦?

A:跟同學借、請導師協助



Q:選社時間順序有影響嗎?

A:機會均等



Q:什麼是固定名單?

A:每位社團指導老師有10位
保留名額(含社團幹部)。



Q:社團材料費用什麼時候繳?

A:第一次社團課，交給社團
指導老師。

※上學期未完成必須補繳



Q:如果沒有繳社團費用或沒
自備器材(樂器、球拍)?

A:由社團活動組安排轉社。



Q:我們可以創社嗎?
•A:本校學生欲申請成立新社團，需依下列步驟辦理：

• 新社團成立申請時間為每學年第二學期三至五月提出申請。申請人於規定時
間內，撰寫成立社團申請表（如附件1）、學生社團成立連署書（如附件2），
連署書需一、二年級學生十五人以上連署簽名，至社團活動組繳交資料備審。

• 擬籌備之社團，若其宗旨不適當、已有相同性質之社團或限於其他因素（如
社團總數控管或學校場地限制），學務處得不准予設立。

• 社團需邀請一位具有專長與意願的本校教職員擔任該社團指導老師，如本校
無該專長之指導老師，則由學務處向校外邀請專業人士，報請校長同意後聘
請之。



其他報告事項



社團活動證明書

•一人一張，一張
用三年，自行保
管。
•高一同學的會於
第一次社團課程
時放置於班級櫃。
•遺失須自行負責，
認證無法補發。



志願服務學習手冊

•一人一本，自行
保管。

•遺失須自行負責，
認證無法補發。



志願服務學習手冊

•各單位服務
時數統一登
記於這本。

•畢業前統一
由活動組開
立時數證明。

•作為服務獎
的依據。



還有問題嗎?
請到學務處找社團活動

林欣愉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