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區辦理108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一覽表 

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學校 特色招生科/班 班數 招生名額 備註 

臺南一中 數理科學教育班 8 288 續辦 

臺南女中 科學人文班 5 180 續辦 

家齊高中 數理特色班 1 36 續辦 

臺南二中 國際資訊科技特色班 1 36 續辦 

南科實中 科學人文班 1 30 續辦 

南大附中 數理特色班 1 36 續辦 

 

 

 

 

 

 

 

 

 

 

 

 

 

 

  



二、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學校 特色招生科/班 群科歸屬 招生名額 招生方式 備註 

臺南高商 

資料處理科 

(數位科技精英班) 
商業與管理群 36 術科+書審 續辦 

國際貿易科 

(外貿精英班) 
商業與管理群 36 術科+書審 續辦 

應用外語科 

(職場英文精英班) 
外語群 36 術科+書審 續辦 

廣告設計科 

(文創設計班) 
設計群 50 術科+書審 續辦 

觀光事業科 

(餐旅休閒管理班) 
餐旅群 36 術科+書審 續辦 

臺南高工 板金科 機械群 20 術科+書審 續辦 

家齊高中 
流行服飾科 

(流行服飾科特色班) 
家政群 36 術科 續辦 

臺南海事 

電子科 

(AI 智慧型機器人特色菁

英班) 

電機電子群 36 術科+書審+面試 新申辦 

北門農工 

機械科 機械群 15 術科+書審 續辦 

電腦機械製圖科 

(電腦輔助設計製圖與製造

班) 

機械群 34 術科+書審 新申辦 

土木科 

(營建實務班) 
土木與建築群 34 術科+書審 續辦 

電子商務科 商業與管理群 15 術科+書審 續辦 

食品加工科 

(食品加工實務班) 
食品群 34 術科+書審 新申辦 

造園科 農業群 15 術科+書審 新申辦 

畜產保健科 農業群 15 術科+書審 新申辦 

曾文家商 
餐飲管理科 

(廚藝管理班) 
餐旅群 36 術科+書審 新申辦 

新營高工 

機械科 

(數控加工特色班) 
機械群 36 術科+書審+面試 續辦 

模具科 

(電腦輔助模具設計製作

班) 

土木與建築群 36 術科+書審 續辦 



資訊科 

(APP 暨機器人程式設計

班) 

電機電子群 36 術科+書審+面試 續辦 

育德工家 

飛機修護科 

(航太產業菁英班) 
動力機械群 46 術科+面試 新申辦 

多媒體設計科 設計群 22 術科+面試 新申辦 

時尚造型科 家政群 22 術科+面試 新申辦 

餐飲管理科 餐旅群 22 術科+面試 新申辦 

長榮女中 

美容科 

(亮麗美妝班) 
家政群 46 術科 續辦 

美容科 

(幸福魔髮師班) 
家政群 46 術科 續辦 

時尚造型科 

(新娘秘書班) 
家政群 46 術科 續辦 

觀光事業科 

(府城古蹟美食休閒班) 
餐旅群 46 術科 續辦 

餐飲管理科 

(茶飲文化班) 
餐旅群 46 術科 續辦 

長榮中學 

機電科 

(氣壓迴路設計與自動控制

班) 

機械群 46 術科+面試 新申辦 

流通管理科 商業與管理群 25 術科+書審+面試 新申辦 

應用外語科 

(國際會展旅遊菁英班) 
外語群 46 術科+面試 新申辦 

美工科 設計群 25 術科+書審 新申辦 

廣告設計科 

(動漫手遊角色設計班) 
設計群 46 術科+書審 新申辦 

南英商工 

汽車科 

(先進檢修實務特色班) 
動力機械群 46 術科 續辦 

應用日語科 

(日文特色班) 
外語群 25 術科 續辦 

觀光事業科 

(國際旅運專班) 
餐旅群 25 術科+面試 續辦 

餐飲管理科 

(餐飲廚藝班) 
餐旅群 46 術科+面試 續辦 

多媒體動畫科 

(電競遊戲設計班) 
藝術群 46 術科 續辦 

電影電視科 藝術群 25 術科 續辦 



(影視才藝特色班) 

陽明工商 

汽車科 

(汽車技術特色班) 
動力機械群 40 術科+書審 續辦 

資訊科 

(電競特色班) 
電機電子群 20 術科+書審 續辦 

商業經營科 

(門市服務特色班) 
商業與管理群 20 術科+書審 續辦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應用

外語特色班) 
外語群 20 術科+書審 續辦 

多媒體設計科 

(動漫遊戲及創新設計

班) 

設計群 20 術科+書審 續辦 

家具木工科 

(師徒制木作職人班) 
土木與建築群 20 術科+書審 新申辦 

光華高中 

多媒體設計科 

(動漫國際特色班) 
設計群 46 術科 續辦 

幼兒保育科 

(幼教職場實務班) 
家政群 46 術科 續辦 

流行服飾科 

(時尚新創特色班) 
家政群 23 術科 新申辦 

餐飲管理科 

(美食文化特色班) 
餐旅群 46 術科 續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