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 學號 欲轉入社團 原社團

電二智 10901104 排球社 羽球社

電二智 10901122 自行車社 吉他社

電二仁 10901211 桌遊社A 桌遊社B

電二仁 10901218 籃球社C 電機研習社

電二仁 10901221 排球社 象棋社

子二智 10903102 桌球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子二智 10903106 籃球社B 熱音社

子二智 10903107 籃球社B 熱音社

子二智 10903108 創意電子社 熱音社

子二智 10903118 籃球社B 環境服務社B

子二智 10903123 桌球社 象棋社

子二智 10903124 桌球社 自行車社

子二智 10903132 籃球社B 象棋社

子二仁 10903207 創意電子社 Sain黑客IT社

子二仁 10903219 電影欣賞社 創意電子社

子二仁 10903222 日文研習社 熱舞社

子二仁 10903225 電影欣賞社 創意電子社

子二仁 10903227 日文研習社 創意電子社

子二仁 10903228 創意電子社 交通服務社A

資二智 10904118 桌遊社B Sain黑客IT社

資二智 10904119 排球社 羽球社

資二智 10904121 排球社 桌遊社A

資二智 10904122 桌遊社A 羽球社

資二智 10904124 排球社 桌遊社B

資二智 10904131 電影欣賞社 Sain黑客IT社

資二智 10904132 排球社 電影欣賞社

資二智 10904135 排球社 桌遊社A

資二仁 10904202 歡樂閱讀社 Sain黑客IT社

資二仁 10904217 排球社 Sain黑客IT社

資二仁 10904222 排球社 合唱團(A Cappella)

資二仁 10904223 機器人研習社 合唱團(A Cappella)

資二仁 10904225 排球社 電影欣賞社

資二勇 10904305 流行音樂社 環保服務社A

資二勇 10904314 籃球社C 桌遊社B

資二勇 10904325 籃球社C 羽球社

資二勇 10904333 水彩研習社 日文研習社

機二智 10905112 動漫社 小酒窩康輔社

機二仁 10905209 滑板社 自行車社

機二仁 10905214 機器人研習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機二仁 10905217 籃球社C 棒球社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第110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轉社名單

本次期末轉社為110學年度第2學期社團課程，共有194人申請通過。

其餘未異動學生將維持原社團，下學期將不再辦理社團選課及受理更動。



機二仁 10905221 籃球社C 軍事武器研究社

機二仁 10905228 機器人研習社 Sain黑客IT社

汽二智 10906106 籃球社B 日文研習社

汽二智 10906111 自行車社 滑輪社

汽二智 10906115 自行車社 滑輪社

汽二智 10906119 自行車社 籃球社B

汽二智 10906136 自行車社 籃球社B

汽二仁 10906206 桌球社 象棋社

汽二仁 10906209 桌球社 象棋社

汽二仁 10906218 電影欣賞社 小酒窩康輔社

汽二仁 10906220 自行車社 桌遊社B

汽二仁 10906223 自行車社 桌遊社B

汽二仁 10906225 電影欣賞社 自行車社

汽二仁 10906235 自行車社 桌遊社B

化二智 10907102 電影欣賞社 桌球社

化二仁 10907206 電影欣賞社 Sain黑客IT社

化二仁 10907208 電影欣賞社 Sain黑客IT社

化二仁 10907210 桌球社 新媒體傳播社

化二仁 10907211 桌球社 新媒體傳播社

化二仁 10907212 桌球社 Sain黑客IT社

化二仁 10907215 桌球社 新媒體傳播社

化二仁 10907217 桌球社 Sain黑客IT社

化二仁 10907222 桌球社 Sain黑客IT社

化二仁 10907223 流行音樂社 熱音社

化二仁 10907227 桌球社 Sain黑客IT社

化二仁 10907228 桌球社 Sain黑客IT社

園二智 10908128 桌球社 造園景觀研究社

園二智 10908132 桌球社 造園景觀研究社

園二智 10908133 桌球社 造園景觀研究社

加二智 10909103 打擊樂團 合唱團(A Cappella)

加二智 10909107 美食研習社 英語影片欣賞社

加二智 10909121 桌遊社B 英語影片欣賞社

加二智 10909126 環境服務社A 電影欣賞社

加二仁 10909204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合唱團(A Cappella)

加二仁 10909220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合唱團(A Cappella)

綜高201 10910109 創客社 日文研習社

綜高201 10910109 創客社 日文研習社

綜高202 10910127 劍道社 歡樂閱讀社

綜高203 10910204 桌遊社B 美食研究社

綜高201 10910206 桌遊社B 美食研究社

綜高202 10910219 電影欣賞社 排球社

綜高202 10910230 電影欣賞社 歡樂閱讀社

綜高201 10910310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手語社

綜高203 10910313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流行音樂社

綜高201 10910317 電影欣賞社 熱舞社

綜高201 10910319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手語社

汽二仁 10960222 水彩研習社 滑輪社

電一智 11001101 籃球社C 書法社



電一智 11001111 創客社 排球社

電一智 11001116 籃球社C 書法社

電一智 11001117 創客社 合唱團(A Cappella)

電一智 11001118 打擊樂團 籃球社C

電一智 11001121 創客社 排球社

電一智 11001127 創客社 英語影片欣賞社

電一仁 11001211 排球社 桌遊社A

電一仁 11001229 電機研習社 象棋社

電一仁 11001230 排球社 籃球社B

電一仁 11001235 籃球社C 籃球社A

子一智 11003107 動漫社 書法社

子一智 11003117 打擊樂團 排球社

子一智 11003129 排球社 籃球社B

子一智 11003130 動漫社 造園景觀研究社

子一仁 11003209 吉他社 Sain黑客IT社

子一仁 11003215 桌遊社A 流行音樂社

子一仁 11003223 軍事武器研究社 電機研習社

子一仁 11003224 電機研習社 機器人研習社

子一仁 11003225 籃球社B 籃球社A

子一仁 11003228 滑板社 流行音樂社

子一仁 11003229 電機研習社 交通服務社A

子一仁 11003232 電機研習社 棒球社

資一智 11004101 歡樂閱讀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資一智 11004117 日文研習社 小酒窩康輔社

資一智 11004126 排球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資一仁 11004208 排球社 桌球社

資一仁 11004216 電影欣賞社 小酒窩康輔社

資一仁 11004217 電影欣賞社 小酒窩康輔社

資一仁 11004221 Sain黑客IT社 環境服務社A

資一仁 11004224 電影欣賞社 小酒窩康輔社

資一仁 11004227 桌球社 小酒窩康輔社

資一仁 11004233 日文研習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資一仁 11004234 動漫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資一仁 11004235 Sain黑客IT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資一勇 11004317 排球社 自行車社

資一勇 11004320 國術社 自行車社

資一勇 11004322 打擊樂團 羽球社

資一勇 11004333 熱音社 流行音樂社

機一智 11005105 交通服務社B 電影欣賞社

機一智 11005110 動漫社 攝影社

機一仁 11005205 滑板社 籃球社C

機一仁 11005216 滑板社 籃球社C

汽一智 11006102 桌遊社B 歡樂閱讀社

汽一智 11006103 自行車社 造園景觀研究社

汽一智 11006104 熱音社 環境服務社B

汽一智 11006107 自行車社 籃球社C

汽一智 11006117 桌遊社B 歡樂閱讀社

汽一智 11006126 手語社 日文研習社



汽一仁 11006201 吉他社 交通服務社B

汽一仁 11006205 吉他社 自行車社

汽一仁 11006211 攝影社 日文研習社

汽一仁 11006220 打擊樂團 日文研習社

汽一仁 11006222 打擊樂團 日文研習社

汽一仁 11006223 排球社 羽球社

汽一仁 11006227 吉他社 自行車社

汽一仁 11006234 打擊樂團 自行車社

化一智 11007102 桌球社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化一智 11007105 打擊樂團 劍道社

化一智 11007107 心理學漫談社 劍道社

化一智 11007113 水彩研習社 環境服務社B

化一智 11007115 籃球社B 滑板社

化一智 11007116 打擊樂團 排球社

化一智 11007118 籃球社B 自行車社

化一智 11007129 水彩研習社 電影欣賞社

化一仁 11007203 桌球社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化一仁 11007206 吉他社 小酒窩康輔社

化一仁 11007207 熱音社 滑板社

化一仁 11007212 Sain黑客IT社 心理學漫談社

化一仁 11007222 手語社 嘻哈文化研習社

化一仁 11007223 桌球社 手語社

化一仁 11007227 桌球社 象棋社

園一智 11008101 吉他社 手語社

園一智 11008107 吉他社 英文影片欣賞社

園一智 11008113 熱舞社 打擊樂團

園一仁 11008214 英文影片欣賞社 手語社

園一仁 11008218 英文影片欣賞社 手語社

園一仁 11008220 英文影片欣賞社 手語社

加一智 11009104 英文影片欣賞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加一智 11009112 美食研習社 流行音樂社

加一仁 11009202 桌遊社A 打擊樂團

加一仁 11009203 電影欣賞社 打擊樂團

加一仁 11009205 弦樂團 打擊樂團

加一仁 11009211 弦樂團 吉他社

加一仁 11009218 環境服務社A 滑輪社

加一仁 11009219 環境服務社A 滑輪社

加一仁 11009222 環境服務社A 自行車社

加一仁 11009223 電影欣賞社 吉他社

加一仁 11009230 籃球社C 籃球社A

加一仁 11009231 攝影社 熱音社

綜高101 11010104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排球社

綜高101 11010130 籃球社A 籃球社C

綜高101 11010132 交通服務社A 熱舞社

綜高101 11010133 交通服務社A 羽球社

綜高102 11010206 羽球社 吉他社

綜高102 11010208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小酒窩康輔社

綜高102 11010213 日文研習社 機器人研習社



綜高102 11010226 電影欣賞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綜高102 11010227 電影欣賞社 吉他社

綜高102 11010228 流行音樂社 吉他社

綜高102 11010231 桌球社 軍事武器研究社

綜高102 11010232 象棋社 機器人研習社

綜高103 11010301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小酒窩康輔社

綜高103 11010305 吉他社 小酒窩康輔社

綜高103 11010307 打擊樂團 韓國舞蹈文化研究社

綜高103 11010318 籃球社C 籃球社A

綜高103 11010327 歡樂閱讀社 手語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