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美術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素描實測」考場配置表
日期 科目

月
二

素

十

描

日

實

(六) 測

午

試場/學測應試號碼/姓名

美術 L2003 教室 28 人
美術 L2004 教室 29 人
08:10-08:30
預 備 10000929 賴維君、10016526 李佳芬、10192218 劉采綾、10193414 陳孝宗、

四

上

時間

10018005 張大仁、10020838 洪瑞謙、10196904 蕭 毅、10197215 陳 灝、
10031426 楊宗諭、10032628 黃心昀、10222405 李昕儒、10223703 林俐伃、
08:30
10043022 闕湘鈺、10043607 高瑞廷 10230611 凃緗檥、10231409 程琳鈞、
︱
10049003 程子芸、10049017 吳妤賢、10231535 林依柔、10236723 江品璇、
10049141 蔡宇默、10051104 吳珮萱、10238225 黃詩婷、10240625 張君瞳、
10:00
10055216 傅正浩、10058732 蘇垣卉、10240639 廖品琁、10240727 洪毓汝、
10077410 戴吟輿、10085307 洪子翔、10240825 王心岑、10245204 陳羿含、
10:00-10:30 10086131 林書妍、10093106 張為清、10245405 盧亨家、10258033 蔡睿霖、
中場休息 10096137 蕭子淼、10097005 王芷馨、10267913 陳 珉、10273220 莊品彥、
10097739 司惟云、10100106 唐家卉、10273332 盧 億、10273438 張乃勻、
10:30
10121640 蕭安宏、10121914 張善翎、10286507 朱晨維、10307720 李葦靜、
10131710 譚 心、10148138 蕭郁馨、10319427 陳昕昀、10323709 黃宜萱、
︱
10160408 林綉婕、10166723 王威中 10324404 紀翊雯、10273608 李彧瑤、
12:00
10323911 李翔翎

面試及原作審查注意事項 ※詳見下頁面試時間及順序：
一、考試當天考生須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
（可以駕照、健保卡、護照等貼有相片
足資證明身分之有效證件正本代替），以便查驗身分。
二、面試及原作審查分梯次進行，考生於各梯次預備時間攜帶應試資料（原作品五
件及除原作五件外的照片或作品集）至美術系-1 樓報到，查驗身分證後等候叫
號。考生依試務人員指示聽候審查，嚴禁非考試人員出入試場及候考區。
三、作品及資料審查與面試同時進行，面試時間每人五分鐘，四分鐘時響鈴一次，五
分鐘時響鈴兩次。
四、考生於報到後皆於候考區內等候唱名審查，於同一梯次內之考生請勿擅離候考
區，唱名三次不到者將取消甄試資格。
五、因面試空間有限，審查原作品每人以五件為限。
六、面試順序依據學測應試號碼排序。
七、美術學系聯絡人：黃得誠助教，聯絡電話(02)2272-2181 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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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美術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時間及順序表
4/20(六) -面試時間及順序
時間

教室

考場：美術系 L2003、L2004 教室

學測應試號碼／姓名

時間

12：45～13：00 考生預備
L2003

10000929 賴維君
10016526 李佳芬
10018005 張大仁

L2004

10020838 洪瑞謙
10031426 楊宗諭
10032628 黃心昀

13：00
│
L2003
14：15

10043022 闕湘鈺
10043607 高瑞廷
10049003 程子芸

L2004

10049017 吳妤賢
10049141 蔡宇默
10051104 吳珮萱

L2003

10055216 傅正浩
10058732 蘇垣卉
10077410 戴吟輿

教室

候考區：美術系-1 樓
學測應試號碼／姓名

16：10～16：25 考生預備

16：25
│
17：40

L2003

10196904 蕭 毅
10197215 陳 灝
10222405 李昕儒

L2004

10223703 林俐伃
10230611 凃緗檥
10231409 程琳鈞

L2003

10231535 林依柔
10236723 江品璇
10238225 黃詩婷

L2004

10240625 張君瞳
10240639 廖品琁
10240727 洪毓汝

L2003

10240825 王心岑
10245204 陳羿含
10245405 盧亨家

14：25～14：40 考生預備

17：45～18：00 考生預備

L2004

10085307 洪子翔
10086131 林書妍
10093106 張為清

L2004

10258033 蔡睿霖
10267913 陳 珉
10273220 莊品彥

L2003

10096137 蕭子淼
10097005 王芷馨
10097739 司惟云

L2003

10273332 盧 億
10273438 張乃勻
10286507 朱晨維

14：40
│
L2004
15：55

10100106 唐家卉
10121640 蕭安宏
10121914 張善翎

L2004

10307720 李葦靜
10319427 陳昕昀
10323709 黃宜萱

L2003

10131710 譚 心
10148138 蕭郁馨
10160408 林綉婕

L2003

10324404 紀翊雯
10273608 李彧瑤
10323911 李翔翎

L2004

10166723 王威中
10192218 劉采綾
10193414 陳孝宗

18：00
│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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