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級應屆畢業生應按照「校內報名」之期程進行各項報名作業，若錯過時間導致無法報名，請自行承擔！ 國立師大附中國中部 110年高中職五專多元入學作業日程一覽表 (110.04.01) 學生修訂版 

項    目 報名費 採計成績 校內報名 
寄發 

准考證 
測驗日期 

寄發成績單/ 

通知單 
分發、放榜 報到日期 放棄期限 

主辦學校及備註 

(簡章請自行下載) 

國中教育會考 
應屆畢業生 

免繳 
 2/24(三) 4/9(五) 5/15(六)~5/16(日) 6/4(五)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網 站 ：

http://cap.ntnu.edu.tw/ 

直升入學 無 
基北區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 
5/31(一)-6/4(五)(9時 10分前)    6/4(17時) 6/7(一)(9〜12 時) 6/7(一)15時前 

師大附中 

http://www.hs.ntnu.edu.tw/ 

臺北市第一類 

優先免試入學 
100元 

超額採現場抽籤方

式決定撕榜順序 

5/19(三)12 時前繳回報名表 

(自行列印報名表) 
 

3/29(一)8時-4/9(五)17時 

(系統操作練習) 

5/17(一)9時-5/18(二)17

時(正式選填志願) 

 5/24(一)11 時 

5/25(二)9~10 時登記、 

10-12 時公開抽籤、現場撕

榜(視同報到) 

6/7(一) 

8 時至 12 時 

優免入學 

http://110priorefa.tp.edu.tw 

臺北市第二類 

優先免試入學 
100元 

基北區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 

6/7(一)12 時前繳回報名表 

(自行列印報名表) 
 

6/1(二)8 時〜6/7(一)17

時開始正式選填志願 
 

6/11(五)11 時 

公告分發序 

6/15(二) 9~10 時登記、 

10-12 時現場撕榜(視同報到) 

6/15(二) 

13 時至 15 時 

優免入學 

http://110priorefa.tp.edu.tw 

基北區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 

（師附/政附/西松/海

附） 

500元 
特招學科測驗 

請參閱四校簡章 

皆採個別報名方式，報名

繳件日期與時間請參閱四

校簡章 

第一階段:網路報名 

6/16(三) -6/18(五) 

第二階段:現場報名繳件 

6/17(四)-6/18(五) 

現場 

發放 
6/20(日)上午，請見簡章 

6/21(一)17 時查成績； 

請在 6/23(三)12 時前

完成網路志願選填 

7/6(二)11 時 7/8(四)9~11 時 7/12(一)14 時前 

師大附中 

http://www.hs.ntnu.edu.tw/ 

政大附中

http://www.ahs.nccu.edu.tw 

西松高中 

http://www.hssh.tp.edu.tw/  

海大附中  

https://www.klms.ntou.edu.tw/ 

基北區免試入學 230元 

志願序、多元學習

表現及國中教育會

考 

6/24(四)12 時前返校繳交

正式報名表 
 

6/17(四)12 時〜

6/23(三) 12時集體列印

將無法再選填志願 

6/23(三)15時返校領

取正式報名表 
7/6(二)11 時 7/8(四)9~11 時 7/12(一)14 時前 

三次模擬選填志願時間請參閱備註欄 

志願選填： 

https://ttk.entry.edu.tw/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特

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

學 

詳見簡章內各招生學校之規定 

欲報考的同學請洽輔導組 

3/8(一)上午 9 時起自行網

路報名及列印報名表 

3/11(四)12時前至教務組

繳交報名表及書審文件 

 4/25(日)術科測驗 
5/17(一)9 時術科成

績 

6/9(三)9 時 

公告放榜 

6/10(四) 9-12時前依各校需

求完成報到 
6/11(五)11 時前 

簡章: 

https://12basic.tp.edu.tw/news/view/149 
第一階段：網路填寫報名資料 

http://earth.slhs.tp.edu.tw/110sp

ecial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專

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

學 

書面審查

100元 

術科測驗

230元 

詳見招生簡章 

（請洽輔導組） 

2/22(一)起自行網路報名

及列印報名表 

2/26(五)12 時前至教務組

繳交書審報名資料 

3/24(三)16 時前至教務組

繳交術科報名資料 

 4/24(六)術科測驗 
3/22(一)書審結果 

5/10(一)術科成績 

正取 6/9(三) 9 時 

備取 6/11(五)12 時 

正取 6/10(四) 9~11 時 

備取 6/11(五)14~15 時 

正取 6/11(五)11 時前 

備取 6/11(五)17 時前 

簡章： 

https://vs.ntpc.edu.tw/ 
 

全國一區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300元 

請洽輔導組 
詳見招生簡章 

5/17(一)-5/18(二)16 時前至

輔導組報名繳件 
 

5/24(一)10 時起至

6/1(二)17 時止， 

志願選填操作練習 

請在 6/3(四)10 時起 

至 6/8(二)17 時止 

完成網路志願選填 

6/10(四)9 時起 
6/15(二)15 時止 

詳見各校簡章 

6/15(二)15 時止 

詳見各校簡章 

五專優免：

https://www.jctv.ntut.edu.tw/u

5/ 

北區五專入學 
300元 

請洽輔導組 

多元學習表現、技

藝優良、弱勢身

分、均衡學習、適

性輔導及國中會考 

6/17(四)-6/18(五)16時前至

輔導組報名繳件 
  7/2(五) 7/7(三)現場分發報到 7/12(一)15 時前 

五專招生資訊網：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5/ 

基北區 

技優甄審入學 
請洽輔導組 

5/3 (一)前請洽輔導組 

5/3(一)9 時-5/11(二)17 時線上

填報 

5/20(四)16 時前至輔導組繳交

報名表 

   6/9(三)11 時 6/10(四)9~12 時 6/11(五)12 時前 http://www.saihs.edu.tw/ 

實用技能學程 

輔導分發 
請洽輔導組 

5/13(四)前請洽輔導組 

5/13(四)-5/19(三)線上填報 

5/19(三)16 時前至輔導組

繳交報名表 

   6/7(一)10 時 
日間部 6/10(四)9~12 時 

夜間部 6/10(四)15~18 時 
6/11(五)12 時前 http://www.tsvs.ntpc.edu.tw/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優先

入學 

需(中)低收入戶、失業勞工、 

特殊境遇家庭、育幼院童、農漁

民子女、軍公教遺族、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原住民方可報名 

5/13(四)前請洽輔導組

5/20(四)16 時前至輔導組繳

報名表 

 

 

 

 

 

 

 

  6/9(三)9 時 

6/10(四)9~11 時及 14~16 時 

學校如另訂報到時間者，從

其規定 

6/11(五)12 時前 http://www.mcvs.tp.edu.tw / 

http://cap.ntnu.edu.tw/
http://www.hs.ntnu.edu.tw/
http://www.hs.ntnu.edu.tw/
http://www.ahs.nccu.edu.tw/
https://ttk.entry.edu.tw/
https://vs.ntpc.edu.tw/


※ 以上各項作業時程如有異動，以各招生簡章為準，並隨時公告於國中部官網。其他各校獨招部分，請自行上網查詢或洽輔導室及體育組。 ※ 請參考 110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http://adapt.k12ea.gov.tw/index.php 

※ 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校內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4/27(二)，請洽教務組。                                                            ※ 各式報名表件，請勿塗改，若有塗改請盡速洽教務組重印表單，家長簽名部份請簽全名(正楷)&，勿用鉛筆。 

※ 准考證及成績單需由學生親自領取，不得由同學代領；但可由家長攜帶身份證件(如學生之健保卡)代領或代為報名。                    ※ 升學輔導請洽輔導老師，分機 616；報名流程請洽教務組，分機 611、621。 

※ 三次志願模擬選填時間: 109/12/28~110/1/15、110/3/29~110/4/9、110/6/7~110/6/16 

※ 各項說明會時間：3/6(六)上午：九年級家長多元入學宣導會、3/15(一)週會時間：九年級多元入學宣導會、5/10(一)週會時間：學生會考考試說明、5/17(一)週會時間：九年級學生多元入學宣導會。為確保學生、家長均了解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以上 

   宣導會請務必參加。                                                                                                                                                                               國中部教務組製表 

項    目 報名費 採計成績 校內報名 
寄發 

准考證 
測驗日期 

寄發成績單/ 

通知單 
分發、放榜 報到日期 放棄期限 

主辦學校及備註 

(簡章請自行下載) 

科學班 

建中 

資格審查： 

500元 

實驗實作： 

800元 

請參閱簡章 

2/20(六)線上說明會 

2/22-2/26 請將資料送至教務

組核章 

2/22(一)~3/5(五)通訊報名

或 3/4(四)-3/5(五)9 時-16 時現

場報名 

請自行報名 

 

3/13(六)科學能力檢定 

3/23(二)~3/24(三) 

實驗實作(二日科學營) 

3/10(三)公布資格審

查結果；3/19(五)公

布實驗實作名單 

4/1(四)17 時 

正取 4/9(五)13~15 時 

備取 4/13(二)~4/16(五) 

依序遞補 

正取

4/12(一)13~17 時 

備取於報到後以

書面提出放棄入

學資格 

建國中學 

http://www.ck.tp.edu.tw/ 

附中 

資格審查： 

500元 

實驗實作： 

800元 

請參閱簡章 

1/26(二)招生說明會 

2/22-2/26 請將資料送至教務

組核章 

2/22(一)~3/5(五)通訊報名 

請自行報名(通訊報名) 

 

3/13(六)科學能力檢定 

3/27(六)~3/28(日) 

實驗實作 

3/10(三)公布資格審

查結果；3/22(一)公

布實驗實作名單 

4/8(四)17 時 

正取 4/9(五)9~12 時 

備取 4/13(二)~4/14(三) 

9~12 時依序遞補 

正取 4/12(一)12

時前 

備取於報到後以

書面提出放棄入

學資格 

師大附中 

http://www.hs.ntnu.edu.tw/ 

北一女 

資格審查： 

500元 

實驗實作： 

800元 

請參閱簡章 

2/19(五)招生說明會 

2/22-2/26 請將資料送至教務

組核章 

2/22(一)~3/5(五)通訊報名 

請自行報名(通訊報名) 

 

3/13(六)科學能力檢定 

3/25(四)~3/26(五) 

實驗實作 

3/10(三)公布資格審

查結果；3/18(四)公

布實驗實作名單 

4/1(四)17 時前 

正取 4/9(五)13~17 時 

備取 4/13(二)~4/16(五) 

依序遞補 

正取

4/12(一)13~17 時 

備取於報到後以

書面提出放棄入

學資格 

北一女 

http://www.fg.tp.edu.tw/ 

體育班暨運動績優生獨

招 
請洽體育組 

詳見各校簡章 
術科測驗 

4/26(一)~4/28(三) 

自行報名 
 5/1(六)術科測驗  5/3(一)17 時前 7/8(四)9~12 時 7/12(一)17 時前  

(北區) 

藝才班 

術科測驗 

美術 1200 元  3/2(二)9~16 時  
4/10(六)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4/27(二)成績單 

5/12(三)鑑定結果 
   

美術班： 

師大附中 

http://www.hs.ntnu.edu.tw/ 

 

音樂班： 

新店高中 

http://www.htsh.ntpc.edu.tw/ 

 

舞蹈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http://www.fhsh.tp.edu.tw/ 

 

 

戲劇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http://www.fhsh.tp.edu.tw/ 

音樂 2800 元  3/2(二)9~16 時  
4/17(六)~4/19(一)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4/27(二)成績單 

5/12(三)鑑定結果 
   

舞蹈 2000 元  3/2(二)9~16 時  
4/17(六)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4/27(二)成績單 

5/12(三)鑑定結果 
   

戲劇 1700 元  3/2(二)9~16 時 3/15(一) 
4/10(六)~4/11(日)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4/27(二)成績單    

(北區) 

藝才班 

競賽表現入學 

美術 

280元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國際性個人競賽 
3/17(三) 9~16 時    3/30(二) 

4/6(二)9~16 時 

須到錄取學校報到 
4/7(三)16 時前 

音樂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國際性個人競賽 
3/24(三) 9~16 時    4/8(四) 

4/12(一)9~16 時 

須到錄取學校報到 
4/13(二)16 時前 

舞蹈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國際性個人競賽 
3/24(三) 9~16 時    4/8(四) 

4/12(一)9~16 時 

須到錄取學校報到 
4/13(二)16 時前 

(北區) 

藝才班 

甄選入學 

美術 

280元 

術科測驗 

教育會考 
6/8(二)9~16 時  

5/13(四)~5/28(五) 

國中登錄會考准考證號 

6/23(三)寄發選校序

號通知及報到須知 

7/7(三)依報到須知規定時段至 

師大附中現場分發及報到 
7/8(四)16 時前 

音樂 
術科測驗 

教育會考 
6/8(二)9~16 時  

6/23(三)寄發選校序

號通知及報到須知 

7/7(三)依報到須知規定時段至 

新店高中現場分發及報到 
7/8(四)16 時前 

舞蹈 
術科測驗 

教育會考 
6/18(五)9~16 時  

6/15(一)寄發志願選

填通知或上網查詢 
7/6(二)20 時前 

7/8(四)依報到須知規定

時段報到 
7/9(五)16 時前 

戲劇 
術科測驗 

教育會考 
6/8(二)9~16 時   

正取 7/6(二) 9 時 

備取 7/8(四)17 時 

正取 7/8(四)9~12 時 

備取 7/9(五)9-12 時 
7/12(一)12 時前 

http://adapt.k12ea.gov.tw/index.php
http://www.hs.ntnu.edu.tw/
http://www.fhsh.tp.edu.tw/
http://www.fhsh.tp.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