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年桃連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各校科招生名額分布表

市立武陵高中 普通科 655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畜產保健科 23
國立中大壢中 普通科 650 市立龍潭高中 畜產保健科 31
市立桃園高中 普通科 700 市立龍潭高中 造園科 30
市立內壢高中 普通科 630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園藝科 33
市立平鎮高中 普通科 455 市立龍潭高中 園藝科 31
市立陽明高中 普通科 649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農場經營科 23
大園國際高中 普通科 420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化工科 66
市立永豐高中 普通科 339 市立觀音高中 化工科 60
市立南崁高中 普通科 384 市立龍潭高中 食品加工科 食品群 32
私立復旦高中 普通科 294 私立育達高中 幼兒保育科 90
市立大溪高中 普通科 350 私立永平工商 幼兒保育科 44
市立楊梅高中 普通科 447 私立至善高中 幼兒保育科 33
市立龍潭高中 普通科 136 私立成功工商 幼兒保育科 25
市立新屋高中 普通科 143 市立中壢家商 流行服飾科 62
市立新屋高中 普通科(華德福教育實驗班) 25
私立六和高中 普通科 60 市立中壢家商 家政科 62
私立振聲高中 普通科 215 私立育達高中 時尚造型科 70
私立治平高中 普通科 232 私立啟英高中 時尚造型科 135
私立新興高中 普通科 331 私立大興高中 時尚造型科 70
私立漢英高中 普通科 41 私立治平高中 時尚造型科 75
私立育達高中 普通科 225 私立方曙商工 照顧服務科 35
私立啟英高中 普通科 180 市立羅浮高中 餐飲管理科 13
私立至善高中 普通科 45 私立永平工商 餐飲管理科 258
私立大興高中 普通科 45 私立育達高中 餐飲管理科 90
市立壽山高中 普通科 330 私立啟英高中 餐飲管理科 225
市立觀音高中 普通科 126 私立大興高中 餐飲管理科 90
私立大華高中 普通科 44 私立成功工商 餐飲管理科 35
私立光啟高中 普通科 8 私立清華高中 餐飲管理科 28
市立中壢高商 綜合高中 138 私立光啟高中 餐飲管理科 22
私立治平高中 綜合高中 70 私立方曙商工 餐飲管理科 35
市立馬祖高中 綜合高中 45 私立新興高中 觀光事業科 54
私立啟英高中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55 私立永平工商 觀光事業科 87
私立治平高中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72 私立振聲高中 觀光事業科 45
私立新興高中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54 私立育達高中 觀光事業科 90
私立育達高中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90 市立羅浮高中 觀光事業科 27
私立六和高中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17 私立至善高中 觀光事業科 33
市立中壢家商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31
私立新興高中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54
私立治平高中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102
私立啟英高中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45
市立壽山高中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61
私立育達高中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110
私立六和高中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23
 私立振聲高中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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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立中壢高商 商業經營科 132 私立新興高中 汽車科 54
私立新興高中 商業經營科 41 私立啟英高中 汽車科 90
市立中壢家商 商業經營科 93 私立大興高中 汽車科 90
私立振聲高中 商業經營科 40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汽車科 51
私立育達高中 商業經營科 90 私立永平工商 汽車科 177
市立中壢高商 國際貿易科 165 私立清華高中 汽車科 25
私立振聲高中 國際貿易科 40 私立成功工商 汽車科 80
私立新興高中 國際貿易科 54 私立光啟高中 汽車科 11
市立壽山高中 國際貿易科 61 私立清華高中 軌道車輛科 20
私立育達高中 會計事務科 45 私立新興高中 飛機修護科 98
市立中壢高商 資料處理科 99 私立方曙商工 飛機修護科 59
私立新興高中 資料處理科 54 私立大興高中 飛機修護科 100
私立育達高中 資料處理科 100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動力機械科 33

私立啟英高中 資料處理科 90 私立六和高中 資訊科 12

私立治平高中 資料處理科 35 私立育達高中 資訊科 110
市立中壢家商 資料處理科 31 私立啟英高中 資訊科 90
私立永平工商 資料處理科 44
私立新興高中 電子商務科 43 私立治平高中 資訊科 73
私立啟英高中 電子商務科 45 私立新興高中 資訊科 54
私立成功工商 電子商務科 40 市立楊梅高中 資訊科 64
私立治平高中 電子商務科 112 私立振聲高中 資訊科 60
私立振聲高中 電子商務科 60 私立成功工商 資訊科 25
私立成功工商 流通管理科 25 私立大興高中 資訊科 30
私立至善高中 農產行銷科 32 私立清華高中 資訊科 25

私立振聲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 40 私立方曙商工 資訊科 35

私立育達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 90 私立光啟高中 資訊科 7

私立新興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 54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電子科 66

私立漢英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 42 私立新興高中 電子科 54
私立六和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 23 市立龍潭高中 電子科 33
私立大興高中 多媒體應用科 45 市立楊梅高中 電子科 32
私立啟英高中 室內設計科 90 私立治平高中 電機科 134
私立至善高中 家具木工科 77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電機科 66
市立壽山高中 廣告設計科 63 市立龍潭高中 電機科 31

私立大興高中 電機科 25
私立育達高中 廣告設計科 75 私立光啟高中 電機科 11
私立啟英高中 廣告設計科 55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生物產業機電科 66
私立振聲高中 廣告設計科 75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模具科 33
私立永平工商 廣告設計科 44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 機械科 66
私立啟英高中 表演藝術科 45 私立新興高中 機械科 54
私立永平工商 表演藝術科 87 市立龍潭高中 機械科 33
私立啟英高中 音樂科 45 私立光啟高中 機械科 11
私立啟英高中 電影電視科 45 私立六和高中 機電科 41
市立觀音高中 多媒體動畫科 58 私立成功工商 機械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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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聲高中進修學校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外語群 20 啟英高中進修學校 汽車科 45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進修學校 化工科 化工群 28 永平工商進修學校 汽車科 82

市立龍潭高中進修學校 食品加工科 食品群 22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進修學校 汽車科 28

市立中壢家商進修學校 服裝科 18 成功工商進修學校 汽車科 25

清華高中進修學校 汽車科 40

治平高中進修學校 時尚造型科 43
育達高中進修學校 時尚造型科 72 振聲高中進修學校 資訊科 20
啟英高中進修學校 餐飲管理科 45 成功工商進修學校 資訊科 25
永平工商進修學校 餐飲管理科 123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進修學校 電子科 28
大興高中進修學校 餐飲管理科 45
育達高中進修學校 餐飲管理科 72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進修學校 電機科 28
成功工商進修學校 餐飲管理科 25 市立龍潭高中進修學校 電機科 23
清華高中進修學校 餐飲管理科 45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進修學校 模具科 28
振聲高中進修學校 觀光事業科 20 北科附工(桃園農工)進修學校 機械科 28

市立中壢高商進修學校 商業經營科 18
市立中壢高商進修學校 資料處理科 18

育達高中進修學校 資料處理科 216
永平工商進修學校 資料處理科 41
成功工商進修學校 資料處理科(上午班) 25
啟英高中進修學校 表演藝術科 藝術群 45

※注意-本頁為進修學校或夜間部，選填時請家長同學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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