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

中學

松山區、南港區、大安區、文

山區

110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一段156號

1-2
臺北市中正高級中

等學校

北投區、士林區、內湖區、中

山區、大同區

112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
路77號

1-3 教育部第二辦公室 中正區、萬華區、信義區
100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
路一段172號

2-1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

中學

板橋區、三芝區、淡水區、八

里區、林口區、五股區、蘆洲

區、三重區、泰山區、新莊區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一段25號

2-2
新北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土城區、鶯歌區、三峽區、新

店區、烏來區、石碇區、深坑

區、坪林區、雙溪區、樹林

區、中和區、永和區

236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
一段241號

●新北市貢寮區、瑞芳區、平

溪區、汐止區、萬里區、石門

區、金山區

●基隆市全區

4-1 中原大學
中壢區、觀音區、大園區、蘆

竹區、龜山區

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號

4-2 健行科技大學
桃園區、八德區、新屋區、楊

梅區、平鎮區、龍潭區、大溪

區、復興區

320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號

5-1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竹東鎮、橫山鄉、寶山鄉、峨

眉鄉、北埔鄉、五峰鄉、尖石

鄉

310新竹縣竹東鎮大林路
2號

5-2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新

埔鎮、關西鎮、芎林鄉

302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
3號

6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新竹市全區
300新竹市東區學府路36
號

教育部配發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公費快篩試劑－配發據點學校㇐覽表

3

臺北市

新北市

◎領取時間為111年6月15日至111年7月15日，請各補習班及課照中心屆
時至所在地行政區之配發據點學校領取，配發據點學校聯絡方式將於後續

更新。

序號 縣市別 配發據點學校

桃園市

新竹縣

基隆市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205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0號

配發之補習班及課照中心

行政區
配發據點學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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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別 配發據點學校
配發之補習班及課照中心

行政區
配發據點學校地址

7-1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苗栗市、西湖鄉、頭屋鄉、公

館鄉、銅鑼鄉、通宵鎮、苑裡

鎮、三義鄉、大湖鄉、卓蘭

鎮、後龍鎮

360苗栗縣苗栗市經國路
二段491號

7-2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竹南鎮、頭份市、三灣鄉、造

橋鄉、獅潭鄉、南庄鄉、泰安

鄉

350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
98號

8-1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大里區、中區、西區、東區、

南區、南屯區、大肚區、烏日

區、霧峰區、太平區、石岡

區、東勢區、新社區、和平區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369號

8-2 逢甲大學

西屯區、北區、北屯區、龍井

區、潭子區、大雅區、沙鹿

區、梧棲區、清水區、神岡

區、豐原區、大安區、大甲

區、外埔區、后里區

407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9-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附屬工業職業學校

彰化市、和美鎮、秀水鄉、花

壇鄉、大村鄉、芬園鄉

500彰化縣彰化市工校街
1號

9-2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

員林市、埔心鄉、永靖鄉、田

尾鄉、社頭鄉、田中鎮、二水

鄉、北斗鎮、溪州鄉、埤頭

鄉、二林鎮、竹塘鄉

510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56號

9-3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鹿港鎮、福興鄉、埔鹽鄉、溪

湖鎮、芳苑鄉、大城鄉、線西

鄉、伸港鄉

505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661號

10-1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南投市、中寮鄉、草屯鎮、國

姓鄉

540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
137號

10-2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名間鄉、集集鎮、埔里鎮、魚

池鄉、仁愛鄉、水里鄉、竹山

鎮、鹿谷鄉、信義鄉

540南投縣南投市中學路
2號

11-1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虎尾鎮、西螺鎮、二崙鄉、崙

背鄉、麥寮鄉、褒忠鄉、土庫

鎮

632雲林縣虎尾鎮博愛路
65號

11-2
國立斗六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斗六市、荊桐鄉、斗南鎮、大

埤鄉、林內鄉、古坑鄉

640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
120號

11-3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北港鎮、元長鄉、東勢鄉、臺

西鄉、四湖鄉、口湖鄉、水林

鄉

651雲林縣北港鎮太平路
80號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苗栗縣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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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別 配發據點學校
配發之補習班及課照中心

行政區
配發據點學校地址

12-1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朴子市、東石鄉、布袋鎮、義

竹鄉、六腳鄉、鹿草鄉、新港

鄉、太保市、水上鄉

613嘉義縣朴子市253 號

12-2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民雄鄉、溪口鄉、大林鎮、梅

山鄉、竹崎鄉、番路鄉、中埔

鄉、大埔鄉、阿里山鄉

621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1號

13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嘉義市全區

600嘉義市東區彌陀路
174號

14-1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南區、東區、北區、安平區、

中西區、安南區、永康區、仁

德區、新化區、歸仁區、關廟

區、龍崎區、左鎮區

702臺南市南區健康路一
段327號

14-2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新營區、後壁區、白河區、東

山區、楠西區、柳營區、六甲

區、官田區、鹽水區、下營

區、麻豆區、北門區、學甲

區、將軍區、佳里區、西港

區、七股區、安定區、新市

區、善化區、大內區、山上

區、玉井區、南化區

730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
101號

15-1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

鳳山區、大樹區、鳥松區、大

寮區、小港區、林園區、苓雅

區、前鎮區、旗津區

83052高雄市鳳山區文衡
路51號

15-2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岡山區、湖內區、茄萣區、永

安區、彌陀區、梓官區、路竹

區、阿蓮區、橋頭區、燕巢

區、田寮區、旗山區、內門

區、美濃區、杉林區、甲仙

區、六龜區、茂林區、那瑪夏

區、桃源區

820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533號

15-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三民區、大社區、仁武區、楠

梓區、左營區、鼓山區、新興

區、前金區、鹽埕區

807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9號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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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別 配發據點學校
配發之補習班及課照中心

行政區
配發據點學校地址

16-1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屏東市、麟洛鄉、長治鄉、九

如鄉、里港鄉、鹽埔鄉、高樹

鄉、三地門鄉、瑪家鄉、泰武

鄉、霧台鄉

900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
231號

16-2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潮州鎮、萬丹鄉、竹田鄉、內

埔鄉、新園鄉、崁頂鄉、萬巒

鄉、東港鎮、南州鄉、新埤

鄉、林邊鄉、佳冬鄉、枋寮

鄉、來義鄉、春日鄉、枋山

鄉、獅子鄉、牡丹鄉、車城

鄉、滿州鄉、恆春鎮、琉球鄉

920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
11號

17-1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宜蘭市、壯圍鄉、員山鄉、礁

溪鄉、頭城鎮

260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
50號

17-2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羅東鎮、五結鄉、三星鄉、冬

山鄉、蘇澳鎮、南澳鄉、大同

鄉

265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324號

18-1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

職業學校

花蓮市、新城鄉、秀林鄉、吉

安鄉、壽豐鄉、鳳林鎮、萬榮

鄉

970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
161號

18-2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玉里鎮、光復鄉、豐濱鄉、瑞

穗鄉、卓溪鄉、富里鄉

981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424號

教育部直接配發
長濱鄉、成功鎮、東河鄉、池

上鄉、關山鎮、鹿野鄉、海端

鄉、延平鄉

－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

中學

臺東市、卑南鄉、金峰鄉、太

麻里鄉、達仁鄉、大武鄉、綠

島鄉、蘭嶼鄉

950臺東縣臺東市四維路
一段690號

20 澎湖縣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

水產職業學校
澎湖縣全區

880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
63號

21 金門縣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金門縣全區
893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
94號

22 連江縣 教育部直接配發 連江縣全區 －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19 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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