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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開缺名額 

高級中等學校 

一、 高級中等學校 

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1 學術群 普通科 大華高中 4 

2 學術群 普通科 大園高中 14 

3 學術群 普通科 大溪高中 12 

4 學術群 普通科 大興高中 1 

5 學術群 普通科 中大壢中 20 

6 學術群 普通科 內壢高中 20 

7 學術群 普通科 六和高中 5 

8 學術群 普通科 平鎮高中 15 

9 學術群 普通科 永豐高中 13 

10 學術群 普通科 光啟高中 1 

11 學術群 普通科 至善高中 1 

12 學術群 普通科 育達高中 5 

13 學術群 普通科 武陵高中 19 

14 學術群 普通科 治平高中 8 

15 學術群 普通科 南崁高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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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16 學術群 普通科 振聲高中 9 

17 學術群 普通科 桃園高中 22 

18 學術群 普通科 啟英高中 4 

19 學術群 普通科 復旦高中 14 

20 學術群 普通科 陽明高中 21 

21 學術群 普通科 新屋高中 8 

22 學術群 普通科 新興高中 12 

23 學術群 普通科 楊梅高中 15 

24 學術群 普通科 壽山高中 12 

25 學術群 普通科 龍潭高中 4 

26 學術群 普通科 懷恩高中 3 

27 學術群 普通科 觀音高中 6 

28 學術群 綜合高中 中壢高商 8 

29 學術群 綜合高中 治平高中 8 

 

＊(註)：新屋高中－學術群－普通科，其中 2名開缺名額為華德福實驗班。 

（華德福高中實驗班延續華德福國中小實驗教育的脈絡，教師授課方式與一般高中有極大不同，選

填時需先了解、認同華德福教育理念，以 1-9 年級曾經接受過華德福實驗教育者為佳。為維持華德

福教育品質及特色課程，需額外繳交實驗發展經費，詳情請洽新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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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30 機械群 生物產業機電科 北科附工 6 

31 機械群 模具科 北科附工 3 

32 機械群 機械科 北科附工 6 

33 機械群 機械科 光啟高中 3 

34 機械群 機械科 成功工商 5 

35 機械群 機械科 新興高中 5 

36 機械群 機械科 龍潭高中 3 

37 機械群 機電科 六和高中 5 

38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大興高中 5 

39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六和高中 3 

40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方曙商工 3 

41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光啟高中 3 

42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成功工商 3 

43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育達高中 10 

44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治平高中 8 

4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振聲高中 5 

46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啟英高中 7 

47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清華高中 3 

48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新興高中 5 

49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楊梅高中 5 



4 

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50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治平高中 3 

51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北科附工 5 

52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新興高中 5 

53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楊梅高中 3 

54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龍潭高中 4 

5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大興高中 7 

56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北科附工 5 

57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光啟高中 3 

58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治平高中 14 

59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龍潭高中 4 

60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大興高中 8 

61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北科附工 5 

62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永平工商 11 

63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光啟高中 3 

64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成功工商 5 

65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啟英高中 11 

66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清華高中 3 

67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新興高中 5 

68 動力機械群 軌道車輛科 清華高中 3 

69 動力機械群 飛機修護科 大興高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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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70 動力機械群 飛機修護科 方曙商工 6 

71 動力機械群 飛機修護科 新興高中 8 

72 動力機械群 動力機械科 北科附工 3 

73 商業與管理群 流通管理科 成功工商 4 

74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中壢家商 8 

75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中壢高商 11 

76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育達高中 7 

77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振聲高中 3 

78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新興高中 3 

79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中壢高商 14 

80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振聲高中 3 

81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新興高中 5 

82 商業與管理群 國際貿易科 壽山高中 5 

83 商業與管理群 會計事務科 育達高中 3 

84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中壢家商 3 

85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中壢高商 8 

86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永平工商 4 

87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育達高中 10 

88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治平高中 5 

89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啟英高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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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90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新興高中 5 

91 商業與管理群 農產行銷科 至善高中 3 

92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治平高中 8 

93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振聲高中 5 

94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啟英高中 7 

95 商業與管理群 電子商務科 新興高中 3 

96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育達高中 6 

97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治平高中 8 

98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啟英高中 4 

99 外語群 應用日語科 新興高中 5 

100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中壢家商 3 

101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六和高中 4 

102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育達高中 10 

103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治平高中 8 

104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振聲高中 5 

105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啟英高中 4 

106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新興高中 5 

107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壽山高中 5 

108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六和高中 4 

109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育達高中 7 



7 

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110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振聲高中 5 

111 設計群 多媒體設計科 新興高中 5 

112 設計群 多媒體應用科 大興高中 5 

113 設計群 室內設計科 啟英高中 7 

114 設計群 家具木工科 至善高中 5 

115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永平工商 4 

116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育達高中 10 

117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振聲高中 5 

118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啟英高中 7 

119 設計群 廣告設計科 壽山高中 5 

120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北科附工 3 

121 農業群 畜產保健科 龍潭高中 3 

122 農業群 造園科 龍潭高中 3 

123 農業群 園藝科 北科附工 3 

124 農業群 園藝科 龍潭高中 3 

125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北科附工 3 

126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永平工商 4 

127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成功工商 4 

128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至善高中 4 

129 家政群 幼兒保育科 育達高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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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130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中壢家商 7 

131 家政群 家政科 中壢家商 5 

132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大興高中 8 

133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育達高中 10 

134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治平高中 9 

135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啟英高中 14 

136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方曙商工 4 

137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大興高中 13 

138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方曙商工 3 

139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永平工商 16 

140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光啟高中 5 

141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成功工商 8 

142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育達高中 11 

143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啟英高中 21 

144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清華高中 3 

145 餐旅群 餐飲管理科 羅浮高中 4 

146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永平工商 4 

147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至善高中 4 

148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育達高中 7 

149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振聲高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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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150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新興高中 5 

151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羅浮高中 6 

152 藝術群 多媒體動畫科 觀音高中 5 

153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永平工商 6 

154 藝術群 表演藝術科 啟英高中 7 

155 藝術群 音樂科 啟英高中 4 

156 藝術群 電影電視科 啟英高中 4 

157 化工群 化工科 北科附工 5 

158 化工群 化工科 觀音高中 5 

159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龍潭高中 3 

總計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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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用技能學程 

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1 美容造型群 美容造型科 啟英高中 3 

2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 啟英高中 3 

3 美容造型群 美髮造型科 治平高中 2 

4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 治平高中 4 

5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 永平工商 5 

6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 啟英高中 6 

7 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 新興高中 4 

8 動力機械群 機車修護科 成功工商 2 

9 動力機械群 機車修護科 光啟高中 2 

10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 治平高中 4 

11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 光啟高中 2 

12 電機與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 治平高中 2 

13 電機與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 啟英高中 3 

14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修護科 大興高中 4 

1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修護科 治平高中 4 

16 餐旅群 旅遊事務科 永平工商 5 

17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永平工商 11 

18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光啟高中 4 

19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育達高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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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群別名稱 科別名稱 學校 安置人數 

20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啟英高中 5 

21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清華高中 4 

22 商業與管理群 多媒體技術科 治平高中 2 

23 農業群 造園技術科 北科附工 2 

總計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