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07.17更新

學校名稱 改分發學校 最後設籍日 學校名稱 改分發學校 最後設籍日 學校名稱 改分發學校 最後設籍日

1 敦化國中 長安、五常
106.12.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金華國中 大安、仁愛、懷生

108.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中山國中 五常、長安、新興

107.3.31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2 龍門國中 大安、懷生
109.01.14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龍門國中 大安、和平

108.3.22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敦化國中 長安、五常、民生

107.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3 師大附中國中部 大安、仁愛、懷生
107.09.06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師大附中國中部 大安、仁愛、懷生

107.8.28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興雅國中 永吉、信義、瑠公、成德

107.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4 中正國中 古亭、懷生
106.12.31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中正國中 古亭、懷生

107.8.31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金華國中 大安、仁愛、懷生、螢橋

107.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5 政大附中國中部 北政、木柵、實踐、興福
109.03.05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大同高中國中部 長安、五常、新興

107.12.27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龍門國中 大安、和平、螢橋

107.4.15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6 陽明高中國中部 至善、士林、福安、重慶、格致
104.11.06

(具權狀)
政大附中國中部 木柵、興福、萬芳

108.1.31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具權狀)
師大附中國中部 大安、仁愛、懷生

106.9.12 (具權狀)
94.12.19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7 麗山國中 內湖、三民、西湖、誠正
108.01.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陽明高中國中部 至善、士林、福安、重慶

107.11.28
(具權狀) 中正國中 螢橋、古亭、弘道、懷生、南門

106.10.31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8 明湖國中 三民、西湖、東湖、誠正
109.0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石牌國中 北投、關渡、新民、蘭雅、天母

108.3.26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成淵高中國中部 建成、忠孝、民權、蘭州、重慶、新興、長安

107.3.27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9 金華國中 大安、仁愛、懷生
109.0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麗山國中 內湖、三民、西湖、濱江、誠正

108.1.4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大同高中國中部 長安、五常、新興

107.3.13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10 大同高中國中部 長安、五常、新興
109.0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明湖國中 三民、西湖、東湖、誠正

108.3.20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政大附中國中部 木柵、實踐、興福、北政、民族

107.2.26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11 石牌國中 北投、關渡、新民、明德、蘭雅、桃源
109.0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民族國中 和平、大安

107.9.14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陽明高中國中部 至善、士林、福安、重慶

101.9.20
(具權狀)

12 景美國中 興福、萬芳、實踐
109.0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芳和實中 和平、大安

107.11.27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石牌國中 北投、關渡、新民、明德、蘭雅

107.3.16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13 芳和實中 大安、興福
107.06.25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蘭州國中 重慶、新興、忠孝 108.07.05(額滿) 南港高中國中部 誠正、成德、瑠公

107.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14 民族實中 大安、興福
106.12.08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北政國中 木柵、興福 108.07.05(額滿) 麗山國中 內湖、三民、西湖、濱江、誠正

107.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15 濱江國中 西湖、北安
102.07.01

(父母雙方與學生共同設籍)
敦化國中 長安、五常、民生 108.07.05(額滿) 明湖國中 三民、西湖、東湖、誠正

107.3.30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16 中山國中 五常、長安、新興
109.3.31

(父或母與學生共同設籍)
大直高中國中部 北安、新興、濱江、西湖 108.07.05(額滿) 信義國中 永吉、瑠公、成德 107.6.1(額滿)

17 介壽國中 民生、五常 109.06.10(額滿) 景美國中 興福、萬芳 108.07.05(額滿) 介壽國中 民生、五常 107.7.11(額滿)

18 南門國中 龍山、萬華 109.06.10(額滿) 明德國中 蘭雅、士林、天母、北投 108.07.05(額滿) 民權國中 建成、新興 107.7.11(額滿)

19 成淵高中國中部 建成、忠孝、重慶、新興、長安 109.06.30(額滿) 成淵高中國中部 忠孝、重慶、新興、長安 108.07.10(額滿) 景興國中 實踐、興福、螢橋 107.7.12(額滿)

20 民生國中 西松、中崙、永吉 109.07.10(額滿) 民權國中 忠孝、重慶、新興、長安 108.07.10(額滿) 景美國中 實踐、興福、螢橋、萬芳 107.7.12(額滿)

21 螢橋國中 古亭、大安、龍山 109.07.10(額滿) 南門國中 古亭、龍山、萬華 108.07.10(額滿) 南門國中 螢橋、古亭、龍山、萬華 107.8.27(額滿)

22 弘道國中 龍山、古亭、萬華、忠孝 109.07.10(額滿) 介壽國中 民生、五常 108.07.10(額滿) 民族國中 螢橋、和平 107.11.13(額滿)

23 民權國中 忠孝、重慶、新興、長安 109.07.10(額滿) 景興國中 興福、萬芳 108.07.10(額滿) 芳和實中 螢橋、和平 107.12(額滿)

24 景興國中 實踐、興福、萬芳 109.07.10(額滿) 實踐國中 木柵、萬芳、興福 108.07.10(額滿) 西松高中國中部 民生、中崙、永吉 108.1(額滿)

25 興雅國中 永吉、信義、瑠公、成德 109.07.17(額滿) 螢橋國中 古亭、和平 108.07.11(額滿)

26 和平高中國中部 大安、懷生 109.07.17(額滿) 弘道國中 龍山、古亭、萬華、忠孝 108.07.11(額滿)

27 蘭州國中 重慶、新興、忠孝 109.07.17(額滿) 中山國中 五常、長安、新興 108.07.11(額滿)

28 南港高中國中部 誠正、成德、瑠公 109.07.17(額滿) 建成國中 忠孝、長安、新興、重慶 108.07.11(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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