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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12月 2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00174226號函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開缺名單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全國區) 

作業區 學校名稱 科別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全國區 

國立臺南大學 

附屬啟聰學校 

綜合高中 

(美工學程、家政學程) 
24 

與安置高級

中等學校名

額共用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綜合高中 

(美工學程、家政學程、商業經營學程) 
36 

與安置高級

中等學校名

額共用 

總計 60 



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1-23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開缺名單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 

作業區 學校名稱 科別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宜蘭區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居家生活服務科 12 

智 

能 

障 

礙 

類 

農園藝整理服務科 24 

基隆區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包裝服務科 12 

餐飲服務科 12 

新竹區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汽車美容服務科 24 

居家生活服務科 24 

苗栗區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汽車美容服務科 12 

餐飲服務科 12 

綜合職能科(農園藝技能、家務處理技能) 12 

南投區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綜合職能科(農園藝技能、裝配技能) 24 

彰化區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農園藝整理服務科 24 

餐飲服務科 24 

綜合職能科(裝配技能、家務處理技能) 24 

雲林區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裝配技能) 36 

嘉義區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餐飲服務科 24 

綜合職能科(農園藝技能、家務處理技能) 24 

臺南區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綜合職能科(農園藝技能、家務處理技能) 24 

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 
餐飲服務科 24 

綜合職能科(裝配技能、家務處理技能) 24 

小計 72 

屏東區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綜合職能科(產品加工技能、家務處理技能) 36 

國立佳冬高農 綜合職能科(中重度班) 14 

國立恆春工商 綜合職能科(中重度班) 10 

小計 60 

花蓮區 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家務處理技能) 12 

旅館服務科 12 

臺東區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旅館服務科 12 

綜合職能科(物品整理技能、家務處理技能) 12 

澎湖區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居家生活服務科(中重度班) 9 

總計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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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12月 2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00174226號函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開缺名單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作業區 學校名稱 科別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宜蘭區 
國立頭城家商 餐飲服務科 28   

國立羅東高工 綜合職能科(旅館房務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基隆區 
國立基隆商工 綜合職能科(旅館房務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海大附中 綜合職能科(門市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新竹區 

國立新竹高工 餐飲服務科 28   

私立光復高中 餐飲服務科 14   

私立世界高中 餐飲服務科 14   

國立關西高中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產品加工技能) 14   

國立竹北高中 門市服務科 14   

私立東泰高中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私立仰德高中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苗栗區 

國立苗栗農工 餐飲服務科 14   

國立大湖農工 綜合職能科(農園藝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私立大成高中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南投區 

國立竹山高中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埔里高工 餐飲服務科 14   

國立南投高商 綜合職能科(門市技能、生活照護技能) 14   

國立草屯商工 綜合職能科(生活照護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水里商工 餐飲服務科 14   

彰化區 

國立二林工商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北斗家商 綜合職能科(農園藝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秀水高工 綜合職能科(門市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28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綜合職能科(裝配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員林家商 綜合職能科(門市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員林農工 綜合職能科(農園藝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彰化高商 綜合職能科(門市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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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學校名稱 科別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雲林區 

國立虎尾農工 門市服務科 28   

國立北港農工 餐飲服務科 14   

私立大德工商 餐飲服務科 28   

私立義峰高中 農園藝整理服務科 14   

嘉義區 

國立嘉義高工 汽車美容服務科 14   

國立嘉義家職 綜合職能科(生活照護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民雄農工 餐飲服務科 14   

臺南區 

國立新化高工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北門農工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私立崑山高中 綜合職能科(旅館房務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臺南高工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28   

國立曾文農工 綜合職能科(門市技能、生活照護技能) 14   

國立臺南高商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白河商工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私立新榮高中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屏東區 

國立屏東高工 綜合職能科(門市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28   

國立佳冬高農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生活照護技能) 14   

國立恆春工商 綜合職能科(車輛整理技能、家務處理技能) 8   

花蓮區 
國立玉里高中 旅館服務科 14   

國立花蓮高農 門市服務科 28   

臺東區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綜合職能科(門市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國立關山工商 綜合職能科(旅館房務技能、餐飲製作技能) 14  

澎湖區 國立澎湖海事 餐飲服務科 14   

金門區 國立金門農工 居家生活服務科 14   

總計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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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12月 2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00174226號函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03月 10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10026389號函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04月 11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10044635號函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04月 25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10052651號函修正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開缺名單 

高級中等學校(含實用技能班) 

一、 高級中等學校 

(一) 全國區 

作業區 學校名稱 科別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全國區 

國立臺南大學 

附屬啟聰學校 
綜合高中(美工學程、家政學程) 24 

與安置國立
特殊教育學
校名額共用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綜合高中 

(美工學程、家政學程、商業經營學程) 
36 

與安置國立
特殊教育學
校名額共用 

總計 60 

(二) 宜蘭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宜蘭區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宜蘭高中 11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蘭陽女中 12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羅東高中 10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頭城家商 1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慧燈高中 7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中道高中 3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慈心華德福實驗高中 2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宜蘭高商 6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羅東高商 6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縣立南澳高中 2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羅東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羅東高工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羅東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宜蘭高商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羅東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蘇澳海事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羅東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羅東高工 4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羅東高工 4   

商業與管理群 航運管理科 國立蘇澳海事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羅東高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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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宜蘭區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頭城家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羅東高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宜蘭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羅東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頭城家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宜蘭高商 6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宜蘭高商 2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國立宜蘭高商 2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國立羅東高商 2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國立宜蘭高商 2   

食品群 水產食品科 國立蘇澳海事 4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國立頭城家商 2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國立頭城家商 2   

家政群 美容科 國立頭城家商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羅東高商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頭城家商 4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頭城家商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蘇澳海事 2   

水產群 水產養殖科 國立蘇澳海事 2   

水產群 漁業科 國立蘇澳海事 2   

海事群 輪機科 國立蘇澳海事 4   

合計 146   

(三) 基隆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基隆區 

水產群 水產養殖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3   

水產群 漁業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3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私立二信高中 3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私立二信高中 5   

食品群 食品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5   

食品群 烘焙科 私立培德工家 3   

食品群 烘焙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3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光隆家商 3   

家政群 美容科 私立光隆家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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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基隆區 

海事群 航海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3   

海事群 輪機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3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培德工家 9   

商業與管理群 航運管理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3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私立二信高中 5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基隆商工 5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基隆商工 5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國立基隆商工 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二信高中 3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基隆商工 3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私立光隆家商 3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私立二信高中 5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基隆商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航空電子科 國立基隆商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基隆商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私立二信高中 7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基隆商工 5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二信高中 7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八斗高中 2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中山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安樂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基隆女中 15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基隆高中 9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暖暖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2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輔大聖心高中 2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基隆商工 6   

機械群 機械科 私立二信高中 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培德工家 11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光隆家商 3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中 
3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私立培德工家 3   

合計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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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竹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新竹區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私立仰德高中 1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光復高中 10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東泰高中 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義民高中 7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磐石高中 7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私立曙光女中 3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竹北高中 3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新竹高商 7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新竹高商 5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縣立湖口高中 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市立香山高中 5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私立光復高中 5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私立光復高中 5   

設計群 室內設計科 私立光復高中 5   

設計群 美工科 私立世界高中 8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私立義民高中 5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國立新竹高工 3   

設計群 美術工藝科 市立香山高中 5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私立內思高工 6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私立忠信高中 10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新竹高商 7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關西高中 7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六家高中 8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湖口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成德高中 8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建功高中 9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香山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光復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忠信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東泰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義民高中 3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磐石高中 7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曙光女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竹北高中 15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竹科實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新竹女中 16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新竹高中 17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竹東高中 15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世界高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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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新竹區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世界高中 8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仰德高中 9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光復高中 10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光復高中 10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東泰高中 7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義民高中 3   

家政群 家政科 國立關西高中 3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關西高中 3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關西高中 3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關西高中 3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私立光復高中 10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私立光復高中 10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私立曙光女中 5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私立曙光女中 3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新竹高商 5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新竹高工 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內思高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私立內思高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光復高中 10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私立光復高中 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私立光復高中 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義民高中 7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私立磐石高中 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竹北高中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新竹高工 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新竹高工 5   

機械群 機械科 私立內思高工 3   

機械群 機械科 私立磐石高中 5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新竹高工 3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新竹高工 5   

機械群 板金科 國立新竹高工 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世界高中 1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仰德高中 23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光復高中 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光復高中 15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東泰高中 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東泰高中 6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世界高中 8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光復高中 15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東泰高中 6   

合計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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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苗栗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苗栗區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苗栗高中 13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竹南高中 14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卓蘭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苑裡高中 13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苑裡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興華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大同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建臺高中 8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君毅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全人實中 3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縣立三義高中 4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竹南高中 4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苗栗農工 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卓蘭高中 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苗栗高商 4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苗栗農工 2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大湖農工 5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國立卓蘭高中 6   

家政群 家政科 國立苗栗農工 3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大成高中 3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中興商工 3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龍德家商 2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育民工家 0 111學年度

起停招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大成高中 3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中興商工 3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育民工家 0 111學年度
起停招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賢德工商 3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國立大湖農工 3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國立苗栗高商 2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縣立三義高中 3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縣立苑裡高中 2   

設計群 家具木工科 私立龍德家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卓蘭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卓蘭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卓蘭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卓蘭高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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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苗栗區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國立苗栗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苗栗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苗栗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縣立苑裡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縣立興華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縣立興華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君毅高中 3   

機械群 板金科 國立苗栗農工 4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苗栗農工 4   

機械群 生物產業機電科 國立苗栗農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大湖農工 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苗栗農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空調科 國立苗栗農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大湖農工 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中興商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君毅高中 5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私立大成高中 3   

農業群 森林科 國立苗栗農工 2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苗栗農工 2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苗栗農工 2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國立苗栗農工 2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大湖農工 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縣立三義高中 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大成高中 3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君毅高中 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君毅高中 6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育民工家 0 111學年度

起停招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中興商工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賢德工商 3   

合計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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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南投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南投區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旭光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弘明實驗高中 1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竹山高中 8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南投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水里商工 1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三育高中 1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暨大附中 9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中興高中 9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同德高中 2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普台高中 6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埔里高工 4   

機械群 配管科 國立草屯商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埔里高工 4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草屯商工 4   

機械群 電腦機械製圖科 國立南投高中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埔里高工 4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南投高中 2   

土木與建築群 空間測繪科 國立仁愛高農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埔里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水里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南投高中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埔里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同德高中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南投高中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水里商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竹山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草屯商工 8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南投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暨大附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竹山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南投高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暨大附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國立南投高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國立草屯商工 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南投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竹山高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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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南投區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水里商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草屯商工 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暨大附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南投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南投高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暨大附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中興高中 2 進修部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中興高中 2 進修部 

藝術群 多媒體動畫科 私立同德高中 2  

藝術群 多媒體動畫科 私立五育高中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竹山高中 1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國立竹山高中 1  

設計群 美工科 國立南投高中 2  

食品群 烘焙科 私立同德高中 2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同德高中 2  

家政群 家政科 國立仁愛高農 2  

家政群 美容科 私立五育高中 2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私立三育高中 2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私立五育高中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同德高中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水里商工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仁愛高農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水里商工 2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仁愛高農 2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國立仁愛高農 2  

農業群 森林科 國立仁愛高農 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南投高商 4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草屯商工 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南投高中 2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國立水里商工 2  

合計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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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彰化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彰化區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二林工商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永靖高工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秀水高工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員林農工 4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4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永靖高工 4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4   

水產群 水產養殖科 國立鹿港高中 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員林家商 4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彰化高商 4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員林農工 4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達德商工 2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國立員林家商 2   

家政群 服裝科 國立員林家商 2   

家政群 美容科 私立達德商工 4   

家政群 美容科 國立北斗家商 4   

家政群 家政科 國立員林家商 2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私立達德商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大慶商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達德商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鹿港高中 4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4   

動力機械群 飛機修護科 私立大慶商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二林工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北斗家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員林家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鹿港高中 4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彰化高商 8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北斗家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員林家商 6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鹿港高中 4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彰化高商 8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達德商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二林工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北斗家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彰化高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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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彰化區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員林農工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國立二林工商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國立永靖高工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國立秀水高工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2  

設計群 家具設計科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北斗家商 6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彰化高商 4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員林農工 2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員林農工 4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國立員林農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控制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大慶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達德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永靖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二林工商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空調科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私立達德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二林工商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永靖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秀水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4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正德高中 3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精誠高中 10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3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員林高中 16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鹿港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彰化女中 13 限女生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彰化高中 17 限男生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二林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田中高中(高中部) 3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成功高中 3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和美高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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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彰化區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 4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私立文興高中 11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溪湖高中 23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彰化高商 6  

機械群 生物產業機電科 國立員林農工 2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永靖高工 2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秀水高工 2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木模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私立達德商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二林工商 4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永靖高工 4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秀水高工 4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員林農工 4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4  

機械群 機電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4  

機械群 鑄造科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大慶商工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達德商工 1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北斗家商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達德商工 4  

藝術群 多媒體動畫科 私立大慶商工 2  

合計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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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雲林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雲林區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文生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斗六高中 14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斗南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北港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中 3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正心中學 7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永年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虎尾高中 13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麥寮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揚子高中 7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福智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維多利亞實驗高級中學 3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私立巨人高中 9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西螺農工 7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土庫商工 3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虎尾農工 3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北港農工 3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西螺農工 3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斗六家商 5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北港高中 3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西螺農工 3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虎尾農工 5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國立斗六家商 3   

家政群 美容科 私立大成商工 11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大德工商 11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義峰高中 11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私立義峰高中 11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大成商工 21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大德工商 13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西螺農工 3   

動力機械群 農業機械科 國立北港農工 3   

機械群 生物產業機電科 國立西螺農工 3   

機械群 生物產業機電科 國立虎尾農工 3   

機械群 電腦機械製圖科 國立虎尾農工 3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北港農工 3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西螺農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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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雲林區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虎尾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大成商工 11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大德工商 11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北港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西螺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北港農工 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西螺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虎尾農工 5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土庫商工 7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北港高中 5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虎尾農工 5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斗六家商 5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北港高中 3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國立土庫商工 3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土庫商工 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斗六家商 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北港高中 3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私立大德工商 9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私立義峰高中 9   

設計群 美工科 國立土庫商工 3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土庫商工 3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私立大成商工 11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斗六家商 5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北港農工 3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西螺農工 3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虎尾農工 3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國立北港農工 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大成商工 17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大德工商 11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義峰高中 25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義峰高中 11   

藝術群 多媒體動畫科 私立義峰高中 11   

合計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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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嘉義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嘉義區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宏仁女中 2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華南高商 4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嘉華高中 5 111學年度起 
調減 1班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嘉義女中 13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嘉義高中 15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嘉義高商 4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輔仁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興華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永慶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同濟高中 2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竹崎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協同高中 7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東石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5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嘉義高工 6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私立立仁高中 3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民雄農工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嘉義高工 2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嘉義高工 6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私立東吳工家 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華南高商 4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嘉義高商 2   

食品群 食品科 國立嘉義家職 4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民雄農工 4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東石高中 4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東吳工家 4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東吳工家 4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國立嘉義家職 4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國立嘉義家職 4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國立嘉義家職 4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私立同濟高中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嘉義高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民雄農工 4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東石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東吳工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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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嘉義區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華南高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華南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華南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嘉義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嘉義高商 6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嘉義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私立興華高中 4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華南高商 4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國立嘉義高工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嘉義高商 4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私立輔仁高中 2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私立萬能工商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東吳工家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嘉義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嘉義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空調科 國立嘉義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民雄農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東石高中 4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嘉義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嘉義高工 4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民雄農工 4   

機械群 生物產業機電科 國立民雄農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東石高中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東吳工家 6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東吳工家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華南高商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嘉義家職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興華高中 4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興華高中 2   

合計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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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臺南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南區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明達高中 3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臺南一中 17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大灣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北門高中 9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瀛海高中 8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家齊高中 10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土城高中 2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善化高中 9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新營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臺南女中 16 限女生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臺南二中 18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慈濟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長榮高中 7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曾文農工 1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新化高中 12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南寧高中 3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南科實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六信高中 1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德光中學 8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黎明高中 8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南光高中 7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光華高中 1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聖功女中 6 限女生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玉井工商 1  

學術群 普通科 市立永仁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後壁高中 2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南大附中 4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新豐高中 15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私立光華高中 6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南大附中 17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新化高工 2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臺南高工 4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新營高工 2  

機械群 電腦機械製圖科 國立北門農工 4  

機械群 電腦機械製圖科 國立曾文農工 2  

機械群 機電科 國立臺南海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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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南區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北門農工 4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新化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臺南高工 6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曾文農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白河商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新營高工 2  

機械群 板金科 國立臺南高工 4  

機械群 模具科 國立新營高工 2  

機械群 鑄造科 國立臺南高工 2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玉井工商 2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曾文農工 1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新化高工 2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臺南高工 4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新化高工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臺南高工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後壁高中 2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 國立北門農工 4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 國立臺南高工 2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 國立白河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新化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長榮高中 4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臺南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白河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慈幼工商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後壁高中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新營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臺南海事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北門農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新化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臺南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曾文農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玉井工商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新化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北門農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私立長榮高中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臺南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曾文農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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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南區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白河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玉井工商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私立慈幼工商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後壁高中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新營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空調科 私立南英商工 4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臺南高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曾文農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南英商工 4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白河商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新榮高中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陽明工商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慈幼工商 4  

動力機械群 飛機修護科 私立育德工家 4  

動力機械群 飛機修護科 國立臺南高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臺南海事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曾文家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新營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臺南高商 6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白河商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私立光華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私立陽明工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流通管理科 國立新營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臺南海事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新營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北門農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曾文家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私立亞洲餐旅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私立長榮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國立臺南高商 6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新化高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新營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曾文家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臺南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白河商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玉井工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國立臺南高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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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南區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新營高中 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私立長榮高中 4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臺南高商 2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私立南英商工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國立後壁高中 2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國立後壁高中 2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私立光華高中 2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私立長榮高中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私立長榮高中 4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曾文家商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臺南高商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玉井工商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後壁高中 2  

設計群 家具木工科 私立陽明工商 2  

設計群 美工科 國立後壁高中 4  

食品群 水產食品科 國立臺南海事 2  

食品群 烘焙科 私立慈幼工商 4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北門農工 4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曾文農工 2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長榮女中 4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六信高中 2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國立曾文家商 2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光華高中 2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國立家齊高中 2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私立光華高中 2  

家政群 美容科 私立長榮女中 4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私立新榮高中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家齊高中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育德工家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長榮女中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亞洲餐旅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曾文家商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南英商工 8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光華高中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玉井工商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新榮高中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新營高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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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南區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長榮女中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長榮高中 4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南英商工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臺南高商 2  

水產群 水產養殖科 國立臺南海事 2  

農業群 造園科 國立北門農工 2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北門農工 2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曾文農工 2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曾文農工 2  

藝術群 電影電視科 私立南英商工 2  

藝術群 多媒體動畫科 私立南英商工 2  

海事群 輪機科 國立臺南海事 2  

合計 553  

(十一) 屏東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屏東區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來義高中 3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枋寮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東港高中 6  

學術群 普通科 縣立大同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屏東女中 13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屏東高中 16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潮州高中 13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恆春工商 1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屏榮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美和高中 5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屏北高中 12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 國立屏東高工 5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屏東高工 5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屏東高工 5  

水產群 水產養殖科 國立東港海事 3 ※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私立屏榮高中 5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內埔農工 5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佳冬高農 5  

食品群 水產食品科 國立東港海事 5 ※ 

家政群 家政科 國立內埔農工 3  

家政群 家政科 國立東港海事 3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民生家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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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屏東區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私立屏榮高中 4  

海事群 輪機科 國立東港海事 5 ※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內埔農工 5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日新工商 0 111 學年度
起停招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屏東高工 5  

動力機械群 農業機械科 國立內埔農工 5  

動力機械群 農業機械科 國立佳冬高農 3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佳冬高農 3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私立屏榮高中 5  

商業與管理群 航運管理科 國立東港海事 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恆春工商 3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私立民生家商 3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私立屏榮高中 7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國立內埔農工 3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國立佳冬高農 3  

農業群 野生動物保育科 國立內埔農工 3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佳冬高農 3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佳冬高農 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屏東高工 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內埔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恆春工商 5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東港海事 5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屏東高工 5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私立屏榮高中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恆春工商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恆春工商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屏榮高中 3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內埔農工 3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屏東高工 5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屏東高工 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日新工商 0 111 學年度
起停招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民生家商 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佳冬高農 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屏榮高中 1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恆春工商 3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恆春工商 5  

合計 274  

※備註：國立東港海事水產養殖科、水產食品科及輪機科，須參與各種實習課程，內容涉及機具操

作，實習環境具有一定危險性，若有安全疑慮者，請慎選此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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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花蓮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花蓮區 

學術群 原住民藝能班 國立玉里高中 0 111學年度起 
調整為普通科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四維高中 4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海星高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慈濟附中 5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玉里高中 2 111學年度起 
調增 1班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花蓮女中 8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花蓮高中 9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私立四維高中 15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私立海星高中 7   

機械群 生物產業機電科 國立花蓮高農 2   

機械群 製圖科 國立花蓮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花蓮高工 2   

機械群 機電科 國立花蓮高工 2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 國立花蓮高農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花蓮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花蓮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花蓮高工 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光復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花蓮高工 4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私立上騰工商 5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光復商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花蓮高工 4   

動力機械群 飛機修護科 私立上騰工商 5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花蓮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國立花蓮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玉里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光復商工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花蓮高商 6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花蓮高農 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玉里高中 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花蓮高商 4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玉里高中 2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國立花蓮高農 4   

食品群 烘焙科 國立光復商工 2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上騰工商 5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國立玉里高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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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花蓮區 

餐旅群 餐旅管理科 國立花蓮高農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私立上騰工商 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玉里高中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光復商工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私立上騰工商 5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玉里高中 2   

化工群 化工科 國立花蓮高工 2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花蓮高農 2   

農業群 森林科 國立花蓮高農 2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花蓮高農 2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國立花蓮高農 2   

合計 168   

(十三) 臺東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東區 

機械群 機械科 私立公東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私立公東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私立公東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2   

電機與電子群 冷凍空調科 國立關山工商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2   

動力機械群 農業機械科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2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臺東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國立臺東高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臺東高商 4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國立臺東高商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關山工商 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國立臺東高商 2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國立臺東高商 2   

設計群 家具木工科 私立公東高工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私立公東高工 2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2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國立關山工商 2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私立公東高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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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東區 

家政群 家政科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2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私立公東高工 2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國立臺東專科(高職部) 2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成功商水 6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均一實驗高中 2  

學術群 普通科 私立育仁高中 1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臺東女中 12 限女生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臺東高中 12  

學術群 原住民藝能班 國立臺東高中 1  

學術群 綜合高中 縣立蘭嶼高中 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關山工商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關山工商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臺東高商 4  

藝術群 原住民藝能科 國立關山工商 2  

合計 100  

(十四) 澎湖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澎湖區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馬公高中 7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馬公高中 2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國立馬公高中 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國立馬公高中 4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2  

商業與管理群 航運管理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2  

食品群 水產食品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4  

水產群 漁業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2  

水產群 水產養殖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2  

海事群 航海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2  

海事群 輪機科 國立澎湖海事高職 4  

合計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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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金門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金門區 

學術群 普通科 國立金門高中 10  

機械群 機械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農業群 園藝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家政群 家政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水產群 漁業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水產群 水產養殖科 國立金門農工 3  

合計 43  

(十六) 連江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連江區 
學術群 綜合高中 國立馬祖高中 6   

合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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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用技能班 

(一) 宜蘭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宜蘭區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頭城家商 2  

水產群 水產養殖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蘇澳海事 2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宜蘭高商 2  

土木與建築群 營造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羅東高工 2  

餐旅群 觀光事務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頭城家商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頭城家商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羅東高商 2  

餐旅群 觀光事務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羅東高商 2  

合計 16  

(二) 基隆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基隆區 

設計群 廣告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基隆商工 3   

海事群 船舶機電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附屬基隆

海事高中 

3   

合計 6   

(三) 新竹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新竹區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竹高商 3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義民高中 3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東泰高中 10  

商業群 銷售事務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竹高商 5  

設計群 廣告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義民高中 3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東泰高中 8  

機械群 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竹高工 3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世界高中 8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仰德高中 7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東泰高中 8  

合計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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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苗栗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苗栗區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大成高中 3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中興商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育民工家 0 111學年度 
起停招 

商業群 多媒體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君毅高中 2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君毅高中 2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大湖農工 2   

農業群 茶葉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苗栗農工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君毅高中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中興商工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育民工家 0 111學年度 
起停招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賢德工商 2 夜間上課 

餐旅群 烘焙食品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龍德家商 2   

合計 21   

(五) 南投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南投區 

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埔里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埔里高工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水里商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同德高中 2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同德高中 2  

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同德高中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同德高中 2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同德高中 2  

合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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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彰化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彰化區 

土木與建築群 營造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秀水高工 2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達德商工 2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北斗家商 2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北斗家商 2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員林家商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大慶商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達德商工 4   

商業群 多媒體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達德商工 2   

農業群 休閒農業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員林農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達德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秀水高工 2   

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永靖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達德商工 2   

機械群 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二林工商 2   

機械群 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秀水高工 2   

餐旅群 烘焙食品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達德商工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大慶商工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達德商工 4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北斗家商 2   

合計 42   

(七) 雲林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雲林區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大成商工 11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義峰高中 17   

農業群 農業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虎尾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大成商工 11   

電機與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北港農工 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虎尾農工 3   

商業群 商業事務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土庫商工 3   

商業群 多媒體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大成商工 9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西螺農工 3   

機械群 機械加工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西螺農工 3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大成商工 11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大成商工 11   

美容造型群 美容造型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義峰高中 11   

合計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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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嘉義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嘉義區 

商業群 多媒體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萬能工商 2   

設計群 多媒體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東吳工家 4   

設計群 裝潢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嘉義高工 2   

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嘉義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嘉義高工 2   

餐旅群 旅遊事務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東吳工家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東吳工家 6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萬能工商 4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東吳工家 2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東吳工家 2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嘉義家職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東吳工家 4   

動力機械群 塗裝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嘉義高工 2   

動力機械群 機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民雄農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萬能工商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嘉義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嘉義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萬能工商 2   

電機與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萬能工商 2   

合計 48   

(九) 臺南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南區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育德工家 2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玉井工商 2  

商業群 銷售事務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曾文家商 2  

商業群 多媒體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營高工 2  

餐旅群 旅遊事務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陽明工商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亞洲餐旅 8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育德工家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南英商工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六信高中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玉井工商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新榮高中 2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營高工 2  

餐旅群 烘焙食品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亞洲餐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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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南區 

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臺南海事 2  

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曾文農工 2  

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慈幼工商 2  

海事群 船舶機電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臺南海事 2  

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化高工 2  

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臺南高工 2  

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曾文農工 2  

機械群 模具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營高工 2  

機械群 機械板金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臺南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化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北門農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營高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白河商工 2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陽明工商 2  

土木與建築群 營造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新化高工 2  

設計群 多媒體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育德工家 2  

設計群 廣告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曾文家商 2  

設計群 裝潢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玉井工商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曾文農工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慈幼工商 4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育德工家 2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白河商工 2  

動力機械群 機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南英商工 2  

農業群 寵物經營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六信高中 2  

合計 82  

(十) 屏東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屏東區 

海事群 船舶機電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東港海事 3 ※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民生家商 3   

動力機械群 機車修護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佳冬高農 3   

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佳冬高農 3   

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東港海事 3   

農業群 園藝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佳冬高農 3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民生家商 3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恆春工商 3   

合計 24   

※備註：國立東港海事船舶機電科 (實用技能學程)，須參與各種實習課程，內容涉及機具操作，

實習環境具有一定危險性，若有安全疑慮者，請慎選此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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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臺東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臺東區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公東高工 2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實用技能學程) 私立公東高工 2   

合計 4   

(十二) 金門區 

作業區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名稱 安置人數 備註 

金門區 
水產群 休閒漁業科(實用技能學程) 國立金門農工 3   

合計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