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免試入學 報名作業說明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108年6月21日 



五專重要行事曆 
日期 重要行事 

  7/5(五)  寄發「現場登記分發通知單」 

  7/8(一) 17:00前 
確認是否收到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通知單 
※若未收到，請逕向各招生學校查詢 

7/10（三）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免試生應攜帶聯合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
發報到通知單正本、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學歷
（力）證件正本等相關資料，至各招生學校辦理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時間及地點以現場登記分發
通知為準。 

7/15（一）17:00前  錄取後聲明放棄率取資格截止 



撕榜後完成 
一般生名額 
錄取與報到 

撕榜後完成 
特種身分生名額 
錄取與報到 

  五專免試入學 

依特種身分生 
分發順位進場撕榜 

依一般生 
分發順位進場撕榜 

第二階段 特種身分生 第一階段  一般生 



 已達登記分發人數倍率 
或未達登記分發人數倍率 

 特種身分生將收到 
一般生(含大陸長期探親子女)及特種身分
生二張現場登記分發報到單 

  複查成績聯絡資訊 

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免試生現場登記分發日期、 
 地點、梯次、時間等訊息 

108年7月10日(星期三) 

現場登記分發作業 

 108年7月5日（星期五）寄送免試生 

 「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未收到通知單的免試生，請於108年7月8日 
   （星期一）向報名五專學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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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區 報到區 

撕榜臺 

會計資訊科 
餘額顯示螢幕 

  五專免試入學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現場示意圖 



6 ❸依分發順位至撕榜台選擇就讀科別進行撕榜    ❹至報到區確認分發，繳交畢業證書完成報到 

❶ 學生持報到通知單至登記台登記 ❷ 分發區聽取注意事項宣讀並等候撕榜 

  五專免試入學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流程示意圖 



雖然免試生可同時報名三區， 

惟各校登記分發皆同一天（108年7月10日） 

即使三區皆獲得登記分發機會，也僅能選擇 

一區一校前往參加現場登記分發。 

 

A1 

Q1：五專免試入學可否同時報名北中南三區學校？ 

   五專常見問題 



★高中高職免試入學就學區及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可同時報名，惟二者皆獲錄取時，則僅能擇一 

   校報到。 

★已錄取報到其他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且未聲明 

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本次免試入學招生。 

A2 

Q2：高中高職免試入學就學區及五專免試入學 

      可否同時報名？ 

   五專常見問題 



基北區免試入學 重要行事曆 
日期 重要行事 

6/11(二)至 
6/19(三) 12:00止 

 基北區第3次志願模擬選填 

6/20(四) 12:00起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開放個別序位查詢 
 網路「正式選填」志願 

6/21(五) 18:30  徐國琦老師：如何選填志願 

6/26(三) 12:00前  先自行封存志願結果(列印正式報名表) 

6/26(三)  
14:00至16:00 

學生親自返校領取報名表。地點:九龍柱旁 

6/27(四) 12:30前 
校內報名收件截止 

繳交 
正式報名表(學生、雙方家長簽中文全名) 
報名費230元 
特殊身分須繳交附表五、六簡章第120、121頁 

7/09(二) 11:00  放榜 

7/12(五)  錄取生報到 



校內報名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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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四)上午繳交報名表、報名費230元 

檢查學生及家長簽名(深色原子筆簽全名) 

檢查志願表上的［多元學習表現成績、國中會考成績、
志願序、報名身分］是否有塗改痕跡？（不可塗改） 

已在其他管道錄取且報到，但要參加免試分發的學生需
繳交「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不參加免試入學者需繳交「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切結書」。 



各班校內報名收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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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8:30-9:30 班級 901-904 

時間 9:30-10:30 班級 905-908 

時間 10:30-11:30 班級 909-912 

時間 11:30-12:30 班級 913-916 



公告錄取結果 

1. 108年7月09日(二)上午11時 

2. 各招生學校網頁及門口公告錄取名單 

3. 自行網站查詢錄取結果查詢網址：     

      http://ttk.entr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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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tk.entry.edu.tw/


報到 

報到日期：7月12日（五）上午9時至11時止
。 

報到方式： 

錄取學生應持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相關
證明書）正本及及身分證（或健保卡等官
方核發附相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依指定
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逾期視同放棄。 

• 錄取報到委託書：簡章，第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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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北區免試入學志願選填 

• 英文網址：http://ttk.entr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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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tk.entry.edu.tw/


  

  



請使用Chrome瀏覽器！ 

英文網址：http://ttk.entry.edu.tw 

http://105cefa.ntp.edu.tw/


 登入！ 



進入系統後，請點選 
集體報名學生！ 



• 選擇就學國中『龍門國中』  

• 每個人登入帳號為模擬選填時帳號及密碼 

• 忘記密碼，可洽詢導師或各班綜合老師還原密碼。 

• 預設密碼為身分證末四碼+出生月日四碼。 

 



6/20(四)12:00起可開始查詢 





基北區免試入學志願選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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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
連續選擇同校
多科，可算同

一志願 





方法一、利用選擇條件 





方法二、關鍵字搜尋 







尚未確認志願前，可先列印草稿。 

先按列印草稿，看看志願內容有無需要修改 
再列印正式報名表，封存志願 
※正式報名表由註冊組使用報名專用紙統一列印，請
同學務必於6/26中午12點前自行完成封存志願!! 

列印正式報名表後，即不可更改志願。 



列印正式報名表，輸入密碼確認 

★再確認，按下去就不能改囉 

出現熊貓，按列印正
式報名表，就會出現
你的報名表，是pdf
檔! 



確認後會產生1個pdf檔，這才是正式的報名表
，請記得這檔案是儲存在電腦的哪個位置喔！ 
★此pdf檔可自行儲存留存 



列印後 即無法更改志願!!! 
 



無簽名欄位 

   
無
檢
核
碼 



 請務必於6/26下午14:00至

16:00返校領取正式報名表！ 

 報名表上不得有任何塗改 

 條碼不能糊掉 

 學生及家長雙方要使用藍、

黑色原子筆簽中文全名，不

能用鉛筆、不能蓋印章 

★若家長一方因故無法簽名，請

另一方家長簽名兩次，並註

明原因(離婚、單親、死亡、

出差、出國…) 

學生、家長雙方需用藍、
黑色原子筆簽全名 



注意事項 

• 志願模擬選填中的特招志願，會一併清除，
但其他免試志願則會保留。 

• 若未來有報名特招的同學，記得在自己的
志願表中，再填入特色招生的志願！ 

    切記！切記！！！ 
 



正式報名表不可塗改!!! 
 

簽名不可以用鉛筆!!! 

報到時請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 



基北區免試入學 重要行事曆 
日期 重要行事 

6/11(二)至 
6/19(三) 12:00止 

 基北區第3次志願模擬選填 

6/20(四) 12:00起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開放個別序位查詢 
 網路「正式選填」志願 

6/21(五) 18:30  徐國琦老師：如何選填志願 

6/26(三) 12:00前  先自行封存志願結果(列印正式報名表) 

6/26(三)  
14:00至16:00 

學生親自返校領取報名表。地點:九龍柱旁 

6/27(四) 12:30前 
校內報名收件截止 

繳交 
正式報名表(學生、雙方家長簽中文全名) 
報名費230元 
特殊身分須繳交附表五、六簡章第120、121頁 

7/09(二) 11:00  放榜 

7/12(五)  錄取生報到 



考試分發入學 



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 
政大附中、師大附中、麗山高中特招班 

 招生學校： 

 政大附中(英語國際特色班) 

 師大附中(資訊科學特色班) 

 麗山高中(資訊科學特色班) 

 報名日期：108年6月20日【擇一校報名】 

 會考成績：為報名門檻。 

 考試科目： 

 政大附中(英文閱讀、英文聽力)、師大附中(數學、資訊) 

 成績放榜：108年6月24日 

 分發放榜：108年7月9日【與基北區免試一次分發到位】 

 相關資訊：請見政大附中、師大附中、麗山高中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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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分發入學  
 政大附中錄取門檻─須達以下任何一項： 
   1. 會考5科均達A以上 
   2. 會考4科達A+以上 
   3. 會考3科達A++以上 
 師大附中錄取門檻─須達以下任何一項： 
   1. 數學科達A++其他四科均達A+以上 
   2. 數學科達A++其他四科有三科達A++以上 
 麗山高中錄取門檻─須達以下任何一項： 
   1. 數學科達A++且英文科達A+以上 
   2. 數學科、自然科與英文科均達A+以上 
 錄取方式： 
   個別報名→參加測驗→選填志願(與基北免同一張志願表

)→放榜→報到 
 可以同時報名高中職免試 (30免試+1特招志願) 
 



考試分發入學辦理時程說明   
108.06.19：網路填寫報名表 

108.06.20：學生自行校外繳件報名 
108.06.23：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學科測驗(政大附中、師大附中、麗山高中) 

108.06.24：網路查詢成績 

108.06.25：志願選填 

                    (規劃：與免試入學一起選填志願30免試+1特招志願) 

108.07.09：與免試入學同天放榜  

108.07.12：與免試入學同天報到 



須放棄錄取報到的學校 
才可報名其他學校 

放棄報到同意書 

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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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祝各位同學 

    金榜題名！ 

有任何問題，請與導師、綜合老師或 

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