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深圳市中小学生“优秀社团”公示名单 

 

科技类 
序号 区属/市属 学校 社团名称 

1 直属 深圳实验学校 科技发明与创新实践社 

2 直属 深圳市高级中学（集团）北校区 三模社团 

3 直属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高中部 Fablab 数字工坊社团 

4 直属 深圳第二实验学校初中部 数字天文社 

5 直属 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 红火蚁 F1赛车会 

6 直属 深圳科学高中 化学协会 

7 直属 深圳第七高级中学 创客俱乐部 

8 直属 深圳市育新学校 鹏飞航模社团 

9 福田区 科技中学 五星创客营 

10 福田区 北环中学 智能无人车团队 

11 福田区 新洲中学 无线电测向队 

12 福田区 莲花小学 “玩转发明” 

13 福田区 新莲小学 创客发明社团 

14 福田区 天健小学 创新实践社团 

15 罗湖区 洪湖小学 “探荷”亲子科普社团 

16 罗湖区 凤光小学 无人机社团 



17 南山区 北师大附中 北师创客 

18 南山区 丽湖中学 航模车模社 

19 南山区 南外滨海学校 植物与环境研究社 

20 南山区 育才三小 机器人科技创新 

21 南山区 珠光小学 格物创新社团 

22 盐田区 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小小世界”创客社团 

23 盐田区 梅沙小学 快乐科创社 

24 盐田区 田东小学 环保小博士科技社团 

25 宝安区 松岗中学 创新创客社团 

26 宝安区 西乡中学（初中部） “雏鹰展翅”模拟飞行社团 

27 宝安区 石岩公学 模拟飞行航空队 

28 宝安区 黄埔小学 传奇机器人社团 

29 宝安区 兴围小学 智能机器人 

30 宝安区 翻身小学 创玩 3D社团 

31 宝安区 宝安职业教育集团第二校区 影视社 

32 龙岗区 龙城高级中学（教育集团） 猎狐与电子制作社团 

33 龙岗区 平岗中学 飞行社团 

34 龙岗区 兰著学校 RAMA 超模社团 

35 龙岗区 石芽岭学校 飞跃机器人社团 

36 龙岗区 布吉莲花小学 创新发明实践社团 



37 龙岗区 坪地第二小学 智创 3D打印社 

38 龙岗区 龙城小学 Scratch创未来社团 

39 龙岗区 星河实验小学 
“绽放思绪”创新发明科技社

团 

40 龙岗区 四联小学 小爱迪生社团 

41 坪山区 中山中学 V电影 

42 坪山区 坪山实验学校 无人机社团 

43 坪山区 金田小学 JT海陆空模型社 

44 龙华区 观澜中学 创新发明社团 

45 龙华区 新田小学 机器人社团 

46 龙华区 龙华区中心小学 飞杨三模运动社 

47 龙华区 观澜第二小学 创思俱乐部 

48 龙华区 上芬小学 创创小达人社团 

49 光明新区 凤凰小学 爱鸟社 

50 大鹏新区 华侨中学 模型社团 

 

人文类 
序

号 
区属/市属 学校 社团名称 

1 直属 深圳中学 辩论社 

2 直属 深圳中学 模拟联合国协会 

3 直属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古风社 

4 直属 深圳科学高中 致远辩论社 



5 直属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雨滴”文学社 

6 福田区 梅山中学 甲骨文社团 

7 福田区 梅山中学 梅之韵文学社 

8 福田区 红岭教育集团园岭初中部 远岫文学社 

9 福田区 石厦学校 心源文学社 

10 福田区 翰林实验学校 翰林文学社 

11 福田区 南园小学 椰林文学社 

12 福田区 东海实验小学 蒙特梭利模拟联合国社团 

13 罗湖区 翠园中学高中部 翠园中学天文社 

14 罗湖区 罗湖外语学校高中部 荷洁文学社 

15 罗湖区 罗湖外语学校高中部 沉钩社 

16 南山区 育才中学 春韵文学社 

17 宝安区 海湾中学 海湾文学社 

18 龙岗区 龙岗外国语学校 乡土深圳 

19 龙岗区 天成学校 广东汉乐团 

20 龙岗区 盛平学校 “微电影 大能量”社团 

21 龙岗区 天誉实验学校 历史文化创意社团 

22 龙岗区 清林小学 “清林童年邮局”社团 

23 龙岗区 麓城外国语小学 植物学兴趣社 

24 龙岗区 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景宝斋工作室 

25 坪山区 中山中学 蓝色海洋、海好有你 



26 坪山区 龙田小学 龙娃诵读社团 

27 龙华区 民顺小学 紫竹文学社 

28 龙华区 广培小学 少儿版画社 

29 光明新区 光明新区实验学校 放飞文学社 

30 大鹏新区 亚迪学校 新思维文学社 

 

艺术类 

序号 区属/市属 学校 社团名称 

1 直属 深圳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综合材料绘画与应用创意工坊 

2 直属 深圳实验学校初中部 晰耳合唱团 

3 直属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美术设计 

4 直属 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 “鼓韵雷霆”打击乐团 

5 直属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纤维艺术社团 

6 直属 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 盲童心目音乐社团 

7 福田区 红岭教育集团红岭高中部 金声合唱团 

8 福田区 梅林中学 天际合唱团 

9 福田区 园岭小学 版画社团 

10 福田区 福田小学 现代少儿纸艺社 

11 福田区 美莲小学 天音弦乐团 

12 福田区 皇岗小学 “脸谱艺术”软陶社团 

13 福田区 园岭实验小学 迩音弦乐团 



14 福田区 莲花小学 艺之莲管乐团 

15 福田区 华新小学 “不一”布艺社团 

16 罗湖区 布心中学 刻纸社团 

17 罗湖区 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 管弦乐团 

18 罗湖区 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 装置艺术创意社团 

19 罗湖区 红岭小学 尤克里里社团 

20 罗湖区 向西小学 小小粤剧社 

21 罗湖区 红桂小学 学生美术自主欣赏社团 

22 罗湖区 华丽小学 书法篆刻社团 

23 罗湖区 水库小学 学生版画社团 

24 罗湖区 东晓小学 陶笛社团 

25 南山区 南外高新中学 装饰画社团 

26 南山区 蛇口学校 学生合唱团 

27 南山区 育才二小 管乐社团 

28 南山区 育才一小 儿童综合材料绘本 

29 南山区 育才四小 拉丁舞社团 

30 南山区 北师大附小 少儿阮乐团 

31 南山区 海滨实验小学 金海螺民乐团 

32 南山区 北师大附小 少儿趣味版画 

33 南山区 鼎太小学 “小叮当”合唱团 



34 盐田区 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童声合唱团 

35 宝安区 黄麻布学校 书法社团 

36 宝安区 新安中学（集团）初中部 合唱团 

37 宝安区 宝安实验学校 乐美合唱团 

38 宝安区 塘尾万里学校 天音中乐团 

39 宝安区 宝城小学 京韵社团 

40 宝安区 弘雅小学 综合美术实践社团 

41 宝安区 滨海小学 “海之声”合唱团 

42 宝安区 宝安小学 动脑动漫社团 

43 宝安区 建安小学 “水·彩”美术社团 

44 宝安区 径贝小学 尤克里里 

45 宝安区 弘雅小学 舞蹈社团 

46 宝安区 海港小学 趣味立体绘本画社 

47 龙岗区 龙城高级中学 龙韵合唱团 

48 龙岗区 龙岗中学 “围美工作坊”绘画社团 

49 龙岗区 沙湾中学 科幻画创客工作坊 

50 龙岗区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YOU 戏话剧社 

51 龙岗区 梧桐学校 彩墨画社团 

52 龙岗区 深圳实验承翰学校 艺术社团 

53 龙岗区 天成学校 妙云轩国画社团 



54 龙岗区 盛平小学 “微电影 大能量”社团 

55 龙岗区 安良小学 舞蹈社团 

56 龙岗区 千林山小学 水墨画社团 

57 龙岗区 辅城坳小学 3D创绘社团 

58 龙岗区 沙湾小学 雏鹰美术社 

59 坪山区 光祖中学 管乐团 

60 坪山区 坪山中心小学 管乐团 

61 龙华区 龙华中学 爱乐交响管乐团 

62 龙华区 行知小学 奥尔夫社团 

63 龙华区 振能小学 悦书法 

64 龙华区 桂花小学 版画社团 

65 龙华区 清湖小学 星星剪纸社 

66 光明新区 公明中学 创意布艺画社 

67 光明新区 下村小学 凤凰雅韵民乐社 

68 光明新区 楼村小学 舞蹈社团 

69 大鹏新区 南澳中心小学 海风管乐团 

70 大鹏新区 大鹏中心小学 科幻绘画社团 

 

体育类 

序号 区属/市属 学校 社团名称 

1 直属 深圳实验学校 足球社 



2 直属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校园跆拳道社团 

3 直属 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 国际象棋社 

4 福田区 莲花中学 射箭社团 

5 福田区 红岭教育集团园岭初中部 足球社  

6 福田区 翰林实验学校 精英乒乓球社 

7 福田区 园岭小学 足球社团 

8 福田区 园岭外国语小学 博雅篮球社团 

9 福田区 竹园小学 足球社团 

10 罗湖区 翠园中学东晓校区 田径社团 

11 罗湖区 布心小学 足球社 

12 罗湖区 东昌小学 跆拳道社团 

13 罗湖区 红岭小学 篮球社团 

14 罗湖区 凤光小学 足球队 

15 罗湖区 景贝小学 轮滑球社团 

16 南山区 育才中学 排球社团 

17 南山区 第二实验学校 羽毛球社 

18 南山区 西丽小学 快乐乒乓社团 

19 南山区 南头小学  银色旋风乒乓球 

20 南山区 育才一小 足球社团 

21 盐田区 乐群小学 软式棒垒球社 



22 盐田区 田心小学 羽毛球社团 

23 宝安区 宝安实验学校 武术社团 

24 宝安区 官田学校 中小学生曲棍球队 

25 宝安区 荣根学校 足球社团 

26 宝安区 宝安第一外国语学校 健美操社团 

27 宝安区 文汇学校 跆拳道 

28 宝安区 黄麻布学校 举重社团 

29 宝安区 石岩小学 柔道 

30 宝安区 凤岗小学 国际跳棋社团 

31 宝安区 松岗第一小学 健美操社团 

32 龙岗区 沙湾中学 “铁狼”足球社 

33 龙岗区 龙岗中学 舞龙社团 

34 龙岗区 龙城初中 篮球社团 

35 龙岗区 龙岗区外国语学校 Funteam健美操社团 

36 龙岗区 龙岗区实验学校 快乐足球社团 

37 龙岗区 千林山小学 千林毽球社 

38 龙岗区 清林小学 “Green Star 啦啦操”社团 

39 龙岗区 坪地六联小学 梦之队乒乓球社团 

40 坪山区 汤坑小学 足球 

41 坪山区 六联小学 乒乓球社团 



42 龙华区 新华中学 爱轮轮滑队 

43 龙华区 龙华第二小学 武术 

44 龙华区 松和小学 小牛篮球社 

45 龙华区 行知实验小学 毽球社团 

46 光明新区 光明高级中学 定向运动社团 

47 光明新区 光明实验学校 健美操队 

48 光明新区 公明一小 足球社团 

49 大鹏新区 葵涌第二小学 快乐足球 

50 大鹏新区 葵涌中心小学 育英篮球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