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研究所招生 

戲劇學系碩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甲組：導演）I 

術科考試及面試順序表 
 

注意事項： 

1. 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份證正本，依據面試時段辦理報到。 

2. 自開始叫號後，視同考試開始，20分鐘內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如上午 9 時 00分開
始叫號，9時 20分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根據招生簡章附錄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考

試試場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 

3. 除有特殊原因，考生的演員不得晚於報到時間內進入考場。 

4.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請考生務必依照公告報到時間提早抵達考場，

配合體溫檢測、手部消毒後，才准進入考場。 

5. 所有考生皆應自備口罩、攜帶健保卡，且配戴口罩後才准進入考場應試。進入考場前，由試
務人員對考生進行體溫檢測，若有發燒（體溫在 38度或高於 38度），或有明顯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者，須配合填寫旅遊史及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並另行安排於備用考場視訊應試。若為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政府規定不可外出，我們將要求離場並逕行通報。 

6. 考場範圍內，僅限有准考證的考生進入。除非必要，請不要帶陪考人員，以便各項動線順利

進行。 

 

【導演組】 

【術科考試及面試日期】：111年 3月 5日（六） 

【地點】：戲劇系館 T106 

 
【叫號】：09：25 – 09：45 

【順序】：321001、321003、321004 

【時段】：10：00 – 11：00 

 

【叫號】：10：35 – 10：55 

【順序】：321005 ~ 321007 

【時段】：11：10 – 12：10 

 

【叫號】：13：05 – 13：25 

【順序】：321008 ~ 321011 

【時段】：13：40 – 15：00 

 

【叫號】：14：40 – 15：00 

【順序】：321012、321013、321002、321014 

【時段】：15：10 – 16：30 

 
 
 

※報到請至戲劇系館一樓報到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研究所招生 

戲劇學系碩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甲組：導演）II 

術科考試及面試順序表 
 

注意事項： 

1. 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份證正本，依據面試時段辦理報到。 

2. 自開始叫號後，視同考試開始，20分鐘內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如上午 9 時 00分開
始叫號，9時 20分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根據招生簡章附錄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考

試試場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 

3. 除有特殊原因，考生的演員不得晚於報到時間內進入考場。 

4.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請考生務必依照公告報到時間提早抵達考場，

配合體溫檢測、手部消毒後，才准進入考場。 

5. 所有考生皆應自備口罩、攜帶健保卡，且配戴口罩後才准進入考場應試。進入考場前，由試
務人員對考生進行體溫檢測，若有發燒（體溫在 38度或高於 38度），或有明顯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者，須配合填寫旅遊史及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並另行安排於備用考場視訊應試。若為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政府規定不可外出，我們將要求離場並逕行通報。 

6. 考場範圍內，僅限有准考證的考生進入。除非必要，請不要帶陪考人員，以便各項動線順利

進行。 

 

【導演組】 

【術科考試及面試日期】：111年 3月 6日（日） 

【地點】：戲劇系館 T106 

 
【叫號】：09：25 – 09：45 

【順序】：321015 ~ 321017 

【時段】：10：00 – 11：00 

 

【叫號】：10：35 – 10：55 

【順序】：321018 ~ 321020 

【時段】：11：10 – 12：10 

 

【叫號】：13：05 – 13：25 

【順序】：321021、321022、321024、321025 

【時段】：13：40 – 15：00 

 

【叫號】：14：40 – 15：00 

【順序】：321026、321023、321027 

【時段】：15：10 – 16：30 

 
 
 

※報到請至戲劇系館一樓報到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研究所招生 

戲劇學系碩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乙組：表演）Ⅰ 
術科考試及面試順序表 

注意事項： 

1. 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份證正本，依據面試時段辦理報到。 

2. 自開始叫號後，視同考試開始，20分鐘內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如上午 9 時 00分開
始叫號，9時 20分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根據招生簡章附錄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考

試試場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 

3. 除有特殊原因，考生的演員不得晚於報到時間內進入考場。 

4.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請考生務必依照公告報到時間提早抵達考場，

配合體溫檢測、手部消毒後，才准進入考場。 

5. 所有考生皆應自備口罩、攜帶健保卡，且配戴口罩後才准進入考場應試。進入考場前，由試
務人員對考生進行體溫檢測，若有發燒（體溫在 38度或高於 38度），或有明顯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者，須配合填寫旅遊史及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並另行安排於備用考場視訊應試。若為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政府規定不可外出，我們將要求離場並逕行通報。 

6. 術科考試，僅限考生本人應試，不得陪考。考場範圍內，僅限有准考證的考生進入。請不要

帶陪考人員，以便各項量體溫、報到動線順利進行。 

 

【表演組】 

【術科考試及面試日期】：111年 3月 2日（三） 

【地點】：戲劇系館 T205教室 

 

【叫號】：09：00 – 09：20 

【順序】：322001 ~ 322005 

【時段】：09：30 – 10：45 

 

【叫號】：10：25 – 10：45 

【順序】：322006 ~322010 

【時段】：10：55 – 12：10 

 

【叫號】：13：00 – 13：20 

【順序】：322011 ~ 322015 

【時段】：13：30 – 14：45 

 

【叫號】：14：25 – 14：45 

【順序】：322016 ~ 322020 

【時段】：14：55 – 16：10 

 

【叫號】：15：50 – 16：10 

【順序】：322021 ~ 322025 

【時段】：16：20 – 17：35  

 

※報到請至戲劇系館一樓報到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研究所招生 

戲劇學系碩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乙組：表演）Ⅱ 
術科考試及面試順序表 

注意事項： 

1. 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份證正本，依據面試時段辦理報到。 

2. 自開始叫號後，視同考試開始，20分鐘內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如上午 9 時 00分開
始叫號，9時 20分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根據招生簡章附錄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考

試試場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 

3. 除有特殊原因，考生的演員不得晚於報到時間內進入考場。 

4.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請考生務必依照公告報到時間提早抵達考場，

配合體溫檢測、手部消毒後，才准進入考場。 

5. 所有考生皆應自備口罩、攜帶健保卡，且配戴口罩後才准進入考場應試。進入考場前，由試
務人員對考生進行體溫檢測，若有發燒（體溫在 38度或高於 38度），或有明顯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者，須配合填寫旅遊史及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並另行安排於備用考場視訊應試。若為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政府規定不可外出，我們將要求離場並逕行通報。 

6. 術科考試，僅限考生本人應試，不得陪考。考場範圍內，僅限有准考證的考生進入。請不要

帶陪考人員，以便各項量體溫、報到動線順利進行。 

 

【表演組】 

【術科考試及面試日期】：111年 3月 3日（四） 

【地點】：戲劇系館 T205教室 

 

【叫號】：09：00 – 09：20 

【順序】：322026 ~ 322030 

【時段】：09：30 – 10：45 

 

【叫號】：10：25 – 10：45 

【順序】：322031 ~322035 

【時段】：10：55 – 12：10 

 

【叫號】：13：00 – 13：20 

【順序】：322036 ~ 322040 

【時段】：13：30 – 14：45 

 

【叫號】：14：25 – 14：45 

【順序】：322041 ~ 322045 

【時段】：14：55 – 16：10 

 

【叫號】：15：50 – 16：10 

【順序】：322046 ~ 322050 

【時段】：16：20 – 17：35 
 

※報到請至戲劇系館一樓報到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研究所招生 

戲劇學系碩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乙組：表演）III 

術科考試及面試順序表 
注意事項： 

1. 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份證正本，依據面試時段辦理報到。 

2. 自開始叫號後，視同考試開始，20分鐘內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如上午 9 時 00分開
始叫號，9時 20分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根據招生簡章附錄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考

試試場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 

3. 除有特殊原因，考生的演員不得晚於報到時間內進入考場。 

4.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請考生務必依照公告報到時間提早抵達考場，

配合體溫檢測、手部消毒後，才准進入考場。 

5. 所有考生皆應自備口罩、攜帶健保卡，且配戴口罩後才准進入考場應試。進入考場前，由試

務人員對考生進行體溫檢測，若有發燒（體溫在 38度或高於 38度），或有明顯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者，須配合填寫旅遊史及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並另行安排於備用考場視訊應試。若為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政府規定不可外出，我們將要求離場並逕行通報。 

6. 術科考試，僅限考生本人應試，不得陪考。考場範圍內，僅限有准考證的考生進入。請不要

帶陪考人員，以便各項量體溫、報到動線順利進行。 

 

【表演組】 

【術科考試及面試日期】：111年 3月 4日（五） 

【地點】：戲劇系館 T205教室 

 

【叫號】：09：00 – 09：20 

【順序】：322051 ~ 322055 

【時段】：09：30 – 10：45 

 

【叫號】：10：25 – 10：45 

【順序】：322056 ~322060 

【時段】：10：55 – 12：10 

 

【叫號】：13：00 – 13：20 

【順序】：322061 ~ 322065 

【時段】：13：30 – 14：45 

 

【叫號】：14：25 – 14：45 

【順序】：322066 ~ 322070 

【時段】：14：55 – 16：10 

 

【叫號】：15：50 – 16：10 

【順序】：322071 ~ 322075 

【時段】：16：20 – 17：35 
 

 

※報到請至戲劇系館一樓報到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研究所招生 

戲劇學系碩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乙組：表演）IV 
術科考試及面試順序表 

注意事項： 

1. 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份證正本，依據面試時段辦理報到。 

2. 自開始叫號後，視同考試開始，20分鐘內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如上午 9 時 00分開
始叫號，9時 20分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根據招生簡章附錄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考

試試場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 

3. 除有特殊原因，考生的演員不得晚於報到時間內進入考場。 

4.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請考生務必依照公告報到時間提早抵達考場，

配合體溫檢測、手部消毒後，才准進入考場。 

5. 所有考生皆應自備口罩、攜帶健保卡，且配戴口罩後才准進入考場應試。進入考場前，由試
務人員對考生進行體溫檢測，若有發燒（體溫在 38度或高於 38度），或有明顯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者，須配合填寫旅遊史及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並另行安排於備用考場視訊應試。若為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政府規定不可外出，我們將要求離場並逕行通報。 

6. 術科考試，僅限考生本人應試，不得陪考。請不要帶陪考人員，以便各項量體溫、報到動線

順利進行。 

 

【表演組】 

【術科考試及面試日期】：111年 3月 5日（六） 

【地點】：戲劇系館 T205教室 

 

【叫號】：09：00 – 09：20 

【順序】：322076 ~ 322080 

【時段】：09：30 – 10：45 

 

【叫號】：10：25 – 10：45 

【順序】：322081 ~322085 

【時段】：10：55 – 12：10 

 

【叫號】：13：00 – 13：20 

【順序】：322086 ~ 322090 

【時段】：13：30 – 14：45 

 

【叫號】：14：25 – 14：45 

【順序】：322091 ~ 322095 

【時段】：14：55 – 16：10 

 

【叫號】：15：50 – 16：10 

【順序】：322096 ~ 322100 

【時段】：16：20 – 17：35 
 

 

※報到請至戲劇系館一樓報到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研究所招生 

戲劇學系碩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乙組：表演）V 

面試順序表 

注意事項： 

1. 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份證正本，依據面試時段辦理報到。 

2. 自開始叫號後，視同考試開始，20分鐘內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如上午 9 時 00分開

始叫號，9時 20分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根據招生簡章附錄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考
試試場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 

3. 除有特殊原因，考生的演員不得晚於報到時間內進入考場。 

4.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請考生務必依照公告報到時間提早抵達考場，
配合體溫檢測、手部消毒後，才准進入考場。 

5. 所有考生皆應自備口罩、攜帶健保卡，且配戴口罩後才准進入考場應試。進入考場前，由試

務人員對考生進行體溫檢測，若有發燒（體溫在 38度或高於 38度），或有明顯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者，須配合填寫旅遊史及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並另行安排於備用考場視訊應試。若為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政府規定不可外出，我們將要求離場並逕行通報。 

6. 術科考試，僅限考生本人應試，不得陪考。考場範圍內，僅限有准考證的考生進入。請不要
帶陪考人員，以便各項量體溫、報到動線順利進行。 

 

【表演組】 

【術科考試及面試日期】：111年 3月 6日（日） 

【地點】：戲劇系館 T205教室 

 

【叫號】：09：00 – 09：20 

【順序】：322101 ~ 322105 

【時段】：09：30 – 10：45 

 

【叫號】：10：25 – 10：45 

【順序】：322106 ~322110 

【時段】：10：55 – 12：10 

 

【叫號】：13：00 – 13：20 

【順序】：322111 ~ 322115 

【時段】：13：30 – 14：45 

 

【叫號】：14：25 – 14：45 

【順序】：322116 ~ 322120 

【時段】：14：55 – 16：10 

 

【叫號】：15：50 – 16：10 

【順序】：322121 ~ 322125 

【時段】：16：20 – 17：35 

 

※報到請至戲劇系館一樓報到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研究所招生 

戲劇學系碩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乙組：表演）VI 

面試順序表 

注意事項： 

1. 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份證正本，依據面試時段辦理報到。 

2. 自開始叫號後，視同考試開始，20分鐘內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如上午 9 時 00分開

始叫號，9時 20分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根據招生簡章附錄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考
試試場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 

3. 除有特殊原因，考生的演員不得晚於報到時間內進入考場。 

4.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請考生務必依照公告報到時間提早抵達考場，
配合體溫檢測、手部消毒後，才准進入考場。 

5. 所有考生皆應自備口罩、攜帶健保卡，且配戴口罩後才准進入考場應試。進入考場前，由試

務人員對考生進行體溫檢測，若有發燒（體溫在 38度或高於 38度），或有明顯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者，須配合填寫旅遊史及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並另行安排於備用考場視訊應試。若為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政府規定不可外出，我們將要求離場並逕行通報。 

6. 術科考試，僅限考生本人應試，不得陪考。考場範圍內，僅限有准考證的考生進入。請不要
帶陪考人員，以便各項量體溫、報到動線順利進行。 

 

【表演組】 

【術科考試及面試日期】：111年 3月 7日（一） 

【地點】：戲劇系館 T205教室 

 

【叫號】：09：00 – 09：20 

【順序】：322126 ~ 322130 

【時段】：09：30 – 10：45 

 

【叫號】：10：25 – 10：45 

【順序】：322131 ~ 322135 

【時段】：10：55 – 12：10 

 

 

 

※報到請至戲劇系館一樓報到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研究所招生 

戲劇學系碩博士班、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面試順序表（丙組：劇本創作） 
 

注意事項： 

1. 請考生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份證正本，依據面試時段辦理報到。 

2. 自開始叫號後，視同考試開始，20分鐘內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如上午 9 時 00分開

始叫號，9時 20分仍未報到者，喪失面試資格。（根據招生簡章附錄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考
試試場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 

3. 除有特殊原因，考生的演員不得晚於報到時間內進入考場。 

4.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請考生務必依照公告報到時間提早抵達考場，
配合體溫檢測、手部消毒後，才准進入考場。 

5. 所有考生皆應自備口罩、攜帶健保卡，且配戴口罩後才准進入考場應試。進入考場前，由試

務人員對考生進行體溫檢測，若有發燒（體溫在 38度或高於 38度），或有明顯咳嗽等呼吸道

症狀者，須配合填寫旅遊史及自主健康管理調查表，並另行安排於備用考場視訊應試。若為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政府規定不可外出，我們將要求離場並逕行通報。 

6. 考場範圍內，僅限有准考證的考生進入。除非必要，請不要帶陪考人員，以便各項量體溫、
報到動線順利進行。 

 

【劇本創作組】 

【面試日期】：111年 3月 6日（日） 

【地點】：戲劇系館 T203教室 

 

【叫號】：09：30 – 09：50 

【順序】：323024、323001 ~323005 

【時段】：10：00 – 11：00 

 

【叫號】：10：40 – 11：00 

【順序】：323006 ~ 323011 

【時段】：11：10 – 12：10 

 

【叫號】：13：00 – 13：20 

【順序】：323012 ~ 323017 

【時段】：13：30 – 14：30 

 

【叫號】：14：10 – 14：30 

【順序】：323018 ~ 323023 

【時段】：14：40 – 15：40 

 

【叫號】：15：20 – 15：40 

【順序】：323025 ~ 323028 

【時段】：15：50 – 16：30 
 

※報到請至戲劇系館一樓報到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