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國立政治大學 2017 年包種茶節活動-歷年高中報名人數概況
年度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學校及人數
共 26 所高中學校，計 1,724 人
共 34 所高中學校，計 2,845 人
共 38 所高中學校，計 3,011 人
共 40 所高中學校，計 2,489 人
共 54 所高中學校，計 3,456 人
共 48 所高中學校，計 3,201 人
大甲高中(43 人)
大同高中(12 人)
中山女高(34 人)
中正高中(4 人)
中壢高商(3 人)
丹鳳高中(11 人)
文華高中(197 人)
北一女(4 人)
永年中學(1 人)
永春高中(8 人)
成淵高中(4 人)
竹北高中(160 人)
西苑高中(122 人)
延平中學(50 人)
明道中學(5 人)
明德高中(15 人)
武陵高中(1 人)
金陵女中(4 人)
苗栗農工(1 人)
家齊女中(1 人)
基隆女中(40 人)
崇光女中(1 人)
惠文高中(1 人)
景美女中(1 人)
新北高中(55 人)
新竹女中(13 人)
楊梅高中(42 人)
僑泰中學(320 人)
臺中二中(266 人)
臺南女中(2 人)
羅東高中(85 人)
麗山高中(21 人)
共 63 所高中學校，計 3,017 人
二林高中(28 人)
三民高中(2 人)
大園高中(40 人)
大里高中(5 人)
中山女高(2 人)
中正高中(2 人)
中崙高中(10 人)
中興高中(76 人)
內壢高中(52 人)
六家高中(1 人)
正心中學(31 人)
永豐高中(54 人)
竹北高中(43 人)
竹林高中(3 人)
延平高中(20 人)
忠明高中(41 人)
東山高中(107 人)
松山高中(71 人)
虎尾高中(3 人)
南山高中(4 人)
建國中學(10 人)
苑裡高中(1 人)
海山高中(160 人)
海星高中(24 人)
清水高中(8 人)
復旦高中(123 人)
湖口高中(1 人)
華盛頓高中(45 人)
新北高中(3 人)
新竹女中(35 人)
楊梅高中(42 人)
溪湖高中(4 人)
彰化女中(32 人)
彰化高中(48 人)
臺中女中(7 人)
臺南一中(5 人)
磊川華德福實驗中學
磐石中學(2 人)
(3 人)

大直高中(5 人)
中和高中(19 人)
內湖高中(1 人)
正心中學(21 人)
安康高中(42 人)
竹林高中(5 人)
忠明高中(122 人)
東山高中(137 人)
南崁高中(2 人)
師大附中(43 人)
清水高中(128 人)
華江高中(2 人)
新店高中(1 人)
嘉義女中(82 人)
衛理女中(4 人)
蘭陽女中(13 人)

大園高中(208 人)
中壢高中(2 人)
內壢高中(1 人)
永平高中(1 人)
成功高中(5 人)
西松高中(80 人)
明倫高中(8 人)
板橋高中(61 人)
苑裡高中(1 人)
海星高中(29 人)
復旦高中(338 人)
陽明高中(7 人)
暖暖高中(52 人)
臺中一中(40 人)
興大附中(30 人)

三重商工(1 人)
大溪高中(1 人)
中和高中(42 人)
中華高中(50 人)
文華高中(203 人)
光仁高中(3 人)
西松高中(173 人)
明倫高中(22 人)
板橋高中(26 人)
南光高中(2 人)
家齊高中(1 人)
基隆女中(9 人)
惠文高中(32 人)
華僑高中(4 人)
新竹高中(9 人)
嘉義女中(86 人)
臺中一中(2 人)
臺南女中(2 人)

大同高中(55 人)
中大壢中(173 人)
中科高中(14 人)
中壢高商(1 人)
弘文高中(2 人)
安康高中(40 人)
西苑高中(160 人)
明道中學(22 人)
治平高中(75 人)
南湖高中(1 人)
時雨高中(9 人)
崇光女中(3 人)
景美女中(1 人)
陽明高中(119 人)
暖暖高中(35 人)
嘉義高中(4 人)
臺中二中(164 人)
鳳山高中(4 人)

稻江高職(3 人)

關西高中(1 人)

年度
2016

2017

學校及人數

羅東高中(77 人)
辭修高中(2 人)
共 84 所高中學校，計 2,941 人
大園國際高中(82 人) 楊梅高中(124 人)
中科實驗中學(41 人) 嘉義女中(75 人)
平鎮高中(2 人)
彰化女中(69 人)
復旦中學(67 人)
臺東高中(117 人)
中大壢中(20 人)
蘭陽女中(21 人)
中興高中(41 人)
暖暖高中(43 人)
內壢高中(7 人)
復興實驗中學(4 人)
竹北高中(258 人)
正心中學(11 人)
虎尾高中(2 人)
斗六家商(1 人)
科園實中(1 人)
慈濟大學附中(7 人)
苗栗高中(43 人)
三民高中(4 人)
中和高中(3 人)
家齊高中(2 人)
丹鳳高中(82 人)
師大附中(3 人)
北大高中(1 人)
桃園高中(4 人)
永平高中(3 人)
高師大附中(4 人)
光復高中(1 人)
基隆女中(21 人)
安康高中(40 人)
大安高工(1 人)
竹林高中(9 人)
華僑高中(4 人)
板橋高中(42 人)
陽明高中(101 人)
時雨高中(40 人)
新竹高中(40 人)
共 80 所高中學校，計 3,442 人

蘭陽高中(22 人)

其他(2 人)

海山高中(160 人)
新北高中(4 人)
樹林高中(1 人)
六家高中(54 人)
協同高中(1 人)
成功高中(3 人)
大甲高中(122 人)
女子高中(46 人)
中港高中(1 人)
文華高中(147 人)
立人高中(3 人)
后綜高中(164 人)
西苑高中(86 人)
明道中學(127 人)
東山高中(50 人)
臺中一中(42 人)
臺中二中(120 人)
惠文高中(37 人)
華盛頓高中(90 人)
僑泰高中(175 人)

龍津高中(160 人)
大同高中(50 人)
中正高中(1 人)
中崙高中(6 人)
再興高中(60 人)
成功高中(10 人)
西松高中(243 人)
和平高中(1 人)
延平中學(5 人)
明倫高中(5 人)
東山高中(1 人)
松山高中(6 人)
金甌女中(4 人)
建國中學(1 人)
北一女中(1 人)
景美女中(5 人)
華江高中(3 人)
衛理女中(1 人)
薇閣高中(2 人)
麗山高中(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