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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生社團一覽表 

校區：建工/燕巢校區 

屬

性 

社團名稱 簡介(限 50 字) 

服
務
性
社
團 

青青基層文化服務社 
青青基層文化服務社，服務別人、成長自己、關心他人、汎愛會是我們

的社團。 

動物保護社 認養不棄養、絕育不放養、讓等待的牠有溫暖家。 

Wi-Fi羅浮群 

我們主要著重於”體驗”，強調自己吃的、玩的，都由自己親手製作，

透過夥伴之間的合作，讓夥伴了解我們就像是一個家一樣，支持每個人

的夢想。 

學
術
性
社
團 

滔滔社 滔滔社，意為口若懸河滔滔社，意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之意。 

福智青年社 從感恩身邊的人，到關心動物環境，一起用發現美的眼睛改變世界！ 

翰林書法社 成立於民國 59年的老屁股社團，宗旨為推廣書法篆刻藝術。 

映画社 電影不只欣賞，更要激盪。不是電影欣賞社，更不只是電影欣賞社。 

機車研究社 本社團創立於民國 104年，由一群喜歡騎機車的同學組成。 

資訊研習社 給喜好鑽研資訊技術的人有一個空間可以共同進步、學習。 

康
樂
性
社
團 

管樂社 

以提升社員之音樂素質及加強演奏技巧為目標，辛勤練習，並多多的對

外演出，呈現出我們練習的成果，也會作多方面的音樂交流，再以更好

的一面呈現給大眾。 

典雅國樂社 
推展中國傳統音樂，將國樂美感及豐富的內容傳達給每一屆學弟妹，介

紹給更多人認識、欣賞、提高人們生活品質及內心充實。 

韻箏社 
提高校內同學學習古箏的興趣與意願，更可提升學校的藝術水平與音樂

素養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了解與欣賞古箏那優美動人的神祕樂章。 

動感口琴社 口琴社是由一群對口琴有興趣的人組成的溫馨小家庭。 

攝影社 

歷年來舉凡學校、社團，甚至外界舉辦的各種大小活動，無不由本社在

活動中穿梭往來，一點一滴地仔細記錄，拍攝出精采之畫面，可說是一

名默默付出的幕後英雄。 

古典吉他社 一群來自不同地方，有著不同個性，卻因為熱愛古典吉他而聚在一起 

民謠吉他社 
傳播吉他音樂、發展社團活動，維繫社內幹部及社員感情和積極與外校

交流技巧四大方向。 

康樂輔導研習社 

康輔社，是由一群樂於助人、服務至上、擁有一顆充滿熱誠、熱心的熱

血青年所凝聚的團體，以健康快樂的方式去輔導他人，帶給大家快樂，

使大家能夠被歡樂感染。 

魔術社 把虛幻變成真實、把不可能變可能 

戲劇社 
戲劇社對戲劇有熱誠且努力深入學習， 私底下也是一群瘋狂有趣的社

團。 

嘻哈文化研究社 

讓更多人、更多學校知道我們，認同、喜歡我們的表演。同時也將饒舌、

DJ、Beatbox，這些文化傳給其他人，一直傳遞下去。但要玩就要認真

玩。 



屬

性 

社團名稱 簡介(限 50 字) 

體
育
性
社
團 

中華武術社 發揚中華文化精粹，鍛練強健的體魄，培養尚武風氣、武德，以及遇到

危險的自保能力，期許社員能成為允文允武的台灣現代青年。 

登山社 由一群熱愛登山的人組成的大家庭。 一起爬山，是我們最開心的事。 

桌球社 不論程度如何，都歡迎任何對桌球有興趣、有熱情的同學來參加唷。 

羽球社 提升學內師生羽球風氣、凝聚同學對羽球的熱情、提升社員羽球技術水

平。 

排球社 提倡校內排球風氣而提升排球水準，成立此社團來聚集校內喜愛排球人

士，讓大家在課餘時間有正當休閒活動。 

棒球社 希望透過棒球運動，讓同學們，能夠感受到棒球的魅力，並推廣學校的

棒球風氣，讓國球的種子在學校中茁壯長大。 

網球社 以提升校內師生網球運動風氣、增加網球技術水準、凝聚校內愛好網球

的人、建立良好社團形象以及推廣網球為大眾運動為本社之宗旨。 

撞球社 發揚撞球文化，並期望改正社會對撞球不良之印象，使撞球成為大眾化

的休閒運動，所以以「以球會友」為社團宗旨。 

街頭舞蹈社 以街舞為核心，目前共有五個舞風包含了 breaking、popping、locking、

dancehall、hiphop。 

爵士有氧社 以聚集熱愛舞蹈的朋友，讓大家齊一堂共享學舞的快樂，並從中學習團

體的相處，養成理智、溫和、大方、勇敢的人格為宗旨 

水上活動社 大力推廣水上活動安全知識，包括慎選活動地點、做好事前準備、考量

安全性問題、緊急應變處置，以降低水域意外的發生率。 

跑酷社 以推廣及發展跑酷(Parkour/Free-Running) 運動為宗旨。藉由各項基

礎訓練，學習如何以自然的方式協調與控制自己的身體、力量與恐懼，

進而開發身體的潛能。 

滑板社 穿梭城市間的寂寞與喧囂，整個城市就是我的滑板場，NKUST SBC 

 

校區：楠梓/旗津校區 

屬性 社團名稱 簡介(限 50 字) 

學
藝
性 

海風攝影社 

攝影是一種興趣，也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紀錄每一個喜愛的畫面 

如果你也想在歲月的流光捕捉回憶 

歡迎加入楠梓校區 海風攝影社۹(˃̶͈̀௰˂̶͈́)و 
只要你有一顆熱愛攝影的心 

無論是手機攝影或相機攝影都歡迎加入 

海風攝影社大家庭 

漫畫研究社 

想討論宅宅的話題？想學習 cosplay？ 

想練習畫人體骨架、電繪、手工藝？不想要在大學當邊緣人？由喜愛動

畫漫畫的同好們組成！！ 歡迎大家加入！ 

烘焙社 

喜歡吃甜點的你不要錯過了 

即刻起關注"高科大楠梓校區烘焙社”粉專 

就有機會創造屬於自己的甜點國度 



屬性 社團名稱 簡介(限 50 字) 

桌上遊戲社 

(觀察性) 

我們桌遊社秉持著將桌遊的樂趣分享給更多人的信念，希望能讓桌遊的

風氣在本校區更加興盛 

音響燈光 

研究社 

音響、燈光、舞台，即為任何活動主要的三大重點，而音響燈光研究社

便是在後台努力為了活動的順利進行與事後場地、器材等維護，使得活

動圓滿結束，且讓場地與器材可以持續使用。 

康
樂
性 

管樂團 

在奔放中不失氣質；在樂音裡不失和諧。 

只要有顆熱愛音樂的心，管樂之門隨時為您開啟！ 

歡迎加入高科大管樂社！ 

民謠吉它社 

創立近 40年的楠梓校區民謠吉他社，秉持著保存優良傳統，但突破創

新更是我們的精神。不受限於制式的原曲彈唱，透過獨特的編曲、

Fingerstyle的演奏技巧，及融合各種樂器，呈現優美典雅的音樂表演。 

古箏社 

本社成立之宗旨為提升學校音樂風氣，增進學生對古箏彈奏興趣；提供

增進古箏才藝管道，並透過社團的凝聚力使學生間能互相交流琴藝、抒

發對古樂的看法。 

搖滾音樂社 

搖滾音樂社成立多年，有全楠梓校區唯一的主唱課程 電吉他課程、電

貝斯課程、爵士鼓課程、kb課程，加入後還能夠組樂團來征戰舞台，快

來選擇一樣樂器來加入搖音社吧！ 

熱門舞蹈社 

(觀察性) 

給熱愛跳舞的人一個展現自己的空間，透過平常的基礎訓練，還有各個

活動的演出，可以培養屬於自己的自信，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特色！ 

搞怪魔術社 

(觀察性) 

入社的社員們不僅可以學習舞台魔術、近距離魔術的技巧和觀念，也能

訓練獨立思考能力，創造一套屬於自己的表演 

嘻哈口技研究社 
發揚嘻哈文化，讓大家了解嘻哈精神，喜歡嘻哈的同學們，歡迎一起加

入。 

流行音樂社 

在學校各類活動中，都可以發現流音社的身影，沒人能動搖我們熱血沸

騰的心，讓整個學校都認識流行音樂社，不管是團隊合作，或是每個人

的音樂素質。 

 

紅桔吉他社 
吉他社在於推廣吉他樂器好學習攜帶的特色；組織音樂同好，互相切磋

學習，在愉快的氣氛下享受音樂，讓生活更加豐富。 

熱血舞蹈社 

我們社團全名是旗津熱血舞蹈社，簡寫又稱為 NTDC舞蹈社或是 Ocean 

Crew，社團宗旨是希望透過表演及活動讓更多人能夠了解跳舞的愉悅和

魅力。 

服
務
性 

慈青社 

我們是一群喜歡付出的青年。 

多元社課，附服務時數+免費晚餐!! 

歡迎有意願的夥伴來參加喔~~ 

登峰無限社 
我們是高雄科技大學，登峰無限社！我們不是去爬山，而是使自己成長

登峰造極，社課不只有單單的上課，還有體驗教育的部分喔。 

國際學生會 

國際學生會是由來自各國家的境外生組成之社團。我們會舉辦的活動有

國際展，節慶主題等活動，並提供大家在外國有第二個家的感覺。此外，

我們國際學生會僅開放境外生參加。 

全人領袖社 
一、實際關懷弱勢族群 

二、開發學生潛能（力） 



屬性 社團名稱 簡介(限 50 字) 

三、提升溝通能力 

四、加強生命及品格教育 

五、發揮團康能力 

六、培養領袖人才 

七、提升並塑造學校整體優良形 

中智佛教社 

(觀察性) 

在 21世紀科技大躍進的世代裡，我們的心因追求著時尚，不知覺中已

漸漸模糊了方向；現在讓我們重新對焦，透過中智社社課找回你我的初

心，一起遇見非凡的人生。 

春暉社 

本社為服務性社團，社員均熱心公益，並適時走入社區國小，散播反菸、

毒、酒、檳榔、愛滋等知識， 希望建立未來國家主人翁的正確觀念，

以落實春暉教育。 

體
能
性 

海羽羽球社 

(觀察性) 

是由一群熱愛羽球的夥伴們所創立的，我們可以一起進步、一起磨練還

可以一起突破，並且開開心心的打球，而我們也是一家人！ 

有氧舞蹈社 

在這裡曲線腹肌不是夢， 

和夥伴一起跳出健康好身材 

肌力 心肺 核心 拳擊 瑜珈 一次滿足～ 

熱血的你快來加入有氧舞蹈社吧！ 

深藍社 

深藍社是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是一個以潛水為主學生社

團，還有衝浪課程水上摩托車體驗，主要在推廣潛水等水域活動，輔導

考取潛水證照與宣導海洋保育。 

排球社 
我們是由一群熱愛、喜歡排球的人所組成的社團，不管你是想要接觸、

喜歡或是熱愛排球的人，歡迎你跟我們一起進步 

科學武術社 
科學武術擷取各家武術之專長與重新整理全方位防身觀念融合而成的

新智慧防禦系統，用以應對在都市中所有可能面對的暴力事件。 

體
能
性 

精海門救生員訓練

社 

本社中培養同學在學期中取的救生員證、強健身體，可在訓練中學習如

何自救與救人，並以水上救生為宗旨推廣特別水上活動。 

帆船社 

配合學校航海教學,了解風浪對船舶之影響，以讓學生熟悉日後工作所

需技能。推廣正當水上休閒活動，深入了解海洋文化,提高海洋首都之

精神。 

桌球社 
由一群熱愛桌球的同學及老師所共同創立，以球會友促進同仁間的交

誼，提供學生情緒抒發之管道。 

藍球社 
為了提升校內籃球運動風氣、水準，培養學生休閒之興趣，並藉以球會

友，連絡情誼並達到鍛鍊身體為宗旨 

空手道社 
1.首先要訓練的是-「精神力強」、而謙卑有禮： 

2.因「武技高超」而服人以德： 

獨木舟社 
在我們旗津校區有個這麼好的資源以及土地可以發展水上運動，因此創

立了這個水上休閒體能社團，讓大家可以更親近海洋。 

 

  



校區：第一校區 

屬性 社團名稱 簡介(限 50 字) 

服
務
性 

春暉社 
社團的宗旨是反菸酒毒檳榔及關懷愛滋。社團的活動主要是針對國小學

生，帶著他們認識反菸酒毒檳榔及關懷愛滋的知識。 

社福成長社 

推廣健康蔬食、心靈智慧成長，啟發人本善良的原貌，使社會增加更多

的良知良能。 

將心靈成長實踐在日常生活中，讓自己的生命找到目標、找到方向。透

過每堂社課，傳達正面能量、豐富自己的心靈，找到內心的平和。 

潛能領袖社 
主要社團活動為針對國中小進行品格教育，常態性活動為每週六的才藝

班，寒暑假舉辦冬夏令營，旨在培養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動物保護社 

對貓犬實行 TNVR(誘捕、絕育、注射疫苗、放回)，幫助貓犬找到歸宿，

照顧、餵食校內犬，舉辦收容所志工活動，宣導動保知識，教育動物飼

養知識。 

紅十字大專救傷服

務隊 

社員利用課餘的時間學習相關急救知識，並秉持人道、關懷、博愛、志

願服務的精神去服務大眾，達到關懷社會和發揮博愛精神。 

高雄扶輪青年服務

團 

由高雄扶輪社輔導的高雄扶青團，是一群充滿愛心與熱情的大學生組

成。本團宗旨在於提供青年男女學習如何經營人際關係、學習溝通協調

的機會及藉由社會服務活動，培養優秀社會服務青年。 

唱詩分享社 

本社由一群基督徒學生創辦，盼望藉此社團於校園內的運作，可將這位

豐富的基督傳揚給人，藉著唱詩歌，以及生活中的經歷分享，使人能認

識祂，並且與我們一同喜樂。 

康
樂
性 

阿卡貝拉社 

由一群愛唱歌的瘋子組成，我們不要其他樂器，唯獨歌聲就是我們的最

佳利器。我們喜歡走到哪、唱到哪，我們藉著歌聲，share the joy ，

find a friend。 

熱門音樂社 

The Voicer「發聲者」是我們給社團的定義，要用歌聲、音樂來表達思

想，傳達我們的信念。為自己、為他人，我們是‘高科大第一校區熱音

社’！ 

蔗園逸音國樂社 
聚集各方國樂愛好者，不論老鳥新手，以推廣中華藝術之美為宗旨，安

逸祥和的徜徉在樂曲中，古典與歡樂是我們心中的天地。 

電子音樂文化社 

讓社員們學習當 DJ的混音技巧及每首音樂本身特有的情緒，也透過各

式的活動，讓社員能更深入了解夜店、派對和 DJ文化，我們也會適時

給予社員不同的舞台，使各社員能充分發揮對不同音樂風格的喜愛，並

呈現給大家欣賞。 

管樂社 

管樂社成立於 2002年，這十多年來我們高科大管樂社這一群熱愛音樂

並擁抱生命的族群，利用我們最慣用的語言-音樂，唱出對生命的期望，

並以音樂來吸引更多愛好音樂的同好一同加入，一起分享彼此心靈交會

的喜悅。 

THE ONE吉他社 
喜歡彈吉他、聊天、打屁吃消夜的快樂吉他社~ 

吉他社是一個充滿溫度像家一樣的地方~ 

群音社(Gathering 

Music Club) 

只要是能夠演奏出美妙旋律的樂器統統都包含在群音內；我們有古典優

雅的鋼琴與小提琴，又有現代流行的吉他、爵士鼓、木箱鼓、貝斯、電

吉他、烏克麗麗，熱愛音樂及表演的人都樂於聚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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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馨社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ion or the OCS for short, 

was established to bring together the greatl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NKUST.The OCS also gives support to 

overseas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y join our school. 

The OCS works to bring elements from our distinct and richly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share them with the community at 

a cultural and social level.  

僑馨社或簡稱 OCS成立的目標是為了匯集高科大極為多元化的國際社

區。除了普通活動，僑馨社更會為海外學生提供入學前後的支援。 

僑馨社致力於將來自我們獨特而豐富多樣的文化背景在文化和社會層

面與學校分享。 

學
術
藝
文
性 

火舞藝術表演社 

敝社為南區第一個以火舞表演為性質的社團，自從創社以來，我們藉由

我們的熱情，希望讓更多人接觸及觀賞火舞。 

甚至是利用所學，報考職業舞團、街頭藝人執照等，完成表演夢。 

我們就是一群熱愛火舞的學生，聚在一起極力推廣我們所熱愛的事。 

第一科大益智桌上

遊戲社 

本社為推廣桌上遊戲的社團，透過社團活動體驗與社友一齊同樂、紓解

壓力，同時能在遊戲中學習思考，團隊合作餅培養良好的勝負觀。 

想與好友一起愉快的度過課餘時間嗎? 桌遊社歡迎您 

攝影社 

攝影是一項觀察藝術，實踐是種美的創造，按下快門記錄瞬間。 

本社是個分享攝影技巧、各項攝影知識與美感的學術藝文性社團，期盼

能讓更多人了解攝影，喜歡攝影。 

夢想漫研社 

想要與別人一起討論好看的動畫嗎? 

看到令你心頭一震的小說或漫畫， 

想推薦給其他人嗎? 

或許，你只是喜歡畫畫； 

也許，其實你很會打 GAME? 

那就加入囊括上述一切的漫研社， 

一起與大家開心的交流吧! 

“與他人分享 ACGN 的大小事與所聞所感 

從老師的教學中了解更多繪畫的技法” 

快來加入我們吧~~! 

魔術社 
入社的社員們不僅可以學習舞台魔術、近距離魔術的技巧和觀念，也能

訓練獨立思考能力，創造一套屬於自己的表演 

原班人馬社 

大家好! 高科大的原班人馬社是由一群熱愛傳統文化的原住民青年組

成，也是合併後唯一的原住民青年所組成的社團，本社團成立的宗旨是

讓原住民學生找回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感，並且透過舉辦校內活動及參加

校外活動認識不同族群的文化，社團讓我們在課餘時間有一起讀書、唱

歌、跳舞，然後互相幫忙照顧彼此，還有對原住民相關議題的探討，培

育出能獨立思考且付諸行動的優秀青年，再將所學習到的技能及知識回

饋給社會。除了本身的學習外，也向外推廣原住民的文化給非原住民的

學生，讓更多人瞭解我們，在彼此交流的同時，學會尊重、關懷，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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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外校原民同學交流彼此文化也藉由我們讓學校的同學更認識原住

民的各方面貌，社員能更接觸原鄉。 

益智桌上遊戲社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冷漠。我們藉由桌

遊，增加大家面對面的機會，讓大家放下手機，交交新朋友，一同歡樂。

而社團內不只是桌遊，我們可以四處跑、玩密室逃脫、將桌遊一比一大

小變成大地遊戲，任何你想得到的活動，我們都可以嘗試。 

體
能
性 

桌球社 
每週兩天，固定運動三小時，打桌球，記得自己找人，不然可能碰不到

球 

星野登山社 

帶領我們走訪台灣山林的四季風情；山社的每個夥伴，在悠遊於山林水

間的縱橫阡陌後，學習到人與人互動的真誠相待與包容，同時，領悟對

大自然寶貴資源維護的重要性。因此，我們用底片寫下成長的足跡，其

餘的還給它最原始的模樣。 

熱舞社 Soul Dance 

Crew 

我們熱愛跳街舞的人所聚在一起的團體，我們是一個由五種舞風元素所

組成的一個社團，分別是 HipHop ,Popping ,Locking, Breaking, 

Girl style 

悠游自在游泳社 

游泳社 熱烈招生中~ 

社團主旨- 

1.增進泳姿，讓游泳不再是困難的運動！ 

2.救生員，培養考取救生員，懂得自救也懂得救人！ 

3.游泳教學，將游泳這項熱血的運動傳播出去，讓更多人熱愛游泳！ 

招募對象- 

不管男女老少、會游或是不會游，游泳社永遠歡迎大家加入這個大家庭 

有興趣請聯絡 社長：鄭欣慈  line ID:kd22069938 

柔道社 源自於日本的傳統武術，是力與美的展現。 

羽球社 

因有國手戴資穎等傑出的表現，讓台灣更多人對羽球產生了興趣。本校

羽球社藉著良好的運動環境，提供熱愛羽球的同學們切磋球技及結交球

友的機會，並在每年舉行不同羽球賽事，藉此提升校內羽球風氣。 

排球社 

為推廣校園體能性活動及提倡正當休閒娛樂，在多位愛好排球的學長姐

號召奔走下，排球社就此成立，而打排球的日子就有如恣意揮灑的青

春，本社除學習排球基本技巧外，更從辦理各類活動中習得企劃撰寫及

活動執行能力，更能藉此認識不同性格卻愛排球的朋友，擴展人際關

係；最重要的就是能體驗在比賽過程的樂趣，享受那過程中的汗水，沉

浸在熱血中，並且希望將熱愛排球的心情傳遞給更多同好們。 

棒壘社 

棒壘社是由一群愛打球的學生所創立，主要是在處理校內有關棒壘球的

相關活動以及球場管理，就像是中華職棒大聯盟，而系隊就像是聯盟底

下的四個職棒隊伍，如果想打球喜歡打球卻找不到隊伍加入的話，歡迎

聯絡我們們 FB粉絲團《高科大-第一校區 棒壘社》，我們會幫你找到最

適合你的球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