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碼 學校名稱
公/私

立
縣市名稱 地址 電話

010301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20]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32號 (02)29684131

014302 市立海山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20]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15號 (02)29517475

014311 市立三重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41]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212號 (02)29760501

014315 市立永平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34]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05號 (02)22319670

014322 市立樹林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38]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8號 (02)86852011

014326 市立明德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37]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二段399號 (02)26723302

014332 市立秀峰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21]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01號 (02)26412134

014338 市立金山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08]新北市金山區美田里文化二路2號 (02)24982028

014343 市立安康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31]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25號 (02)22111743

014347 市立雙溪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27]新北市雙溪區梅竹蹊3號 (02)24931028

014348 市立石碇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23]新北市石碇區隆盛里八分寮45號 (02)26631224

014353 市立丹鳳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42]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72號 (02)29089627

014356 市立清水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36]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72號 (02)22707801

014357 市立三民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47]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96號 (02)22894675

014362 市立錦和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35]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163號 (02)22498566

014363 市立光復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20]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一段7號 (02)29582366

014364 市立竹圍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51]新北市淡水區竹林路 35 號 (02)28096990

014381 市立北大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37]新北市三峽區大義路277號 (02)26742666

014468 市立樟樹國際實中附設國中 公立 [01]新北市 [221]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135號 (02)26430686

313301 市立西松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31]臺北市 [105]臺北市松山區鵬程里健康路325巷7號 (02)25286618

313302 市立中崙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31]臺北市 [105]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101號 (02)27535316

330301 國立師大附中附設國中 公立 [33]臺北市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信義路3段143號 (02)27075215

333301 市立和平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33]臺北市 [106]臺北市大安區芳和里臥龍街100號 (02)27324300

343302 市立大同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34]臺北市 [104]臺北市中山區中央里長春路167號 (02)25054269

343303 市立大直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34]臺北市 [104]臺北市中山區劍潭里北安路420號 (02)25334017

363302 市立成淵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36]臺北市 [103]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235號 (02)25531969

373302 市立大理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37]臺北市 [108]臺北市萬華區綠堤里長順街2號 (02)23026959

380301 國立政大附中附設國中 公立 [38]臺北市 [116]臺北市文山區政大一街353號 (02)82377500

383302 市立萬芳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38]臺北市 [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5巷1號 (02)22309585

393301 市立南港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39]臺北市 [115]臺北市南港區西新里向陽路21號 (02)27837863

40014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附設國中 公立 [40]臺北市 [114]臺北市內湖路二段177號 (02)27962666

413301 市立陽明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41]臺北市 [111]臺北市士林區後港里中正路510號 (02)28316675

413302 市立百齡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41]臺北市 [111]臺北市士林區義信里承德路4段177號 (02)28831568

034332 市立觀音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3]桃園市 [328]桃園市觀音區新坡里中山路2段519號 (03)4981464

034335 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 公立 [03]桃園市 [327]桃園市新屋區中興路111號 (03)4772029

034347 市立永豐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3]桃園市 [334]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609號 (03)3692679

060323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公立 [06]臺中市 [428]臺中市大雅區平和路227號 (04)25686850

064308 市立后綜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6]臺中市 [421]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三豐路三段968號 (04):25562012

064324 市立大里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6]臺中市 [412]臺中市大里區國中路365號 (04)24067870

064328 市立新社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6]臺中市
[426]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中和街三段國中

巷10號
(04)25812116

064336 市立長億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6]臺中市 [411]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長億六街1號 (04)22799267

064342 市立中港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6]臺中市 [435]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400號 (04)26578270

064350 市立龍津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6]臺中市 [434]臺中市龍井區三港路130號 (04)26304536



193303 市立忠明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9]臺中市 [403]臺中市西區博館路166號 (04)23224690

193313 市立西苑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9]臺中市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苑路268號 (04)27016473

193315 市立東山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9]臺中市 [406]臺中市北屯區景賢六路200號 (04)24360166

193316 市立惠文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9]臺中市 [408]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298號 (04)22503928

110328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1]臺南市 [744]臺南市新市區三舍里大順6路12巷6號 (06)5052916

114306 市立大灣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1]臺南市 [710]臺南市永康區文賢街68巷1號 (06)2714223

114307 市立永仁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1]臺南市 [710]臺南市永康區忠孝路74號 (06)3115538

213303 市立南寧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21]臺南市 [702]臺南市南區萬年路167號 (06)2622458

213316 市立土城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21]臺南市 [709]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五段265號 (06)2577014

124302 市立文山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2]高雄市 [833]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31號 (07)7777272

124311 市立林園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2]高雄市 [832]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481號 (07)6412059

124313 市立仁武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2]高雄市 [814]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0號 (07)3721640

124322 市立路竹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2]高雄市 [821]高雄市路竹區中華路292號 (07)6963008

124333 市立六龜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2]高雄市 [844]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212號 (07)6891023

124340 市立福誠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2]高雄市 [830]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76號 (07)8224646

523301 市立鼓山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52]高雄市 [804]高雄市鼓山區明德路2號 (07)5213258

540301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附設國

中
公立 [54]高雄市 [811]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512號 (07)3603600

563301 市立新興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56]高雄市 [800]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18號 (07)2727127

580301 國立高師大附中附設國中 公立 [58]高雄市 [802]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89號 (07)7613875

583301 市立中正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58]高雄市 [802]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8號 (07)7491992

593302 市立瑞祥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59]高雄市 [806]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63號 (07)8152271

610405 國立高餐大附屬餐旅中學附設國中 公立 [61]高雄市 [812]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40號 (07)8060705

024322 縣立南澳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2]宜蘭縣 [272]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301號 (03)9981024

024325 縣立慈心華德福實中附設國中 公立 [02]宜蘭縣 [269]宜蘭縣冬山鄉照安路257號 (039)596222

044311 縣立六家高級中學附設國中 公立 [04]新竹縣 [302]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356號 (03)5503824

044320 縣立湖口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4]新竹縣 [303]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二段263巷21號 (03)5690772

050314 國立卓蘭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5]苗栗縣 [369]苗栗縣卓蘭鎮老庄里161號 (04)25892007

054308 縣立三義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5]苗栗縣 [367]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11鄰122號 (037)872015

054309 縣立苑裡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5]苗栗縣 [358]苗栗縣苑裡鎮客庄里1鄰初中路2號 (037)861042

054317 縣立興華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5]苗栗縣 [351]苗栗縣頭份市中正一路401號 (037)663403

054333 縣立大同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5]苗栗縣 [350]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六鄰公義路890號 (037)580566

074308 縣立彰化藝術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7]彰化縣 [500]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3號 (04)7222844

074313 縣立二林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7]彰化縣 [526]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二城路6號 (04)8960121

074323 縣立和美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7]彰化縣 [508]彰化縣和美鎮西園路三十一號 (04)7552043

074328 縣立田中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7]彰化縣 [520]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街23號 (04)8745820

074339 縣立成功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7]彰化縣 [514]彰化縣溪湖鎮福德路310號 (04)8819676

084309 縣立旭光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8]南投縣 [542]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23號 (049)2563472

094301 縣立斗南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9]雲林縣 [630]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212號 (05)5972059

094307 縣立麥寮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9]雲林縣 [638]雲林縣麥寮鄉中興路310號 (05)6932050

094308
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附設

國中
公立 [09]雲林縣 [646]雲林縣古坑鄉荷苞村山峰17號 (05)5822075

094326 縣立蔦松藝術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09]雲林縣 [652]雲林縣水林鄉松北村1之1號 (05)7841801

104319 縣立竹崎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0]嘉義縣 [604]嘉義縣竹崎鄉竹崎村文化路23號 (05)2611006

104326 縣立永慶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0]嘉義縣 [612]嘉義縣太保市信義二路1號 (05)3627226

134304 縣立大同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3]屏東縣 [900]屏東縣屏東市和平路429號 (08)7663916



134321 縣立枋寮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3]屏東縣 [940]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義民路3號 (08)8782095

134324 縣立東港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3]屏東縣 [928]屏東縣東港鎮船頭路1號 (08)8322014

134334 縣立來義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3]屏東縣 [922]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147號 (08)7850086

140301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中附設國

中
公立 [14]臺東縣 [950]臺東縣臺東市體中路1號 (089)383629

144322 縣立蘭嶼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4]臺東縣 [952]臺東縣蘭嶼鄉椰油村37號 (089)732016

173304 市立中山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7]基隆市 [203]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162號 (02)24248191

173306 市立安樂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7]基隆市 [204]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360號 (02)24236600

173307 市立暖暖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7]基隆市 [205]基隆市暖暖區暖中路112號 (02)24575534

173314 市立八斗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7]基隆市 [202]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100號 (02)24692366

180301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附設國

中
公立 [18]新竹市 [300]新竹市東區介壽路300號 (03)5777011

183306 市立成德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8]新竹市 [300]新竹市北區崧嶺路128巷38號 (03)5258748

183307 市立香山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8]新竹市 [300]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124號 (03)5384332

183313 市立建功高中附設國中 公立 [18]新竹市 [300]新竹市東區建功二路17號 (03)5745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