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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班級 姓名 錄取管道 錄取學校名稱 錄取校系名稱

體育班 301 周○楟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班 301 黃○臻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班 301 林○賢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體育班 301 冷○暟 考試分發 真理大學 應用日語學系

體育班 301 何○耀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體育班 301 郭○勳 獨招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學系

體育班 301 蔡○瑾 獨招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遊憩學系

體育班 301 林○傑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體育班 301 張○凱 運動績優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體育班 301 許○楷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體育班 301 陳○豊 獨招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學系

體育班 301 陳○穎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球類運動學系

體育班 301 陳○羽 考試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體育班 301 黃○翰 獨招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學系

體育班 301 鄭○民 獨招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休閒學系

體育班 301 賴○裕 運動績優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舞蹈班 320 王○誼 獨招 中央戲劇學院 藝術管理系

舞蹈班 320 王○妍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劉○莘 獨招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京劇學系

舞蹈班 320 石○瑄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何○嫻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劉○婷 獨招 玄奘大學 影劇藝術系

舞蹈班 320 吳○萱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周○而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動藝系特技舞蹈組

舞蹈班 320 林○楨 獨招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蕭○琪 獨招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邱○嫙 獨招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張○欣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動藝系模特兒組

舞蹈班 320 張○柔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許○真 個人申請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設計組)

舞蹈班 320 許○倪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謝○欣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蹈系

舞蹈班 320 陳○霓 獨招 北京舞蹈學院 民間舞系

舞蹈班 320 陳○琦 進修部 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係

舞蹈班 320 彭○育 獨招 銘傳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舞蹈班 320 曾○嫻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動藝系特技舞蹈組

舞蹈班 320 葉○均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舞蹈系

音樂班 321 左○薇 考試分發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綜合樂器

音樂班 321 田○寧 考試分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李○妤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音樂班 321 林○寰 考試分發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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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班 321 林○宜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翁○瑄 個人申請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器樂組

音樂班 321 陳○潔 考試分發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陳○秀 考試分發 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聲樂.弦樂.理論作曲

音樂班 321 陳○潔 個人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陳○文 考試分發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黃○瑗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管樂組

音樂班 321 葉○榕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廖○柔 考試分發 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聲樂.弦樂.理論作曲

音樂班 321 潘○羽 個人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蕭○珈 個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甲組

音樂班 321 謝○恩 繁星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音樂班 321 蔡○瑜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擦弦組(一)-胡琴

音樂班 321 鍾○茜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聲樂組

音樂班 321 何○哲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吳○漢 個人申請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吳○鵬 考試分發 國立臺南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李○恩 個人申請 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演奏教學A組

音樂班 321 林○靖 考試分發 東吳大學 音樂學系-聲樂.弦樂.理論作曲

音樂班 321 曾○璿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音樂班 321 絲○暉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楊○陞 個人申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音樂班 321 詹○宇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中國音樂學系撥弦組

音樂班 321 鄭○予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學系理論與作曲組

美術班 322 吳○蔚 考試分發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李○璦 考試分發 銘傳大學 商品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美術班 322 李○榛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林○程 個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美術班 322 唐○ 考試分發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孫○芸 個人申請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許○榛 繁星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陳○柔 進修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進修部圖文傳播學系

美術班 322 陳○雨 特殊選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動畫學系

美術班 322 陳○涵 個人申請 長榮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甲組

美術班 322 游○宇 考試分發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美術班 322 黃○妤 個人申請 銘傳大學 動漫文創設計學士學位學程（桃園）

美術班 322 黃○瑩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2D3D雙修組(高雄校區)

美術班 322 葉○寧 繁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劉○彣 繁星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

美術班 322 劉○萱 考試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B組

美術班 322 蔡○辰 繁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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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班 322 蔡○蓁 個人申請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美術班 322 盧○安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2D3D雙修組(高雄校區)

美術班 322 賴○凡 考試分發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美術班 322 賴○誼 考試分發 國立嘉義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

美術班 322 謝○蓁 繁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簡○妤 進修部 輔仁大學 進修部應用美術系

美術班 322 包○漢 個人申請 明道大學 景觀與環境設計學系

美術班 322 吳○峻 考試分發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美術班 322 馬○傑 考試分發 東海大學 美術學系

美術班 322 陳○瑋 個人申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雕塑學系

美術班 322 詹○儒 考試分發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美術班 322 潘○仁 考試分發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術學系

戲劇班 323 于○容 個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戲劇班 323 王○勻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戲劇班 323 王○江 進修部 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系

戲劇班 323 江○鑏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吳○紜 特殊選才 國立東華大學 不分系

戲劇班 323 吳○慈 獨招 世新大學 影視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戲劇班 323 吳○琪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潘○家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臺北校區)

戲劇班 323 李○蕁 個人申請 開南大學 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

戲劇班 323 李○蓁 考試分發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戲劇班 323 李○葳 獨招 臺北市立大學 動態藝術學系

戲劇班 323 李○茜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戲劇班 323 辛○ 考試分發 銘傳大學 應用英語學系英語教學與文化溝通組(桃園校區)

戲劇班 323 魏○庭 四技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演藝事業系

戲劇班 323 柯○平 獨招 高雄師範大學 藝術產業學系

戲劇班 323 胡○玥 考試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戲劇班 323 徐○宸 獨招 中國文化大學 健康與健康促進學系

戲劇班 323 高○榆 考試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戲劇班 323 張○庭 獨招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劇場藝術學系

戲劇班 323 郭○妤 考試分發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戲劇班 323 陳○伶 考試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戲劇班 323 陳○筑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陳○綺 考試分發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戲劇班 323 潘○芳 考試分發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戲劇班 323 張○元 獨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劉○銓 四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淡水校區）

戲劇班 323 林○騏 個人申請 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學系

戲劇班 323 白○瑰 個人申請 實踐大學 智慧服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臺北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