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灣北區 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簡章下載 

111年 1月 5日(星期三)起公告於下列網站

並提供下載。 

1.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網址：

https://www.hgsh.hc.edu.tw 
2.「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

錄系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為響應節能減碳，不發售紙本簡章。 

聯合術科測驗線上報名暨

郵寄繳件 

網路線上報名登錄： 

111年 2月 21日(星期一) 09:00至 

111年 3月 4 日(星期五) 17:00 止 

於「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

錄系統」填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郵寄繳件： 

111年 2月 21日(星期一)至 3月 4日(星期

五)止，以限時掛號郵寄報名應繳資料至國

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特教組(300003 新竹

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270 號)，以郵戳為憑，

逾時不受理。 

1.一律採用網路線上報名登錄並郵 

寄報名資料。 

2.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辦理 

報名。 

3.報名費新臺幣 1,200元。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 

暨郵寄繳件 

網路線上報名登錄： 

111年 3月 14日(星期一) 09:00至 

111年 3月 18日(星期五) 17:00止 

於「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

錄系統」填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郵寄繳件： 

111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至 3 月 18 日(星

期五)止，以限時掛號郵寄報名應繳資料至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特教組(300003 新

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270 號)，以郵戳為

憑，逾時不受理。 

1.一律採用網路線上報名登錄並郵寄報

名資料，報名方式請詳閱以競賽表現

入學簡章。 

2.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辦理報

名。 

3.報名費新臺幣 280元。 

4.報名「以競賽表現入學」同時報名參

加同區「聯合術科測驗」者，「以競賽

表現入學」辦理完成後，若聲明不參

加聯合術科測驗且繳還准考證正本，

得於 4月 6日(星期三) 17:00 前向主

辦學校申請退還聯合術科測驗報名

費，逾時不受理。 

以競賽表現入學放榜 

暨寄發錄取通知單 
111年3月29日(星期二) 

由臺灣北區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美

術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委員

會寄發。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到 111年4月1日(星期五) 
09:00至16:00錄取考生頇到錄取學校

報到。 

以競賽表現入學 

已報到學生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111年4月6日(星期三) 

填妥「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

書」於當日16:00前由考生或監護人親

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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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各校實際招生人數 

111年4月8日(星期五)公告於國立新竹女

子高級中學網站，網址：

https://www.hgsh.hc.edu.tw 

 

聯合術科測驗 111年4月9日(星期六) 

詳臺灣北區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美

術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驗

簡章 

寄發聯合術科測驗成績單暨

線上查詢 
111年4月27日(星期三)  

聯合術科測驗成績複查 111年5月2日(星期一)至5月3日(星期二) 一律以通訊方式申請 

寄發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結果

通知單暨線上查詢 
111年5月11日(星期三)  

聯合術科測驗成績單及資優

鑑定結果通知單補發 

111年6月1日(星期三)至 

111年6月2日(星期四) 

 

一律以通訊方式申請 

   

國中教育會考 
111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至 

111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名暨 

郵寄繳件 

網路線上報名登錄： 

1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 09:00 至 

11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 17:00 止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

錄系統」填報，網址：https://art.sen.edu.tw 

郵寄繳件： 

1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至 6 月 16 日(星

期四)止，以限時掛號郵寄報名應繳資料

至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特教組(300003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270 號)，以郵戳

為憑，逾時不受理。 

1. 一律採用網路線上報名登錄並郵寄

報名資料，報名方式請詳閱甄選入

學聯合分發簡章。 

2.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辦理報

名。 

3. 報名費新臺幣 280 元。 

寄發志願選填通知單 11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 系統寄送至學生個人電子郵件信箱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志願選填暨郵寄繳件 

登錄時間 
111 年 6月 23日(星期四) 09:00至 
111 年 6月 30日(星期四) 17:00止 
於「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
錄系統」填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郵寄繳件： 
111年 6月 23日(星期四)至 6月 30日(星
期四)止，以限時掛號郵寄報名應繳資料
至 國 立 新 竹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特 教 組
(300003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270號)
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 

1. 系統關閉為止，逾時不受理 

2. 信封註明「北區美術班志願選填表」
字樣。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放榜 11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 
11:00 公告於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
校網站，系統同步寄發聯合分發結果通
知單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到 1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 
12:00 前攜帶相關證件(正本)由學生或
監護人至錄取學校辦理報到。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已報到學

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111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  

16:00前填妥「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
聲明書」由考生或監護人送至錄取學校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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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 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分發作業流程 

 

簡章公告 
111 年 1月 5日（星期三）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 
111年 3月 14日(星期一) 
至 3 月 18日(星期五) 

管道一 
甄選入學安置 

頇參加聯合術科測驗 

送鑑輔會鑑定 

參加國中教育會考 
111 年 5月 21日(星期六) 
至 5月 22日(星期日)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名 
111 年 6月 10日(星期五) 
至 6月 16日(星期四) 

管道一： 

學生參加術科測驗

後，原始成績送鑑

輔會鑑定，通過者

始可報名參加「甄

選入學安置」。 

 

管道二： 

學生在國中階段若

有獲得政府機關或

學術研究機構舉辦

之國際性或全國性

競賽表現特別優

異，提出申請鑑定

安置，依「競賽表

現優異具體事蹟證

明文件」進行書面

審查，審查結果送

鑑輔會鑑定，經鑑

定通過者則依「以

競賽表現入學」簡

章(詳見簡章)安置

入班。 

 

備註： 

報名「以競賽表現

入學」同時報名參

加同區「術科測驗」

者，「以競賽表現入

學」辦理完成後，

若聲明不參加術科

測驗且繳還准考證

正本者，得於4月6

日 (星期三 )17:00

前向主委學校申請

退還聯合術科測驗

報名費。 

聯合術科測驗報名 
111 年 2月 21 日（星期一） 

至 3月 4日（星期五） 
 

管道二 
競賽表現特別優異 

頇提出書面審查資料 
 

送鑑輔會鑑定 

通過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鑑定 

結果 

鑑定 

結果 

聯合術科測驗 
111年 4月 9 日（星期六） 

依「競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 
證明文件」進行書面審查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放榜 
111 年 7月 12日(星期二)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到 
111 年 7月 13日(星期三)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志願選填 
111 年 6月 23日(星期四) 
至 6月 30日(星期四) 

不予 
安置 

以競賽表現報到 
111年 4月 1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