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08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考試 試場分配表
─本次考試僅編配上午場─
考區名稱

臺北一考區
(02)3366-2388
轉211
臺北二考區
(02)7734-1128
臺北三考區
(02)2882-4564
轉2289
臺北四考區
(02)2938-7892
(02)2938-7893

新北一考區
(02)2905-3027

分區名稱及地點
(一)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6號
(二)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312號
(三)國立臺灣大學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臺北市立華江高中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213號
(一)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41號
(二)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77號
(一)臺北市立萬芳高中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5巷1號
(二)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56號

配置圖

應試號碼(起～迄)

配置圖

43000101 ～ 43004136

配置圖

43004201 ～ 43007736

配置圖

43900101 ～ 43900807

配置圖

43007801 ～ 43011236

配置圖

43011301 ～ 43014736

配置圖

43014801 ～ 43018736

配置圖

43018801 ～ 43021736

配置圖

43021801 ～ 43025429
43025501 ～ 43028928

(一)新北市立板橋高中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5號

配置圖

(二)國立華僑高中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1段32號

配置圖

43900901 ～ 43901106

43032601 ～ 43036436

(三)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35號

配置圖

(一)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96號

配置圖

(二)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05號

配置圖

43901201 ～ 43901201
43036501 ～ 43040630
43901301 ～ 43901305

新北二考區
(02)2623-1265

基隆考區
國立基隆女中
(02)2462-2192轉1027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324號
桃園考區
(03)211-8800
轉3323、5026

中壢考區
(03)422-7151
轉57141

43040701 ～ 43045122
43901401 ～ 43901504

配置圖

43045201 ～ 43047610
43047701 ～ 43050616

(一)桃園市立武陵高中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89號

配置圖

(二)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桃園市桃園區德壽街8號

配置圖

(一)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115號

配置圖

(二)桃園市立平鎮高中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3段100號

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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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29001 ～ 43032536

43901601 ～ 43901906
43050701 ～ 43053835
43053901 ～ 43057336
43902001 ～ 43902104
43057401 ～ 43060835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08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考試 試場分配表
─本次考試僅編配上午場─
考區名稱

分區名稱及地點

配置圖

應試號碼(起～迄)

43060901 ～ 43064335
新竹考區
(03)513-1390

苗栗考區
(037)381-134
臺中一考區
(04)2451-7250
轉2181
臺中二考區
(04)2284-0216

臺中三考區
(04)2632-8001
轉11170~11175

(一)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新竹市東區建功二路17號

配置圖

43902201 ～ 43902305
(二)國立新竹女中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2段270號
國立苗栗高中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183號
(一)臺中市立文華高中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240號
(二)臺中市立臺中二中
臺中市北區英士路109號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中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69號
(一)臺中市立清水高中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90號

配置圖

43064401 ～ 43068136

配置圖

43068201 ～ 43069724
43069801 ～ 43072832

配置圖
43902401 ～ 43902606

配置圖

43072901 ～ 43076336

配置圖

43076401 ～ 43079836
43079901 ～ 43082323

配置圖
43902701 ～ 43902802
43082401 ～ 43084126

(二)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150號

配置圖

臺中四考區
(04)2359-8900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2段298號

配置圖

南投考區
(049)291-0960
轉2210

國立中興高中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中學路2號

配置圖

(一)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彰化縣彰化市和調里工校街1號

配置圖

彰化考區
(04)723-2105
轉5632

雲林考區
(05)534-2601
轉2225

43700101 ～ 43700112

(二)國立員林高中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79號

43902901 ～ 43902903
43084201 ～ 43087136
43087201 ～ 43089016
43903001 ～ 43903003
43089101 ～ 43092915
43903101 ～ 43903201
43093001 ～ 43095719

配置圖
43903301 ～ 43903302
43095801 ～ 43098624

私立正心高中
雲林縣斗六市正心路1號

配置圖
43903401 ～ 4390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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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08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考試 試場分配表
─本次考試僅編配上午場─
考區名稱

嘉義考區
(05)272-1480

臺南一考區
(06)275-7575
轉50190

臺南二考區
(06)213-3111
轉240~243
高雄一考區
(07)717-2930
轉1112

高雄二考區
(07)525-2140
高雄三考區
(07)591-7350

分區名稱及地點

配置圖

43098701 ～ 43103117

國立嘉義女中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243號

配置圖
43903601 ～ 43903602

(一)國立臺南一中
臺南市東區民族路1段1號
(二)國立臺南二中
臺南市北區北門路2段125號
(三)私立長榮高中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2段79號

43103201 ～ 43105936

配置圖
43903701 ～ 43903803

配置圖

43106001 ～ 43110236

配置圖

43110301 ～ 43114517

國立新營高中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101號

配置圖

43114601 ～ 43116313

(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配置圖

(二)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高雄巿苓雅區凱旋二路89號
(一)私立道明高中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4號
(二)高雄市立高雄高中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0號
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416號

43116401 ～ 43118836
43903901 ～ 43904107

配置圖

43118901 ～ 43121336

配置圖

43121401 ～ 43125336

配置圖

43125401 ～ 43128411

配置圖

43128501 ～ 43132110

屏東考區
(08)766-3800
轉11305

國立屏東女中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94號

宜蘭考區
(03)931-7304

國立宜蘭大學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配置圖

花蓮考區
(03)890-6144

國立花蓮女中
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2號

配置圖

臺東考區
(089)517-321
澎湖考區
(06)926-4115轉1199
金門考區
(082)312-346

應試號碼(起～迄)

43132201 ～ 43136008

配置圖
43904201 ～ 43904202
43136101 ～ 43138426
43904301 ～ 43904402
43138501 ～ 43140213
43904501 ～ 43904601

國立臺東高中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1段721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配置圖

43140301 ～ 43141336

配置圖

43141401 ～ 43141909
43142001 ～ 43142420

國立金門大學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

配置圖
43904701 ～ 43904801

馬祖考區
國立馬祖高中
(02)2882-4564轉2454 連江縣馬祖南竿鄉介壽村374號

第 3 頁，共 3 頁

配置圖

43142501 ～ 43142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