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北區】各適性入學管道簡介【【【【永平高中教務處永平高中教務處永平高中教務處永平高中教務處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註冊組彙整製作彙整製作彙整製作彙整製作----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會會會會另發另發另發另發確認確認確認確認日程更新日程更新日程更新日程更新版版版版】】】】 
國中教育會考時間為 109 年 5 月 16-17 日，所有同學均須著學校制服或運動服參加考試(無論是否已有錄取學校就讀) 

本學年度基北區國中九年級畢業生可選擇之升學管道如下：【因各項簡章尚未公告，以下說明僅供參考，仍以簡章規定為準】 
入學管道/時間 適用學生 招生學校 採計條件 承辦處室 

特 
色 
招 
生 

甄 
選 
入 
學 

高中職/五專藝才班 
1.美術班  2.音樂班 
3.舞蹈班  4.戲劇班 

  (五專無戲劇班) 
具備美術、音樂、舞蹈、戲劇 
訓練基礎與專長 
 

北區聯合招生【需先參加術
科測驗，再以此成績及會考

成績為門檻，再考量是否參

加甄選入學報名及撕榜】 

1.術科測驗 
2.書面資料 
3.會考基礎級門檻 

1.術科測驗報名(輔導處
特教組) 
2.參加術科測驗 
3.據成績單及鑑定結果，
考量報名(教務處註冊組) 

七年一貫藝才班 
(獨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音樂系及舞蹈系 
東方設計大學美術工藝系 

術科測驗 
會考成績列入採計 自行報名參加術科測驗 

科學班 數學或自然成績優異、具備科學
潛能，特別是喜好實驗實作者 

各校獨招，基北區僅建中及
師大附中、、、、北一女辦理招生 

1.入班資格審查 
2.科學能力檢定成績 
3.實驗操作成績 

1.可校內報名(洽教務處
註冊組)亦可自行該校報名 
2.參加科學能力檢定考 

體育班 
運動績優生 

具備體育專項特長或優秀競賽 
成績 

各校獨招(本校招收女籃及
女桌、跆拳道) 

術科測驗，其他詳見
簡章 學務處體育組 

專業群科 
技藝班學生有優勢，具備特殊 
技能 

新北市聯合招生，其他縣市
詳見公告 

1.書面審查 
2.術科測驗 
3.不採計會考成績 
4.各區限報 1 校 1 科 

輔導處資料組(要注意！
積分採認校內比賽獎狀) 

技藝績優甄選 技藝競賽得獎、相關技術證照 基北區公私立高職 技藝課程成績優良 輔導處資料組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優先入學 

具減免身分學生(低收、中低收、
身障人士子女、原住民等),且對傳
統產業及重要特殊需求類科(如
土木、模具、重機等)有興趣者 

木柵、南港、三重、新北、

瑞芳等高工、基隆海事學
校、私立中華商海等 

1.僅能報名 1 校 
2.不採計會考成績 
3.超額比序：減免身分 
 技藝課程及服務學習 

教務處註冊組 

實用技能學程 具技藝傾向之學生，曾參加技藝
班課程之學生為優先 多所公私立高職 依志願序分發 輔導處資料組 

考試分發入學 1.政大附中:英語性向學生 
2.師大附中、麗山:數學及資訊性向者 

1.政大附中--英語國際班 
2.師大附中、、、、麗山--資訊科學班 

考試分發入學學科
測驗(會考成績門檻) 

自行網路及現場報名 
(可洽詢教務處註冊組) 

免
試
入
學 

公
私
立
高 
中 
職 

優先免試 

私立 
一般學生，就近入學 
經濟弱勢學生(低收、中低收等有
保障名額) 

新北市各私立高中職 1.各僅能報名 1 校 
2.同分比序： 
(1)多元學習積分 
(2)教育會考成績(私
立學校不參採此項) 

教務處註冊組 公立 
永平、錦和、中和、新店、

雙溪、石碇等高中；及瑞芳
高工、樟樹高中之職業類科 

聯合免試 
※4 月底申請變更就學區
(不在基北區就學高中職) 

一般學生 
(變更就學區學生需同時以網路
及紙本提出申請，請洽註冊組) 

基北區聯合招生 
同分比序項目： 
志願序、多元學習表
現、教育會考成績 

公
私
立
五
專 

優先免試 
(★新增管道★) 

一般學生，對五專科系有興趣，
如護理、餐旅、醫技、幼保、外
語等(北區公校有國立台北科技
大學智慧自動化工程科、及國立
台北商業大學) 

全國聯合跨區跨校報名、且
於電腦系統選填志願分發
(至多 30 個志願科系) 

同分比序項目： 
志願序、多元學習表
現、教育會考成績、
弱勢身分、技優表現
及校際競賽等【服務
時數越多越好】 

教務處註冊組(要注意！
優免及聯免之比序不同) 

聯合免試 
分北中南三區報名(可報名
多區,但都只能各報 1 校)，
且僅能擇 1 校報到 

獨
招 

中正預校 軍校，學費全免，限男生 該校獨招 
1.智力測驗及體檢 
2.體適能檢測結果 
3.會考基礎級門檻 

 

開平餐飲、開南工商等 詳各校簡章 
建教合作 詳各校簡章或洽輔導處資料組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確實入學時程及採計條件皆以 109 年度各入學管道簡章為準】  
本校教務處註冊組電話:22319670#214、、、、輔導處 22319670#242 資料組、、、、#243 特教組、、、、學務處體育組分機#226 

★以上簡章如需購買，請於右表勾選，並繳費給班長(目前只收五專、、、、會考、、、、高中職免試 及及及及    特招)!!!!    其他請待調查再繳費其他請待調查再繳費其他請待調查再繳費其他請待調查再繳費    

109 年度九年級畢業生升學意向調查表 

親愛的家長您好： 
九年級同學適性入學各項升學管道的簡章購買

及後續報名作業將陸續展開，請您與子女參考「新
北市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相關資料及本校
網站資料，以及左方各項入學管道適用對象，與貴
班導師及輔導老師共同討論未來升學方向。若對升
學時程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聯繫本校承辦處室。 

下表係供本校處室及輔導老師未來提供相關資
料或安排進一步說明之參考，如有意願想進一步了
解或可能報名者，請予勾選並由孩子交班長繳回教
務處。並請黏貼於聯絡本末頁以便能隨時翻閱檢視
及修正。也請注意本校升學行事曆、左側管道行事
一覽表【可先參考校網公告舊簡章，12/5(週四)前
先繳本調查表及簡章費用，其他管道簡章另待通知】 
九年﹍﹍班，﹍﹍號，姓名：﹍﹍﹍﹍﹍ 

勾選欄 入學管道（勾選有考量報名項目） 訂簡章請勾選 

 藝才班甄選入學：  
□ 美術 □ 音樂 □ 舞蹈 □ 戲劇 

□費用未定 

 
科學班甄選入學：   □ 師大附中 
□建國中學(限男生) □北一女(限女生) 無-該校官網 

 

技職管道：（可複選） 
□ 專業群科職校特招(需要術科測驗) 
□ 技藝績優甄選  □ 實用技能學程   
□ 建教合作 

□職校特招 
(費用未定 ,
其他類別無
提供訂購) 

 體育班：             類  無-該校官網 
 中正預校～限男生 無-該校官網 

 
特招考試分發入學   □政大附中英語 
□師大附中資訊科學 □麗山資訊科學 

□英 □資 
(複選,各 50) 

 公立高中職優先免試(請勾選可能目標) 
□永平□中和□錦和□新店□雙溪□石碇 

無-校網公告 
□瑞工/樟樹 

 私立高中職優先免試(請寫出可能目標) 
□___________高中職_______________科 

無-該校官網 

 
五專免試入學（可複選） 
□□□□優優優優先先先先免免免免試試試試   □北區 □中區 □南區 

□優免□北  
□中  □南

(複選,各 50)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須具備減免身分) 無-校網公告 

V 
高中職聯合免試入學(預設一律勾選) □基北區 

(每本 100) □且需變更就學區：變更至﹍﹍ 縣市 

我確已看過所有資訊  □□□□要訂會考簡章(1 本 15 元) 

學生簽名：﹍﹍﹍﹍﹍家長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