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知單證號：第 BT01-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張○喆 

 身分證字號：P124788***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02-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廖○甄 

 身分證字號：P224676***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03-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吳○真 

 身分證字號：P224675***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04-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張○哲 

 身分證字號：P124570***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05-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黃○寅 

 身分證字號：P124789***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06-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魏○茗 

 身分證字號：P124813***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07-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沈○昕 

 身分證字號：P124568***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08-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王○憲 

 身分證字號：P124826***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09-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林○恩 

 身分證字號：P124569***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0-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王○浩 

 身分證字號：P124571***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1-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黃○揚 

 身分證字號：P224328***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2-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沈○彥 

 身分證字號：P124568***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3-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蔡○謙 

 身分證字號：P124568***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4-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李○昇 

 身分證字號：P124571***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5-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林○成 

 身分證字號：P124825***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6-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林○瑩 

 身分證字號：P224817***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7-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黃○慈 

 身分證字號：P224327***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8-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廖○賢 

 身分證字號：P124569***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19-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廖○銘 

 身分證字號：P124788***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20-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廖○穎 

 身分證字號：P124788***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21-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李○銘 

 身分證字號：P124509***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22-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沈○任 

 身分證字號：P124826***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23-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王○熯 

 身分證字號：P124849***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24-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林○聖 

 身分證字號：P124833***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25-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張○林 

 身分證字號：M123171***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通知單證號：第 BT26-AN 號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 學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畜保科 

應試通知單 

 

 

 

 

姓    名：廖○哲 

 身分證字號：*** 

 

注

意 

1.無通知單者不准入場，遺失者請於考

試當天攜帶證明文件向試務中心申

請補發。 

2.本單請妥為保存，錄取後依此單報

到。 

………………………………………………………………………………………………………… 

110 年 4 月 24 日（星期六） 試場規則 

時間 考試科目 考試地點 配合防疫需求，請入校之考生全程配戴口
罩，並落實使用酒精消毒動作。 
1.請帶本通知單及有照片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有照片））
參加考試及備查。遲到 15 分以上不准
入場。 

2.術科測驗當天請著輕便服裝（如國中運
動服）及布鞋，以方便術科操作。 

3.術科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
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與繪圖之文具
（藍、黑色原子筆、立可白、2B 鉛筆、
橡皮擦），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
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
不得攜帶進入考場（若攜帶，考場不負
保管之責），違者不予計分。 

4.本校於 4/23(四)15：00 將考場位置圖
與各科考試日程表公告於本校首頁-最
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閱。 

5.術科測驗成績將於 5/17(一)上午公告 
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請考生上網查
閱。 

8：10～8：30 報到 保健教室 

8：30～9：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識別測驗 
保健教室 

9：20～9：30 休息 保健教室 

9：30～10：20 

測驗說明及 

動物用藥 

調配測驗 

保健教室 

10：20～10：30 休息 保健教室 

10:30～12:10 面試 保健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