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資料請勿遺失 109 年會考暨畢業後多元入學行事曆（校內作業時程）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月份 日期 重要事項 備註 

5 
18(一)-20(三) 五專優免報名表校內收件 備妥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簡章最後一頁報名表及相關證明資料繳至註冊組 

25(一)-6/2(二) 志願選填系統操作練習 05/25 上午 10 點開始（網址：http://www.jctv.ntut.edu.tw/u5/） 

6 

04(四)-09(二) 正式志願選填線上登記 
06/04 上午 10 點開始（網址：http://www.jctv.ntut.edu.tw/u5/） 

06/09 下午 5 點結束 

11(四) 
公告錄取及分發結果(網路

查詢) 
06/11 上午 9 點開始（網址：http://www.jctv.ntut.edu.tw/u5/） 

15(一) 錄取報到及放棄錄取 06/15 下午 3 點截止 

※臺北市優先免試入學（第一類、第二類） 

月份 日期 重要事項 備註 

5 

18(一)-19(二) 
第一類優免志願選填與校內

報名 

05/18 上午 9 點開始（網址：http://109priorefa.tp.edu.tw） 

05/19 下午 5 點報名志願表校內收件截止 

26(二) 
第一類優免登記、撕榜、報

到 

05/25 招生學校公告報名結果(含抽籤訊息)及登記地點 

05/26 登記(上午 9 點至 10 點)、撕榜(上午 10 點準時開始) 

     需完成登記者方能參加現場撕榜作業（撕榜後視同報到） 

6 

02(二)-08(一) 
第二類優免志願選填及校內

報名 

06/02 上午 8 點開始（網址：http://109priorefa.tp.edu.tw） 

06/08 中午 12 點報名志願表校內收件截止 

08(一) 第一類優免放棄報到 
06/08 放棄錄取資格(上午 8 點至 12 點)。*已報到者需至註冊組填寫「放棄錄取

資格聲明書」方能參加 109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 

15(一) 
第二類優免登記、撕榜、報

到、放棄錄取資格 

06/12 招生學校公告分發序(上午 11 點) 

06/15 登記(上午 9 點至 10 點)、撕榜(上午 10 點至 12 點) 

     需完成登記者方能參加現場撕榜作業（撕榜後視同報到） 

06/15 已報到者放棄錄取資格(下午 1 點至 3 點)*已報到者需填寫「放棄錄取資

格聲明書」至註冊組方能參加 109 基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 

※基北區免試入學 

月份 日期/星期 重要事項 備註 

6 

   

05(五) 免試入學志願選填輔導講座 請留意輔導室公告 

05(五) 
會考成績公布 

寄發會考成績單 
會考成績單將以班為單位發予各班導師 

08(一)-16(二) 第三次模擬志願選填 
06/08 上午 8 點開始（網址：http://ttk.entry.edu.tw） 

06/16 中午 12 點止（第三次模擬志願選填志願序可保留至正式選填） 

17(三)-23(二) 

免試入學正式線上選填志願 

會考成績序位開放查詢 

領取免試志願卡(請家長雙方

簽名) 

06/17 中午 12 點開始（網址：http://ttk.entry.edu.tw） 

06/23 中午 12 點志願選填結束（校內規定志願選填截止時間），由註冊組   

     統一印製正式志願表 

06/23 下午 3 點後統一由「九年級各班導師」發放志願表 

 *地點：各班教室 

 *請配戴口罩並著整潔金華制服進校，領取後請勿逗留盡速離校 

24(三) 
免試入學志願表校內集體收

件 

06/24 上午 9:30-10:00 統一繳交志願表給「九年級各班導師」 

 *地點：各班教室 

 *請配戴口罩並著整潔金華制服進校，繳交後請勿逗留盡速離校 

7 
08(三) 免試入學公告分發結果 07/08 上午 11 點於各招生學校網站與校門口公告查詢 

10(五) 免試入學報到 07/10 上午 9 點至 11 點請攜帶畢業證書至各錄取學校報到 

※翻面尚有升學資訊，請勿錯過※ 

 

 

 

 

 



※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月份 日期 重要事項 備註 

6 19(五) 五專聯免入學報名表校內收件 06/19 下午 5 點前將相關報名表件請繳至「註冊組」 

7 

03(五) 招生學校寄發分發報到通知單  

09(四) 
五專聯免入學現場登記、分發、

報到 

07/09 學生請攜帶聯免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單、畢業證書、

身分證明文件至各招生學校報到(時間地點以招生學校公布為準) 

13(一) 放棄五專聯免入學截止 07/13 下午 5 點前錄取生放棄報到截止 

※政大附中、師大附中、麗山高中特色招生入學 

月份 日期 重要事項 備註 

6 

17(三)-19(五) 自行至網路線上報名 06/17 上午 8 點開始上網填報資料（網址：http://ttk.entry.edu.tw） 

18(四)-19(五) 現場繳交報名資料、核發准考證 
06/18 中午 12:00~16:00、06/19 上午 9:00~12:00 

請學生與家長自行至招生學校繳交報名表件 

21(日) 術科測驗 請詳閱各校招生簡章 

21(日) 術科成績公布 06/21 下午5點至各招生學校網站查詢 

23(二) 
寄發成績單、志願選填（06/23

下午 2 點截止） 

志願選填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志願選填系統同步進行 

06/23 下午 3 點由「九年級導師」發放志願表 

06/24 上午 9 點半繳交志願表給「九年級導師」 

7 
08(三) 公告分發結果及放榜 07/08 上午 11:00 起 

10(五) 報到 07/10 上午 9 點至 11 點 (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同步) 

※臺北市、新北市職業類科特色招生 

月份 日期 重要事項 備註 

5 18(一) 
臺北市、新北市職業類科特招第

二階段術科成績公布 
05/18 學生請至各報名學校查詢 

6 

10(三) 
臺北市、新北市職業類科特招公

告放榜 
06/10 上午 9 點由各招生學校公告於網頁查詢 

11(四) 
臺北市、新北市職業類科特招 

報到 

06/11 上午 9 點至 11 點，學生請攜帶畢業證書及相關表件至錄取學

校報到 

※藝才班聯合甄選入學 

月份 日期 重要事項 備註 

6 

8(一)-10(三) 藝才班聯合分發校內報名收件 
06/08 上午 9 點開始（網址：https://adspt.set.edu.tw/art） 

06/10 中午 12 點報名收件截止 

22(一) 寄發聯合入學分發資料至國中 請先詢問「註冊組」，確認後領取分發資料 

29(一) 選校登記序號複查 06/29 請洽報考類科主辦學校 

7 9(四) 藝才班聯合分發、撕榜、報到 學生請至報考類科主辦學校撕榜、攜帶畢業證書至錄取學校報到 

※技優甄審、產特優先、實用技能入學 

月份 日期 重要事項 備註 

5 

12(二) 技優甄審線上報名截止 學生請繳交報名表件至「輔導室」 

13(三)-19(二) 產特優先校內收件截止 學生請繳交報名表件至「輔導室」 

13(三)-19(二) 實用技能學程校內收件截止 學生請繳交報名表件至「輔導室」 

6 
8(一) 實用技能錄取公告 詳情洽各招生學校 

18(四) 技優甄審、產特優先錄取公告 詳情洽各招生學校 

 

 ※會考暨畢業後各升學管道報名報到時間緊湊，請同學務必掌握相關作業時程，避免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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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了解會考後各升學管道相關報名、報到注意事項。 

我是九年_______班 _______號的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勾選後，填妥相關資料並請家長簽名，沿虛線撕下後，各班統一收齊繳交給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