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招生考試 

美術創作理論組【口試公告】 

 

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暨管理組、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組 

【現場筆試 及 口試 公告】 

 

一、報到時間及相關規定： 

1.各組報到時間及地點： 

111 年 4 月 28 日(週四) 

★美術創作理論組－水墨畫、繪畫、文物保存維護科技 

水墨畫 考生請於 8:50-9:20 在美術系 1F 大廳完成報到手續。 

繪畫 考生請於 8:50-9:20 在美術系 1F 大廳完成報到手續。 

文物保存維護科技 考生請於 10:25-10:30 在美 406 完成報到手續。 

 

111 年 4 月 29 日(週五) 

★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組考生 

現場筆試：上午 9:20 預備、9:30-12:00 筆試；地點美 203。 

口試：於下午進行，考生請於 12:50-13:00 在美 203 完成報到手續。 

★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暨管理組考生 

 現場筆試：上午 9:20 預備、9:30-12:00 筆試；地點美 203。 

 口試：於下午進行，考生請於 13:25-13:30 在美 301 完成報到手續。 

 

2.須繳驗准考證及身分證件以供查核，未攜帶前項證件者，不得報到參

加考試。 

3.考生如未能依規定時間報到者，以棄權論，不得要求補考。 

4.進入本系館及應試時請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本系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相關措施。 

5.若有因新冠肺炎「確診」或「居家隔離」之考生，請向教務處申請並

經審核通過後，則使用彈性應變方案。詳細請參考公告：

http://www.aa.ntnu.edu.tw/news/news.php?Sn=1203 

 

二、口試說明： 

1.美術創作理論組(水墨畫、繪畫)考生需備妥個人原作及作品集；口試

及原作、作品集審查同時進行。 

    - 水墨畫、繪畫考生，應準備原作至少 5 件，佈展作品時間，於各考 

      生口試前 20 分鐘始得開始。 

  2.每位考生口試時間為10分鐘(口試時間包含口試委員提問及考生回答 

    時間)。 

  3.美術創作理論組(文物保存維護科技)考生需準備 10 分鐘文保相關簡 

    報，口試時間 10 分鐘，總共 20 分鐘。 

    4.口試時間地點及現場筆試時間地點詳見下頁起「111 學年度本校美術 

      學系博士班招生考試各組【口試公告】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暨管理 

      組、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組【現場筆試公告】」。 



 

 

111 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招生  

口試時間暨教室公告 

美術創作理論組-水墨畫  9 名 

報到時間：8:50-9:20 完成報到手續 

報到地點：美術系館一樓大廳 

口試時間：111 年 4 月 28 日(週四)   上午 9:30-11:00   

口試地點:美術系館 301、302、305 教室 

口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教室 佈展時間 
備

註 

09:30-09:40 81606001 許能溪 301 教室 09:10 

口

試

完

立

即

撤 

09:40-09:50 81606002 陳怡如 302 教室 09:20 

09:50-10:00 81606003 葉修英 305 教室 09:30 

10:00-10:10 81606004 方志偉 301 教室 09:40 

10:10-10:20 81606005 紀人友 302 教室 09:50 

10:20-10:30 81606006 張躍懷 305 教室 10:00 

10:30-10:40 81606007 劉念儒 301 教室 10:10 

10:40-10:50 81606008 詹榮輝 302 教室 10:20 

10:50-11:00 81606009 鄭伊涵 305 教室 10:30 

 

 

 

 

 

 

 



 

 

111 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招生  

口試時間暨教室公告 

美術創作理論組_繪畫  3 名 

報到時間：8:50-9:20 完成報到手續 

報到地點：美術系館一樓大廳 

口試時間:111 年 4 月 29 日(週四)  上午 09:30-10:00 

口試教室:美術系館 401、402、403 教室 

口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教室 佈展時間 
備

註 

09:30-09:40 81606010 邱蘭芬 401 教室 09:10 
口

試

完

立

即

撤 

09:40-09:50 81606011 林文斌 402 教室 09:20 

09:50-10:00 81606012 呂宗憲 403 教室 09:30 

 

 

 

 

 

 

 

 

 

 

 



 

111 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招生  

口試時間暨教室公告 

美術創作理論組_文物保存維護科技  1 名 

報到時間：10:25-10:30 完成報到手續 

報到地點：美術系館 406 教室 

口試時間:111 年 4 月 28 日(週四)  上午 10:30-10:50 

口試教室:美術系館 406 教室 

口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教室 備註 

10:30-10:50 81606013 鄧欣榮 406 教室 
10 分鐘簡報 

10 分鐘口試 

 

 

 

 

 

 

 

 

 

 

 

 

 

 



 

 

111 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招生  

現場筆試及口試時間暨教室公告 

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組 現場筆試 考生人數：14 名 

 

筆試時間：111 年 4 月 29 日(週五) 9:30-12:00 (9:25-9:30 預備) 

筆試地點：美術系館 203 教室 

准考證號碼 考試科目 
預備 

時間 
考試時間 考試地點 

81603001-81603004 
英文、 

西方美術史 

9:20-9:30 9:30-12:00 美 203 

81603005-81603008 
英文、 

東方美術史 

81603009-81603010 
英文、 

美術理論 

81603011-81603014 
英文、 

新媒體科技藝術 

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組  考生人數：14 名 

 

報到時間：12:50-13:00 完成報到手續 

報到地點：美術系館 203 教室門口 

 

口試時間:111 年 4 月 29 日(週五)  下午 13:00-15:30 

口試教室:美術系館 203 教室 

口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備註 

13:00-13:10 81603001 黃耀陞 

 

13:10-13:20 81603002 顏寧志 

13:20-13:30 81603003 劉育仁 

13:30-13:40 81603004 吳孟澐 

13:40-13:50 81603005 黃一修 

13:50-14:00 81603006 何淑華 

14:00-14:10 81603007 蕭凱中 

14:10-14:20 休  息 

14:20-14:30 81603008 陳妍卉 

14:30-14:40 81603009 蕭伊伶 

14:40-14:50 81603010 王凌霞 

14:50-15:00 81603011 林芷帆 

15:00-15:10 81603012 陳如萍 

15:10-15:20 81603013 鄧雯馨 

15:20-15:30 81603014 盧騰宇 

 



 

111 學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招生  

現場筆試及口試時間暨教室公告 

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暨管理組  現場筆試  考生人數： 5 名 

 

筆試時間：111 年 4 月 29 日(週五) 9:30-12:00 (9:25-9:30 預備) 

筆試地點：美術系館 203 教室 

准考證號碼 考試科目 
預備 

時間 
考試時間 考試地點 

81601001-81601003 
英文、 

美術教育理論與實務 
9:25-9:30 9:30-12:00 美 203 

81601004-81601005 
英文、 

藝術行政管理與實務 

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暨管理組 考生人數： 5 名 

 

報到時間：13:25-13:30 完成報到手續 

報到地點：美術系館 301 教室門口 

 

口試時間:111 年 4 月 29 日(週五)  下午 13:30-14:20 

口試教室:美術系館 506 教室 

口試時間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備註 

13:30-13:40 81601001 王子翎 

 

13:40-13:50 81601002 余泊漢 

13:50-14:00 81601003 張書婷 

14:00-14:10 81601004 劉彥沂 

14:10-14:20 81601005 廖芸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