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2 景興國中社團簡介與選課說明 

編

號 
社團名稱 社團課程介紹 選社說明 社費/材料費 

1 
口語表達社

(一) 

從國中開始，培養終生受用的

口語表達素養。你害怕上台

嗎？常詞不達意嗎？學會口語

表達力，打擊上台恐懼症，為你

帶來個人魅力與說服力。這個

社團是為了積極想要增進口語

能力的同學而開設，課堂中有

許多對話練習與小組討論。 

1.一學期有兩次報告，期

初與期末。 

2.僅限七年級學生選課

僅收新社員，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10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2 
口語表達社

(二) 

1.一學期有兩次報告，期

初與期末。 

2.僅限八年級學生選課，

僅收新社員，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10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3 

數位閱讀 

與 

表達社 

透過說書人桌遊、簡報美學製

作、設計思考等方式，運用 ipad

數位閱讀及團隊動能協助同學

發聲。 

1.限八年級學生選課，僅

收新社員。 

2.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30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4 新聞編採社 

此社團以平面媒體為概念(即

報紙)，將從最基本的新聞稿認

識、撰寫練習到實際採訪並完

成新聞稿；在編輯部分，教授基

礎排版概念及設計，並於期末

以刊物出版呈現，學期中將安

排業師經驗分享或校外教學參

訪。 

1.對新聞媒體工作有興 

趣者。 

2.愛好寫作或文字創作  

  者，勇於挑戰不同領 

  域者。 

3.僅限八年級學生選 

  社，每班最多 2人， 

  全校限 20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5 圖書館達人 

1.引領學生深入認識與運用圖

書館。                   

2.認識與參訪台北市的圖書館 

1.七、八年級新舊社員皆

可選。 

2.每班至多 1人，全校限

30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6 電影與人生社 

透過影片觀察人生的多元面向

與未來可能會遇到的課題，並

老師引導的思考目標與問題。 

1.限七年級學生可以選

社，舊生優先入選。 

2.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30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7 

日本語言 

與 

文化社 

1. 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2. 單字與日常生活用語 

3. 認識台灣與日本文化之差 

異及反思 

4. 分享你喜歡的日本文化 

1.七、八年級皆可選，每

班至多 2人，全校限 30

人。 

2.勇於開口說日語 

3.樂於思考、也願意分享

自己的心得。 

4.對日本文化有所興趣

或了解 (例如日本歷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史、日劇、動漫、流行

音樂.......) 

8 

韓國語言 

與 

文化社 

想聽懂오빠 歐霸 언니 歐逆

在唱什麼？想找一個可以開口

講韓文的環境或是想要更進一

步認識韓國文化嗎？ 韓文社

幫你實現願望。韓文社針對零

基礎的初學者，從 40 音開始

寫、說、聽、唱，將來即使遇到

不懂的單字也能夠直接唸出

來。課程中，搭配韓國流行樂、

童謠、影片、字卡等輔助教材，

有趣多元不枯燥乏味。 

1.七、八年級皆可選，每

班至多 2 人，全校限 

25人。 

2.一顆想學習韓語的心

及對韓國文化的熱情。  

1.須購買統一的

教材，費用約 

300元。 

2.冷氣使用費預

估 一 學 期 約

400 元由全部

社 員 人 數 分

攤。 

9 

客家語言 

與 

文化社 

1.認識與學習「客語海陸腔」客

家話、客家音樂和戲曲以及

客家美食。 

2.「客語海陸腔」是流傳在新竹

地區的客家話，透過這項語

言的學習和了解，可以作為

參加「客語分級認證」的入

門，和更深入客家文化內涵。 

3.客家音樂和戲曲：包含傳統

客家小調、山歌、八音和現代

流行歌曲等曲目的介紹和教

唱。  

4.「客家美食」活動：配合四時

節令介紹客家特色食材、製

作和享用。 

七、八年級皆可選，每班

至多 2人，全校限 30人。 

1.所有選社的同

學將免費獲贈

教材。 

2.冷氣使用費預

估 一 學 期 約

400 元由全部

社 員 人 數 分

攤。 

10 科學 STEAM社 

本社團為 S＝ Science（科學） 

T＝ Technology（科技） E＝ 

Engineering（工程） A＝ Art

（藝術） M＝ Mathematics（數

學）之探討與應用，培養學生動

腦思考與手作能力，增進國際

視野與人文關懷，以期能培養

解決問題的能力。 

1.僅限八年級學生參加，

全校限 20 人，選社後

須經過審核才能確定

入社。 

2.對科學有興趣，能主動

探究與小組合作。 

3.需具備表達、資料搜尋

與報告能力、基本英文

單詞能力。 

1.酌收 200 元課

程材料費，多

退少補，會有

成品。 

2.冷氣使用費預

估 一 學 期 約

400 元由全部

社 員 人 數 分

攤。 

11 生活科技社 
運用生活科技的原理，以紙製

作會動的作品， 

1.七、八年級皆可選社，

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30人。 

酌收 100 元課程

材料費。 



2.對長時間切割組裝零

件與高重複性的活動

有興趣者。 

12 校園 POP高手 

文字及圖案可用於視覺傳達藝

術、於校園活動佈置，應用廣

泛，生活化的學習，便於應用。 

七、八年級皆可選，每班

至多 2人，全校限 30人 

1.酌收 100 元課

程材料費。 

2.冷氣使用費預

估 一 學 期 約

400 元由全部

社 員 人 數 分

攤。 

13 巧手工藝社 

本學期預計製作： 

手縫平安御守刺繡、DIY橡皮印

章（須自備雕刻刀）、不織布掛

飾…等，作品完成種類數量會

視實際進度做調整。 

1.對手工創作有興趣，需

要高度專注與耐心。                     

2.七、八年級新舊生皆可

選，每班至多 1人，全

校限 30人。 

需繳交材料費及

冷氣使用分攤費

共 800元。 

14 
羊毛氈 DIY社

(一) 

以羊毛為創作素材，挑戰各種

立體造型的製作，是訓練手眼

協調、專注力與耐心最好的練

習。 

僅限七年級，新舊社員皆

可選，每班至多 2人，全

校限 30人  

1.需自付材料費

800元。 

2.冷氣使用費預

估 一 學 期 約

400 元(由全部

社 員 人 數 分

攤) 

15 
羊毛氈 DIY社

(二) 

僅限八年級，新舊社員皆

可選，每班至多 2人，全

校限 30人  

1.需自付材料費

800元。 

2.冷氣使用費預

估 一 學 期 約

400 元(由全部

社 員 人 數 分

攤) 

16 
環保生活 

創意社 

輕鬆活用自然食材，透過簡單

有趣的實務操作，做自己獨一

無二的清潔、保養品、居家用

品，環保從你我做起、生活大師

就是你！ 

七、八年級皆可選，每班

至多 2人，全校限 25人。  

1.需自付材料費

800元。 

2.冷氣使用費預

估 一 學 期 約

400 元(由全部

社 員 人 數 分

攤) 

17 漫畫設計社 

1.學習漫畫基本表現技巧。                              

2.以漫畫的手法，呈現多元主    

題的表現。 

1.對漫畫表現與學習有

興趣者。           

2.七、八年級新舊社員皆

可選，舊生優先入選，

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20人。 

1.需自付材料費

約 300元(含漫

畫稿紙、水彩

紙與筆、網點

等)。 

2.冷氣使用費預

估 一 學 期 約



400 元(由全部

社 員 人 數 分

攤) 

18 戲劇社 

學習以各種不同的戲劇創作表

現方式，來展現多元藝術的表

現能力。 

1.七、八年級新舊生對戲  

  劇表演有興趣的學生  

  皆可選。             

2.將參加 108學年度臺  

  北市創意戲劇比賽。                             

3.全校限 20人。 

1.需繳交社費  

1,000 元(含

外聘教師指

導費、道具製

作費等)。 

2.冷氣使用費預

估一學期約 400

元(由全部社員

人數分攤) 

20 直笛團 

1.學習與體驗各種直笛合奏之   

  美。                         

2.有機會學習演奏長達 180公  

  分高的最低音笛、短至 15公 

  分的超高音直笛。                                                          

3.有機會代表學校參加音樂比  

  賽或表演。 

1.對直笛合奏有興趣者，  

  無直笛合奏經驗可。                            

2.需自備比賽等級中、高  

  音直笛。   

3.七、八年級新舊生皆可  

  選社。     

4.需配合週二、週四早修 

  以及午休加練時間。 

需繳交團費 (含

教材費及冷氣使

用費)，一學期約

150 元，多退少

補。 

21 合唱團(一) 1.提升學生合唱技巧與表現 

  力，以感受歌唱和聲之美。 

2.有機會代表學校參加音樂比  

  賽或表演。 

1. 對合唱有興趣者，無

合唱經驗可。 

2.七、八年級新舊生皆可  

  選社，舊生優先入選。 

3.需配合週二、週四早修 

  以及午休加練時間。 

1.需分攤外聘教  

師指導費，每人 

每學期 1,000元 

2.冷氣使用費預

估一學期約 400

元(由全部社員

人數分攤) 

22 合唱團(二) 

23 管樂團(一) 
1.學習管樂器基本演奏技巧。 

2.學習管樂器合奏能力。 

3.有機會代表學校參加音樂比 

賽或表演。 

1.對管樂合奏有興趣者，

初學可。 

2.七、八年級新舊生皆可

選社，舊生優先入選。 

3.需配合一週兩次的自

主練習，以及課後練習。 

4.須參加寒暑假集訓。 

1.需繳交團費一

學期每人約 200

元(含 教材費、

冷氣使用費)。 

2.需額外自付個

別樂器學習費用

(每人一個月約

2,000元)。 

24 管樂團(二) 



25 弦樂團 

1.學習弦樂器基本演奏技巧。 

2.學習弦樂器合奏能力。 

3.有機會代表學校參加音樂比

賽或表演。 

1.需學過弦樂器(含小提

琴、中提琴、大提琴或低

音大提琴)至少二年以上 

2.七、八年級新舊生皆可

選社，舊生優先選。 

3.需配合額外的加練或

集訓。 

1.需繳交團費一

學期每人約 200

元(含教材費、冷

氣使用費)。 

2.需分攤外聘指

導教師鐘點費 

(每人一學期約

2500 元，視社團

人數而訂)。 

26 吉他社(一) 

學習基本吉他彈奏技巧，並嘗

試團隊合奏的表現方式，培養

多元休閒興趣。 

1.僅限七年級學生選社，

舊生優先入選，初學可，

需自備吉他 

2.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20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27 吉他社(二) 

1.僅限八年級學生選社，

舊生優先入選，初學可，

需自備吉他 

2.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20人。 

28 活力熱舞社 

1.透過創造性動作設計與對音

樂的感知結合，以肢體律動的

方式，展現青春韻律與節奏感。 

2.可參加校內外表演。 

1.七、八年級皆可選，舊

生優先入選，全校限 30

人。 

2.需肢體柔軟度佳、節奏

感良好且對舞蹈有興趣

者。 

1.需繳交社費每

人 300元(含演出

製作費及雜費)。 

2.冷氣使用費預

估一學期約 300

元(由全部社員

人數分攤) 

29 籃球校隊社 
屬校隊訓練性質社團，為參加

比賽加強戰術與技巧訓練。 

1.男籃校隊學生必選。 

2.僅限男籃校隊參加。 

3.不開放選社。 

無 

30 籃球社 學習籃球技巧與團隊合作。 

七、八年級學生皆可選，

曾經參加過的社員不可

再選，每班至多 1人，全

校限 30人。 

無 

31 桌球社 
學習桌球基本技巧，並培養正

當休閒活動以鍛鍊身心。 

1.七、八年級學生皆可

選，曾經參加過的社員不

可再選，每班至多 1人，

全校限 30人。  

2.需自備桌球拍。 

無 

32 柔道社 
學習柔道基本技巧，並培養正

當休閒活動以鍛鍊身心。 

七、八年級新舊生皆可

選，舊生優先入選，全校

限 16人。 

若參加比賽的學

生，需自備跆拳 

道服。 



33 排球社 
學習排球基本技巧，並培養正

當休閒活動以鍛鍊身心。 

七、八年級學生皆可選，

曾經參加過的社員不可

再選，每班至多 1人，全

校限 30人。 

無 

34 田徑社 提升田徑校隊之技能 

1.田徑校隊學生必選。 

2.僅限田徑校隊學生參

加，不開放選社。 

無 

35 毽球社 
學習毽球基本技巧，並培養正

當休閒活動以鍛鍊身心。 

僅舊生可選，不開放自由

選社。 
無 

36 游泳社 
學習游泳基本技巧，培養正當

休閒活動與鍛鍊身心健康。 

1.七、八年級皆可選，每

班至多 2 人，全校限 30

人。 

2.游泳校隊學生請勿選

此社團。 

無 

37 跆拳道社 
學習跆拳基本技巧，培養正當

休閒活動與鍛鍊身心健康。 

1.跆拳道校隊學生必選。 

2.七、八年級皆可選，每

班至多 2人，全校限 20 

人。 

  

38 擂鼓社 

擂鼓社以學習「戰鼓」及「太

鼓」為主，戰鼓的滂礡震撼與

太鼓的震攝人心，兩者展現的

力與美和精氣神，能夠從中學

習到節奏感訓練與肢體協調性

開發，並且認識擂鼓的藝術表

現與型態及緣由。 

七、八年級皆可選課，新

舊社員皆可選，全校限 30

人。 

需 自 備 指 定 鼓

棒，可由指導教

師代購。 

39 花燈社(一) 

透過傳統藝術的學習，結合創

新想法與手做技術，體驗與感

受花燈藝術之美，製作成品將

參加花燈比賽。 

1.七年級可選，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15人。 

2.需配合暑訓時間，以利

完成作品參加 110 年度

臺北燈節全國花燈比賽。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40 花燈社(二) 

1.八年級可選，每班至多

2人，全校限 15人。 

2.需配合暑訓時間，以利

完成作品參加 110 年度

臺北燈節全國花燈比賽。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41 扯鈴社 

1.學習扯鈴基本技巧，並嘗試

與團隊合作表演，培養正當休

閒活動與鍛鍊身心健康。 

2.有機會代表學校參加音樂比

賽或表演。 

七、八年級新舊生皆可

選，全校限 30人。 

需 自 備 扯 鈴 用

具，或開課當天

向社團教師登記

統一購買，約 500

～950元。 

42 預見大未來 

這個社團結合了英文、日文、多

媒體設計、商業經營、觀光事業

等多元體驗，不僅有 

僅限八年級可選，每班至

多 2人，全校限 25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語言的學習 #美食的實作 

#文創品設計 #趣味玩桌遊， 

也能從中體會到不同文化特色

的交流！想打開國際視野嗎？

更歡迎喜愛吃喝玩樂的你一同

來趟異國之旅喔！ 

數分攤)。 

43 小田園 

介紹蔬菜的種類、栽培方式、繁

殖方法及各種園藝栽培方式如

組合盆栽、草頭寶寶、苔球及滾

石葉拓(擇部分教學)，另外介

紹食農教育：包括食米教育、校

外參訪等等。 

1.對種植植物有興趣，且

不害怕觸碰土壤與蚯蚓

的學生。 

2.七、八年級新舊生皆可

選社。 

3.全校限 30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44 
校園改造進擊

社 

藉由個體至群體與社會之間的

連結，了解校園角落參與意義；

運用課程喚起學生對於自身生

活的環境意識，一起為校園設

計場景，帶動公民參與，喚起學

生與環境之間的故事。我們將

與學生一起設計思考、行動參

與改造校園。 

1.對校園美學與設計有

興趣者。 

2.七、八年級新舊生皆可

選社。 

3.全校限 24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 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45 童軍團(一) 

學習童軍活動基本技巧，並培

養正當休閒活動以鍛鍊身心。 

七年級可選，每班至多 2

人，全校限 20人。 冷氣使用費預估

一學期約 400元

(由全部社員人

數分攤) 46 童軍團(二) 
八年級可選，每班至多 2

人，全校限 2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