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場分配表

考區名稱 分區名稱及地點
開放試場

查看日期
量溫檢測站地點 備註

21000101 ～ 21004020

24000101 ～ 24000101

(二)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6號
21004101 ～ 21008120 7月27日

紅樓1樓門口圓環

(南海路大門口)

(三)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71號
21008201 ～ 21012719 7月27日

四維樓1樓濟南路大

門口

(四)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
21012801 ～ 21016720 7月27日

復興校門

(復興南路2段大門)

(五)國立臺灣大學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29110101 ～ 29111004 7月27日

博雅教學館

(西側入口)

(一)國立師大附中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3號
22000101 ～ 22003515 7月28日

校門口

(至善樓1樓穿堂)

(二)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235號
22003601 ～ 22006515 7月28日

校門口

(成淵廣場旁穿堂)

(三)臺北市立西松高中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325巷7號
22006601 ～ 22008516 7月28日

校門口

(育善樓1樓穿堂)

(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
22008601 ～ 22012016 7月28日

校門口

(和平東路1段162號

大門)

22012101 ～ 22014320

24000201 ～ 24000201

(二)私立泰北高中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240號
22014401 ～ 22016520 7月28日 向榮樓穿堂

(三)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
22016601 ～ 22020014 7月28日

崇基樓1樓

(第一大樓)

(一)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312號
23000101 ～ 23002620 7月27日 高中校門口

配合防疫管制，考生統

一由木新路三段校門口

進出

(二)新北市立新店高中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93號
23002701 ～ 23005119 7月27日 高中校門口

配合防疫管制，考生統

一由中央路校門口進出

臺北五考區

(02)2367-577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4 段 43 號
21016801 ～ 21020807 7月27日 基隆路正門口

各分區於考試當天早上7：30開始量溫，考生進入分區時須配戴口罩、出示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應試時不

須查驗入場識別證）。請考生提早到場，留意現場指標，並配合量溫。

相關防疫措施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s://www.ceec.edu.tw)指定科目考試專區，請務必前往瀏覽。

應試號碼(起～迄)

臺北一考區

(02)3366-2388

轉202

臺北二考區

(02)7749-1182

臺北三考區

(02)2882-4564

轉2285

臺北四考區

(02)2938-7892

(02)2938-7893

大同道

(長春路大門口)

(一)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41號

7月27日
(一)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

7月28日 逸仙樓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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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場分配表

考區名稱 分區名稱及地點
開放試場

查看日期
量溫檢測站地點 備註

各分區於考試當天早上7：30開始量溫，考生進入分區時須配戴口罩、出示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應試時不

須查驗入場識別證）。請考生提早到場，留意現場指標，並配合量溫。

相關防疫措施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s://www.ceec.edu.tw)指定科目考試專區，請務必前往瀏覽。

應試號碼(起～迄)

(一)國立華僑高中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1段32號
21020901 ～ 21024420 7月27日

大觀路校門口

二邊側門

21024501 ～ 21025214

22020101 ～ 22021916

23005201 ～ 23006617

29250101 ～ 29250105

(三)新北市立板橋高中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5號
22022001 ～ 22025820 7月28日

行政大樓1樓門口

(文化路1段校門)

不開放側門，考生請統

一由文化路進出

(四)新北市立新莊國中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11號
22025901 ～ 22027820 7月28日

中正樓1樓校門口穿

堂

不開放側門，考生請統

一由中正路211號正門進

出

21025301 ～ 21027520

22027901 ～ 22028920

23006701 ～ 23007518

25000101 ～ 25000101

29250201 ～ 29250202

21027601 ～ 21029320

22029001 ～ 22031520

23007601 ～ 23008314

25000201 ～ 25000201

29260101 ～ 29260101

21029401 ～ 21031520

22031601 ～ 22034305

23008401 ～ 23009020

29260201 ～ 29260303

21031601 ～ 21032320

22034401 ～ 22035220

23009101 ～ 23009415

29300101 ～ 29300103

(二)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1段241號

校門入口

(學府路一段大門入

口)

7月27日

新北一考區

(02)2905-3027

(五)新北市立新莊高中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35號
7月27日 行政大樓中央穿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7月27日 行政大樓一樓穿堂

7月27日 中正樓1樓穿堂

7月27日

航管大樓1樓門口、

技術大樓1樓門口、

商船大樓1樓門口

新北二考區

(02)2623-1265

(一)新北市立新北高中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1號

(二)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05號

基隆考區

(02)2462-2192

轉1028

第 2 頁，共 7 頁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場分配表

考區名稱 分區名稱及地點
開放試場

查看日期
量溫檢測站地點 備註

各分區於考試當天早上7：30開始量溫，考生進入分區時須配戴口罩、出示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應試時不

須查驗入場識別證）。請考生提早到場，留意現場指標，並配合量溫。

相關防疫措施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s://www.ceec.edu.tw)指定科目考試專區，請務必前往瀏覽。

應試號碼(起～迄)

21032401 ～ 21035320

24000301 ～ 24000301

22035301 ～ 22040308

27310201 ～ 27310202

21035401 ～ 21037120

22040401 ～ 22040520

23009501 ～ 23010517

29310101 ～ 29310403

22040601 ～ 22042320

23010601 ～ 23011814

29320101 ～ 29320105

(二)私立育達高中

 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160號
21037201 ～ 21041320 7月27日 廣興樓1樓穿廊

(三)桃園市立內壢高中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四街120號
22042401 ～ 22045111 7月28日 成章四街校門口

21041401 ～ 21042520

22045201 ～ 22046120

23011901 ～ 23012211

24000401 ～ 24000402

29340101 ～ 29340206

21042601 ～ 21043719

22046201 ～ 22047120

23012301 ～ 23012618

21043801 ～ 21044920

22047201 ～ 22048220

23012701 ～ 23012915

21045001 ～ 21046120

22048301 ～ 22049220

23013001 ～ 23013309

中壢考區

(03)422-7151

轉57146

(一)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115號

(一)國立新竹高中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36號

(二)私立光復高中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53號

(二)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桃園市桃園區德壽街8號

7月27日 育菁樓1樓穿堂

(一)桃園市立桃園高中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3段38號

(四)國立竹北高中

 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3號

7月27日 三光路校門口

桃園考區

(03)265-2014

(三)桃園市立武陵高中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89號

7月27日 行政大樓1樓穿堂

行政大樓1樓穿堂7月28日

新竹考區

(03)571-2861

至善樓穿堂7月27日

7月27日 綜合大樓1樓門口

行政大樓中廊7月27日

7月27日 行政大樓1樓大廳

(三)國立新竹女中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2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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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場分配表

考區名稱 分區名稱及地點
開放試場

查看日期
量溫檢測站地點 備註

各分區於考試當天早上7：30開始量溫，考生進入分區時須配戴口罩、出示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應試時不

須查驗入場識別證）。請考生提早到場，留意現場指標，並配合量溫。

相關防疫措施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s://www.ceec.edu.tw)指定科目考試專區，請務必前往瀏覽。

應試號碼(起～迄)

21046201 ～ 21046920

22049301 ～ 22050420

23013401 ～ 23013611

29370101 ～ 29370201

21047001 ～ 21048720

22050501 ～ 22050720

23013701 ～ 23015811

24000501 ～ 24000501

29410101 ～ 29410502

(二)臺中市立臺中二中

 臺中市北區英士路109號
21048801 ～ 21053020 7月27日 英士路大門口

(三)臺中市立臺中一中

 臺中市北區育才街2號
21053101 ～ 21057320 7月27日 育才街大門口

(一)國立中興大學附中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69號
22050801 ～ 22053720 7月28日

行政大樓1樓穿堂

（東榮路校門進入正

前方）

(二)私立明德高中

 臺中市南區明德街84號
22053801 ～ 22057304 7月28日

行政大樓1樓穿堂

（明德街校門進入正

前方）

21057401 ～ 21058620

22057401 ～ 22058720

23015901 ～ 23016406

29430101 ～ 29430103

21058701 ～ 21059720

22058801 ～ 22059716

23016501 ～ 23016719

29430201 ～ 29430301

21059801 ～ 21060619

22059801 ～ 22060720

23016801 ～ 23017103

29460101 ～ 29460101

(二)臺中市立豐原高中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150號

苗栗考區

(037)381-113

國立聯合大學第一校區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7月27日 活動中心1樓

臺中三考區

(04)2632-8001

轉11685

臺中二考區

(04)2284-0216

臺中一考區

(04)2451-7250

轉2181

南投考區

(049)233-2110

轉1506

國立中興高中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中學路2號

(一)臺中市立文華高中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240號

(一)靜宜大學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7月27日 寧夏路大門口

7月27日 校門口左右兩側

入校門後，依動線於

行政樓1樓進行
7月27日

中學路校門口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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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場分配表

考區名稱 分區名稱及地點
開放試場

查看日期
量溫檢測站地點 備註

各分區於考試當天早上7：30開始量溫，考生進入分區時須配戴口罩、出示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應試時不

須查驗入場識別證）。請考生提早到場，留意現場指標，並配合量溫。

相關防疫措施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s://www.ceec.edu.tw)指定科目考試專區，請務必前往瀏覽。

應試號碼(起～迄)

21060701 ～ 21061920

22060801 ～ 22061720

23017201 ～ 23017420

29470101 ～ 29470104

21062001 ～ 21063020

22061801 ～ 22062520

23017501 ～ 23017901

21063101 ～ 21064519

22062601 ～ 22063920

23018001 ～ 23018514

29470201 ～ 29470201

21064601 ～ 21065720

22064001 ～ 22065420

23018601 ～ 23018920

29510101 ～ 29510102

21065801 ～ 21068220

22065501 ～ 22065520

23019001 ～ 23019414

29540101 ～ 29540202

(二)國立嘉義女中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243號
22065601 ～ 22067620 7月28日

教學行政大樓1樓門

口(垂楊路大門口)

22067701 ～ 22068917

23019501 ～ 23021004

29610101 ～ 29610303

21068301 ～ 21071418

25000301 ～ 25000301

(三)國立家齊高中

 臺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342號
21071501 ～ 21074605 7月27日

忠孝樓1樓門口

(健康路大門口)

考生請統一由健康路門

口進出

(四)私立長榮中學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2段79號
22069001 ～ 22072920 7月28日

行政大樓1樓門口

(林森路大門口)

不開放長榮路門口，考

生請統一由林森路進出

(三)國立員林高中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79號

彰化考區

(04)723-2105

轉5636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二)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彰化縣彰化市工校街1號

雲林考區

(05)631-510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校門口

(工校街大門口)

校門口

(靜修路大門口)

7月27日

7月27日

請考生提早到場並主動

出示入場識別證至量測

站以「紅外線熱像儀」

或「額溫槍」量測體溫

並黏貼識別貼紙

第一教學區警衛室旁

(文化路大門)
7月27日

臺南一考區

(06)275-7575

轉5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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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雅路大門口7月27日

7月27日
不開放勝利路門口，考

生請統一由民族路進出

紅樓1樓門口

(民族路大門口)

考生請統一由公園北路

門口進出
弘道大樓1樓門口7月27日

嘉義考區

(05)272-1480

(一)國立嘉義高中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2段738號

7月27日
校門口

(進德路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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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場分配表

考區名稱 分區名稱及地點
開放試場

查看日期
量溫檢測站地點 備註

各分區於考試當天早上7：30開始量溫，考生進入分區時須配戴口罩、出示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應試時不

須查驗入場識別證）。請考生提早到場，留意現場指標，並配合量溫。

相關防疫措施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s://www.ceec.edu.tw)指定科目考試專區，請務必前往瀏覽。

應試號碼(起～迄)

21074701 ～ 21075420

22073001 ～ 22073820

23021101 ～ 23021405

29640101 ～ 29640102

21075501 ～ 21075520

22073901 ～ 22074220

23021501 ～ 23023615

25000401 ～ 25000401

27710101 ～ 27710101

29710101 ～ 29710404

(二)國立高雄師大附中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89號
21075601 ～ 21077920 7月27日 晨曦樓1樓玄關

21078001 ～ 21081720

25000501 ～ 25000501

(四)國立鳳新高中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257號
21081801 ～ 21085920 7月27日 行政大樓1樓穿堂

(一)私立道明高中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4號
22074301 ～ 22077705 7月28日 建國一路大門口

(二)高雄市立高雄高中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0號
22077801 ～ 22081120 7月28日 建國三路大門口

21086001 ～ 21086920

22081201 ～ 22082320

23023701 ～ 23024403

29730101 ～ 29730101

21087001 ～ 21087920

22082401 ～ 22083120

22083201 ～ 22084720

23024501 ～ 23024911

29770101 ～ 29770103

(二)國立屏東大學屏師校區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1號
21088001 ～ 21089402 7月27日 校門口

7月27日

高雄二考區

(07)525-2000

轉2142

臺南二考區

(06)687-3207

國立後壁高中

臺南市後壁區嘉苳里下茄苳132號

校門口7月27日

7月27日 1樓往教學大樓穿堂

忠孝樓1樓穿堂7月27日

後壁高中校門口

(台一線省道大門)

和平一路校門口7月27日

7月27日

高雄三考區

(07)591-9034

(一)高雄市立中山高中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416號

(二)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高雄市左營區海功路55號

屏東考區

(08)766-3800

轉11305

(一)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高雄一考區

(07)717-2930

轉1111～1115

(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三)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8號

普通教學大樓前棟1

樓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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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試場分配表

考區名稱 分區名稱及地點
開放試場

查看日期
量溫檢測站地點 備註

各分區於考試當天早上7：30開始量溫，考生進入分區時須配戴口罩、出示入場識別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應試時不

須查驗入場識別證）。請考生提早到場，留意現場指標，並配合量溫。

相關防疫措施已公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s://www.ceec.edu.tw)指定科目考試專區，請務必前往瀏覽。

應試號碼(起～迄)

21089501 ～ 21090720

22084801 ～ 22086620

23025001 ～ 23025405

27810001 ～ 27810001

29810101 ～ 29810102

21090801 ～ 21091220

22086701 ～ 22087519

23025501 ～ 23025710

29840101 ～ 29840102

21091301 ～ 21091420

22087601 ～ 22088020

23025801 ～ 23025913

22088101 ～ 22088218

23026001 ～ 23026013

22088301 ～ 22088320

23026101 ～ 23026209

24000601 ～ 24000601

馬祖考區

(0836)25668

國立馬祖高中

連江縣馬祖南竿鄉介壽村374號
23026301 ～ 23026306 7月27日 校門口

臺東考區

(089)517-335

國立臺東女中

臺東縣臺東市四維路1段690號

菁華街校門口7月27日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宜蘭考區

(03)931-7108

國立宜蘭大學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1段1號
行政大樓1樓穿堂7月27日

花蓮考區

(03)890-6143

國立花蓮女中

花蓮縣花蓮市菁華街2號

四維路校門口7月27日

7月27日 教學大樓1樓門口
不開放側門，考生請統

一由教學一樓大門進出

金門考區

(082)312-346

國立金門大學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

澎湖考區

(06)926-4115

轉1125

7月27日
綜合大樓1樓門口

（警衛室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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