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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實施計畫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99年 10月 25日北教中字第 0991036435 號函  

                                
壹、依據：教育部 98 年 9 月 4 日台中(一)字第 0980151658 號函「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

施方案」辦理。 

貳、目標 

一、發展學生多元智能，紓緩學生升學考試壓力。 

二、發揮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提高教學與學習品質。 

三、發展學校辦學特色，增進學生適性學習與發展。 

四、全面關照不同地區學生，縮短城鄉教育落差。 

參、辦理原則  

一、學生主體：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給予每位學生同等的關懷和尊重，提供適性及優質

之教育機會。 

二、多元適性：學生依性向、興趣、志願、或在校學習各項表現等做為其進路發展之依

據。 

三、就近入學：高中職考量學校地理環境等因素，優先提供鄰近國中免試入學名額。 

四、保障弱勢：考量區域城鄉落差、文化不利及弱勢族群等因素，由高中職優先提供免

試入學名額，保障偏鄉國中學生或弱勢學生升學權益。 

五、漸進彈性：考量教育資源，漸進提高免試入學比率或名額，穩健逐步推動。 

肆、招生學校：新北市立高中職暨新北市境內國立高中職、私立高中職 ，以下簡稱「各高中職」。 

伍、辦理模式：採「國中薦送」模式，各高中職皆需參加。 

陸、辦理內容 

一、招生對象：新北市所屬國中(以下簡稱各國中)應屆畢業生；100 年 3 月 1 日後轉學     

              生不可報名參加。 

二、招 生 區：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各高中職免試入學招生區（如附件 1）。 

三、招生名額：由各高中職召開校內工作委員會決定招生名額，採內含計算方式，由各

高中職於「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之招生名額比例規定下調

整免試入學、北北基高中職聯合申請入學、北北基高中職聯合甄選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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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高中職聯合登記分發及基北區登記分發各管道招生名額。 

新北星免試入學招生名額分配比例如下： 

(一)公立高中：核定招生總名額的 5~10％為原則。 

(二)公立高職：核定招生總名額的 5~10％為原則 。 

(三)私立高中職：核定招生總名額 25％為上限。 

(四)各公立高中職可視實際情況，專案報准上限至 15％。 

另各高中職需依下列原則，並經各校工作委員會同意，訂定國中招生名額： 

(一)參酌招生區國中學校應屆畢業年級班級數或人數。  

(二)參酌招生區國中學校距離該高中職學校之地理距離遠近、交通便利等生活機能因素。 

(三)參酌招生區國中學校應屆畢業學生歷年就讀率。 

(四)各高中職皆需分配名額(至少 1校 1個)給招生區國中學校。  

(五)各高中職經錄取報到後之餘額，納入「北北基高中職聯合登記分發」辦理。  

   四、在校表現採計規準 

      (一)各國中需依「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委員會」擬訂之「新北 

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辦理學生免試升學在校表現採計規準」辦理。 

        (二) 學業成績 

1.採計學習領域別：語文領域(含國文、英語)、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自然 

領域(含生物、理化、地球科學)。 

2.採計成績別：全校性定期評量 

 3.由各國中使用現行校務行政系統，依學生個人、5 學期 15 次定期評量擇優 6

次(七年級第一學期、七年級第二學期、八年級第一學期、八年級第二學期

各 1 次、九年級第一學期 2 次)學業成績總平均暨全校排名百分比、各領域

學業成績總平均暨全校排名百分比。 

(三)可擇項參採學生他項表現 

1.日常生活表現(出缺席情形、獎懲)以及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

等三大領域成績……，具體內容得由各國中自行訂定，做為報名條件。 

2.服務學習、校內外特殊表現、各級各類比賽優異成績、體適能檢測……，具

體內容得由各國中自行訂定，做為特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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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生條件：   

各國中需依各高中職不同的招生條件，薦送應屆畢業生參加新北星免試入學 

(一)公立高中：應屆畢業生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前 20% 

(二)公立高職：應屆畢業生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前 35% 

(三)私立高中職：由各校免試入學工作委員會決議，依下列二種條件擇一辦理 

1.應屆畢業生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前 50% 

2.凡應屆畢業生皆可報名 

六、各國中每位學生只能就各高中職選擇 1校 1科撕榜，不得同時撕榜 2校(科)以上。 

柒、招生作業 

一、各高中職提報「新北市新北星○○高中(職)100 學年度免試入學薦送名額」至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備，並由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委員會彙編成冊。 

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發函公告各高中職招生區，並辦理各國中免試入學宣導及報名作

業講習會。 

三、各國中需成立「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國中免試升學工作小組」，依據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訂定「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國中學生免試升學高中職實施要點」，訂

定「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國中學生免試升學高中職作業要點」，規範薦送學

生之原則，薦送學生至高中職並於校內公告推薦名單。 

四、由各高中職免試入學工作委員會受理招生區國中學校推薦名單及相關報名表件，並

在各學校網頁及校門口榜示公告錄取名單。 

五、各高中職須統一於 100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2時公布錄取名單，並統一辦理 

報到事宜。 

六、 凡錄取學生，須於 100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時至 3時、持學生證或身分證或

健保卡辦理報到，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七、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應於 100 年 4 月 11 日(星

期一)上午 9時至 11 時填具「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取學校辦

理放棄錄取。 

八、凡已報到之學生，未於 100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 9時至 11 時辦理放棄錄取資

格者，不得至其他學校重複報到或再行報名參加 100 學年度之高中、高職、五專等

各項入學管道，各國中亦不得為其辦理集體報名，違者追究學校責任，並取消該生

免試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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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國中應將錄取報到學生畢業證書，以掛號函件逕寄各高中職教務處。 

十、各高中職應將新生報到名冊，依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委員會相

關規定填報。 

十一、各高中職錄取報到後之餘額，應納入本學年度北北基高中職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

生名額內。 

十二、各高中職及各國中應秉持公正、公平、公開之原則辦理有關免試入學作業，如發

現有審查工作不實者，追究學校有關人員之行政責任。 

捌、配套措施 

一、強化學生生涯發展輔導功能 

各國中應發揮輔導功能，增強國中教師輔導知能，對具特殊才能或高職五專類

科性向興趣明確之國中學生，積極輔導其適才適性入學，期能達成學生適性分流與

多元發展之目標。 

二、辦理國中學生性向探索課程 

各高中職應辦理性向探索課程，提供鄰近國中學生依其興趣或意願參加；並配

合性向探索實作評量以及性向或心理等測驗，作為國三學生進路選擇高中或高職各

類科之參照。 

三、規劃維持學生學習品質措施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進行長期性與系統性的學習指標系統建立，並得辦理全

國國中學力調查，建構豐富多元的資料庫系統，以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現況與趨勢，

進而有效提升教育品質。 

四、深化高中職優質化 

推動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強化學校特色與學生扶助措施，均衡各區辦學資

源，以保障國中學生就近入學教育機會之充分與均等。 

五、加強方案宣導及溝通 

各高中職及各國中應於相關會議及研習活動中，加強本實施計畫理念溝通與 

技術層面宣導，並建立溝通機制，凝聚共識。 

玖、預期效益 

一、紓緩學生升學壓力，促進學生多元適性發展。 

二、促進教師有效教學，落實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三、建立學校辦學的特色，建構優質的學習環境。 

四、落實教育機會均等，奠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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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附則 

一、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學生，依「完成國民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辦理，

並由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身心障礙學生實際需求，自行訂定升學高級中等學校之

規定。 

二、高中藝術才能班免試入學，依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另案辦理。 

三、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入學、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班）畢業生分發、產業特殊 

需求類科免試入學、體育類高級中學及體育班免試入學等，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拾壹、本計畫經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委員會審議、並經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同意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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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各高中職免試入學招生區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99 年 10 月 25 日北教中字第 0991036435 號函 

新北市各公立高中 100 學年度免試入學招生區劃分表 

學校名稱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備註 

板橋 

高級中學 

16 所國中 

海山（5）、中山（5）、重慶（5）、板橋（5）、江翠（5）、新埔（5）、

忠孝（4）、光仁（3）、光復（4）、大觀（4）、華僑（2）、溪崑（4）

土城（5）、清水（4）、中正（4）、新莊（5） 

 

華僑 

高級中學 

15 所國中 

海山（5）、中山（5）、重慶（5）、板橋（5）、江翠（5）、新埔（5）

忠孝（4）、光仁（3）、光復（4）、大觀（4）、華僑（2）、溪崑（4）

土城（5）、清水（4）、中正（4） 

 

新莊 

高級中學 

14 所國中 

丹鳳（5）、福營（5）、新莊（5）、新泰（5）、中平（4）、頭前（4）

恆毅（3）、義學（4）、泰山（4）、林口（4）、崇林（4）、醒吾（3） 

五股（5）、金陵（3） 

 

泰山 

高級中學 

14 所國中 

五股（5）、義學（4）、泰山（4）、林口（4）、崇林（4）、丹鳳（5）

新泰（5）、中平（4）、頭前（4）、新莊（5）、福營（5）、恆毅（3） 

八里（4）、聖心（3） 

 

林口 

高級中學 

10 所國中 

五股（5）、義學（4）、泰山（4）、林口（4）、崇林（4）、醒吾（3）

八里（4）、聖心（3）、福營（5）、丹鳳（5） 
 

新店 

高級中學 

13 所國中 

安康（4）、五峰（4）、文山（4）、及人（2）、崇光（3）、康橋（3）

永平（4）、永和（6）、福和（6）、烏來（3）、坪林（3）、石碇（3） 

深坑（3） 

 

中和 

高級中學 

15 所國中 

錦和（3）、積穗（4）、漳和（4）、中和（4）、南山（3）、竹林（3）

自強（4）、永平（4）、永和（6）、福和（6）、清水（4）、中正（4）

土城（5）、重慶（5）、海山（5） 

 

國立三重 

高級中學 

15 所國中 

三重（3）、二重（3）、明志（3）、光榮（3）、碧華（3）、三和（3）

格致（2）、金陵（3）、鷺江（3）、徐匯（2）、三民（3）、蘆洲（3） 

竹圍（4）、正德（4）、淡水（4） 

 

淡水商工 

普通科 

9 所國中 

金山（2）、竹圍（4）、正德（4）、淡水（4）、淡江（3）、萬里（3）

石門（2）、三芝（2）、八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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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備註 

瑞芳高工 

普通科 

11 所國中 

雙溪（3）、欽賢（3）、瑞芳（3）、平溪（3）、汐止（3）、樟樹（3） 

青山（3）、秀峰（3）、萬里（3）、貢寮（3）、時雨（3） 
 

永平 

高級中學 

12 所國中 

永平（4）、福和（6）、永和（6）、漳和（4）、中和（4）、南山（3）

竹林（3）、錦和（3）、五峰（4）、文山（4）、安康（4）、石碇（3） 
 

樹林 

高級中學 

18 所國中 

樹林（3）、育林（3）、桃子腳（2）、鶯歌（2）、柑園（2）、 

鳯鳴（2）尖山（2）、福營（5）、丹鳳（5）、新泰（5）、板橋（5）

溪崑（4）江翠（5）、中山（5）、大觀（4）、新埔(5)、明德（2） 

辭修（2） 

 

明德 

高級中學 

16 所國中 

明德（2）、三峽（2）、安溪（2）、辭修（2）、尖山（2）、鶯歌（2）

柑園（2）、鳯鳴（2）土城（5）、板橋（5）、新埔（5）、江翠（5） 

中山(5)、樹林（3）、桃子腳（2）、育林(3) 

 

金山 

高級中學 

8 所國中 

金山（2）、萬里（3）、石門（2）、三芝（2）、竹圍（4）、正德（4）

淡水（4）、淡江（3） 
 

雙溪 

高級中學 

11 所國中 

雙溪（3）、欽賢（3）、時雨（3）、貢寮（3）、瑞芳（3）、汐止（3）

樟樹（3）、青山（3）、秀峰（3）、崇義（2）、平溪（3） 
 

三民 

高級中學 

17 所國中 

三民（3）、蘆洲（3）、鷺江（3）、徐匯（2）、光榮（3）、碧華（3）
三和（3）、明志（3）、二重（3）、三重（3）、八里（4）、聖心（3） 
五股（5）、正德（4）、淡水（4）、竹圍（4）淡江（3） 

 

清水 

高級中學 

11 所國中 

清水（4）、中正（4）、土城（5）、積穗（4）、漳和（4）、自強（4） 
忠孝（4）、海山（5）、重慶（5）、三峽（2）、安溪（2） 

 

海山 

高級中學 

12 所國中 

海山（5）、中山（5）、重慶（5）、板橋（5）、江翠（5）新埔（5） 

忠孝（4）、大觀（4）、光復（4）、光仁（3）積穗（4）、自強（4） 
 

秀峰 

高級中學 

11 所國中 

秀峰（3）、汐止（3）、樟樹（3）青山（3）、崇義（2）、雙溪（3） 

欽賢（3）、貢寮（3）、時雨（3）、瑞芳（3）、深坑（3） 
 

縣立三重 

高級中學 

16 所國中 

三重（3）、二重（3）、明志（3）、光榮（3）、碧華（3）、三和（3）

頭前（4）、新莊（5）、中平（4）、新泰（5）、格致（2）、金陵（3）、

鷺江（3）、三民(3)、蘆洲（3）、五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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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備註 

錦和 

高級中學 

11 所國中 

錦和（3）、積穗（4）、漳和（4）、中和（4）、南山（3）、竹林（3）

福和（6）、永和（6）、永平（4）、自強（4）、光復（4） 
 

石碇 

高級中學 

12 所國中 

石碇（3）、平溪（3）、坪林（3）、深坑（3）、福和（6）、永和（6）

五峰（4）、崇光（3）、康橋（3）、文山（4）、安康（4）、烏來（3） 
 

安康 

高級中學 

11 所國中 

安康（4）、五峰（4）、文山（4）、及人（2）崇光（3）、康橋（3） 

中和（4）、永和（6）、福和（6）、烏來（3）、坪林（3） 
 

丹鳳 

高級中學 

15 所國中 

丹鳳（5）、福營（5）、新莊（5）、新泰（5）、中平（4）、頭前（4）

恆毅（3）、義學（4）、泰山（4）、溪崑（4）、林口（4）、崇林（4）

醒吾（3）、育林（4）、樹林（3） 

 

 

說明：本案規劃招生區原則如下列： 

       (1)以 99 學年度招生區為範圍： 

○1 各公立國中對應公立高中校數介於2～5之間(因永和國中(45班)、福和國中(41

班)2 所大型學校，與對應公立高中地理位置相鄰且交通便利、又近 3年就讀學

生率均達 10%，仍保持對應 6所)。 

○2 各私立國中配合私校招生管道，調整對應公立高中校數介於 2～3之間。 

(2)就近入學： 

○1 依各高中所在地理位置，規劃招生區國中學校。 

○2 惟部分同一鄉鎮市之高中職招生國中不同，係考量高中學校規模及都會區交通

因素。 

(3)偏遠及後期中等教育資源分配較少的國中學校。 

(4)各公立高中對應招生區國中學校校數介於 8～18 之間。 

(5)（ ）內之數字表高中職學校數。丹鳳（5）表示學生可以選擇申請丹鳳高中、新

莊高中、林口高中、樹林高中或泰山高中之免試入學。（）數值介於 2～6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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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各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 100學年度免試入學招生區 
主要 

招生區 

地理區域 
(包含鄉鎮市別) 

區內高中職學校名稱 招生區內國中學校名稱 
鄰近 

招生區 

A 區 

萬里鄉、金山鄉 

石門鄉、三芝鄉 

淡水鎮、八里鄉 

五股鄉 

1.國立淡水商工 

2.私立中華商海 

3.私立淡江高中 

4.私立聖心女中 

萬里、石門、三芝、金山、竹圍、

正德、淡水、淡江、八里、聖心、

五股。 

共計 11 校 

B 區 

B 區 
蘆洲市、三重市 

泰山鄉、新莊市 

林口鄉 

1.國立三重商工 

2.私立穀保家商 

3.私立清傳高商 

4.私立恆毅高中 

5.私立醒吾高中 

6.私立徐匯高中 

7.私立格致高中 

8.私立金陵女中 

9.私立東海高中 

10.國立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11.桃園私立光啟高中 

丹鳳、福營、新莊、新泰、中平、

頭前、義學、泰山、恆毅、林口、

崇林、醒吾、蘆洲、三民、鷺江、

徐匯、三重、二重、明志、光榮、

碧華、三和、格致、金陵。 

共計 24 校 

A 區 

C 區 

C 區 
中和市、土城市 

板橋市、三峽鎮 

樹林市、鶯歌鎮 

1.私立豫章工商 

2.私立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3.國立海山高工 

4.縣立鶯歌高職 

5.私立樹人家商 

6.私立南山高中 

7.私立竹林高中 

8.私立光仁高中 

9.私立中華高中 

10.私立辭修高中 

海山、中山、重慶、板橋、江翠、

新埔、忠孝、光仁、光復、大觀、

華僑、溪崑、錦和、積穗、漳和、

中和、南山、竹林、自強、土城、

清水、中正、樹林、育林、柑園、

桃子腳、鶯歌、鳳鳴、尖山、 

明德、三峽、安溪、辭修 

共計 33 校 

B 區 

D 區 

D 區 

永和市、烏來鄉 
新店市、石碇鄉 
坪林鄉、深坑鄉 
平溪鄉、雙溪鄉 
貢寮鄉、瑞芳鎮 
汐止市 
 

1.私立復興商工 

2.私立智光商工 

3.國立瑞芳高工 

4.私立南強工商 

5.私立開明工商 

6.私立能仁家商 

7.私立莊敬工家 

8.私立崇光女中 

9.私立及人高中 

10.私立崇義高中 

11.私立康橋實驗高中 

永平、福和、永和、安康、五峰、

文山、及人、崇光、康橋、烏來、

坪林、石碇、深坑、平溪、貢寮、

雙溪、瑞芳、欽賢、時雨、秀峰、

汐止、樟樹、青山、崇義。 

共計 24 校 C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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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各國中對應高中職招生區一覽表 

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區別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中山 
國中 

海山高中、板橋高中 

華僑高中、樹林高中 

明德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 
高中 
國中部 

海山高中、板橋高中 

華僑高中、清水高中 

中和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重慶 
國中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清水高中、海山高中 

中和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板 
橋 
區 

板橋 
國中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樹林高中、明德高中 

海山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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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江翠 
國中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樹林高中、明德高中 

海山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新埔 
國中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明德高中、海山高中 

樹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忠孝 
國中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海山高中、清水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光仁 
高中 
國中部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海山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光復 
國中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海山高中、錦和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大觀 
國中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樹林高中、海山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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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華僑 
高中 
國中部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溪崑 
國中 

丹鳳高中、板橋高中 

華僑高中、樹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土城 
國中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中和高中、明德高中 

清水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清水 
高中 
國中部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中和高中、清水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中正 
國中 

板橋高中、華僑高中 

中和高中、清水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新 
莊 
區 

丹鳳 

高中 

國中部 

丹鳳高中、樹林高中 
林口高中、泰山高中 
新莊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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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福營 

國中 

新莊高中、泰山高中 

林口高中、樹林高中 

丹鳳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新莊 

國中 

新莊高中、泰山高中 

板橋高中、丹鳳高中 

縣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新泰 

國中 

新莊高中、泰山高中 

樹林高中、丹鳳高中 

縣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中平 

國中 
新莊高中、泰山高中 

丹鳳高中、縣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頭前 

國中 
新莊高中、泰山高中 

丹鳳高中、縣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八里 

國中 

林口高中、泰山高中 

三民高中 

淡水商工普通科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恆毅 

高中 

國中部 

新莊高中、泰山高中 

丹鳳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義學 

國中 
新莊高中、泰山高中 

林口高中、丹鳳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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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泰山 

國中 
新莊高中、泰山高中 

林口高中、丹鳳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五股 

國中 

泰山高中、林口高中 

三民高中、新莊高中 

縣立三重高中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林口 

國中 
泰山高中、林口高中 

新莊高中、丹鳳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崇林 

國中 
泰山高中、林口高中 

丹鳳高中、新莊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醒吾 

高中 

國中部 

新莊高中、林口高中 

丹鳳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安康 

高中 

國中部 

新店高中、永平高中 

安康高中、石碇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五峰 

國中 
新店高中、永平高中 

安康高中、石碇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文 
山 
區 

文山 

國中 
新店高中、永平高中 

安康高中、石碇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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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及人 

高中 

國中部 
新店高中、安康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崇光 

女中 

國中部 

新店高中、石碇高中 

安康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康橋實驗

高中 

國中部 

新店高中、石碇高中 

安康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烏來 

國中 
石碇高中、安康高中 

新店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坪林 

國中 
石碇高中、安康高中 

新店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石碇 

高中 

國中部 

石碇高中、永平高中 

新店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深坑 

國中 
石碇高中、秀峰高中 

新店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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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聖心女中 

國中部 
林口高中、泰山高中 

三民高中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竹圍 

國中 

三民高中、金山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淡水商工普通科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正德 

國中 

三民高中、金山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淡水商工普通科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淡水 

國中 

三民高中、金山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淡水商工普通科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淡江高中 

國中部 
三民高中、金山高中 

淡水商工普通科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三芝 

國中 
金山高中、淡水商工普通科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淡 
水 
區 

石門 

國中 
金山高中、淡水商工普通科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雙 
和 
區 

永平 

高中 

國中部 

新店高中、中和高中 

永平高中、錦和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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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永和 

國中 

新店高中、中和高中 

永平高中、石碇高中 

安康高中、錦和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福和 

國中 

新店高中、中和高中 

永平高中、石碇高中 

安康高中、錦和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錦和 

高中 

國中部 

中和高中、永平高中 

錦和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積穗 

國中 
中和高中、清水高中 

海山高中、錦和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漳和 

國中 
錦和高中、永平高中 

中和高中、清水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中和 

國中 
中和高中、錦和高中 

永平高中、安康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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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自強 

國中 
海山高中、錦和高中 

中和高中、清水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南山 
高中 
國中部 

錦和高中、永平高中 

中和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竹林 

高中 

國中部 

錦和高中、永平高中 

中和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縣立 

三重高中 

國中部 

縣立三重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三民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二重 

國中 
縣立三重高中、三民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明志 

國中 
縣立三重高中、三民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 
重 
區 

光榮 

國中 
縣立三重高中、三民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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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碧華 

國中 
縣立三重高中、三民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和 

國中 
縣立三重高中、三民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格致 

高中 

國中部 

縣立三重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金陵 

女中 

國中部 

縣立三重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新莊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鷺江 

國中 
縣立三重高中、三民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民 

高中 

國中部 

三民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縣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蘆洲 

國中 
縣立三重高中、三民高中、

國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徐匯 

高中 

國中部 
三民高中、國立三重高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樹人家商 
南山高中.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豫章工商 
光華商職進修學校.淡水商工 
中華商海.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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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鶯歌 

國中 
明德高中、樹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鳳鳴 

國中 
明德高中、樹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尖山 

國中 
明德高中、樹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樹林 

高中 

國中部 

丹鳳高中、樹林高中 

明德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育林 

國中 
丹鳳高中、樹林高中 

明德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三 
鶯 
區 

柑園 

國中 
明德高中、樹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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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桃子腳

國中 明德高中、樹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辭修 

高中 

國中部 
明德高中、樹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明德 

高中 

國中部 
明德高中、樹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三峽 

國中 
明德高中、清水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安溪 

國中 
明德高中、清水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清傳高商 
恆毅高中.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東海高中 
光啟高中.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瑞芳高工 
南強工商.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及人高中 

崇義高中.康橋實驗高中 

瑞 
芳 
區 

雙溪 

高中 

國中部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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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欽賢 

國中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瑞芳 

國中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貢寮 

國中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平溪 

國中 
雙溪高中、石碇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時雨 

中學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汐止 

國中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樟樹 

國中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七 
星 
區 

青山 

國中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94

公立高職及私立高中職招生學校 國中 
學校 

公立高中招生學校 
主要招生區 鄰近招生區 

秀峰 

高中 

國中部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瑞芳高工普通科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崇義 

高中 

國中部 
雙溪高中、秀峰高中 

復興商工、智光商工 
瑞芳高工、南強工商 
開明工商、能仁家商 
莊敬工家、崇光女中 
及人高中、崇義高中 
康橋實驗高中 

海山高工、鶯歌高職 

樹人家商、南山高中 

竹林高中、光仁高中 

中華高中、辭修高中 

豫章工商、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金山 

高中 

國中部 
金山高中、淡水商工普通科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萬里 

國中 
金山高中、淡水商工普通科 

瑞芳高工普通科 

淡水商工、中華商海 

淡江高中、聖心女中 

三重商工、穀保家商 

清傳高商、恆毅高中 

醒吾高中、徐匯高中 

格致高中、金陵女中 

東海高中、光啟高中 

泰山高中附設職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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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辦理學生免試升學在校表現採計規準 

                            99 年 10 月 18 日北教中字第 0990988876 號函公布 

壹、依據：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99 年 10 月 25 日北教中字第 0991036435 號函「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引導國中畢業生以免試升學方式，優先就近

選擇適性之高中職就學。 

二、鼓勵就近入學，兼顧社區均衡發展與家長教育選擇權。 

三、重視五育均衡發展，規範國中薦送學生至高中職之原則，確保公平性及公正性。 

參、採計方式 

    一、各國中應依據本規準，訂定該校國中薦送模式評選方式。 

二、各國中訂定評選方式時，除自行決定「成績採計規準」或「他項採計規準」外，不

得採計其他內容。 

三、各國中應依據訂定之評選方式，辦理審核、撕榜及錄取分發等各項作業。 

肆、採計內容 

一、成績採計規準：各國中得採計學生在校定期評量成績作為國中薦送模式之評選方式，

其採計學習領域別、成績別及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一)採計學習領域別 

1.語文領域(含國文及英語)、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自然領域(含生物、理化、地科) 

等 4 領域。 

   2.社會領域及自然領域如採分科教學，計算方式如下： 

各學期各科定期評量成績加總÷科目數＝各學期該領域定期評量成績 

(二)採計成績別：全校性定期評量 

1.依學生個人「各學期各次 4 領域定期評量總平均」、5 學期 15 次定期評量擇優 6

次。 

2.擇優採計七年級第一學期、七年級第二學期、八年級第一學期、八年級第二學期 

各 1次、九年級第一學期 2次之定期評量成績。 

(三)由各國中使用本縣「校務行政系統－免試入學作業模組」，依前二款規定計算學生個

人成績資料 

1.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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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業成績總平均＝6次定期評量總平均總分÷6 

(2)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依「學業成績總平均」由高至低排列之；成績高者 

百分比越低，成績低者百分比越高。 

(3)成績計算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 

(4)學業成績總平均出現同分時，以「各領域學業成績總平均」順位排序之；各領

域順位如下：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 

2.各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1)各學期各次定期評量總平均＝各次 4領域定期評量總分÷5 

(2)各領域學業成績總平均＝6次定期評量總分÷6 

(3)各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依「各領域學業成績總平均」由高至低排列

之；成績高者百分比越低，成績低者百分比越高。 

(4)成績計算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 

(5)各領域學業成績總平均出現同分時，以「各學期定期評量成績」順位排序之；

各學期順位如下：九年級第一學期、八年級第二學期、八年級第一學期、七年

級第二學期、七年級第一學期。 

二、他項採計規準：各國中得訂定日常生活表現(出缺席情形、獎懲)或藝術與人文、健

康與體育、綜合活動三大領域在校表現，作為國中薦送模式之報名

條件；或參採體適能檢測、日常生活表現(公共服務、班級幹部)、

各級各類比賽成績等作為特別條件加分之規定，其方式如下。 

(一)報名條件 

    1.日常生活表現 

      (1)出缺席情形：完成(補)請假手續後，累計曠課時數不得超過(含)20 小時。 

(2)獎懲：完成改過銷過程序後，未有小過(含 3支警告)以上紀錄者。 

2.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三大領域在校成績表現： 

(1)上述三大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前 88％者。 

(2)由各校自行決定採計之領域。 

(二)特別條件：總分不得超過 12 分 

1.體適能檢測 

(1)以學期為單位分別採計，所加總分最高以 3分為限。 
(2)加分條件標準：  
 

 獎章類別 加分分數 
金質獎章 1.5 
銀質獎章 1 
銅質獎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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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常生活表現－公共服務 

(1)以學期為單位分別採計，所加總分最高以 2分為限。 
(2)加分條件標準：  
 

 公共服務時數 加分分數 
4-7 小時 0.5 
8-11 小時 1 
12-15 小時 1.5 
16 小時以上 2 

 

3.服務學習－班級幹部、社團幹部、各領域小老師 

(1)以學期為單位分別採計，所加總分最高以 2分為限。 

(2)各項幹部需任期滿 1 學期；班級幹部之副職位者（副班長除外）不計分。 

(3)加分條件標準： 

 
擔任學期數 加分分數 

1 學期 1 
2-3 學期 1.5 
4-5 學期 2 

4.其他－參加各級各類比賽成績等 

(1)加分條件標準由各校自行訂定。 

(2)本項加總分最高以 5分為限。 
三、「成績採計規準」計算方式說明如附件 1。 

伍、辦理原則： 

一、第一比序條件：四大學習領域擇優 6次定期評量總平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 

二、自第二比序條件起：由各國中依據本規準自行訂定。 

 

陸、「評選方式」參考格式 

    國中薦送模式之評選方式，由各校自訂，下列 3則範例僅供參考。 

   

一、範例 1 

一、報名條件：經完成改過銷過程序後，在學期間未有小過(含 3支警告)以上紀錄。 

二、特別條件：不採計。 

三、評選方式：依序依(1)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國文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社會領域學業成績排名百分比平均(4)自然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之高低順位 

分發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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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例 2  

 

一、報名條件 

1.前五學期綜合活動學業成績達全校排名百分比前 88％者。 

2.在學期間累計曠課時數不得超過(含)20 小時者。  

二、特別條件 

    1.體適能檢測：以學期為單位分別採計，所加總分最高以 3分為限。 
獎章類別 加分分數標準 
金質獎章 1.5 
銀質獎章 1 
銅質獎章 0.5 

2.報名時請繳交經學校驗證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評選方式：依序依(1)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國文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3)社會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4)特別條件總分之高低順位分發推薦。 

 

三、範例 3 
一、報名條件：在學期間累計曠課時數不得超過(含)20 小時者。 
二、特別條件： 
    1.公共服務表現：以學期為單位分別採計，所加總分最高以 2分為限。 

 公共服務時數 加分分數標準 
4-7 小時 0.5 
8-11 小時 1 
12-15 小時 1.5 
16 小時以上 2 

2.班級幹部、社團幹部、各領域小老師：以學期為單位分別採計，所加總分最高以 2

分為限。 
擔任學期數 加分分數 

1 學期 1 
2-3 學期 1.5 
4-5 學期 2 

3.報名時請繳交經學校驗證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評選方式：依序依(1)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特別條件總分 (3)社會領域學 

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4)英文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5)數學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 

名百分比之高低順位分發推薦。 

 

柒、本規準經新北星100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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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辦理學生免試升學在校表現 「成績採計規準」計算方式說明 
一、學生個人成績：下表中方框陰影之成績，表示三次定期評量總平均中最高的 1或 2次示例。 

各學期 3 次定期評量成績 學期別＼ 
    領域別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各學期各次定期評量

總平均 

7 年級第 1 學期 A711 A712 A713 B711 B712 B713 C711 C712 C713 D711 D712 D713 E711 E712 E713 F711 F712 F713 

7 年級第 2 學期 A721 A722 A723 B721 B722 B723 C721 C722 C723 D721 D722 D723 E721 E722 E723 F721 F722 F723 

8 年級第 1 學期 A811 A812 A813 B811 B812 B813 C811 C812 C813 D811 D812 D813 E811 E812 E813 F811 F812 F813 

8 年級第 2 學期 A821 A822 A823 B821 B822 B823 C821 C822 C823 D821 D822 D823 E821 E822 E823 F821 F822 F823 

9 年級第 1 學期 A911 A912 A913 B911 B912 B913 C911 C912 C913 D911 D912 D913 E911 E912 E913 F911 F912 F913 

各領域學業成績

總平均 
A B C D E  

學業成績總平均 (A+B+C+D+E)÷5  

二、成績計算公式 
    1.各學期各次定期評量總平均示例：F711=(A711+B711+C711+D711+E711)÷5 表示 7年級第 1學期第 1 次定期評量總平均，依此類推。 

    2. 擇優 6 次定期評量總平均：依 7 上、7 下、8 上、8 下挑選該學期 3 次定期評量總平均中最高 1 次、9 上挑選 2 次(表格反黑者)。 

    3.各學期各領域定期評量學期成績示例： 

(1) 7、8 年級各學期國文定期評量學期成績：A713、A723、A811、A822  (2)9 年級第 1學期國文定期評量學期成績：A911、A912   

    4.各領域學業成績總平均示例：A= (A713+A723+A811+A822+A911+A912)÷6，依此類推。 

  5.學業成績總平均示例：(A+B+C+D+E)÷5。 

6.成績計算均採計至小數第 2 位、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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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 

在校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之計算方式及範例 

一、依「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辦理學生免試升學在校表現採計規準」辦理。 

二、成績採計內容 

(一)以國中學生 4大領域【語文領域(含國文及英語)、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自然領域(含

生物、理化、地科)】在校 5學期 15 次定期評量成績擇優 6次總平均(七年級第一學

期、第二學期、八年級第一學期、第二學期各 1次及九年級第一學期 2次)作為全校

排名百分比計算基準，擇優之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小數點

後第三位四捨五入。 

(二)擇優後之「學業成績總平均」，不得再以授課時數加權計算。 

三、國中應屆畢業九年級(100 年 3 月 1 日 24:00)在籍學生總人數之計算： 

(一)請各國中先行確認該校可以報名參加免試入學之學生名單。 

(二)含轉學生、資優班、技藝班、中途學校學生、慈暉班學生等，所有具國中畢業學校

學籍者。 

四、以國中應屆畢業之九年級(100 年 3 月 1 日 24:00)在籍學生總人數為總數，先行計算各百

分比學生人數，再將以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序完成之學生依照各百分比學生人數依序

進行分配，即得各學生之全校排名百分比。各百分比學生人數計算程序及原則如下（如

附件：計算範例一、二）：  

(一)先以國中應屆畢業之九年級第一學期在籍學生人數除以 100 取得百分比級距數；百 

分比級距數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二)各百分位數乘以百分比級距數取得各百分比累計數，無條件進位取得百分比累計人 

數；各百分比累計人數採無條件進位、取整數方式計算。 

(三)各百分比累計人數減去前一百分比累計人數，取得各百分比學生人數。 

五、若因學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相同，導致「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同一百分比

學生人數不足分配時，作法如下： 

(一)以「各領域學業成績總平均」順位排序之；各領域順位如下：國文、數學、英語、

社會、自然，以決定該等學生之全校排名百分比。 

(二)若經比序後仍同分同序，則該等學生同時列入該百分比，增加之該百分比學生人數

由次一百分比學生人數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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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若因學生「在校各領域學業成績總平均」相同，導致「各領域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同一百分比學生人數不足分配時，作法如下： 

(一)以「各學期定期評量成績」順位排序之；各學期順位如下：九年級第一學期、八年

級第二學期、八年級第一學期、七年級第二學期、七年級第一學期，以決定該等學

生之全校排名百分比。 

(二)若經比序後仍同分同序，則該等學生同時列入該百分比，增加之該百分比學生人數

由次一百分比學生人數扣回。 

七、特種身分學生全校排名百分比之計算，應先行依據前項原則，計算國中應屆畢業之九年

級(100 年 3 月 1 日 24:00)在籍學生總人數之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再將特

種身分學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依升學優待辦法規定加分比例，進行加分計算，並依其

加分後之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對應已完成計算之所有學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

百分比位置，取得特種身分加分後之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如附件：計算範

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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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計算範例 
 

一、國中應屆畢業之九年級上學期在籍學生人數 217 名範例，其百分比級距數為 2.17： 

 
全校排名 
百分比 

百分比 
累計數 

百分比 
累計人數 

百分比 
學生人數 

1% 2.17 3 3 
2% 4.34 5 2 
3% 6.51 7 2 
4% 8.68 9 2 
… … … … 

20% 43.40 44 2 
… … … … 

50% 108.5 109 2 
… … … … 

99% 214.83 215 2 
100% 217.00 217 2 

 

二、國中應屆畢業之九年級上學期在籍學生人數 27 名範例，其百分比級距數為 0.27： 

 

全校排名 
百分比 

百分比 
累計數 

百分比 
累計人數 

百分比 
學生人數 

1% 0.27 1 1 
2% 0.54 1 0 
3% 0.81 1 0 
4% 1.08 2 1 
5% 1.35 2 0 
6% 1.62 2 0 
… … … … 

20% 5.40 6 0 
… … … … 

50% 13.50 14 0 
… … … … 

96% 25.92 26 0 
97% 26.19 27 1 
98% 26.46 27 0 
99% 26.73 27 0 
100% 27.00 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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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種身分學生加分對應方式  

 

在校學業成
績總平均 

全校排名
百分比 

98.76 1 
97.83 1 
96.54 2 

… … 
87.32 22 
86.94 22 
86.55 23 
86.32 23 

… … 
76.25 26 
75.34 27 
74.92 28 

… … 
36.17 100 

 

 

 

 
 
 
 
 
 
 

 
 
 
 
 
 
 
 
 
 
 
 

特種身分加
分後之在校
學業成績總

平均 

特種身分加分後
之在校學業成績
總平均全校排名

百分比 
  

86.6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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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 

錄取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 1 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住家：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家長或監
護人電話 行動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免試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學生簽章：                                                

父及母（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00 年     月    日 

錄取高中職教務處蓋章  

 
 

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 

錄取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 2 聯  學生存查聯 

住家：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家長或監
護人電話 行動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免試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學生簽章：                                                

父及母（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00 年     月    日 

錄取高中職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1.錄取學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均須親自簽章，於 
100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 9時至 11 時由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親自送至錄取學校 
辦理。 

2.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 1聯撕下由學校存查，第 2聯由學生領回。 
3.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4.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學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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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 

錄取學生報到切結書(參考範例) 

 

    本人«學生姓名»參加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

免試入學，得獲錄取學校，茲依學校規定辦理報

到手續，並恪守下列規定： 

 

一、不再參加本年度之各項入學方案及考試，否則自願取消 

錄取資格。 

二、本人之國民中學畢業證書因原畢業學校尚未辦理畢業典

禮，同意由就讀國中學校統一寄達貴校，逾期視同自願 

放棄錄取資格 

             此致 

 

學校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聯絡電話： （日）            （手機）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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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申訴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畢業國中 班級 座號 身份證字號 

申訴學生 
     

主文  

事實  

理由  

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委員會： 

附記： 

1.學生或其家長在各國中學校公告新北星免試入學推薦名單後，若有異議應於 100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前(逾期不予受理)，填妥申訴書提出申訴。 
2.由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申訴書」親自向「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 

高中職免試入學委員會」辦理(新北市立清水高中教務處、土城區明德路 1 段 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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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星 100 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招生學校科系代碼一覽表 

項次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部別 科別 科組代碼 

1 010301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日間部 綜合高中 A1235 

2 010303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6R 

3 010303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電子科 A126T 

4 010303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電機科 A126W 

5 010303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機械科 A126X 

6 010303 國立泰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汽車科 A126Y 

7 010304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36 

8 010304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36 

9 010335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37 

10 010336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45 

11 010336 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45 

12 010337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46 

13 010338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47 

14 010339 國立林口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56 

15 011301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日間部 綜合高中 A2346 

16 011317 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37R 

17 011317 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日間部 服裝科 A137T 

18 011317 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日間部 美容科 A137W 

19 011317 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日間部 商業經營科 A137X 

20 011317 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37Y 

21 011317 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日間部 觀光事業科 A137Z 

22 011318 私立徐匯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2367 

23 011322 私立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2456 

24 011323 私立光仁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2457 

25 011324 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45R 

26 011324 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45T 

27 011324 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日間部 幼兒保育科 A145W 

28 011325 私立及人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2467 

29 011329 私立辭修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2567 

30 010402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綜合高中 A12RT 

31 010402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機械科 A12RW 

32 010402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製圖科 A12RX 

33 010402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機科 A12RY 

34 010402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子科 A12RZ 

35 010402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訊科 A12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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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部別 科別 科組代碼 

36 010402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建築科 A12TX 

37 010402 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土木科 A12TY 

38 010430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機械科 A13RT 

39 010430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汽車科 A13RW 

40 010430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板金科 A13RX 

41 010430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製圖科 A13RY 

42 010430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模具科 A13RZ 

43 010430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商業經營科 A13TW 

44 010430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國際貿易科 A13TX 

45 010430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A13TY 

46 010430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3TZ 

47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普通科 A14RT 

48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4RW 

49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會計事務科 A14RX 

50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商業經營科 A14RY 

51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園藝科 A14RZ 

52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A14TW 

53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訊科 A14TX 

54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子科 A14TY 

55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控制科 A14TZ 

56 010434 國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機科 A14WX 

57 010433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A15RT 

58 010433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5RW 

59 010433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機科 A15RX 

60 010433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製圖科 A15RY 

61 010433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模具科 A15RZ 

62 010433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汽車科 A15TW 

63 010433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鑄造科 A15TX 

64 010433 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機械科 A15TY 

65 014302 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57 

66 014302 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57 

67 014311 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67 

68 014315 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345 

69 014322 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346 

70 014326 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347 

71 014332 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356 

72 014338 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綜合高中 A1357 

73 014343 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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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部別 科別 科組代碼 

74 014347 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日間部 綜合高中 A1456 

75 014348 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日間部 綜合高中 A1457 

76 014353 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34 

77 014356 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467 

78 014357 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567 

79 014362 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2345 

80 011306 私立金陵女子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2347 

81 011309 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3R 

82 011309 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訊科 A125R 

83 011309 私立南山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25T 

84 011310 私立恆毅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2356 

85 011311 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2357 

86 011312 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27R 

87 011312 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27T 

88 011312 私立崇義高級中學 日間部 美容科 A127W 

89 011314 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34R 

90 011314 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34T 

91 011314 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訊科 A134W 

92 011314 私立中華高級中學 日間部 機械科 A134X 

93 011315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35R 

94 011315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A135T 

95 011315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日間部 汽車科 A135W 

96 011315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訊科 A135X 

97 011315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日間部 電子科 A135Y 

98 011315 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35Z 

99 011316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日間部 普通科 A136R 

100 011316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訊科 A136T 

101 011316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日間部 電子科 A136W 

102 011316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36X 

103 011316 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日間部 廣告設計科 A136Y 

104 014439 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陶瓷工程科 A146R 

105 014439 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美術工藝科 A146T 

106 014439 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廣告設計科 A146W 

107 014439 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46X 

108 014439 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訊科 A146Y 

109 011405 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商業經營科 A147R 

110 011405 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47T 

111 011405 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觀光事業科 A14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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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部別 科別 科組代碼 

112 011405 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A147X 

113 011405 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幼兒保育科 A147Y 

114 011405 私立樹人女子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美容科 A147Z 

115 011426 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廣告設計科 A24RT 

116 011426 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24RW 

117 011426 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服裝科 A24RX 

118 011426 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幼兒保育科 A24RY 

119 011426 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美容科 A24RZ 

120 011426 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普通科 A24TW 

121 011426 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綜合高中 A24TX 

122 011427 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訊科 A25RT 

123 011427 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子科 A25RW 

124 011427 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機科 A25RX 

125 011427 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商業經營科 A25RY 

126 011427 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25RZ 

127 011427 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廣告設計科 A25TW 

128 011427 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A25TX 

129 011432 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航海科 A234R 

130 011432 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輪機(海事)科 A234T 

131 011432 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A234W 

132 011432 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234X 

133 011421 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商業經營科 A167R 

134 011421 私立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67T 

135 011407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訊科 A16RT 

136 011407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美工科 A16RW 

137 011407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6RX 

138 011407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廣告設計科 A16RY 

139 011407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美術科 A16RZ 

140 011407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夜間部 美工科 A16TW 

141 011407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夜間部 廣告設計科 A16TX 

142 011408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汽車科 A17RT 

143 011408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訊科 A17RW 

144 011408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子科 A17RX 

145 011408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7RY 

146 011408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觀光事業科 A17RZ 

147 011408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影電視科 A17TW 

148 011408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表演藝術科 A17TX 

149 011413 私立榖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美容科 A15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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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部別 科別 科組代碼 

150 011413 私立榖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幼兒保育科 A156T 

151 011413 私立榖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商業經營科 A156W 

152 011413 私立榖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觀光事業科 A156X 

153 011413 私立榖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56Y 

154 011413 私立榖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A156Z 

155 011419 私立開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汽車科 A23RT 

156 011419 私立開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訊科 A23RW 

157 011419 私立開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23RX 

158 011419 私立開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觀光事業科 A23RY 

159 011419 私立開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A23RZ 

160 011419 私立開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流通管理科 A23TW 

161 011419 私立開明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日間部 美容科 A23TX 

162 011420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157R 

163 011420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A157T 

164 011420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子科 A157W 

165 011420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訊科 A157X 

166 011420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機械科 A157Y 

167 011420 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日間部 美工科 A157Z 

168 011431 私立莊敬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服裝科 A26RT 

169 011431 私立莊敬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幼兒保育科 A26RW 

170 011431 私立莊敬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美容科 A26RX 

171 011431 私立莊敬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A26RY 

172 011431 私立莊敬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電影電視科 A26RZ 

173 011431 私立莊敬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表演藝術科 A26TW 

174 011431 私立莊敬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料處理科 A26TX 

175 011431 私立莊敬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日間部 資訊科 A26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