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職群 職種 承辦學校 競賽日期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競賽時間 備註

1 機械基礎工作-鉗工 木柵高工 111年4月12日(二) 12:00~12:20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機械工場1樓
學科：13:00~13:30
術科：13:40~16:10

2 機械識圖與製圖 木柵高工 111年4月12日(二) 12:00~12:20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機械工場2樓
學科：13:00~13:30
術科：14:00~16:00

3 機械基礎工作-車床 大安高工 111年4月16日(六) 08:40~09:00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機械工場1樓
學科：09:10~09:40
術科：10:20~12:20

4 機車基本認識 大安高工 111年4月14日(四) 12:00~12:40 大安高工青藤樓4樓專業教

室

學科：13:05~13:35
術科：14:00~15:30

5 汽車基本認識 南港高工 111年4月14日(四) 12:20~12:50 南港高工汽車科1樓電動車

專業教室

學科：13:20~13:50
術科：14:10~16:10

6 電動機車修護 南港高工 111年4月13日(三) 12:20~12:50 南港高工汽車科1樓電動車

專業教室

學科：13:20~13:50
術科：14:10~16:00

7 基礎電子應用 內湖高工 111年4月15日(五) 11:40~12:00 內湖高工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學科：13:20~14:00
術科：

試題一14:20~14:40
試題二14:50~16:20

8 電氣裝配(室內配線) 松山工農 111年4月12日(二) 10:30~10:50 松山工農成功樓2樓203教
室

學科：11:10~11:50
術科：13:20~14:40

9 工業控制(工業配線) 松山工農 111年4月12日(二) 10:30~10:50 松山工農民族樓 3 樓
基本電學實習工場

學科：11:00~11:40
術科：13:00~15:00

10 航空電子 滬江高中 111年4月13日(三) 09:00~09:30 滬江高中資訊樓

3樓301教室

學科：09:50~10:30
術科：

試題一：10:50~11:40
試題二：13:20~14:10

11 能源與冷凍技術 南港高工 111年4月9日(六) 08:00~08:20 南港高工冷凍科1F多媒體

教室

學科：08:40~09:20
術科：

試題一：09:40~10:40
試題二：11:00~12:00

12 電器修護 內湖高工 111年4月15日(五) 11:40~12:00 內湖高工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學科：13:20~14:00
術科：

試題一14:20~15:00
試題二15:20~16:00

13 網路資安 內湖高工 111年4月15日(五) 11:40~12:00 內湖高工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學科：13:20~14:00
術科：

試題一14:20~15:10
試題二15:20~16:10

14 軟體設計 滬江高中 111年4月13日(三) 09:00~09:30 滬江高中資訊樓

3樓301教室

學科：09:50~10:30
術科：

試題一：10:50~11:40
試題二：13:20~14:20

15 識圖與製圖 惇敘工商 111年4月12日(二) 10:20~10:50 惇敘工商製圖教室
學科：11:00~11:50
術科：13:10~15:40

16 木工 惇敘工商 111年4月12日(二) 10:20~10:50 惇敘工商製圖教室
學科：11:00~11:50
術科：13:1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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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化工 化驗 松山工農 111年4月11日(一) 11:40~12:00 民生樓化工科3F
化工裝置實驗室

學科：13:20~13:50
術科：14:00~15:40

18 商業與管理 士林高商 111年4月13日(三) 11:40~12:00 士林高商實習處

(行政大樓四樓)
學科：13:00~13:50
術科：14:00~15:40

19 寵物經營 景文高中 111年4月14日(四) 11:40~12:00 景文高中謙敬樓

1樓階梯教室

學科：13:30~14:00
術科：14:20~16:00

20 電子競技 幼華高中 111年4月13日(三) 11:40~12:00 幼華高中教學大樓

1樓大廳

學科：13:00~13:30
術科：13:40~14:40

21 網頁設計 松山家商 111年4月13日(三) 10:30~11:00 松山家商

活動中心一樓

學科：11:10~12:00
術科：13:10~14:50

22 海報設計 松山家商 111年4月13日(三) 10:30~11:00 松山家商

活動中心一樓

學科：11:10~12:00
術科：13:10~16:10

23 基礎素描 泰北高中 111年4月13日(三) 10:30~11:00 泰北高中重光樓

二樓圖書館

學科：11:10~12:00
術科：13:10~16:10

24 多媒體設計 康寧大學 111年4月13日(三) 11:40~12:00 康寧大學行政大樓

2樓先雲廳

學科：13:20~14:00
術科：14:20~16:20

25 3D數位遊戲角色設計 普林思頓高中 111年4月11日(一) 9:00~10:00 普林思頓高中育達

高職部綜合大樓5樓禮堂

學科：10:00~12:00
術科：13:30~16:00

26 油漆裝潢 滬江高中 111年4月13日(三) 08:30~08:50 滬江高中嵩慶樓一樓(圖書

館前)
學科：13:20~14:00
術科：09:00~12:00

27 植物栽培 松山工農 111年4月14日(四) 11:40~12:00 松山工農大同樓5F第二會

議室

學科：13:20~13:50
術科：

試題一：14:20~14:50
試題二：15:00~16:00

28 花藝 松山工農 111年4月14日(四) 11:40~12:00 松山工農大同樓5F第二會

議室

學科：13:20~13:50
術科：

試題一：14:20~14:50
試題二：15:00~16:00

29 食品 松山工農 111年4月13日(三) 11:40~12:00 松山工農食品加工科

2F專業教室

學科：13:00~13:50
術科：14:00~16:00

30 烘焙 松山工農 111年4月14日(四) 11:40~12:00 松山工農食品加工科

2F專業教室

學科：13:00~13:50
術科：14:00~16:00

31 美容 喬治工商 111年4月13日(三) 11:30~12:00 喬治高職浩然樓4樓梯廳
學科：13:30~14:10
術科：14:30~15:20

32 美髮 稻江護家 111年4月12日(二) 11:30~12:00 稻江護家行政大樓

1F川堂

術科：13:10~14:00
學科：14:2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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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飾 普林思頓高中 111年4月14日(四) 11:00~11:30 普林思頓高中綜合樓302教
室

術科：12:50~14:20
學科：14:30~15:10

34 照顧服務 開南中學 111年4月13日(三) 08:00~08:30 開南中學B1 階梯教室
學科：08:40~09:10
術科：09:30~14:30

35 中點 稻江護家 111年4月13日(三) 07:50~08:10 稻江護家

五樓視廳教室

學科：08:20~08:50
術科：09:20~16:00(分四梯

次，每梯次測試時間80分
鐘)

36 中餐 喬治工商 111年4月13日(三) 07:50~08:10 喬治高職浩然樓4樓霞雲廳

學科：08:20~08:50
術科：09:10~16:00(每梯次

測試時間80分鐘)

37 餐服 開南中學 111年4月13日(三) 08:00~08:30 開南中學川堂
學科：08:40~09:10
術科：09:30~14:30

38 飲料調製 普林思頓高中 111年4月12日(二) 08:00~08:30 普林思頓高中綜合大樓302
教室

學科：08:40~09:10
術科：09:30~12:30

39 舞蹈類展演實務 泰北高中 111年4月13日(三) 10:00~11:00 泰北高中松鐸樓2樓 學科：11:10~12:00
術科：13:30~16:30

40 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普林思頓高中 111年4月13日(三) 10:00~11:00 普林思頓高中川堂
學科：11:10~12:00
術科：12:50~16:10

41 口語傳播 普林思頓高中 111年4月11日(一) 10:00~11:00 普林思頓高中川堂
學科：11:10~12:00
術科：13:30~16:30

42 海事 獨木舟操作 台北海洋科大 111年4月16日(六) 11:40~12:00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士林校

區樂群樓一樓102教室

學科：13:20~13:50
術科：14:0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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