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三升學時程表」
以下作業時程請依校內公告為主
110 學年度中投區高中職免試入學重要時程


110 學年度中投區免試入學選填志願平台掛於學校網頁/分眾導覽/學生頁面內。
作業日期

作業項目

說明

6/11(五)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放榜

紙本成績單待復課之後回校後領取

6/15(二)

免試入學選填志願說明會

線上辦理，時間另行公告

6/16(三)

直升放榜公告

上午 11:00 公告

6/18(五)

直升報到

上午 09:00 至 11:00
(依校內公告的時間及地點辦理報到)

6/24(四)~
6/28(一)

公告免試實際招生名額、個人
6/24( 四 ) 上 午 09:00~6/28( 一 ) 上 午
序位查詢
08:00 止
★免試入學網路正式選填

6/28(一)

★返校領取免試入學選填志 6/28(一)上午 10:00 起至教務處領取
願正式報名表

6/29(二)11:30 前 校內免試入學報名
(各班時程表詳第 4 頁)

1.依各班排定時間至三樓會議室
2.請自行確認檢查報名表及繳費 230 元

7/5(一)~7/6(二)

註冊組完成集體報名送件

教務處註冊組至台中家商集體報名

7/13(二)

錄取公告

1.上午 11:00 公告於各招生學校網站。
2.高中職不會寄發錄取通知單，請考生
自行至各高中職的學校網站確認報到
等相關注意事項。

7/15(四)

報到

1.依各校規定時間及地點辦理
(簡章規定：上午 9:00~11:00)
2.帶畢業證書正本

7/19(一)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

下午 14:00 前至各招生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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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度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重要時程
作業日期

05/24(一)10:00～
06/08(二)17:00
06/10(四)10:00～
06/15(二)17:00

作業項目
已完成報名考生，請務必上網進行選填登記志願系統操作練習

★正式開放志願選填登記

06/11(五)15:00 起

開放查詢成績及級距(含會考成績，但不含志願序積分)

06/16(三)

★返校 繳交「志願表」(家長/學生簽名)

06/17(四)09:00～

可至系統查詢錄取公告及分發結果網路查詢

06/22(二)15:00 止

1.錄取報到及放棄錄取截止。
2.請考生依各招生學校公告辦理報到。

●日程及內容如有異動，以 110 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網站最新公告及相關通知為
準。

110 學年度北中南區五專聯合免試入學招生時程


三區可重複報名，唯分發報到僅能選擇一區。

作業日期

06/24(四)
|
06/25(五)

作業項目

說明
請考生攜帶報名表、報名費 300 元並備齊相關
資料(如:競賽加分證明、英檢、生涯輔導紀錄

★辦理校內報名作業

手冊、體適能成績證明 或其他證明文件)

06/25(五) 公告實際招生名額
12:00 前
06/30(三)~ 開放查詢是否完成報名手續
07/05(一)
07/09(五)

1.由各招生學校寄送至家裡。
1.寄發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2.各招生學校 17:00 前第一次網路公告參加
2.第一次公告分發名單
現場登記分發名單、時間及地點。

07/12(一)

確認是否收到報到通知單

若 17:00 前沒收到，請逕向各招生學校查詢

07/13(二)

1.第二次公告分發名單
2.成績複查

各招生學校 17:00 前第二次網路公告參加現
場登記分發名單、時間及地點。

07/14(三)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各招生學校辦理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時間及
地點以各招生學校通知為準。

07/19(一)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下午 15:00 前至錄取學校辦理。

●日程及內容如有異動，以各區 110 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網站最新公告及相關通知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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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度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重要時程
作業日期

作業項目

說明

06/16(三)

上午 09:00 放榜

06/17(四)

上午 09:00 至 12:00 報到

06/18(五)

上午 11:00 前辦理報到後放棄

請考生依各招生學校公告辦理

110 年度高級中等學校北中南區音樂、美術術科測驗甄選入學聯合分發
作業日期
06/11(五)
13:30~16:00
、
06/15(二)
08:00~16:00
06/30(三)
07/14(三)
07/15(四)

作業項目
★請家長陪同考生至註冊組
報名，並請攜帶資料。
(正式報名表由校方集體產
出，需要家長/考生簽章)

說明
請備妥以下資料於 6/15(二)前報名：
1.報名表(家長/考生簽名)
2.報名費 280 元
3.術科成績單(正本)
4.術科鑑定結果通知單(正本)
5.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影本)

寄發甄選入學聯合分發資料：
1.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
★報名學生返校至教務處領取資料
2.報到須知
中區美術：苑裡高中
現場分發(撕榜)及錄取報到
中區音樂：清水高中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
16:00 前至錄取學校辦理

●日程及內容如有異動，以各區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網站最新公告及相關
通知為準。
【 重 要 提 醒 】
1.已完成錄取報到手續，但想要參加下一階段之招生入學作業者，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親自前往
原報到學校填寫放棄聲明。
2.錄取未報到或報到後放棄錄取者，皆無法要求返回原校就讀，放棄前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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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110 年度中投區高中職免試入學志願選填說明
1. 6/24(四)上午 09:00 後，選填志願平台將公告實際招生名額及個人序位查詢。
2. 校內選填志願時程為 6/24(四) ~ 6/28(一)上午 08:00 止，請務必注意校內選填志願時
間並確認志願選填的正確性。
3. 選填志願報名表件由學校端統一印出，請學生於 6/28(一)上午 10:00 後至教務處註冊組
領取正式報名表件，家長及學生確認簽名無誤後，依各班指定時間返校繳回表件。

 提 醒 您 
(1) 表件除簽名以外，不能做任何修正塗改，否則無法報名。
(2) 請家長、學生皆簽全名、不可用鉛筆簽名、不可只簽姓氏、不可只蓋章。
4. 由學校端完成列印輸出後，家長與學生將無法自行在網路上修正選填志願序。
5. 正式報名表若列印出後，欲志願修正者，請於 6/29(二)依各班規定時間內前來修改，由
家長與學生兩人一起親自到教務處辦理，缺其中一位皆無法完成修正手續。
6. 請於 6/29(二)依各班排定時段於本校三樓會議室繳回表件報名，並同時繳交報名費 230
元整。
班級

繳交排定時間：110 年 6 月 29 日(週二)

國三甲 乙 丙

上午 08:00~09:30

國三丁 戊

上午 09:30~10:30

國三己 庚

上午 10:30~11:30

7. 提醒您，為避免因修正志願而導致報名資料錯誤，造成報名時被退件而無法完成報名手
續，請配合學校校內作業時程，以便完成國中端集體報名。
8. 7/13(二)上午 11:00 可自行至中投區免試入學選填志願平台查詢錄取公告。
東大附中 教務處 11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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