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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區名 分區名 考生人數 分區地址

臺北一考區 (一)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1722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

臺北一考區 (二)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1764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6號

臺北一考區 (三)臺北市立第一女中 1722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65號

臺北一考區 (四)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764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

臺北一考區 (五)私立金甌女中 1260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1號

臺北一考區 (六)國立臺灣大學 168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臺北二考區 (一)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1890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3號

臺北二考區 (二)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1764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56號

臺北二考區 (三)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1680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2段235號

臺北二考區 (四)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1470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213號

臺北二考區 (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50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

臺北三考區 (一)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1302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41號

臺北三考區 (二)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1722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177號

臺北三考區 (三)私立泰北高中 1092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240號

臺北三考區 (四)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1302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18號

臺北四考區 (一)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1470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四段77號

臺北四考區 (二)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1977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93號

新北一考區 (一)國立華僑高中 184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1段32號

新北一考區 (二)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1783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1段241號

新北一考區 (三)新北市立板橋高中 2026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5號

新北一考區 (四)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2075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35號

新北一考區 (五)新北市立新莊國中 1669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11號

新北二考區 (一)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1540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1號

新北二考區 (二)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1596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96號

新北二考區 (三)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1906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05號

新北二考區 (四)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1909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163號

基隆考區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0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基隆考區 (二)國立基隆女中 830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324號

桃園考區 (一)桃園市立武陵高中 1639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89號

桃園考區 (二)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1638 桃園市桃園區德壽街8號

桃園考區 (三)桃園市立桃園高中 1362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3段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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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考區 (四)國立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 1470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2段144號

中壢考區 (一)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1908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115號

中壢考區 (二)私立育達高中 1764 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160號

中壢考區 (三)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1134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3段100號

中壢考區 (四)桃園市立內壢高中 1808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四街120號

新竹考區 (一)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1123 新竹市東區建功二路17號

新竹考區 (二)國立新竹高中 1470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36號

新竹考區 (三)國立新竹女中 1470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2段270號

新竹考區 (四)私立光復高中 840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53號

新竹考區 (五)國立竹北高中 1591 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3號

苗栗考區 國立苗栗高中 1652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183號

臺中一考區 (一)臺中市立文華高中 1668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240號

臺中一考區 (二)臺中市立臺中二中 1890 臺中市北區英士路109號

臺中一考區 (三)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2100 臺中市北區育才街2號

臺中二考區 (一)國立中興大學附中 1638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69號

臺中二考區 (二)私立明德高中 2142 臺中市南區明德街84號

臺中三考區 (一)靜宜大學 792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臺中三考區 (二)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1470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90號

臺中三考區 (三)私立弘文高中 1919 臺中市潭子區弘文街100號

臺中四考區 (一)臺中市立臺中女中 1470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5號

臺中四考區 (二)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1470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2段298號

南投考區 (一)國立中興高中 1411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中學路2號

南投考區 (二)南開科技大學 420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彰化考區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1546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彰化考區 (二)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1764 彰化縣彰化市和調里工校街1號

彰化考區 (三)國立員林高中 1422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79號

彰化考區 (四)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1092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103號

雲林考區 (一)國立斗六高中 1436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224號

雲林考區 (二)國立虎尾高中 1418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222號

嘉義考區 (一)國立嘉義高中 1950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2段738號

嘉義考區 (二)國立嘉義女中 1932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2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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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一考區 (一)國立臺南一中 1326 臺南市東區民族路1段1號

臺南一考區 (二)國立臺南二中 1950 臺南市北區北門路2段125號

臺南一考區 (三)國立臺南女中 1890 臺南市中西區大埔街97號

臺南一考區 (四)國立家齊高中 1636 臺南市中西區健康路1段342號

臺南一考區 (五)私立長榮高中 1638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2段79號

臺南二考區 國立新營高中 1552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101號

高雄一考區 (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90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高雄一考區 (二)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1008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89號

高雄一考區 (三)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1260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8號

高雄一考區 (四)國立鳳新高中 1998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257號

高雄二考區 (一)私立道明高中 2142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4號

高雄二考區 (二)高雄市立高雄高中 1764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0號

高雄二考區 (三)高雄市立高雄女中 1764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122號

高雄三考區 (一)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1681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416號

高雄三考區 (二)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1567 高雄市左營區海功路55號

屏東考區 (一)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1184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屏東考區 (二)國立屏東大學屏師校區 756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1號

屏東考區 (三)國立屏東女中 1317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94號

宜蘭考區 國立宜蘭大學 2398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花蓮考區 (一)國立花蓮高中 941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42號

花蓮考區 (二)私立海星高中 873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新路36號

臺東考區 國立臺東女中 834 臺東縣臺東市四維路1段690號

澎湖考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97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金門考區 國立金門大學 340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

馬祖考區 國立馬祖高中 52 連江縣馬祖南竿鄉介壽村3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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