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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立彰化藝術高中 105 學年度科大申請成績表現超群 

 

本校 105 年科大申請通過第一階段成績非常超群， 個人通過率 100%；

個人通過率 92%； 第一、二、三類學群個人通過率 92%；充分表現出本校藝才

與全方位能力。 

 

全校 105 年全校科大通過率高達 77%。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東方設計學院 舞三真 何心綾 影視藝術系 林佑貞 

高苑科技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觀光事業管理系 林佑貞 

中州科技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林佑貞 

中州科技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餐飲廚藝系 林佑貞 

修平科技大學 舞三真 林毓儒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林佑貞 

東方設計學院 舞三真 林毓儒 美術工藝系 林佑貞 

高苑科技大學 舞三真 陳亭伃 資訊傳播系影視傳播設計組 林佑貞 

東南科技大學 舞三真 陳亭伃 觀餐休閒學院專班 林佑貞 

東方設計學院 舞三真 陳亭伃 影視藝術系 林佑貞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舞三真 陳亭伃 數位媒體設計系流行音樂與影視傳播組 林佑貞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舞三真 陳亭伃 休閒運動保健系 林佑貞 

萬能科技大學 舞三真 陳羿卉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化妝品應用組 林佑貞 

大華科技大學 舞三真 陳羿卉 觀光管理系餐飲與烘焙組 林佑貞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舞三真 陳羿卉 化妝品應用系 林佑貞 

大同技術學院 舞三真 陳羿卉 烘焙管理系 林佑貞 

高苑科技大學 舞三真 陳雅君 休閒運動管理系 林佑貞 

中臺科技大學 舞三真 黃廷華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林佑貞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舞三真 黃廷華 幼兒保育系 林佑貞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舞三真 黃廷華 幼兒保育系 林佑貞 

建國科技大學 舞三真 劉思妤 美容系 林佑貞 

中國科技大學 舞三真 劉思妤 企業管理系（新竹校區） 林佑貞 

中州科技大學 舞三真 劉思妤 視訊傳播系 林佑貞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舞三真 劉思妤 創意流行時尚設計系 林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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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三真 施宇駿 美術系 徐瑋琳 

南臺科技大學 美三真 徐駿成 創新產品設計系 徐瑋琳 

致理科技大學 美三真 徐駿成 應用日語系 徐瑋琳 

大同技術學院 美三真 陳虹輔 餐飲管理系廚藝組 徐瑋琳 

高苑科技大學 美三真 黃浩葦 文化創意設計與數位整合學位學程 徐瑋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三真 黃浩葦 美術系 徐瑋琳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美三真 黃浩葦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瑋琳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美三真 黃浩葦 數位媒體設計系動漫藝術組 徐瑋琳 

聖約翰科技大學 美三真 葉宸瑜 多媒體設計系 徐瑋琳 

中國科技大學 美三真 葉宸瑜 視覺傳達設計系（台北校區） 徐瑋琳 

致理科技大學 美三真 葉宸瑜 多媒體設計系 徐瑋琳 

崇右技術學院 美三真 葉宸瑜 數位媒體設計系 徐瑋琳 

崑山科技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視訊傳播設計系 徐瑋琳 

遠東科技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管理系 徐瑋琳 

南開科技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徐瑋琳 

環球科技大學 美三真 劉育瑄 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徐瑋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三真 蔡宗翰 美術系 徐瑋琳 

建國科技大學 美三真 黃佳音 數位媒體設計系 徐瑋琳 

建國科技大學 美三真 黃佳音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徐瑋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三真 黃佳音 美術系 徐瑋琳 

修平科技大學 美三真 楊涵惟 數位媒體設計系 徐瑋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三真 簡姵育 美術系 徐瑋琳 

南開科技大學 美三真 簡姵育 數位生活創意系 徐瑋琳 

南開科技大學 美三真 羅雅環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徐瑋琳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音三真 李芸 寵物美容學士學位學程 李宥婕 

中州科技大學 音三真 張冠敏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宥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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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吳得昱 電機工程系 張伃靚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吳得昱 電子工程系 張伃靚 

遠東科技大學 普三真 吳得昱 資訊工程系 張伃靚 

遠東科技大學 普三真 吳得昱 電機工程系 張伃靚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電機工程系 張伃靚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電子工程系 張伃靚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資訊與網路通訊系 張伃靚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土木工程系 張伃靚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林炬葦 資訊管理系 張伃靚 

景文科技大學 普三真 施柏賢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張伃靚 

龍華科技大學 普三真 張展與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張伃靚 

明新科技大學 普三真 張展與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技系 張伃靚 

健行科技大學 普三真 張展與 電子工程系 張伃靚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普三真 陳暐智 海洋運動休閒系（士林校區） 張伃靚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曾振舜 電機工程系 張伃靚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曾振舜 電子工程系 張伃靚 

南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曾振舜 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張伃靚 

南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曾振舜 電子工程系應用電子組 張伃靚 

輔英科技大學 普三真 黃建莛 護理系 張伃靚 

大仁科技大學 普三真 黃建莛 護理系 張伃靚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普三真 黃建莛 醫務管理系 張伃靚 

長庚科技大學 普三真 黃建莛 護理系（林口校區） 張伃靚 

健行科技大學 普三真 蔡瑋倫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伃靚 

正修科技大學 普三真 蔡瑋倫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張伃靚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普三真 蔡瑋倫 服飾設計管理系 張伃靚 

南開科技大學 普三真 蔡瑋倫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伃靚 

南開科技大學 普三真 蔡瑋倫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張伃靚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普三真 蕭善繼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張伃靚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普三真 王妗云 生物醫學工程系 張伃靚 

美和科技大學 普三真 王妗云 護理系 張伃靚 

萬能科技大學 普三真 周妍瑜 旅館管理系 張伃靚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普三真 周妍瑜 餐旅管理系 張伃靚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昌姿寧 美容系 張伃靚 

遠東科技大學 普三真 昌姿寧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張伃靚 

南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昌姿寧 休閒事業管理系 張伃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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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明新科技大學 普三真 林孟欣 機械工程系 張伃靚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普三真 曹晏禎 視光系 張伃靚 

美和科技大學 普三真 曹晏禎 護理系 張伃靚 

輔英科技大學 普三真 謝佳妤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張伃靚 

明新科技大學 普三真 謝佳妤 電子工程系 張伃靚 

聖約翰科技大學 普三真 謝佳妤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張伃靚 

大華科技大學 普三真 謝佳妤 資訊管理系 張伃靚 

東方設計學院 普三真 謝佳妤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張伃靚 

南開科技大學 普三善 邱宇泰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林鶯如 

環球科技大學 普三善 邱宇泰 餐飲廚藝系 林鶯如 

中州科技大學 普三善 邱宇泰 餐飲廚藝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張智榮 國際企業管理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張智榮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林鶯如 

中州科技大學 普三善 張智榮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鶯如 

中州科技大學 普三善 張智榮 餐飲廚藝系 林鶯如 

朝陽科技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組 林鶯如 

崑山科技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電腦與通訊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資訊管理系 林鶯如 

僑光科技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林鶯如 

修平科技大學 普三善 彭健翔 資訊管理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劉宥霆 資訊與網路通訊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劉宥霆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劉宥霆 美容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賴瑞謙 電機工程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賴瑞謙 電子工程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賴瑞謙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林鶯如 

嶺東科技大學 普三善 吳佩如 國際企業系 林鶯如 

弘光科技大學 普三善 林珊如 美髮造型設計系 林鶯如 

建國科技大學 普三善 林珊如 美容系 林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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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中臺科技大學 語三真 葉冠翊 資訊管理系 林淑茹 

朝陽科技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淑茹 

南臺科技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流行音樂產業系 林淑茹 

崑山科技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視訊傳播設計系 林淑茹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流行音樂學士學位學程 林淑茹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語三真 王家禎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林淑茹 

南開科技大學 語三真 石恩妮 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淑茹 

中華科技大學 語三真 石恩妮 觀光餐旅系（新竹校區） 林淑茹 

崇右技術學院 語三真 石恩妮 休閒事業經營系 林淑茹 

崑山科技大學 語三真 林禎淳 空間設計系 林淑茹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語三真 洪舜榆 護理系 林淑茹 

朝陽科技大學 語三善 林呈威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王亞權 

正修科技大學 語三善 林呈威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王亞權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語三善 林呈威 視光系 王亞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語三善 林呈威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王亞權 

正修科技大學 語三善 張庭睿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王亞權 

高苑科技大學 語三善 張庭睿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王亞權 

高苑科技大學 語三善 張庭睿 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王亞權 

和春技術學院 語三善 張庭睿 傳播藝術系 王亞權 

大同技術學院 語三善 張庭睿 社會工作與服務管理系 王亞權 

建國科技大學 語三善 張敬右 資訊管理系 王亞權 

建國科技大學 語三善 張敬右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王亞權 

南開科技大學 語三善 張敬右 資訊管理系 王亞權 

建國科技大學 語三善 莊元鈞 工業與服務管理系 王亞權 

建國科技大學 語三善 莊元鈞 資訊管理系 王亞權 

建國科技大學 語三善 莊元鈞 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王亞權 

建國科技大學 語三善 許書瀚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王亞權 

南開科技大學 語三善 許書瀚 休閒事業管理系 王亞權 

中華科技大學 語三善 許書瀚 資訊管理系（台北校區） 王亞權 

中州科技大學 語三善 許書瀚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王亞權 

修平科技大學 語三善 許書瀚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王亞權 

建國科技大學 語三善 王暄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王亞權 

大仁科技大學 語三善 高銀霈 應用外語系 王亞權 

景文科技大學 語三善 彭筑涵 環境科技與物業管理系 王亞權 

高苑科技大學 語三善 黃沛語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王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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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環球科技大學 語三善 黃沛語 應用外語系 王亞權 

醒吾科技大學 語三善 黃沛語 應用英語系 王亞權 

中州科技大學 語三善 葉愛崴 保健食品系 王亞權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語三善 葉愛崴 觀光餐旅系 王亞權 

弘光科技大學 語三善 魏郁璇 美髮造型設計系 王亞權 

建國科技大學 語三善 魏郁璇 美容系 王亞權 

中州科技大學 語三善 魏郁璇 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王亞權 

學校名稱 班級 姓名 學系(組)名稱 導師 

高苑科技大學 體三真 許景傑 休閒運動管理系 陳其懋 

環球科技大學 體三真 許景傑 行銷管理系 陳其懋 

大同技術學院 體三真 許景傑 婚禮企劃與設計系 陳其懋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體三真 黃家瑋 海洋遊憩系 陳其懋 

建國科技大學 體三真 黃家瑋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陳其懋 

建國科技大學 體三真 楊承軒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陳其懋 

建國科技大學 體三善 洪致聖 電機工程系 王雅惠 

建國科技大學 體三善 謝宗育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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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