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號
主管機關 學校名稱 備註

1 教育部 全人學校財團法人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學校型態

2 教育部 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型態

3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學校型態

4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型態

5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 學校型態

6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 委託私人

7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 學校型態

8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私立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學校型態

9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私立南海月光實驗教育學校 學校型態

10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光禾華德福實驗學校 學校型態

11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委託私人

12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蘭嶼高級中學 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辦理實驗教育學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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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管機關 學校名稱 實驗班名稱

1 雙語國際實驗班

2 自然探究實驗班

3 國立南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際數理實驗班

4 雙語實驗班

5 數理實驗班

6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7 iSTREAM雙語實驗班

8 自然教育實驗班

9 社會語文實驗班

10 數理實驗班

11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數理實驗班

12 數理實驗班

13 雙語實驗班

14 數理實驗教育班

15 雙語實驗班

16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雙語國際課程實驗班

17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8 雙語實驗班

19 科學實驗班

2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數理雙語實驗班

21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22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餐飲雙語實驗班

23 自然與科技實驗班

24 雙語實驗班

25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26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數理科學實驗班

27 南投縣私立弘明實驗高級中學 藝術人文實驗班

28 數理實驗班

29 社會科學雙語實驗班

30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31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32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33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34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35 臺南市私立德光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36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37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數理科技實驗班

38 數理實驗班

39 雙語教育實驗班

4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學 海洋科技人才培育實驗班

41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雙語實驗班

42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43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44 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45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46 雙語實驗班

47 數理實驗班

48 數理實驗班

49 語文實驗班

111學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12條第1項」辦理之學校名冊

教育部

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學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50 自然科學實驗班

51 雙語教育實驗班

52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53 臺南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華高級中學 國際雙語實驗班

54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

55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語文雙語實驗班

56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

57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

58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59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60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61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 IBDP國際文憑實驗班

62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數位學習實驗班

63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數位學習實驗班

64 數學實驗班

65 自然科學實驗班

66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數位科學實驗班

67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數學寫作實驗班

68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69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70 雙語實驗班

71 海外攬才子女專班

72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73 奎山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IB國際教育課程實驗計畫

74 餐飲磁性課程實驗班

75 國際餐飲課程實驗班

76 餐飲實務課程實驗班

77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寵物經營實驗班

78 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 電子競技實驗班

79 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時尚時裝實驗班

80 語文實驗教育班

81 數理實驗教育班

82 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實驗教育班

83 法商領導人實驗教育班

84 生醫科技實驗教育班

85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教育班

86 語文實驗教育班

87 數理實驗教育班

88 財經雙語實驗教育班

89 數理鑑識實驗教育班

90 雙語實驗教育班

91 數理實驗教育班

92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數理實驗教育班

93 人文社會實驗教育班

94 數理實驗教育班

95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
跨群科技職人才培育雙語實驗教育班(時裝

創作、數位藝術、人工智慧)

96 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雙語實驗教育班(空間測繪科)

97 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級中等學校 國際教育實驗教育班

98 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教育班

99 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 國際教育實驗教育班

100 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國際教育實驗教育班

教育部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新北市北大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基隆市政府

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101 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教育班

102 鄭義燕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教育班

103 金陵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教育班

104 崇義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義高級中學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

105 雙語實驗教育班(餐飲科)

106 原住民族文化實驗教育班

107 雙語國際實驗班

108 國際文憑課程(IBDP)專班

109 海外攬才子女專班

110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科技人文雙語實驗班

111 領導暨數理人才實驗班

112 日文實驗班

113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數理科技雙語實驗班

114 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學校 華德福教育實驗班

115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數理科技雙語實驗班

116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國際英語科技實驗班

117 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 雙語實驗班

118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 雙語國際實驗班

119 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

120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121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122 應用科學實驗班

123 數理實驗班

124 國際人文社會實驗班

125 英語實驗班

126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IB國際文憑課程實驗班

127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128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

129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雙語教育實驗班

130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31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國際雙語實驗班

132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數理國際雙語教育實驗班

133 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 國際教育雙語實驗班

134 數理實驗班

135 觀光教育實驗班

136 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37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 跨領域雙語實驗班

138 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 國際教育課程實驗班

139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40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數理實驗班

141 雲林縣政府 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42 語文國樂實驗班

143 數理實驗班

144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45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46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雙語教育實驗班—雙語實驗班

147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48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49 雙語實驗教育班—人文雙語實驗班

150 雙語實驗教育班—科學雙語實驗班

151 高雄市立楠梓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永誠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大明高級中等學校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152 科學實驗班

153 雙語實驗班

154 原住民族實驗班-人文組

155 原住民族實驗班-藝術組

156 國際教育實驗班

157 雙語實驗班

158 數理實驗班

159 雙語教學語文實驗班

160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雙語實驗班

161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序

號
主管機關 學校名稱

1
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2
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3
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依據「科學園區管理條例」辦理之學校名冊

說明：科學園區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為園區發展所需，且達一定規模時，應商請各級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設立實驗中小學、雙語部或雙語學校及幼兒園、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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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管機關 學校名稱

1 教育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2 教育部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3 教育部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4 教育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5 教育部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6 教育部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7 教育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8 教育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 教育部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 教育部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11 教育部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2 教育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3 教育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14 教育部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15 教育部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16 教育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依據「師資培育法」辦理之學校名冊
(非屬「實驗教育三法」之實驗教育學校)

說明：師資培育法第18條規定：「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設立與其培育之師資類科相同之附設實驗學

校、幼兒園或特殊教育學校（班），以供教育實習、實驗及研究。」

第 1 頁，共 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