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活動名稱一覽表 (110.09.13 公告版) 

編號 代碼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上課地點 
人數

限額 
選填備註 

1 A01 讀書社(一) 楊素惠 機械一教室(螺陽樓 3F) 35 高一、二、三 

2 A02 讀書社(二) 郭幸齡 高三忠教室(格致大樓 4F) 35 高三 

3 A03 讀書社(三) 曾美純 高三孝教室(格致大樓 4F) 35 高三 

4 A04 讀書社(四) 蕭乃瑜 高三仁教室(格致大樓 4F) 35 高三 

5 A05 讀書社(五) 謝桂圓 汽車三教室(螺陽樓 5F) 35 高一、二、三 

6 A06 讀書社(六) 賴宛楹 加工三教室(螺陽樓 4F) 35 高三 

7 A07 動力機械研究社 康凱傑 汽車實習工廠 702 教室 25 限汽車科 

8 A08 機械學科專業探討社 余汯育 機械三教室(螺陽樓 5F) 35 高三 

9 A09 電機研習社 莊世忠 電機三教室(螺陽樓 4F) 34 高三 

10 A10 化工專業研習社 陳聖文 化工科 801 教室 30 高三 

11 A11 汽車專業研習社 鄧舜方 汽車實習工廠 25 限汽車科(學程) 

12 A12 電機專業研習社 江燕松 電機實習工廠專業教室 504 35 限電機科(學程) 

13 B01 書法社 廖耀興 汽車一教室(螺陽樓 2F) 35 需自備書法用具 

14 B02 棋藝社 周政宏 高一忠教室(格致大樓 2F) 35  

15 B03 電影欣賞社(一) 徐保娟 高三愛教室(格致大樓 4F) 33 高三 

16 B04 電影欣賞社(二) 李武翰 高一孝教室(格致大樓 2F) 35  

17 B05 電影欣賞社(三) 廖時興 高一仁教室(格致大樓 2F) 35  

18 B06 電影欣賞社(四) 程雅妤 高一愛教室(格致大樓 2F) 35  

19 B07 電影欣賞社(五) 唐美鈴 生機一教室(螺陽樓 2F) 35  

20 B08 電影欣賞社(六) 王憶秦 生機二教室(螺陽樓 2F) 35  

21 B09 影劇欣賞社 李昭儀 汽車二教室(螺陽樓 2F) 30  

22 B10 電玩研究社 張鎰琪 加工二教室(格致大樓 3F) 30  

23 B11 微型創業社 洪崇朔 機加三教室(螺陽樓 1F) 25  

24 C01 國樂社 劉仕民 格致大樓地下室(國樂社辦) 25  

25 C02 管樂社(銅管分部) 廖冠評 格致大樓地下室(管樂社辦) 25  

26 C03 管樂社(打擊分部) 張郡庭 格致大樓地下室(管樂社辦) 25  

27 C04 太鼓社 王照暹 格致大樓地下室(合作社旁) 25  

28 C05 熱音吉他社 
蔡萬裕 

詹景為 
商資一、二教室(螺陽樓 1F) 35  

29 E01 螺陽武術社 程詠翔 中山堂正門停車場 35  

30 E02 籃球社(一) 李準 籃球場 (雨天 高二忠教室) 35 校隊優先入取 

31 E03 籃球社(二) 蔡燿鴻 籃球場 (雨天 高二孝教室) 40  

32 E04 排球社(一) 黃郁雅 排球場 (雨天 高二仁教室) 40 校隊優先入取 

33 E05 排球社(二) 謝淵博 排球場 (雨天 高二愛教室) 40  

34 E06 桌球社 陳信義 桌球室 40  

35 E07 跆拳道社 蔡軫伃 跆拳道教室 30  

36 E08 羽球社 林益誠 中山堂 35 校隊優先入取，需自備球具 

37 E09 棒壘球社 彭新銘 操場 (雨天 高二信教室) 40 校隊優先入取 

38 E10 足球社 翁祥敏 操場 (雨天 加工二教室) 40 校隊優先入取 

39 E11 街舞社 王祐祥 行政大樓中廊 35  

40 F01 群狼童軍社 林建雄 
司令台後方空地 

(雨天 格致大樓中廊) 
35  

41 F02 春暉社 鐘敬強、鄭嵩詳 微電二教室(螺陽樓 1F) 75 糾察隊、交通服務隊、大隊 

42 F03 慈幼社 蕭因伶 電子一教室(螺陽樓 2F) 40  

43 F04 環保志工社 陳姿岑 電繪一教室(螺陽樓 1F) 40  

44 F05 電腦維護社 楊宗頻 電子科工廠 601 教室 20 限電子科 

45 F06 旗儀社 郭怡君 導師室前茄冬樹下 35 女旗隊、司儀 

46 F07 校犬照護社 蔡宏麟 畜保科館 20 限畜保科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簡介 

編號 代碼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社團簡介 選填備註 

1 A01 讀書社(一) 楊素惠 

讀書社主要是提供想要在社團時間喜愛閱讀或準備功課的

同學們，一起營造一個好的讀書環境，有老師從旁指導，增

進學習。 

高一、二、

三 

2 A02 讀書社(二) 郭幸齡 高三 

3 A03 讀書社(三) 曾美純 高三 

4 A04 讀書社(四) 蕭乃瑜 高三 

5 A05 讀書社(五) 謝桂圓 
高一、二、

三 

6 A06 讀書社(六) 賴宛楹 高三 

7 A07 動力機械研究社 康傑凱 
學習動力機械相關設備或儀器之使用與故障檢修等等之技

術 
限汽車科 

8 A08 機械學科專業探討社 余汯育 學習機械科專業相關知識 高三 

9 A09 電機研習社 莊世忠 學習電機科專業相關知識加深加廣增進討論社團 高三 

10 A10 化工專業研習社 陳聖文 學習化工科專業相關知識，強化化工基礎與理論 高三 

11 A11 汽車專業研習社 鄧舜方 

汽車專業研習社，為汽車科學生喜歡參加的社團，利用社團

時間，學生在社團老師的陪伴之下，練習汽車修護檢定的術

科操作題目，學生之間彼此互相學習，配合老師的指導，技

術能更上一層。 

限汽車科 

(學程) 

12 A12 電機專業研習社 江燕松 學習電機科專業相關知識，透過術科操作加強熟練度 
限電機科 

(學程) 

13 B01 書法社 廖耀興 利用社團時間靜心學習書法，了解文字藝術 
需自備書法

用具 

14 B02 棋藝社 周政宏 

棋藝社，是一群喜歡下象棋的學生喜歡參加的文藝性社團，

於社團活動時間相聚在一起，彼此互掀切磋棋藝，指導老師

在一旁指導同學如何下象棋，精進棋藝，活動時氣氛相當融

洽。 

 

15 B03 電影欣賞社(一) 徐保娟 

電影欣賞社為本校熱門之靜態性文藝社團，在社團活動時

間，撥放同學們精心挑選出來的電影，電影之來源為網路上

公播版或是各社團利用社費出租來自有版權的 DVD 進行播

放，社團活動中可以進行熱門影片之欣賞，更可放鬆身心。 
 

高三 

16 B04 電影欣賞社(二) 李武翰  

17 B05 電影欣賞社(三) 廖時興  

18 B06 電影欣賞社(四) 程雅妤  

19 B07 電影欣賞社(五) 唐美鈴  

20 B08 電影欣賞社(六) 王憶秦  

21 B09 影劇欣賞社 李昭儀 利用社團時間欣賞各式不同風格之戲劇影片，增進藝文氣息  

22 B10 電玩研究社 張鎰琪 
提供電玩愛好者之交流場所、電玩藝術及遊戲相關之正確知

識 
 

23 B11 微型創業社 洪崇朔 

 

新開立 



24 C01 國樂社 劉仕民 

國樂社的成立宗旨為培養學生欣賞國樂的能力，學生能透過

學習國樂器怡情養性，陶冶學生的性情，並藉由合奏演出，

學習團結的精神。 

 

25 C02 管樂社(銅管分部) 廖冠評 管樂社為本校音樂性社團，擔任開學典禮、升旗、結業式、

運動會與畢業典禮等等重大集會，典禮中程序所需樂曲的演

奏，社團中有種類豐富的樂器，有打擊分部與銅管分部。 

 

26 C03 管樂社(打擊分部) 張郡庭  

27 C04 太鼓社 王照暹 

    西螺農工太鼓社，成立於 2019 年，由一群熱血的學生

組成，成立宗旨在於發揚雲林打擊文化，靠著如同太陽般的

鼓面，猶如太陽曙光般的鼓棒，有著刻苦磨練留下傷痕的雙

手，以及刻苦耐勞的毅力，將雲林的音樂打擊出去，讓生活

在雲林的子弟，敲打著土地的聲音。此外，透過表演的訓練，

讓團員們可以建立站在舞台上的自信。 

 

28 C05 熱音吉他社 
蔡萬裕 

詹景為 

熱音吉他社是一群對於音樂抱持著熱忱的同學們所組成音

樂性演出社團，在西螺農工，雖然沒有華麗的舞台，也沒有

高檔的設備，但卻有著對音樂不放棄的精神與熱情的熱音吉

他社，藉由不斷的自我成長與挑戰，社員們一起熱血的玩音

樂，喜歡音樂，就一起加入熱音吉他社吧！ 

 

29 E01 螺陽武術社 程詠翔 

螺陽武術社，成立於 104年，是一群熱愛傳統武術的學

長姐所成立，集結了西螺及彰化地區武術的精華。想要

熟練的打出虎虎生風的南拳嗎？想要了解宋江武陣中

水滸傳梁山 108條好漢相聚的忠義事蹟嗎？ 

加入螺陽武術社，就可以一起來體驗社團中南拳北腿的「國

術」魅力和台灣高雄在地的「內門宋江陣」文化吧！武術社

中，都是一群熱愛傳統武術的熱血青年！喜歡武術或有興趣

的同學們都歡迎來參加哦~ 

 

30 E02 籃球社(一) 李準 籃球社充滿活力，大家享受打球時汗水淋漓的快感，大家團

隊合作、培養默契，也因此增進人際關係，這就是籃球社! 

校隊優先入

取 

31 E03 籃球社(二) 蔡燿鴻  

32 E04 排球社(一) 黃郁雅 
排球，在西螺農工是一種熱門的球類運動，也是在學校裡面

運動性社團中，很搶手的社團。學校裏有著許多排球精英選

手，組織成排球校隊南北征戰。排球迷人有吸引同學喜愛的

地方，在於發球的快樂、接球的樂趣、驚險的比賽技巧動作、

比賽時發揮團隊精神的喜悅‥‥等，這些都是讓人想加入排

球社的原因。想加入排球社，就來吧！ 

校隊優先入

取 

33 E05 排球社(二) 謝淵博  

34 E06 桌球社 陳信義 
桌球社的活動場地在體育組桌球室，讓社員能夠在最舒適的

環境切磋球技。 
 

35 E07 跆拳道社 蔡軫伃 

學習跆拳道不僅僅可以讓學生充分的運動，對身體健康與發

育都有非常正面的影響，更能夠在練習的過程和教練的指導

之下，學會保護自己、自制能力、專注力，面對任何事物保

持沉穩靜定和周全的思考。 

 

36 E08 羽球社 林益誠 

羽球，是人人都可以輕易上手的運動，本校羽球社，成立的

目的，在於促進健康，增進體能，提高羽球技巧的水準。在

社團活動時間，藉由彼此的對打，可以加強球技，訓練殺球、

平飛球、高飛球、切球…等等的能力，可以培養出同學矯健、

優美的羽球技巧。加入羽球社只有兩個要件，一是要自備球

具，二就是你要對羽球有絕對的熱情。 

校隊優先入

取，需自備球

具 

37 E09 棒壘球社 彭新銘 

在球場上，一個壯大自己夢想的所在，不僅僅因為棒球帶給

我們的熱血及感動，不放棄拚勁的精神也烙印在所有人心

中。 在學校裡，只要熱愛棒球，都歡迎加入棒球社。 

校隊優先入

取 

38 E10 足球社 翁祥敏 

藉由輕鬆玩足球，讓同學更能享受踢球的樂趣，社課程著重

於基礎練習與實戰經驗，讓參與足球成為一種熱情，歡迎加

入足球隊。 

校隊優先入

取 

39 E11 街舞社 王祐祥 

熱舞社，是本校熱門的社團之一，學生透過社團活動練習不

同舞曲的表演，上課時，老師會透過動作示範進行教學，然

後在讓同學實際配合音樂讓肢體做出舞動，上課時，活潑的

氣氛讓大家都能輕鬆學習，舞出自信感。 

 

40 F01 群狼童軍社 林建雄 

西螺農工群狼童軍社，成立即將邁入 45 年，秉持著童軍有

應有的「愛的教育和鐵的紀律」行事，以「人生以服務為目

的」的精神，童軍社要學習基本的求生技能，也常藉著協助

 



與舉辦活動來驗證自己所學的技能，每年必定參加全國性的

露營活動，驗收所學。童軍社很有表演天份，都盡心盡力的

練習，透過各式活動展現童軍熱情。 

41 F02 春暉社 
鐘敬強 

鄭嵩詳 

軍訓室生輔志工培訓社團，利用社課進行糾察隊、交通服務

隊、大隊等等人員強化體態及基礎訓練。 

糾察隊 

交通服務隊 

大隊 

42 F03 慈幼社 蕭因伶 

慈幼社是一個以服務他人為出發點的服務性社團我們的社

課內容不僅只是在課堂中學習更樂於走出教室用真實的互

動去學習用一顆友善的心幫助社會中有需要的人！ 

 

43 F04 環保志工社 陳姿岑 

培養本校環保志工尖兵，使全體師生體認環境保護的重要

性，進而帶動全校學生投入環保的行列。在社課中讓學生經

由志工服務的過程中，增進從事公益活動的意願，進而培養

對環境保護的責任與正確的態度。  

 

44 F05 電腦維護社 楊宗頻 
利用社課進行電腦資訊強化，學習軟硬體設備之裝修與維

護，進而協助維護校內電腦資源。 
限電子科 

45 F06 旗儀社 郭怡君 利用社課進行校內女旗隊、典禮司儀與頒獎禮生之訓練。 
女旗隊、司

儀 

46 F07 校犬照護社 蔡宏麟 
利用社課學習與進行校內與分部中校犬照護，使學生在學校

環境中得到親身體驗，再由引導學生去愛護動物、尊重生命 
限畜保科 

 

備註：社團選填、轉社與上課相關注意事項會發放到班級信箱 

  



校內重要社團 高一新生招收宣傳單 
 

 

 

在圖書館一樓有靜態成果展展示，歡迎前往參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