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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種類 學校名稱 科別名稱 系科代碼 性別 名額 年級制 備註 

C001 籃球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科 001001 不拘 2 五年制 

設有優秀新生入學、運動績優
生及運動代表隊競賽成績優
秀獎學金，並為鼓勵本校運動

員於受訓參賽為國為校爭光
之餘能兼顧課業，特提供運動
代表隊選手學業成績加分辦

法及課業輔導機制，以彌補因
選訓與參賽影響課業學習。 

C001 籃球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

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01 機械科 001002 男 5 三年制 

電子科、資訊科、電機科、製

圖科、室內空間設計科、消防
工程科均有招收學生。 

C001 籃球 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101 普通班 001003 男 2 三年制 1.學校備有資源：1 面室內籃

球場、3 面室外風雨籃球場、
運動傷害防護室、重量訓練
室、200 米跑道。2.教練：高

丁國柱、翟詣雯、體能訓練師、
防護員。3.代表隊組訓及參賽
情形：(1)105 學年 HBL 男甲

級第八名、106 學年 HBL 男
甲級第六名、109 學年 HBL男
甲級第四名。(2)105-106 學年

HBL 女甲級前 12 名。 

C001 籃球 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101 普通班 001004 女 2 三年制 

C001 籃球 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404 資料處理科 001005 男 1 三年制 

C001 籃球 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404 資料處理科 001006 女 1 三年制 

C002 排球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

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01 機械科 002001 男 6 三年制 

電子科、資訊科、電機科、製
圖科、室內空間設計科、消防
工程科均有招收學生。 

C005 羽球 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101 普通班 005001 男 2 三年制 
1.學校備有資源：8 面室內羽
球場、運動傷害防護室、重量

訓練室、室外操場。2.教練：
李明照（單打教練）、徐紹文
（單打教練）、田子傑（雙打

教練）、體能訓練師、防護員。
3.代表隊組訓及參賽情形：本
校羽球隊招收來自全國各地

好手，聘請國內甲級優秀退役
選手擔任教練，讓選手可以接
受專業的指導。參賽部分，本

校與球隊每年積極參與全中
運、全國排名賽、高中盃羽球
錦標賽、全國羽球團體賽等全

國大型賽事，有機會也會安排
國外參賽機會，選手參賽機會
多。 

C005 羽球 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101 普通班 005002 女 2 三年制 

C005 羽球 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404 資料處理科 005003 男 1 三年制 

C005 羽球 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404 資料處理科 005004 女 1 三年制 

C006 棒球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105 體育班 006001 男 2 三年制   

C012 合球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

中學 
101 普通班 012001 不拘 2 三年制   

C019 柔道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

中學 
105 體育班 019001 不拘 2 三年制 

本校獲體育署補助運動績優
選手獎學金，符合申請資格者

將獲豐厚獎學金；運動設施完
善，施以專業體育及運動教
育，輔導適性發展，為培育運

動專業人才之搖籃。 

C020 空手道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305 資訊科 020001 不拘 3 三年制   

C020 空手道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434 應用日語科 020002 不拘 3 三年制   

C021 跆拳道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科 

021001 不拘 3 五年制  

C021 跆拳道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105 體育班 021002 不拘 2 三年制  

C021 跆拳道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105 體育班 021003 不拘 1 三年制 
1.入學獎學金：全中運第 1 名

壹萬元，第 2 名伍仟元，第 3
名參仟元。2.教練：陳坤羿。 

C022 拳擊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434 應用日語科 022001 不拘 6 三年制  

C024 武術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404 資料處理科 024001 不拘 4 三年制  



111 學年度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第 2 次甄審剩餘名額 
C 國中組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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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4 武術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433 應用英語科 024002 不拘 4 三年制   

C028 擊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健康餐旅科 028001 不拘 3 五年制  

C028 擊劍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105 體育班 028002 不拘 1 三年制 
1.入學獎學金：全中運第 1
名壹萬元，第 2 名伍仟元，

第 3 名參仟元。2.教練：黃
金珠。 

C031 游泳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 101 普通班 031001 不拘 2 三年制   

C039 田徑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105 體育班 039001 不拘 1 三年制   

C039 田徑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105 體育班 039002 不拘 1 三年制 
1.入學獎學金：全中運第 1
名壹萬元，第 2 名伍仟元，
第 3 名參仟元。2.教練：辜

榮輝、黃奕達、黃温良。 

C042 滑輪溜冰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

中學 
101 普通班 042001 不拘 2 三年制 

  

C045 拔河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101 普通班 045001 女 2 三年制   

C045 拔河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

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01 機械科 045002 男 8 三年制 

電子科、資訊科、電機科、
製圖科、室內空間設計科、
消防工程科均有招收學

生。 

C049 競技啦啦隊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

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01 機械科 049001 男 5 三年制 電子科、資訊科、電機科、

製圖科、室內空間設計科、
消防工程科均有招收學

生。 C049 競技啦啦隊 
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

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01 機械科 049002 女 5 三年制 

C049 競技啦啦隊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305 資訊科 049003 不拘 8 三年制   

C049 競技啦啦隊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503 幼兒保育科 049004 不拘 7 三年制   

C053 舉重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105 體育班 053001 不拘 1 三年制 
1.入學獎學金：全中運第 1
名壹萬元，第 2 名伍仟元，
第 3 名參仟元。2.教練：陳

聖元。 

C082 滾球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101 普通班 082001 不拘 2 三年制   

C100 電子競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電競數位遊戲與

動畫設計科 
100001 不拘 5 五年制 淡水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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