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大分區 校名 類型 群別 科別 實際開缺名額

新北市立秀峰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8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綜合高中) 8

新北市立樟樹實中 公立高職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4

新北市立樟樹實中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4

新北市立樟樹實中 公立高職 藝術群 多媒體動畫科 4

崇義高中 私立高中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4

崇義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

中華商海 私立高職 海事群 航海科 2

中華商海 私立高職 海事群 輪機科 4

中華商海 私立高職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2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1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1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5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公立高職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公立高職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公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公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公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板金科 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製圖科 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模具科 4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機械科 4

東海高中 私立高中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4

東海高中 私立高中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2

東海高中 私立高中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2

東海高中 私立高中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6

東海高中 私立高中 藝術群 多媒體動畫科 2

金陵女中(限收女生)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8

徐匯高中
(限收男生)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4

格致高中 私立高中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2

格致高中 私立高中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2

格致高中 私立高中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2

格致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7

清傳高商 私立高職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2

清傳高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4

清傳高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2

清傳高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2

穀保家商 私立高職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4

穀保家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4

穀保家商 私立高職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4

穀保家商 私立高職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日) 2

穀保家商 私立高職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8

穀保家商 私立高職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2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6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0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2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公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8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公立高職 設計群 美術工藝科 4

新北市110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一般類科簡章安置名額

七星分區

三重分區

三鶯分區



九大分區 校名 類型 群別 科別 實際開缺名額

新北市110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一般類科簡章安置名額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公立高職 設計群 陶瓷工程科 6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公立高職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8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6

辭修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6

樹人家商 私立高職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4

樹人家商 私立高職 家政群 美容科 4

樹人家商 私立高職 家政群 時尚模特兒科 2

樹人家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2

樹人家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6

樹人家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2

樹人家商 私立高職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2

樹人家商 私立高職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4

樹人家商 私立高職 藝術群 影劇科 2

新北市立石碇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綜合高中) 8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9

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6

及人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4

崇光女中
(限收女生)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4

康橋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9

南強工商 私立高職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6

南強工商 私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2

南強工商 私立高職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2

南強工商 私立高職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6

南強工商 私立高職 藝術群 電影電視科 2

南強工商 私立高職 藝術群 戲劇科 2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2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2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家政群 美容科 6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2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4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2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2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學術群 普通科 1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學術群 普通科(綜合高中) 2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6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2

能仁家商 私立高職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4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2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2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家政群 美容科 4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4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農業群 園藝科 2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2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2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2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藝術群 多媒體動畫科 2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24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藝術群 音樂科 4

三鶯分區

文山分區



九大分區 校名 類型 群別 科別 實際開缺名額

新北市110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一般類科簡章安置名額

莊敬工家 私立高職 藝術群 電影電視科 2

新北市立光復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綜合高中) 9

新北市立板橋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9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9

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1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公立高職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4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公立高職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4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公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4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2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6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製圖科 6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模具科 4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機械科 4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鑄造科 4

光仁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5

裕德實驗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3

豫章工商 私立高職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2

豫章工商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2

豫章工商 私立高職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2

豫章工商 私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2

豫章工商 私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4

豫章工商 私立高職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6

新北市立竹圍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6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農業群 園藝科 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控制科 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學術群 普通科 4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 公立高職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4

淡江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綜合高中) 15

新北市立丹鳳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8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5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公立高中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4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公立高中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4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公立高中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4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0

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公立高中 機械群 機械科 4

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8

林口康橋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5

恆毅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7

聖心女中
(限收女生)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3

醒吾高中 私立高中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2

醒吾高中 私立高中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2

醒吾高中 私立高中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2

板橋分區

淡水分區

新莊分區

文山分區



九大分區 校名 類型 群別 科別 實際開缺名額

新北市110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一般類科簡章安置名額

醒吾高中 私立高中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2

醒吾高中 私立高中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2

醒吾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2

醒吾高中 私立高中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4

新北市立雙溪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綜合高中) 8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土木與建築群 空間測繪科 2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2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2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2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2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2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2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學術群 普通科(綜合高中) 5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電腦機械製圖科 2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公立高職 機械群 機械科 2

時雨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5

新北市立中和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8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0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公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9

竹林高中 私立高中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2

竹林高中 私立高中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2

竹林高中 私立高中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2

竹林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8

南山高中 私立高中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2

南山高中 私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1

復興商工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4

復興商工 私立高職 設計群 美工科 16

復興商工 私立高職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22

復興商工 私立高職 藝術群 美術科 4

復興商工 私立高職 設計群 室內設計科 4

智光商工 私立高職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4

智光商工 私立高職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4

智光商工 私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4

智光商工 私立高職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2

智光商工 私立高職 機械群 機械科 4

智光商工 私立高職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14

智光商工 私立高職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4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2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綜合高中) 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高中 學術群 普通科 12

總計 948

其他

新莊分區

瑞芳分區

雙和分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