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岡藝術學校107學年度單獨辦理免試招生錄取榜單 
107.6.29公告 

國樂科 正取 25名 
駱○茵(五峰國中)    侯○廷(淡水國中)  林○妤(介壽國中) 

李○蓉(過嶺國中)    林○慈(敦化國中)  鄭○均(萬華國中) 

范○葳(永和國中)    蘇○嘉(林口國中)  林○珺(三重高中國中部) 

游○伃(介壽國中)  劉○芸(公館國中)    李○維(新湖國中) 

 吳○萱(新民國中)  戚○玲(百齡高中國中部)  張 ○(培英國中) 

 蕭○萱(明志國中)  高○明(明志國中)    吳○樺(新民國中) 

 林○芬(重慶國中)  吳○霖(萬華國中)    羅○佐(自強國中) 

 趙○萱(興雅國中)  林○妤(中華國中)  李○柔(重慶國中) 

鐘○瑄(中山國中) 

   （本榜單僅為錄取名單，非錄取名次） 

＊＊＊＊＊＊＊＊＊＊＊＊＊＊＊＊＊＊＊＊＊＊＊＊＊＊＊＊＊＊＊ 

西樂科 正取 25名 
潘○璇(正德國中)    陳○蓁(明志國中)  洪○捷(石牌國中) 

范○昕(蘆洲國中)    邱○豪(慈文國中)  徐○甄(民生國中) 

張○驊(敦化國中)    陳○惠(北斗國中)  張○彥(中山國中) 

陳○晴(三民高中國中部)    王○宸(蘭州國中)  吳○薰(蘭雅國中) 

陳○璇(成淵高中國中部)    賴○璇(成淵高中國中部)  陳○倩(蘭州國中) 

李○正(百齡高中國中部)    徐○涵(永和國中)  林○敏(蘭雅國中) 

連○佐(明德國中)    李○諺(後龍國中)  徐○蘭(忠信國中) 

簡○廷(壯圍國中)    陳○程(麥寮高中國中部)  丘○菁(雙園國中) 

袁○涵(達觀國中) 

   （本榜單僅為錄取名單，非錄取名次） 

     備取 2名(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序遞補) 

王○雲(苑裡高中國中部)    林○綺(延平高中國中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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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科 正取 50名 
邱○喬(雙園國中)    陳○妤(江翠國中)   許○柔(東興國中) 

林○誼(雙園國中)    林○萱(三民國中)  魏○芸(中興國中) 

何○芹(彰安國中)    賴○霓(彰安國中)  徐○茗(光明國中) 

高○芹(雙園國中)    許○倪(新埔國中)  廖○淳(羅東國中) 

李○軒(彰安國中)    匡○琇(東山中學)  林○潔(江翠國中) 

王○誼(江翠國中)    徐○晴(崇林國中)  陳○潔(江翠國中) 

吳○樺(大安國中)    謝○芸(苗栗國中)  楊○苡(新泰國中) 

羅○婷(竹東國中)    鄒○俞(竹東國中)  邱○芛(湖口高中國中部) 

陳○蓁(江翠國中)    葉○妤(北安國中)  張○瑋(明仁國中) 

羅○妤(義學國中)    廖○竹(敦化國中)  林○凱(大觀國中) 

王○妤(新莊國中)    徐○槿(江翠國中)  王○薰(龍門國中) 

張○臻(景興國中)    陳○佳(光武國中)  陳○妤(江翠國中) 

鄭○琪(土城國中)    楊○嫻(南山高中國中部)  余○萱(丹鳳高中國中部) 

張○涵(中山國中)    薛○穎(福營國中)  許○婷(佳林國中) 

黃○怡(崇林國中)    鄒○馨(師範附中國中部)  林○瑄(成淵高中國中部) 

王○屏(八德國中)    黃○宜(永和國中)  王○晴(三芝國中) 

張○麟(碇內國中)    曾○伶(德光高中國中部)  

（本榜單僅為錄取名單，非錄取名次） 

     古典組備取 15名(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序遞補) 
王○晴(石牌國中)    林○蓁(同德國中)  吳○筠(石牌國中) 

蔡○恬(薇閣中學國中部)    林○瑜(石牌國中)  陳○卉(義學國中) 

顧○瑄(碧華國中)    游○螢(中正國中)  張○琇(竹南國中) 

蘇○緹(靜修女中國中部)    黃○煊(仁愛國中)  張○茹(石牌國中) 

吳○葳(光武國中)    涂○瑤(仰德高中國中部)  曾○音(青埔國中) 

     街舞組備取 8名(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序遞補) 
劉 ○(汐止國中)    葉○廷(海山高中國中部)  游○穎(桃園國中) 

李 ○(桃園國中)    林○恩(土城國中)  陳○筠(蘆洲國中) 

高○凱(及人高中)    林○綺(延平高中國中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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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科 正取 100名 
張○翔(蘭雅國中)    林○蓁(桃源國中)  王○沁(和平高中國中部) 

邱○俞(溪崑國中)    陳○佑(新埔國中)  陳○翔(三民國中) 

張○禎(崇德國中)    楊○容(新生國中)  黃○捷(淡水國中) 

楊○堡(深坑國中)    蔡○絜(清泉國中)  王○涵(光復高中國中部) 

江○慧(海山高中國中部)    何○瑩(明德國中)  陳○穎(成淵高中國中部) 

涂○珈(平興國中)    邱○綺(中興國中)  吳○穎(南門國中) 

施○昇(三和國中)    孫○恩(天母國中)  謝○萱(聖功女中) 

彭○玲(育賢國中)    梁○閎(五峰國中)  陳○睿(南門國中) 

張○佑(介壽國中)    陳○佑(鶴聲國中)  詹○蘭(公館國中) 

江○蓁(淡水國中)    楊 ○(光仁中學)  陳○伃(淡江高中國中部) 

施○譯(南門國中)    莊○翔(誠正國中)  陳○安(中山國中) 

陳○婷(中平國中)    陳○儀(羅東國中)  胡○遠(天母國中) 

顏○竹(長億高中國中部)    張○綺(南門國中)  李○禎(樟樹國中) 

許○倢(通霄國中)    吳○彬(南新國中)  王○宣(萬和國中) 

陸○為(中港高中國中部)    紀○佑(百齡高中國中部)  朱○幼(八斗高中國中部) 

翁○坤(永和國中)    陳○奇(蘭雅國中)  賴○奕(天母國中) 

潘○瑜(國華國中)    李○怡(福山國中)  汪○豪(明湖國中) 

丁○妮(景興國中)    林○妤(中華國中)  趙○君(江翠國中) 

林○維(崇德國中)    簡○珍(光德國中)  徐○芸(永和國中) 

邱○晨(興雅國中)    徐○銍(新科國中)  李○柔(重慶國中)  

彭○熙(羅東國中)    張○芹(麗山國中)  洪○翔(中正國中)  

詹○雅(北大高中國中部)    蔡○紋(中正國中)  洪○涵(光仁高中國中部) 

余○曦(鷺江國中)    陳○萸(明湖國中)  陳○璇(弘道國中) 

簡○如(士林國中)    李○翰(建成國中)  莊○儀(華興中學國中部) 

李○蓁(麗山國中)    鄭○利(新科國中)  郭○榛(麗山國中) 

詹○璇(景美國中)    林○儀(北斗國中)  陳○蓁(義民高中國中部) 

李○蓁(新埔國中)    林○玄(海山高中國中部)  江○葦(江翠國中) 

陳○苓(金山高中國中部)    田○靈(丹鳳高中國中部)  黃○岳(至善國中) 

林○雯(正德國中)    藍○雯(鼎金國中)  蔣○珍(Pomona catholic high school) 

楊○誠(磐石高中國中部)    陳○翔(慈濟高中國中部)  黃○媗(光華國中) 

鄭○臻(新莊國中)    張○瑜(迴龍國中)  吳○霆(文生高中國中部) 

伍○安(羅東國中)    何○羽(四張犁國中)  杜 ○(民生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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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芸(正德國中)    王○彬(重慶國中)  洪○舜(民生國中) 

陳○婕(嘉義國中)     鍾○琳(碇內國中原住民外加名額) 

   （本榜單僅為錄取名單，非錄取名次） 

備取 29名(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序遞補) 

彭○育(北安國中)    蘇○葳(南港高中國中部)  范○善(楊明國中) 

陳○發(中和國中)    潘○臻(方濟中學國中部)  陳○文(士林國中) 

陳○廷(鷺江國中)    趙○萱(興雅國中)  梁○逸(辭修高中國中部) 

羅○文(海山高中國中部)    林○恩(土城國中)  游○穎(桃園國中) 

高○凱(及人高中)    葉○廷(海山高中國中部)  羅○佐(自強國中) 

林○澤(信義國中)    洪○軒(成淵高中國中部)  林○祥(東仁國中) 

林○翰(成功國中)    李 ○(桃園國中)  余○萱(丹鳳高中國中部) 

張○麟(碇內國中)    王○屏(八德國中)  王○晴(三芝國中) 

薛○穎(福營國中)    黃○宜(永和國中)  許○婷(佳林國中) 

林○瑄(成淵高中國中部)    劉 ○(汐止國中) 

＊＊＊＊＊＊＊＊＊＊＊＊＊＊＊＊＊＊＊＊＊＊＊＊＊＊＊＊＊＊＊ 

表演藝術科 正取 100名 
楊○樺(建國國中)    徐○宸(義學國中)  謝 ○(蘭嶼高中國中部) 

林○庭(同德國中)    蔡○凡(新城國中)  郭○諠(民雄國中) 

安○榛(福和國中)    陳○蓁(麻豆國中)  廖○雯(草屯國中) 

趙○薇(左營國中)    張○勛(苑裡高中國中部)  林○樺(北安國中) 

簡○庭(中正國中)    曾○真(敦化國中)  陳○玟(薇閣高中國中部) 

黃○睿(育林國中)    徐○軒(關渡國中)  余○萱(內壢國中) 

江○庭(北新國中)    黃○芹(光明國中)  游○妃(長億高中國中部) 

周○盼(新生國中)    陳○芳(北興國中)  羅○樺(東安國中) 

施○妤(慈濟附中國中部)    吳○妤(惠文高中國中部)  郭 ○(協同高中國中部) 

黃○臻(霧峰國中)    呂○玟(磐石高中國中部)  黃○華(新生國中) 

黃○維(鳳山國中)    虎○良(寶桑國中)  吳○璇(育賢國中) 

廖○漢(會稽國中)    謝○惟(道明中學)  陳○蓁(三民國中) 

黃○群(立人高中國中部)    蔡○婷(沙鹿國中)  黃 ○(漢口國中) 

李○誼(民雄國中)    林○辰(南崁國中)  池○樹(一甲國中) 

林○萱(青溪國中)    林○欣(羅東國中)  曾○鈞(南崁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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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伊(嘉義國中)    林○儒(大業國中)  許○真(田尾國中) 

許○元(徐匯高中國中部)    時○閔(義學國中)  陳○璇(北投國中) 

鄺○美(金華國中)    王○芸(中山國中)  李○儀(南山高中國中部) 

蘇○儀(新興國中)    廖○儀(新科國中)  吳○瑜(大崙國中) 

遲○彤(瑠公國中)    伊 ○(金華國中)  簡○庭(中山國中) 

楊○棉(人文國中)    童○媛(曉明女中國中部)  谷 ○(錦和高中國中部) 

楊○婕(興雅國中)    曾○萱(雙園國中)  廖○達(安樂高中國中部) 

何○婭(永和國中)    鍾○翔(育林國中)  蔡○儀(成德國中) 

吳○葳(明志國中)    林○涵(七賢國中)  鐘 ○(大有國中) 

林○怡(清水國中)    陳○驊(新興高中國中部)  鄭○洋(明湖國中) 

盧○源(蘭雅國中)    林○涵(成淵高中國中部)  倪○葳(南山高中國中部) 

林○茹(金華國中)    張○誼(中山國中)  鐘○瑄(中山國中) 

廖○翔(達觀國中)    李○琪(三星國中)  蘇○富(中山國中)  
黃○豪(中山國中)    蕭○敏(大同高中國中部)  黃○真(萬華國中) 

黃 ○(民生國中)    周○羽(中山國中)  胡○泠(江翠國中) 

柳○文(中正國中)    林○萱(萬華國中)  黃○丞(伸港國中) 

曾○馨(東安國中)    張○慈(政大附中國中部)  洪○棋(大里高中國中部) 

李○宜(惠文高中國中部)    涂○凱(楊梅國中)  賴○甄(明湖國中) 

杜○秀(土城國中)    許○怡(宜昌國中原住民外加名額) 

吳○誼(平南國中原住民外加名額)   劉 ○(賓茂國中原住民外加名額) 

林○婕(仁美國中原住民外加名額)  張○瑄(知本國中原住民外加名額) 
   （本榜單僅為錄取名單，非錄取名次） 

備取 30名(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序遞補) 

羅○文(海山高中國中部)    洪○舜(民生國中)  余○萱(丹鳳高中國中部) 

鄒○馨(師範附中國中部)    趙○萱(興雅國中)  林○恩(土城國中) 

陳○文(士林國中)    林○珺(三重高中國中部)  陳○發(中和國中) 

江○葦(江翠國中)    劉○芸(公館國中)  何○羽(四張犁國中) 

藍○雯(鼎金國中)    陳○婕(嘉義國中)  陳○君(金湖國中) 

林○祥(東仁國中)    李○維(新湖國中)  吳○萱(新民國中) 

張○芹(麗山國中)    陳○廷(鷺江國中)  伍○安(羅東國中) 

陳○翔(慈濟高中國中部)    徐○銍(新科國中)  范○善(楊明國中) 

曾○恩(虎林國中)    曾○伶(德光高中國中部)  羅○佐(自強國中) 

陳○萸(明湖國中)    洪○翔(中正國中)  連○佐(明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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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給新生家長的一封信 

二、 新生報到暨說明會流程表 

三、 新生報到注意事項 

四、 服裝訂購契約 

五、 參加教育旅行同意書 

六、 至 https://goo.gl/forms/E4H2AfWW0jAVnI2p2 填寫新

生基本資料(務必填寫，以利寄送註冊單及其他

重要資料，請點選網址即可連結) 

七、 錄取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若您已錄取本校但無就讀意願，請將附件 3 簽章後直送本校，

以利完成放棄就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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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錄取本校107學年度獨立招生新生家長的一封信 
107.6.29公告 

敬愛的家長您好： 

    首先，恭喜貴子弟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順利通

過本校單獨辦理免試招生，成為華藝家園的一份子。為使

您及孩子們能提早瞭解校務，特於 107 年 7 月 13 日(五)

報到當日一併辦理新生暨家長說明會，敬請務必參加。 

以下幾點重要訊息請參閱： 

一、 報到當日流程表如次頁。 

二、 自103學年度起就讀本校一律免學費（只需繳交雜費 

即可）。 

三、 錄取學生除居住於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地區免住宿

外，原則上以承租本校洽尋之租賃物以便管理與維護

安全，請家長審慎考慮。 

如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聯絡電話：02-28612354分機 12、15、16 

專線電話：02-28619596 

 

※根據往年經驗，常有正取生因故無法報到並放棄錄取資

格。當 7 月 13 日(五)有正取生未報到時，本校將立即

通知備取生於 7月 14日(六)依序遞補，請密切注意。 

107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敬致 

    1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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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藝術學校 107學年度新生報到暨說明會 

流程表 

107.6.29製表 

 

日期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 月 

13 日 

(五) 

9：00 

｜ 

10：00 

報到 

1. 量服裝、繳費 

2. 參觀宿舍 

3. 登記住宿、專車 

4. 繳回報到資料袋 

中庭 

10：00 

｜ 

11：30 

各科新生 

說明會 

1.學校活動介紹 

2.科規及課程說明 

3.住宿、專車說明 

4.學長姐經驗分享 

5.參觀專業教室 

各術科教室 

家長說明會 雙向溝通 中庭 

11：30 

｜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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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藝校 107 學年度獨立招生新生報到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間：107年 7 月 13日(五)上午 9時 

二、攜帶文件 

1.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畢業證書正本(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請至學校網站下載附件 1，填寫

後由學生帶到學校繳交） 

3.兩吋正面證件照片 1張(背面請寫錄取科別、姓名以利製作學生證作業) 

4.參加教育旅行同意書 

（家長未陪同報到者，請下載附件 2 填寫後由學生帶到學校繳交）。 

5. 服裝訂購契約 

（家長未陪同報到者，請下載附件 1 填寫後由學生帶到學校繳交）。 

   ＊服裝費一經繳交概不退費，請家長及考生慎重考慮。 

三、繳交費用 

    1.服裝費 

      國樂科：男生 8,040元   女生 8,500元 

      西樂科：男生 7,650元   女生 8,100元 

      舞蹈科：男生 7,650元   女生 8,100元 

      戲劇科：男生 7,650元   女生 8,100元 

      演藝科：男生 7,650元   女生 8,100元 

    2.住宿訂金：2,000元(不需者免繳) 

  ＊錄取學生除居住於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地區免住宿 

    外，原則上以承租本校洽尋之租賃物以便管理與維護 

    安全，請審慎考慮。 

    3.專車訂金：1,000元(無搭乘者免繳) 

107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敬致 
1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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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訂購契約 
日期：107年 7月 13日 
委託人（甲方-學生家長）： 
住址： 
電話： 
受託人（乙方）：凱南服裝有限公司 
住址：新北市永和區建一路 176號 12樓-1 
電話：02-8227-2689 

甲方因子女       就讀華岡藝校        科所需，委託乙方訂做華

岡藝術學校服裝如下表所勾選，共計新台幣        元。雙方同意，甲方於本契

約訂定後三日內，得單方向乙方取消訂購，但應賠償乙方因而所受之損失。三日後不得取

消訂購，甲方並同意放棄相關之請求權及抗辯權。 

乙方應於開學前三週完成服裝訂做，並在開學日前於華岡藝校交付。 

特此為憑。                                       

甲方(學生家長)____________107年 7月 13日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7年 7月 13日 
……………………………………………………………………………………………………………… 

服裝費價目表 
 一、各科總金額 

科別 性別 服裝費 科別 性別 服裝費 

國樂科 
男 8,040元 

西樂科 
男 7,650元 

女 8,500元 女 8,100元 

舞蹈科 
男 7,650元 

戲劇科 
男 7,650元 

女 8,100元 女 8,100元 

演藝科 
男 7,650元 

 
女 8,100元 

二、服裝明細一覽表 
品名 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短袖校服襯衫 T65%  C35% 136*72  45s/1*45s/1  +-5% 件 2 310 620 
長袖校服襯衫 T65%  C35% 136*72  45s/1*45s/1  +-5% 件 1 340 340 
女生夏季長褲 

T65%  C35% 84*66  34s/2*34s/2  +-5% 件 1 370 370 
男生夏季長褲 2 370 740 
冬季長褲 P55%  W45% 96*65  56s/2*56s/2  +-5% 件 1 928 928 
女生裙子 T65%  R35% 68*56  30s/2*30s/2  +-5% 件 2 500 1000 
冬季大衣 A35%  W65% 46*40  12s/1*12s/1  +-5% 件 1 1945 1945 
毛衣 A30%  W70%  +-5% 件 1 500 500 

體育外套 T/TC 面布一條 150 丹 一條 75 丹 
底部特多龍 30支 TC碼種 480g 

件 1 490 490 

體育長褲 T/TC 面布一條 150 丹 一條 75 丹 
底部特多龍 30支 TC碼種 480g 

件 1 265 265 

背包 600丹尼貼膠防水布 個 1 490 490 
女生領結  個 1 60 60 
男生領帶 拉鍊式 個 1 100 100 
男生腰帶  條 1 32 32 
國樂科科服 量身訂作 件 1 392 392 
女學生皮鞋 736 雙 1 500 500 
女生運動鞋 256 雙 1 600 600 
男學生皮鞋 907 雙 1 550 550 
男生運動鞋 308 雙 1 650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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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簽章： 

附件 1 



 

 

 

參加教育旅行同意書 

本人充分瞭解  貴校開設之「展演實務課程」有延伸至

海外參加教育課程施行之必要性，願全力配合。 

 

此致  臺北市華岡藝術學校    科 

 

學生：         (簽章) 

 

監護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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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華岡藝校 107 學年度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科   (錄取科別) 

                                       

學生簽章：                          

父母雙方(或法定監護人)簽章：                          

             ：                        ：                          

日期：107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確認 
 

 

臺北市華岡藝校 107 學年度單獨辦理免試招生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學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科   (錄取科別) 

                                       

學生簽章：                          

父母雙方(或法定監護人)簽章：                          

             ：                        ：                          

日期：107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確認 
 

注意事項： 

一、錄取學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經學生、父母雙方或法定監護人親自簽章後，於 107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前，由學生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第一聯由學校存查，第二聯撕下由學生領回。 

三、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四、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學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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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107學年度單獨辦理免試招生  
錄取新生報到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報名參加｢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107學年度單獨辦

理免試招生｣榮獲錄取             科，因尚未取得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

請准予先行報到，並於107年7月31日前補齊相關證件。逾期視同自願放棄錄取

資格。 

此致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監護人簽名： 

                                        (或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學生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7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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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