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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1 學年度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大學申請入學『認識本系與創意表現』時程表 

面 試 日 期 111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 

學系聯絡人 謝明海助理 聯 絡 電 話  03-8905889 

報 到 地 點 藝術學院學 1 樓正門穿堂(左側) 

注 意 事 項 

一、 報到時請考生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於報到時間內依上下午梯次

A、B 組組別完成報到。 
二、 參加本系團體面試時，建議穿著輕鬆得體，方便移動與操作的服裝；且基於

安全考量，須穿著包覆性鞋面的鞋子，嚴禁穿著拖鞋或涼鞋。 
三、 面試活動請不用攜帶任何文件資料、工具或器材。 
四、 為防疫及健康之考量，考生應自備並全程配戴口罩，於甄試過程中，試務人

員查核身分時，請配合暫時取下口罩。 
五、 報到時，考生需配合量測體溫，再依試務人員指示進入等候區準備應試；若

額溫超過 37.5 ℃以上，需安排至備用試場應試。 
六、 為確保應試權益及甄試順利，請儘早安排交通事宜，本校考生專車相關訊息，

請參閱本校招生網頁(https://exam.ndhu.edu.tw/p/403-1104-2369.php)。 

內 容 相 關 
說 明 

一、 依簡章規定考生必須親自到校參加「認識本系與創意表現」面試活動。 
二、 本系辦理「認識本系與創意表現」梯次及時間如下： 

第一梯次：09：00～12：00      
第二梯次：13：30～16：30  

三、 本系辦理「認識本系與創意表現』內容包含如下： 
1、 認識本系&學系簡介； 
2、 媒材運用&創意表現； 
3、 書寫成果回饋與反思； 
4、 綜合活動。 

梯次別 報到 
時間 

辦理 
時間 

參加名單（學測應試號碼） 
上午 A 組 

第 
一 
梯 
次 

08：30 
09：00 
～ 

12：00 

10000725   李宗韙 10000907   葉于甄 
10001109   吳雋音 10003225   辜仲翊 
10009415   湯若葳 10013918   姚 璇 
10029129   陳宜柔 10043201   吳珮琦 
10050803   林宜萱 10054401   廖玫亞 
10074305 林御暄 10086117 吳彥欣 
10100925   曾苡瑄 10107511   劉芸臻 
10119117   劉定豊 10120302   王若馨 
10124527 梁宇辰 10126611 黃禹凡 
10127911 黃以謙 10129023 黃矞禔 

 10138230 黃伍翊 10139702 劉秀姍 
10143724 曾世晨 10155328 陳毓淇 

上午 B 組 
10160126 徐語辰 10160317 邱鉯崴 
10164014 吳瑋甄 10168736 陳宇柔 

  10180404 吳奕璇 10223503 廖珮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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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6731 龐曉詩 10241417 高鈺傑 
 10252501 温云捷 10253533 王俞方 

10256813 邱妏倩 10263316 許澄誼 
   10265112 張艾寧 10279113 楊庭軒 

10279416 陳昱甄 10283531 林君豪 
    10289019 嚴 彧 10293215 蔡承庭 

10294201 邱筱淇 10296534 張蕙璿 
10297207 許紋菱 10309702 張心柔 
10316515 杜 昱   

梯次別 報到 
時間 

辦理 
時間 

參加名單（學測應試號碼） 
下午 A 組 

第 
二 
梯 
次 

13：00 
13：30 
～ 

16：30 

   10013525 張 玫 10015927 曾詠涵 
10016017 林芷瑜 10020836 袁 茵 

    10051612 孟梓芸 10054833 羅晨恩 
10056415 楊淨婷 10057808 鍾宇欣 

 10060317 蔡雨軒 10061721 朱庭萱 
10063936 蕭佳宜 10067815 李宜蓉 

   10070023 徐葆棋 10072301 施美菱 
10076532 王曼容 10076715 溫予謙 

   10088006 黃彥嘉 10109131 陳羿丰 
10112428 張茹茵 10114326 林溢琳 

   10121917 呂思霆 10125301 熊心慈 
   10125420 池凱薰 10127321 劉映辰 

下午 B 組 
10140908 黄資含 10157117 王妤恩 

   10157316 林亞芯 10161235 劉羽娟 
10163533 黃家萱 10170011 李雨璇 
10192723 羅乙芪 10200436 莊 靜 

   10204004 顏妤諠 10250236 李欣宜 
10255531 林亭佑 10266115 郭妤芃 

   10271116 徐明柔 10276525 王昱淇 
10276733 陳毓穎 10279103 許舒涵 

   10279524 洪宜君 10281712 李佩蓁 
10287833 曾祺雯 10289432 周禎芩 

   10295435 宋貞儀 10308716 林心語 
10317003 黃千瑀 10318405 蕭禎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