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北區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錄取名單

(由左至右，再由上而下，依姓氏筆畫排序)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105010542 王O芸 105062825 朱O 106112233 林0睛

103052209 林0 萱 103021617 柯0躋 106131719 孫O喬

105062837 張O筠 105033102 莊O患 106080130 暕O如

104021708 陳O文 104010632 黃O亞

校名 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電語： 03-9333819#217 、 215 、 222

傳真： 03-9331108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地址： 260026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 355 號

電子郵件： registry@lygsh. ilc. edu. tw 

錄取者須於 110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 17:00 前至 「 禹級中等學校藝衙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綱

址： https://art.sen.edu.tw) 向錄取學校辦理線上赧到手續，下載填妥 「 110 學年度藝術才能班赧

到墟認單」後自行列印，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 110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五） 17:00 前，

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



臺灣北區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由左而右，再由上至下，依姓氏筆畫排序）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101011403 何0瑋 101100914 吳O琪 102042137 吳O芮

102232509 吳O玲 105062833 卓O彤 102232515 林0面

106131705 施O樺 106061237 范O語 113012622 孫O晴

102091425 許O璇 102111103 暕O睛 101100936 陳O羽

104010642 陳O吟 104021640 陳O臻 102090818 陳O思

101052228 黃O扉 103052217 黃O恩 103052109 黃O軒

101050910 榜O羽 105062921 揚O涵 101140724 萘O宜

106091416 摹10希 113012704 哉O倫 104010702 簡0泥

104021416 簡0患 102151517 簡0如 101130534 蘇O穎

104020226 蘇0塏

校名 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電語：02-28914131 #8101、8200

傳真：02-28915408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地址：112056全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電子郵件：0684@fhsh.tp.edu.tw 

錄取者須於110年7月15日（星期因）17:00前至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戟名登錄系統」（綱

址：https://art.sen.edu.tw)向錄取學校辦理線上報到手續，下載填妥 「 110學年度藝術才能班報

到哦認單」後自行列印，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10年7月16日

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



臺灣北區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痊

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由左而右，再由上至下，依姓氏筆畫排序）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101100912 王O媛 113153210 朱O庭 101042231 李O喬

101082533 林O恩 101100924 金0溱 101042239 范O蓁

101100930 徐O蓁 101042311 莊O宇 107102127 許O甯

106012823 許O婕 101100932 郭O瑜 106041203 暕O崽

101042321 陳O誼 101042327 暕O字 102080741 陳O茜

101042325 陳O玟 101100940 黃O侍 101042307 黃O樺

101081535 劉C)吳 101093604 劉O安 101042333 謝O羽

校名 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電語：02-28234811 #220、252

傳真：02-28205927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地址：112046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77號

電子郵件：regist@webmai 1. ccsh. tp. edu. tw 

錼取者須於110年7月15日（星期四）17:00前至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衙才能班綠上報名登錄系統」（網

址：https://art. sen.edu. tw)向錄取學校辦理線上報到手續，下載填妥 「 110學年度藝術才能班報

到堢認單」後自行列印，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10年7月16日（星期五） 17:00前，

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



臺灣北區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由左而右，再由上至下，依姓氏筆畫排序）

新北市清水高級中學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105062827 吳O芬 102141816 呂O 101100918 李O恬

103052207 李O橙 102151537 李O萱 104010638 李O妍

105062831 李O柔 105103001 林0頤 102232517 林0琪

102270818 洪O喬 102200331 洪O禎 102151541 胡O柔

105103011 徐O甯 101042303 張O甄 103052211 曹O芸

116011532 其O磬 105062839 莊O榮 106131633 陳O華

102291522 暕O晴 106131627 陳O踰 108031512 陳O甯

105062909 曾O瑄 105062915 黃O苓 105062917 黃O安

102151513 鄭O妤 105062923 廑O瑄 103052227 簡O蓁

105062927 聶O妤

校名 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電語：02-22707801#511、550

傳真：02-22707803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地址：236009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72號

電子郵件：danceplus@teacher. cssh. �tpc. edu. tw 

錄取者須於110年7月15日（星期因）17:00前至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衙才能班線上赧名登錄系統」（網

址：https://art. sen.edu. tw)向錄取學校辦理線上報到手續，下載填妥 「 110學年度藝衙才能班報

到嚀認單」後自行列印，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10年7月16 日

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



臺灣北區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錄取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由左而右，再由上至下，依姓氏筆畫排序）

挑固市立桃圉高級中等學校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105062817 王O瑀 105062821 甘O庭 102232507 江O璇

105102939 何O翎 105102941 吳O璇 104010640 呂 O積

102232511 李 O璇 106091340 李O躋 102290218 林0均

105062835 林0蟑 105062829 許O 101042319 郭O宜

102232525 陳O祟 102232527 暕O妍 105103017 陳O妙

105062907 陳O玟 105062911 游0得 101100938 黃O庭

106083102 黃O婷 106083318 黃O媛 113012636 黃O妙

105062919 揚O妮 105141115 漢O宇 102051826 劉O成

102232535 鄭O倫 103052229 顏O喬

校名 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電語：03-3946001#6711

傳真：03-3311438
挑圉市立桃圉高級中等學校

地址：330023桃固巿桃固區成功路3段38號

電子郵件：t675@tysh.tyc.edu.tw 

錄取者須於110年7月15日（星期四）17:00前至 「高級中等學校藝衙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綱

址：https://art. sen.edu. tw)向錄取學校辦理線上赧到手續，下載填妥 「 110學年度藝術才能班赧

到嗶認單」後自行列印，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10年7月16日（星期五） 17:00前，

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



臺灣北區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錄取名單

（由左而右，再由上至下，依姓氏筆畫排序）

國立竹北高紋中學

准考蓋號碼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姓名

106031341 王O恩 102271936 佘O琳 101041907 吳O庭

106083710 李O妤 106022637 李O钅 111040702 周O綺

105063808 林O慧 105032615 林O妍 101100926 柯0妤

106083704 徐0榕 106111101 張O淇 105062841 莊O婕

106112111 湯O息 106082418 黃O翎 103052219 黃O蓁

102151533 蒼O彤

校名 承辦單位聯綹資訊

電語： 03-5517330#341

傳真： 03-5510184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地址： 302003 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 3 號

電子郵件： Hsuehmei1 iang25@gmai 1. com 

錄取者須於 110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 17:00 前至 「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網

址： https://art.sen.edu.tw) 向錄取學校辦理線上報到手續，下載填妥 「 110 學年度藝術才能班報

到璀認單」後自行列印，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 110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五） l7:O0 前，

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等方式傳送至錄取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