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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105 學年度個人申請成績表現亮眼 

 

本校 105 年個人申請通過第一階段成績非常亮眼，音樂學群個人通過率 100%，國立

上榜率 100%；美術學群個人通過率 96%；普通班第一、二、三類學群個人通過率 95%；

舞蹈學群個人通過率 94%；充分表現出本校藝才能力。 

 

全校 105 年全校個人通過率 90%。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東吳大學          音三真 朱耘禾 音樂學系                                     李宥婕 

東海大學          音三真 朱耘禾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輔仁大學          音三真 朱耘禾 音樂學系器樂組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朱耘禾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實踐大學          音三真 朱耘禾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朱耘禾 音樂學系管樂組                               李宥婕 

中國文化大學      音三真 林裕然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林裕然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東華大學      音三真 林裕然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林裕然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林裕然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林裕然 音樂學系                                     李宥婕 

中國文化大學      音三真 高嘉澤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高嘉澤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高嘉澤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東大學      音三真 高嘉澤 音樂學系〈一般生〉                           李宥婕 

真理大學          音三真 高嘉澤 音樂應用學系(台北校區)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高嘉澤 音樂學系                                     李宥婕 

東海大學          音三真 陳冠宏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輔仁大學          音三真 陳冠宏 音樂學系器樂組                               李宥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三真 陳冠宏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陳冠宏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陳冠宏 音樂學系鍵盤組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陳冠宏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東華大學      音三真 湯凡逸 音樂學系                                     李宥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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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湯凡逸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東大學      音三真 湯凡逸 音樂學系〈一般生〉                           李宥婕 

實踐大學          音三真 湯凡逸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湯凡逸 音樂學系                                     李宥婕 

中國文化大學      音三真 蔡松桓 中國音樂學系傳統器樂組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蔡松桓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蔡松桓 中國音樂學系管樂組                           李宥婕 

中國文化大學      音三真 鄧宇辰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鄧宇辰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鄧宇辰 音樂學系弦樂組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鄧宇辰 音樂學系                                     李宥婕 

中國文化大學      音三真 江昀諪 中國音樂學系傳統器樂組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江昀諪 中國音樂學系管樂組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江家慈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東大學      音三真 江家慈 音樂學系〈一般生〉                           李宥婕 

東海大學          音三真 何懿叡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何懿叡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何懿叡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東大學      音三真 何懿叡 音樂學系〈一般生〉                           李宥婕 

實踐大學          音三真 何懿叡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何懿叡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三真 吳于佩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中山大學      音三真 吳于佩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三真 吳于佩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吳于佩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吳于佩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吳于佩 音樂學系鍵盤組                               李宥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三真 吳佳蓉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三真 吳佳蓉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李宥婕 

東海大學          音三真 吳佳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吳佳蓉 不分系招生(人文教育勵進組)                   李宥婕 

東海大學          音三真 呂聖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輔仁大學          音三真 呂聖安 音樂學系器樂組                               李宥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三真 呂聖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呂聖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呂聖安 音樂學系鍵盤組                               李宥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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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呂聖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李 芸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李 芸 音樂學系                                     李宥婕 

真理大學          音三真 李 芸 音樂應用學系(台北校區)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李 芸 音樂學系                                     李宥婕 

中國文化大學      音三真 周季瑩 中國音樂學系傳統器樂組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周季瑩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周季瑩 中國音樂學系擦弦組                           李宥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三真 林欣樺 音樂學系                                     李宥婕 

東吳大學          音三真 林欣樺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三真 林欣樺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三真 林欣樺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林欣樺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林欣樺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輔仁大學          音三真 林俞婷 音樂學系器樂組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林俞婷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實踐大學          音三真 林俞婷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李宥婕 

真理大學          音三真 林俞婷 音樂應用學系(台北校區)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林俞婷 音樂學系                                     李宥婕 

中國文化大學      音三真 施涴甯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施涴甯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施涴甯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施涴甯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東大學      音三真 施涴甯 音樂學系〈一般生〉                           李宥婕 

真理大學          音三真 施涴甯 音樂應用學系(台北校區)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柯昱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柯昱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柯昱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柯昱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柯昱安 音樂學系                                     李宥婕 

東海大學          音三真 翁皓琴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東華大學      音三真 翁皓琴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翁皓琴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東大學      音三真 翁皓琴 音樂學系〈一般生〉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翁皓琴 音樂學系聲樂組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翁皓琴 音樂學系                                     李宥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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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張冠敏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中山大學      音三真 陳巧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三真 陳巧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陳巧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陳巧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陳巧庭 音樂學系弦樂組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陳巧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東海大學          音三真 陳安琳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三真 陳安琳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陳安琳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陳俐穎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陳俐穎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陳俐穎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東大學      音三真 陳俐穎 音樂學系〈一般生〉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陳俐穎 音樂學系                                     李宥婕 

中國文化大學      音三真 黃宥禎 中國音樂學系傳統器樂組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黃宥禎 中國音樂學系彈弦組                           李宥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三真 黃柔禎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黃柔禎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黃柔禎 音樂學系                                     李宥婕 

東吳大學          音三真 楊智詠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輔仁大學          音三真 楊智詠 音樂學系器樂組                               李宥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三真 楊智詠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臺北市立大學      音三真 楊智詠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楊智詠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楊智詠 音樂學系聲樂組                               李宥婕 

東吳大學          音三真 葛人華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輔仁大學          音三真 葛人華 音樂學系器樂組                               李宥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三真 葛人華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葛人華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三真 趙音淇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三真 趙音淇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三真 趙音淇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音三真 趙音淇 音樂學系(公費生乙組)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趙音淇 音樂學系聲樂組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趙音淇 音樂學系                                     李宥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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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東海大學          音三真 鄭明玲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音三真 鄭明玲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鄭明玲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鄭明玲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鄭明玲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鄭明玲 音樂學系                                     李宥婕 

輔仁大學          音三真 蕭婉儀 音樂學系器樂組                               李宥婕 

國立中山大學      音三真 蕭婉儀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蕭婉儀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蕭婉儀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實踐大學          音三真 蕭婉儀 音樂學系(臺北校區)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蕭婉儀 音樂學系鍵盤組                               李宥婕 

國立臺南大學      音三真 張哲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東華大學      音三真 張哲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屏東大學      音三真 張哲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音三真 張哲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三真 張哲維 音樂學系鍵盤組                               李宥婕 

國立嘉義大學      音三真 張哲維 音樂學系                                     李宥婕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大葉大學          美三真 吳亞迪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吳亞迪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動態媒體組)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施宇駿 書畫藝術學系創作應用組                       徐瑋琳 

國立東華大學      美三真 徐駿成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徐瑋琳 

實踐大學          美三真 徐駿成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徐瑋琳 

實踐大學          美三真 徐駿成 應用中文學系(高雄校區)                       徐瑋琳 

玄奘大學          美三真 徐駿成 時尚設計學系                                 徐瑋琳 

國立臺東大學      美三真 高義鑫 美術產業學系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高義鑫 書畫藝術學系創作應用組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陳虹輔 書畫藝術學系創作應用組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陳昰泓 書畫藝術學系創作應用組                       徐瑋琳 

國立臺南大學      美三真 黃浩葦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徐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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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大葉大學          美三真 溫子銅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徐瑋琳 

明道大學          美三真 溫子銅 應用日語學系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葉丞凱 造形藝術學系(工藝文創組)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葉丞凱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動態媒體組)                 徐瑋琳 

玄奘大學          美三真 葉丞凱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廣告設計組                   徐瑋琳 

中國文化大學      美三真 葉宸瑜 美術學系                                     徐瑋琳 

靜宜大學          美三真 葉宸瑜 中國文學系                                   徐瑋琳 

實踐大學          美三真 葉宸瑜 應用中文學系(高雄校區)                       徐瑋琳 

中國文化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美術學系                                     徐瑋琳 

國立臺南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徐瑋琳 

國立東華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藝術與設計學系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動態媒體組)                 徐瑋琳 

南華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                           徐瑋琳 

中國文化大學      美三真 蔡宗翰 美術學系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蔡宗翰 書畫藝術學系創作應用組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蔡尚寬 工業設計學系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蔡尚寬 造形藝術學系(工藝文創組)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蔡尚寬 造形藝術學系(藝術創作組)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蔡尚寬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動態媒體組)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吳可薇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互動設計組                   徐瑋琳 

中國文化大學      美三真 吳羽珊 美術學系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吳羽珊 造形藝術學系(工藝文創組)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吳羽珊 書畫藝術學系創作應用組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林韋慈 書畫藝術學系創作應用組                       徐瑋琳 

東海大學          美三真 陳芊伊 美術學系                                     徐瑋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美三真 陳芊伊 美術學系                                     徐瑋琳 

國立臺南大學      美三真 陳芊伊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徐瑋琳 

國立嘉義大學      美三真 陳芊伊 視覺藝術學系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陳雯琪 造形藝術學系(工藝文創組)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陳雯琪 造形藝術學系(藝術創作組)                     徐瑋琳 

國立臺南大學      美三真 黃佳音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徐瑋琳 

大葉大學          美三真 黃佳音 造形藝術學系(工藝文創組)                     徐瑋琳 

中國文化大學      美三真 楊涵惟 美術學系                                     徐瑋琳 

國立臺南大學      美三真 楊涵惟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楊涵惟 美術學系藝術創作組                           徐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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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長榮大學          美三真 楊涵惟 書畫藝術學系創作應用組                       徐瑋琳 

玄奘大學          美三真 楊涵惟 時尚設計學系-特色組                          徐瑋琳 

長榮大學          美三真 簡姵育 書畫藝術學系創作應用組                       徐瑋琳 

玄奘大學          美三真 羅雅環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數位媒體組                   徐瑋琳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張仁穎 舞蹈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王儷穎 舞蹈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何心綾 舞蹈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舞蹈學系                                     林佑貞 

玄奘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影劇藝術學系                                 林佑貞 

玄奘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林佑貞 

台灣首府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林佑貞 

台灣首府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烘焙管理學系                                 林佑貞 

明道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時尚造形學系                                 林佑貞 

中國文化大學      舞三真 侯宜君 中國戲劇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侯宜君 舞蹈學系                                     林佑貞 

臺北市立大學      舞三真 張芸榕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張芸榕 舞蹈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陳亭伃 舞蹈學系                                     林佑貞 

玄奘大學          舞三真 陳亭伃 影劇藝術學系-特色組                          林佑貞 

康寧大學          舞三真 陳亭伃 資訊傳播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陳湘芸 舞蹈學系                                     林佑貞 

開南大學          舞三真 陳湘芸 應用日語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陳雅君 舞蹈學系                                     林佑貞 

明道大學          舞三真 陳雅君 時尚造形學系                                 林佑貞 

銘傳大學          舞三真 黃廷華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黃廷華 舞蹈學系                                     林佑貞 

亞洲大學          舞三真 黃廷華 心理學系職場健康與發展組                     林佑貞 

中國文化大學      舞三真 溫非比 中國戲劇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溫非比 舞蹈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葉家如 舞蹈學系                                     林佑貞 

玄奘大學          舞三真 葉家如 影劇藝術學系                                 林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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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褚宜靜 舞蹈學系                                     林佑貞 

明道大學          舞三真 褚宜靜 應用日語學系                                 林佑貞 

開南大學          舞三真 劉思妤 資訊傳播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劉昱琪 舞蹈學系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謝雅鈞 舞蹈學系                                     林佑貞 

南華大學          舞三真 謝雅鈞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休閒產業組)             林佑貞 

玄奘大學          舞三真 謝雅鈞 影劇藝術學系                                 林佑貞 

開南大學          舞三真 謝雅鈞 創意產業與數位電影學士學位學程               林佑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三真 饒惠珊 舞蹈學系                                     林佑貞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中華大學          普三真 王彥錡 生物資訊學系                                 張伃靚 

義守大學          普三真 王彥錡 化學工程學系                                 張伃靚 

中華大學          普三真 吳得昱 機械工程學系智慧自動化組                     張伃靚 

義守大學          普三真 吳得昱 化學工程學系                                 張伃靚 

南華大學          普三真 吳得昱 資訊工程學系網路多媒體組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電機工程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車輛科技與綠色能源組)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消防組)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資訊管理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護理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視光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施柏賢 資訊管理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施柏賢 視光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張哲瑋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張哲瑋 資訊工程學系(產學合作組)                     張伃靚 

義守大學          普三真 張哲瑋 化學工程學系                                 張伃靚 

義守大學          普三真 張哲瑋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張伃靚 

義守大學          普三真 張展與 化學工程學系                                 張伃靚 

中華大學          普三真 連翊廷 土木工程學系                                 張伃靚 

義守大學          普三真 連翊廷 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張伃靚 

中國文化大學      普三真 黃俊諺 資訊工程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蔡瑋倫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管理組)       張伃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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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普三真 蔡瑋倫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流通組)                     張伃靚 

中華大學          普三真 蔡瑋倫 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張伃靚 

中華大學          普三真 蔡瑋倫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張伃靚 

靜宜大學          普三真 蕭善繼 英國語文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蕭善繼 英語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蕭善繼 護理學系                                     張伃靚 

義守大學          普三真 蕭善繼 應用英語學系                                 張伃靚 

明道大學          普三真 周妍瑜 餐旅管理學系                                 張伃靚 

明道大學          普三真 昌姿寧 企業管理學系                                 張伃靚 

明道大學          普三真 昌姿寧 餐旅管理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林孟欣 資訊管理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曹晏禎 護理學系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曹晏禎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醫用材料組)   張伃靚 

大葉大學          普三真 曹晏禎 視光學系                                     張伃靚 

開南大學          普三真 曹晏禎 保健營養學系                                 張伃靚 

開南大學          普三真 謝佳妤 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張伃靚 

南華大學          普三善 王聖文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休閒產業組)             林鶯如 

南華大學          普三善 王聖文 旅遊管理學系                                 林鶯如 

台灣首府大學      普三善 王聖文 餐旅管理學系                                 林鶯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普三善 林聖芳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林鶯如 

臺北市立大學      普三善 林毅政 運動健康科學系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邱宇泰 綠色產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能源科技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邱宇泰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產學合作組)       林鶯如 

明道大學          普三善 邱宇泰 行銷與物流學系                               林鶯如 

明道大學          普三善 邱宇泰 餐旅管理學系                                 林鶯如 

南華大學          普三善 張峻嘉 旅遊管理學系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張智榮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產品開發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張智榮 綠色產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能源科技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張智榮 綠色產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工業設計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張智榮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流通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許仁泓 會計資訊學系(會計管理組)                     林鶯如 

中華大學          普三善 許仁泓 財務管理學系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許仁泓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南華大學          普三善 許仁泓 資訊管理學系(網路多媒體應用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多媒體數位內容學位學程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資訊管理學系                                 林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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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應用組                   林鶯如 

義守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資訊管理學系                                 林鶯如 

真理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財務與精算學系財務資訊組(台北校區)           林鶯如 

明道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財務金融學系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靳森崴 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德語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賴瑞謙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產學合作組)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謝昊廷 醫務管理學系醫療機構組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謝昊廷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職業安全組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謝昊廷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消防防災技術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吳佩如 財務金融學系(銀行專業組)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吳佩如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吳佩如 行銷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吳佩如 財務金融學系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吳佩如 國際財務與商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國際商務組     林鶯如 

南華大學          普三善 吳佩如 財務金融學系                                 林鶯如 

中國文化大學      普三善 林珊如 國際貿易學系                                 林鶯如 

中國文化大學      普三善 林珊如 觀光事業學系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徐佑瑜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貿易經營組)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徐佑瑜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徐佑瑜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徐佑瑜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徐佑瑜 企業管理學系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徐佑瑜 國際企業學系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張詩妤 造形藝術學系(藝術創作組)                     林鶯如 

義守大學          普三善 張詩妤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張詩妤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張詩妤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南華大學          普三善 張詩妤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張贏方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張贏方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張贏方 企業管理學系電子商務組                       林鶯如 

南華大學          普三善 張贏方 創意產品設計學系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莊筱悠 英語學系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莊筱悠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貿易經營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莊筱悠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林鶯如 

國立臺東大學      普三善 黃于秝 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林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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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普三善 黃于秝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黃于秝 行銷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黃于秝 應用日文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黃嬿臻 觀光旅遊學系(產學合作組)                     林鶯如 

中華大學          普三善 黃嬿臻 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林鶯如 

開南大學          普三善 黃嬿臻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餐飲旅館組                 林鶯如 

開南大學          普三善 黃嬿臻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林鶯如 

開南大學          普三善 黃嬿臻 形象與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林鶯如 

靜宜大學          普三善 楊巧欣 中國文學系                                   林鶯如 

靜宜大學          普三善 楊巧欣 中國文學系-類繁星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楊巧欣 應用中文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楊巧欣 媒體設計科技學系影視動畫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潘羽婕 資訊管理學系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潘羽婕 大眾傳播學系                                 林鶯如 

南華大學          普三善 潘羽婕 生死學系(諮商組)                             林鶯如 

南華大學          普三善 潘羽婕 傳播學系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潘玟諭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公關行銷組)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潘玟諭 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學士學位學程(行銷企劃組)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潘玟諭 行銷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潘玟諭 企業管理學系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潘玟諭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林鶯如 

長榮大學          普三善 潘玟諭 大眾傳播學系                                 林鶯如 

開南大學          普三善 蕭晴惠 法律學系                                     林鶯如 

亞洲大學          普三善 蕭晴惠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林鶯如 

亞洲大學          普三善 蕭晴惠 財經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                       林鶯如 

靜宜大學          普三善 蘇鈺媗 中國文學系-類繁星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蘇鈺媗 國際貿易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實踐大學          普三善 蘇鈺媗 會計暨稅務學系(高雄校區)                     林鶯如 

大葉大學          普三善 黃耀正 造形藝術學系(藝術創作組)                     林鶯如 

南華大學          普三善 黃耀正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                           林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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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語三真 洪浚成 醫療器材設計與材料學士學位學程               林淑茹 

南華大學            語三真 徐禹淮 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                         林淑茹 

南華大學            語三真 徐禹淮 生死學系(諮商組)                             林淑茹 

大葉大學            語三真 葉冠翊 餐旅管理學系                                 林淑茹 

大葉大學            語三真 葉冠翊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林淑茹 

亞洲大學            語三真 葉冠翊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行動商務組           林淑茹 

東海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音樂學系                                     林淑茹 

國立臺南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音樂學系                                     林淑茹 

國立屏東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音樂學系                                     林淑茹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應用音樂學系藝術管理組                       林淑茹 

國立嘉義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音樂學系                                     林淑茹 

義守大學            語三真 石恩妮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創意娛樂管理組(國際學院)     林淑茹 

靜宜大學            語三真 林禎淳 台灣文學系-類繁星                            林淑茹 

靜宜大學            語三真 林禎淳 生態人文學系-類繁星                          林淑茹 

長榮大學            語三真 林禎淳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餐飲產學組                 林淑茹 

長榮大學            語三真 林禎淳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工藝設計行銷組   林淑茹 

大葉大學            語三真 莊璦苓 英語學系                                     林淑茹 

大葉大學            語三真 莊璦苓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活動企劃組)                 林淑茹 

大葉大學            語三真 莊璦苓 觀光旅遊學系                                 林淑茹 

東吳大學            語三真 陳禹靜 歷史學系                                     林淑茹 

東海大學            語三真 陳禹靜 歷史學系                                     林淑茹 

國立東華大學        語三真 陳禹靜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林淑茹 

靜宜大學            語三真 黃靚瑄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運籌與創新管理組)-類繁星    林淑茹 

靜宜大學            語三真 黃靚瑄 國際企業學系                                 林淑茹 

義守大學            語三真 黃靚瑄 企業管理學系                                 林淑茹 

長榮大學            語三真 黃靚瑄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組                       林淑茹 

長榮大學            語三真 黃靚瑄 航運管理學系                                 林淑茹 

亞洲大學            語三真 黃靚瑄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餐旅事業管理組             林淑茹 

大葉大學            語三真 葉又彣 烘焙暨飲料調製學士學位學程(產學合作組)       林淑茹 

長榮大學            語三真 葉又彣 不動產財務金融學士學位學程金融與管理組       林淑茹 

淡江大學            語三真 王沛瑜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                 林淑茹 

中國文化大學        語三真 王沛瑜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林淑茹 

大葉大學            語三善 林呈威 環境工程學系(社會組)                         王亞權 

大葉大學            語三善 林呈威 應用日語學系                                 王亞權 

南華大學            語三善 林呈威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王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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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語三善 張庭睿 應用英語學系(高雄校區)                       王亞權 

南華大學            語三善 張庭睿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組)                       王亞權 

南華大學            語三善 張庭睿 傳播學系                                     王亞權 

開南大學            語三善 張庭睿 資訊傳播學系                                 王亞權 

大葉大學            語三善 張敬右 英語學系                                     王亞權 

開南大學            語三善 張敬右 應用英語學系                                 王亞權 

康寧大學            語三善 張敬右 應用外語學系應用英語組                       王亞權 

明道大學            語三善 張敬右 中國文學學系                                 王亞權 

靜宜大學            語三善 蔡耀堃 企業管理學系(行銷運籌與創新管理組)-類繁星    王亞權 

靜宜大學            語三善 蔡耀堃 企業管理學系(事業經營與創業管理組)           王亞權 

靜宜大學            語三善 蔡耀堃 寰宇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王亞權 

長榮大學            語三善 蔡耀堃 企業管理學系                                 王亞權 

開南大學            語三善 王 暄 空運管理學系                                 王亞權 

大葉大學            語三善 林沅均 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法語組)           王亞權 

大葉大學            語三善 高銀霈 歐洲文化與旅遊學士學位學程(德語組)           王亞權 

中華大學            語三善 高銀霈 外國語文學系                                 王亞權 

義守大學            語三善 高銀霈 應用英語學系                                 王亞權 

長榮大學            語三善 高銀霈 翻譯學系                                     王亞權 

義守大學            語三善 張季姍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影視娛樂管理組(國際學院)     王亞權 

大葉大學            語三善 陳嘉珮 英語學系                                     王亞權 

中華大學            語三善 陳嘉珮 外國語文學系                                 王亞權 

南華大學            語三善 陳嘉珮 外國語文學系                                 王亞權 

華梵大學            語三善 彭筑涵 外國語文學系                                 王亞權 

康寧大學            語三善 彭筑涵 資訊傳播學系                                 王亞權 

中華大學            語三善 黃沛語 外國語文學系                                 王亞權 

長榮大學            語三善 黃沛語 翻譯學系經貿翻譯組                           王亞權 

南華大學            語三善 黃沛語 外國語文學系                                 王亞權 

開南大學            語三善 黃沛語 應用英語學系                                 王亞權 

大葉大學            語三善 葉念雨 財務金融學系(銀行專業組)                     王亞權 

銘傳大學            語三善 劉映廷 應用中國文學系（桃園校區）                   王亞權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語三善 魏郁璇 時尚設計學系                                 王亞權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語三善 魏郁璇 時尚美容藝術與保健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王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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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體三真 林字弘 體育學系                                     陳其懋 

臺北市立大學          體三真 林字弘 運動健康科學系                               陳其懋 

大葉大學              體三真 林字弘 企業管理學系(經營管理組)                     陳其懋 

臺北市立大學          體三真 張鈞復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陳其懋 

臺北市立大學          體三真 陳柏佑 運動健康科學系                               陳其懋 

國立臺南大學          體三真 黃家瑋 體育學系                                     陳其懋 

臺北市立大學          體三真 黃家瑋 體育學系                                     陳其懋 

臺北市立大學          體三真 黃家瑋 運動健康科學系                               陳其懋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三真 黃家瑋 體育學系                                     陳其懋 

國立體育大學          體三真 黃家瑋 適應體育學系                                 陳其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三善 呂珈泓 運動學系                                     王雅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三善 林主恩 運動學系                                     王雅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三善 林主恩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王雅惠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三善 林主恩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王雅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三善 林易陞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王雅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三善 徐于倢 運動學系                                     王雅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三善 楊承翰 體育學系                                     王雅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三善 楊承翰 運動學系                                     王雅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三善 楊承翰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王雅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三善 林宣亘 運動學系                                     王雅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三善 蔡瑜涵 體育學系運動專長組                           王雅惠 

 

 

        感謝高三老師辛勤的指導與全體行政同仁無私的付出。 

                      彰化縣立彰化藝術高中全體師生 仝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