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免試入學 報名作業說明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109年6月5日 



藝才班重要行事曆 
日期 重要行事 

 5/28(四)~6/2(二) 12:30 至註冊組繳交樣張報名表及報名費 

6/08(一)9:00-12:00 校內網路報名 

6/08(一)12:00-12:30 領取正式報名表 

6/09(二)中午12:30前 校內報名收件截止 

  6/22(一) 
 寄發「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報
到須知」(請先打電話至註冊組詢問) 

  7/09(四)  現場分發(撕榜)作業、錄取報到 

7/10(五) 戲劇班、獨招放榜 



五專免試(優免、聯免) 

★4/17發放五專報名意願調查表。 
★五月初發放發放五專免試入學積分證明單 

★校內報名時間:  
五專優先免試：5/11~13 12:30截止。 
五專聯合免試：6/08~12 12:30截止。 



五專優免 

★校內報名時間: 109年5/11-13 12:30。 
★志願選填系統操作練習: 
  5/25(一)10:00~6/2(二)17:00 
★開放免試生志願選填登記: 
  6/4(四)10:00~6/9(二)17:00 
★錄取公告：6/11(四) 09:00起 
★錄取報到：6/15(一) 15:00止 
★放棄錄取：6/15(一) 15:00止 



免試生查詢系統-系統登入 



免試生查詢系統-成績查詢 

審查狀態通過之免試生，可查詢成績 

    且可列印出含會考及不含會考之成績單 

審查狀態不通過之免試生， 

     不產出成績單 

     查詢系統顯示不通過之原因 

109.6.2(二) 10:00 查詢免試生成績(不含會考成績及志願序積分) 

109.6.5(五)15:00起  

查詢免試生成績(含會考成績

，不含志願序積分) 



免試生查詢系統-分發結果查詢 
錄取狀態顯示：錄取之校科組及未錄取志

願之原因 

若錄取第1志願，其第2志願以後僅顯示志

願序(反灰) 

若免試生未錄取，錄取狀態會顯

示「未錄取，未達錄取標準」 

若欲申請分發結果複查，則須使

用網路選填登記志願時留存之志

願表及分發結果複查申請表併同

提出申請 

109.6.11(四)9:00起 



選填登記志願系統-系統登入 

考生作業
系統 

網路選填登記志
願系統 

 免試生登入 
1.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號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 
2.輸入出生年月日共6碼 
3.輸入預設通行碼 
    (預設為身分證後4碼+出生月日4碼) 
4.輸入驗證碼 



選填登記志願系統-設定新通行碼 

免試生首次上網
選填登記志願時
，須自行設定通
行碼，設定完後
請儲存或列印通
行碼設定表並妥
善保存。通行碼
切勿提供給他人
使用，如果因此
造成個人資料外
洩或權益受損，
概由免試生自行
負責。 



選填登記志願系統-列印儲存設定通行碼 

 

 

 免試生自行設定通行碼確定後，
請儲存或列印通行碼設定表並妥
善保存。 

 免試生自設通行碼遺忘時，請於
每日8：30 至 17：30，檢具國
民身分證、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
證影本申請補發，以1次為限。 

 通行碼補發申請表請至本委員會
網站「下載專區」下載，填妥後
連同國民身分證(居留證或入出
境許可證)影本傳真(02-2773-
8881)至本委員會，傳真後並以
電話(02-2772-5333)確認已收
到傳真。 

 



選填登記志願系統-選填志願及順序 (1/6) 

 查詢五專招生學校 

 帶出該校科(組)資
訊 

志願代碼：11401 
招生學校：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 
 科(組)名稱：會計資訊科 

                           (臺北校區) 
 是否採計會考：有 
招生名額：一般生30 
                        大陸長探生0 
                        特種生0 



選填登記志願系統-選填志願及順序 (2/6)  

1 選擇招生學校，點選查
詢 
 
選擇科(組) 
 
點選新增，移至右方暫
存區 
 
已選填志願暫存區 
 
點選暫存區之志願 
 
志願順序排序上下更動 
 
移除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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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登記志願系統-選填志願及順序 (3/6) 

 選填登記志願後，可
以選擇暫存志願，右
方會顯示：暫存就讀
志願順序成功 

 暫存志願不代表確認
送出，若未於規定時
間內確認送出者，亦
視同未上網選填登記
志願，放棄參加分發 

非常
重要 



選填登記志願系統-選填志願及順序 (4/6) 

免試生在確定送出志願前

，可點選「列印暫存志願

」鈕，檢核確認志願順序 

此為暫存檢核用，請

檢核確認志願順序 

提
醒 



選填登記志願系統-選填志願及順序 (5/6) 

確認所選填之志願是否

無誤 

確認志願順序是否無誤 

確認志願順序選填無誤後

，須輸入： 

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號

或入出境許可證統一證號)

、出生年月日、通行碼及

驗證碼即可點選確認送出 

志願未確認送出 
皆可返回修改志願
及順序 

注意： 
志願一旦點選確認
送出 
即不可修改志願及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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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登記志願系統-選填志願及順序 (6/6)  

畫面顯示： 

您已完成網路選填登記志

願之訊息，並產生就讀志

願表，才算完成網路選填

登記志願程序 

志願表繳回國中學校承
辦老師，並自存一份 
申請分發結果複查時使
用 



五專聯免 

★校內報名時間: 6/8-12 12:30。 
★寄發現場登記分發通知單:7/3(五)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7/9(四) 
 
比序方法：與高中完全不同 



• 五月 發放五專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 請事先準備報名表件(填妥各項資料) 

• 分為北中南 3 區，每位學生最多可選報
每區1 所學校，亦可以同時報名高中職
免試入學，惟錄取後僅能選擇 1 所學校
辦理報到。 

• 6/8-6/12 12:30 校內報名收件 

報名表(貼比序表)+報名費 

 

 

五專免試 

以下僅就北區免試入學簡要說明。 



五專免試 
 僅能選擇各區內一所
五專報名。 

 特種身分學生(例如
：原住民、身障生等
)，可同時報名一般
生比序，及特種生比
序。 

 報名五專者，亦可以
同時報名高中職免試
入學，但僅能就一間
學校報到。 

 四月底發放五專報名
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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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優先免試 



臺北市優先免試第二類重要行事曆 
日期 重要行事 

6/2(二) 08:00起  「正式選填」志願 

6/05(五) 08:00 會考成績公布 

6/08(一) 17:00  網路志願選填截止 

6/09(二) 12:30前 
校內報名收件截止 

繳交 
自行列印之志願報名表(學生、雙方家長簽
中文全名) 
報名費100元 
★特殊身分須繳交附表1-3簡章第54頁 

6/12(五) 11:00 
招生學校公布分發序(錄取人數的2倍) 
分發序結果複查(11:00-16:00) 



臺北市優先免試 重要行事曆 
日期 重要行事 

6/15(一) 

  9:00-10:00 欲撕榜者至招生學校登記報到 
 ★須先完成登記，方可依分發序參加現場撕榜★ 
10:00-12:00 現場撕榜（撕到榜視同錄取報到） 
13:00-15:00 已撕榜(報到)學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親自至各招生學校辦理 

注意： 
1. 如撕榜後未放棄，基北區免試入學權限會被鎖住 

(將無法參加基北區免試入學) 

2. 優先免試報到後請務必簽妥「不參加免試入
學分發作業切結書」，請於6/17下午16:00前
繳交至註冊組。 



臺北市優先免試入學注意事項 

• 6月15日上午9時至10時登記時，需帶 

• 身份證件正本 

• 畢業證書或已填妥之「報到切結書」
(附表3，簡章第58頁) 

 

     (詳參簡章第12頁至第13頁) 



  

  



http://109priorefa.tp.edu.tw 



 進入系
統後，請
點選學生
端！ 

1.選擇就學國中『龍門國中』  

2. 登入帳號為基北區免試平台之帳號及密碼 

★密碼遺失，可洽詢導師或各班綜合老師。 





1. 先閱讀注意事項 

2. 選擇優免志願(擇1所學校) 

3. 點選「加入」按鈕 

4. 點選「儲存志願」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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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 草稿 / 正式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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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使用一般白色A4紙利用「雷射印表機」自行列印正式報名志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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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 

學生、家長雙方需
用藍、黑色原子
筆簽全名 



注意事項： 

1.想報名的同學需於規定時間上網填志願 

2.自行利用黑白雷射印表機印志願表 

3.學生、雙方家長簽全名 

4.於校內報名期限前繳交：志願表+報名費100 

5.查詢分發序 

6.學生或家長親自到該校現場登記、撕榜報到 

7.未到者放棄 
 



基北區免試入學 重要行事曆 
日期 重要行事 

6/08(一) 08:00至 
6/16(二) 12:00止 

 基北區第3次志願模擬選填 

6/17(三) 12:00起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開放個別序位查詢 
 網路「正式志願選填」 

6/18(四) 18:30  徐國琦老師：如何選填志願 

6/24(三) 12:00前  先自行儲存志願並完成志願選填 

6/24(三)  
14:00至16:00 

學生親自返校領取報名表。地點:九龍柱旁 

6/29(一) 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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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27頁 

7/08(三) 11:00  分發結果公告 

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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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109年6月21日【擇一校報名】 

 會考成績：為錄取門檻。 

 考試科目： 

 政大附中(英語閱讀、英語聽力) 

 師大附中、麗山高中(數學、運算思維) 

 成績網路查詢：109年6月22日 

 分發放榜：109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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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6.17：網路填寫報名表 

109.06.18：學生自行校外繳件報名 
109.0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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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6.22：網路查詢成績 

109.0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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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8：與免試入學同天放榜  

109.0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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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