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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 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10條。 

三、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 

四、 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 

貳、招生對象： 

    具備參加110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報名資格，且符合下列條件之ㄧ者，始
得報名: 

一、截至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放榜日為止，各項錄取管道皆未獲錄取者。 

二、前經任ㄧ入學管道錄取且報到之學生，業於其招生簡章所規定之放棄錄取資格期限內

完成放棄錄取資格者。 

三、前經任一入學管道錄取且報到之跨區學生，因「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

第7條所定之特殊因素放棄已錄取報到資格，且獲原錄取學校同意者。 

參、 招生名額 

科別 招生名額 部別 

(如日間部、夜間部或進修部) 

汽車科 54名 日間部 

電子科 30名 日間部 

資訊科 33名 日間部 

餐飲管理科 103名 日間部 

多媒體動畫科 27名 日間部 

 

肆、報名作業 

一、報名方式：以線上方式向本校報名，線上填寫或上傳報名表(家長、學生簽名)及上傳

報名所需文件。網址: https://www.thhs.ntpc.edu.tw/apply-form/ ，聯絡電話

(02)2982-2788。 

二、 報名日期：110年8月2日(星期一)至110年8月17日(星期二)止（每日8時至16時，假日

除外）。 

三、 報名應備資料： 

(一) 填寫報名表(如附件1)，繳驗學歷證件正本及國民身分證影本（自行貼在報名表

上）。 

(二) 繳交最近3個月內光面彩色脫帽、半身、正面照片1吋2張（黏貼在報名表上）。 

(三) 請檢附「多元學習表現成績資料證明表（應屆學生請使用附件2-1、非應屆

學生請使用附件2-2，自國外返國學生請使用附件2-3）」及「國中教育會考

成績單（如未考者，免附）」。 

https://www.thhs.ntpc.edu.tw/apply-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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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已獲其他就學區錄取報到之跨區學生參加免試續招，須繳交「109學年度跨區學

生因參加免試入學續招聲明放棄已錄取報到資格同意書」(附件3)，始得報名。 

(五) 報名時必須備齊證件繳驗，否則不予受理。 

(六) 不符合報名資格者，不接受報名。 

四、 報名費：免收報名費 

伍、 錄取規準 

一、報名人數未超過招生名額，全額錄取。 

二、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其超額比序項目及比序順次，依據「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

試入學作業要點」辦理，如經比序後仍同分超額時增額錄取。 

陸、錄取公告及報到 

一、110年8月18日(星期三) 9時於本校網站公布欄公告，經錄取者請於109年8月20日(星期
五)9時至12時向本校辦理線上報到手續(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t6R1qdwwOFMSC9GeXL8Y8HUG4FqQ23bz
lzIm3iEsuEc5olA/viewform )，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 

二、依簡章規定辦理報到手續，並恪守下列規定：  

(一) 已報到之學生(或已報到且未於規定時間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再行 報名參
加 110 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二) 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 110 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應填具「放 棄錄取
資格聲明書」，由學生及父母(或監護人)簽名後以親送錄取學校 辦理，或因疫情影響
得以「線上、傳真」方式傳送辦理，逾期不予受 理，放棄錄取資格後，始得報名後續
各入學管道。 

(三) 本人同意報到入學，因就讀國中尚未發放畢業證書或因疫情影響無法繳 交畢業

證書，特簽此報到確認單，並於報到學校規範之日期或註冊時繳 交畢業證書。 

三、 已報到者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應於110年8月23日(星期一) 9時至
12時填具「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詳如附件5），傳真至本校辦理放棄錄取資格。 

柒、錄取結果複查(或申訴) 

    對本校辦理免試續招工作如有疑義，請於110年8月19日(星期四)9時至12時止，填妥「錄
取結果複查(或申訴)表」(如附件6)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申訴結果於
110年8月19日(星期四)13時至15時通知。 

捌、其他事項 

  ㄧ、 本校續招錄取學生報到後，如發現冒名頂替、申請資料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情事

致影響分發結果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予註冊入學，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二、 如遇颱風警報或發生重大天然災害時，請密切注意本校所發布之緊急措施消息。 

  三、 本校對於報名學生個人資料之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事項，參照110

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規定辦理。 

  四、 本招生簡章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並陳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 

玖、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t6R1qdwwOFMSC9GeXL8Y8HUG4FqQ23bzlzIm3iEsuEc5ol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t6R1qdwwOFMSC9GeXL8Y8HUG4FqQ23bzlzIm3iEsuEc5ol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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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 110學年度辦理免試續招報名表 

編號：                                   

姓名  

【照片黏貼處】 

照片黏貼請勿出格若太大請自行裁

剪。照片1式2張，1張實貼、1張浮

貼於抽籤證上，請於照面背面填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志願序 

第一志願          科 

第二志願          科 

第三志願          科 

第四志願          科 

第五志願          科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家裡電話               手機                   公司電話 

緊急連絡人姓名                   關係                 電話 

畢業學校 民國   年   月   日畢業       （縣、市）       （國）中學 

通 訊 處 □□□ 

※注意事項：報名表各欄位請學生詳實填寫，字體工整清晰。 
請攜帶： 

一、 學歷證件：如在學證明（或畢業證書）影本，或其他相關證件。 
二、 身分證正反影本。 
三、 身分優先順序審查證明文件影本。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務必清晰 

 

身分證背面影本黏貼處 

報名者簽章  承辦人簽章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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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表現成績資料證明表（國中應屆畢業學生適用）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

號 
   

國中就讀學校    縣市 班級  座號  性別  

家長姓名  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國中教育會考考區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均

衡

學

習 

領域 

成績 
（健體、藝文、綜合三領域前5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每個領

域及格得7分，上限21分） 
取得積分 

7上 7下 8上 8下 9上 總平均 

健體        

藝文        

綜合        

服

務

學

習 

學年期 
服務時數 

（採計國中在學期間前5學期選3學期，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

上得5分，上限15分） 
取得積分 

   

   

   

   

   

總積分（上限

36分） 
 

備註： 

1.以上資料由學校註冊組填寫並加蓋戳章以證明資料無誤，請家長核對上述基本資料，若有錯誤攜帶相關資

料至學校註冊組辦理修正。空白之欄位應標上「╳」，若有塗改，塗改處需經承辦人職名章認證完竣。 

2.均衡學習分數說明：健體、藝文、綜合三領域前5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每個領域及格得7分，得分上限21

分。 

3.服務學習分數：採計國中在學期間前5學期選3學期，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得5分，上限15分。 

4.多元學習表現總積分上限為36分。 

學生簽名  

畢業國中 

審核證明章 
 

家長雙方簽名 

（或法定代理

人） 

 

 

 

附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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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表現成績資料證明表（國中非應屆畢業學生適用）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

號 
 

國中就讀學校    縣市 班級  座號  性別  

家長姓名  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國中教育會考考區 （無則免填） 

多元
學習
表現 

均衡
學習 

領域 

成績 

取得 

積分 
（健體、藝文、綜合三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每1領域得7分） 

 

7上 7下 8上 8下 9上 總平均 

健體        

藝文        

綜合        

服務
學習 

學年
期 

服務時數 

取得 

積分 

1.由原畢（結）業學校進行服務學習時數採計． 

2. 得採計畢（結）業後服務學習時數，採計方式比照在校生方

式辦理。 

3. 106學年度上學期至108學年度上學期之連續5學期中採計3學

期；非應屆畢(結)業生除上開採計期間外，亦得選擇國中在學期

間前5學期選3學期進行採計。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得5分，上

限15分。 

   

   

   

   

   

總積分（上限36

分） 
 

備註： 

1.以上資料由學校註冊組填寫並加蓋戳章以證明資料無誤，請家長核對上述基本資料，若有錯誤攜帶相關

資料至學校註冊組辦理修正。空白之欄位應標上「╳」，若有塗改，塗改處需經承辦人職名章認證完竣。 

2.均衡學習分數說明：健體、藝文、綜合3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每個領域及格得7分，上限21

分。 

3.服務學習分數說明：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得5分，得分上限15分。 

4.多元學習表現總積分上限為36分。 

學生簽名  
畢業國中 

審核證明章 
 家長雙方簽名 

（或法定代理人） 

 

 

附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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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國外返國就學學生多元學習表現成績資料黏貼表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

號  

國中就讀學校  性別  

家長姓名  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國中教育會考考區 
（無則免填） 

【備註】 

1. 所有證件請依下列順序由上至下，採浮貼方式辦理。 

(1)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與中譯本； 

(2)服務學習證明文件。 

2. 各項證明文件以影印本繳交時，請於報名時攜帶證件正本，以備查驗。 

3. 請用螢光筆於證件影印本上，標記出報名學生姓名、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及發證單位，以便查驗。 

 

 

 

 

 

 

 

證明資料（影本）黏貼處 

 

(1)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校三年成績單與中譯本 

(2)服務學習證明文件 

 

 

共寄交__________張證明資料 

附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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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跨區學生因參加免試入學續招聲明放棄已錄取報到資格同意書 

第一聯學校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錄取學校  錄取科別  

本人因下列特殊因素，並檢附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因父母、其他法定代理人工作地遷徙，須搬家遷徙。 

□家庭特殊境遇，須進行安置。 

必須離開貴校至其他就學區，經貴校檢核該生所提證明文件，實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

試續招審查原則」規定，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學生簽章：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110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請核騎縫章)------------------------------------- 

110學年度跨區學生因參加免試入學續招聲明放棄已錄取報到資格同意書 

第二聯學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錄取學校  錄取科別  

本人因下列特殊因素，並檢附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因父母、其他法定代理人工作地遷徙，須搬家遷徙。 

□家庭特殊境遇，須進行安置。 

必須離開貴校至其他就學區，經貴校檢核該生所提證明文件，實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

試續招審查原則」規定，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學生簽章：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110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一、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第一聯由學校存查，第二聯撕下由學生領回。 

二、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始得報名參加非原錄取學校所在就學區之學校免試續招招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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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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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續招報到確認單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學區：___________________，畢業國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學管道獲錄取        東海高中       學校 _________科，茲依簡章規定辦 

理報到手續，並恪守下列規定：  

一、 已報到之學生(或已報到且未於規定時間內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再行 報

名參加 110 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二、 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 110 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應填具「放 

棄錄取資格聲明書」，由學生及父母(或監護人)簽名後以親送錄取學校 辦

理，或因疫情影響得以「線上、傳真」方式傳送辦理，逾期不予受 理，放

棄錄取資格後，始得報名後續各入學管道。  

三、 本人同意報到入學，因就讀國中尚未發放畢業證書或因疫情影響無法繳 交

畢業證書，特簽此報到確認單，並於報到學校規範之日期或註冊時繳 交畢

業證書。 

 此致  

 

東海高中  學校(學校傳真：02-29821699)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父母(或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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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110學年度辦理免試續招錄取報到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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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家： 

行動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免試續招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 

申請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110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蓋章  

 

-----------------------------(請核騎縫章)-------------------------------------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110學年度免試續招錄取報到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2聯  申請人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家： 

行動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免試續招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 

申請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110年     月    日 

錄取學校蓋章  

注意事項： 
1.錄取者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親自簽章後，於110年8月23日(星期一)9時至12

時傳真至本校辦理。 
2.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申請人慎重考慮。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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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110學年度辦理免試續招錄取結果複查(或申訴)表 

收件編號：                    第1聯 學校招生委員會收執聯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複 查 

(或申訴) 

申請人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畢 業 國 中 聯  絡  電  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申請事由 

 

具體說明 

 

附註： 

1.公告錄取名單後，若有異議應於110年8月19日(星期四) 9時至12時，填妥本表提出複查(或

申訴)，逾時不予受理。 

2.填妥本表後，請傳真向本校招生委員會辦理。(地址：24157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3段93巷12

號，電話：(02)2982-2788、傳真：(02)2982-1699)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招生委員會  

-----------------------------(請核騎縫章)----------------------------------------                        

第2聯    複查(或申訴)者存查聯 

 

    茲受理並收執                 提出之「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 110學年度辦理免試續招

錄取結果複查(或申訴)表」(收件編號：     )，將於110年8月19日(星期四)15時前通知複查

(或申訴)結果。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招生委員會 啟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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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110學年度辦理免試續招錄取結果複查(或申訴)通知書 

收件編號：                     第1聯  學校招生委員會存查聯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 

(或申訴) 

申請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畢業國中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申請事由 
及 

具體說明 
如複查(或申訴)表所述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招生委員會回覆： 

□經複審後，錄取結果無誤。 

□經複審後錄取。請於110年8月20日(星期五)9時至12時持國中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

書)向本校報到，逾時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請核騎縫章)--------------------------------------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110學年度辦理免試續招錄取結果複查(或申訴)通知書 

收件編號：                     第2聯  複查(或申訴)者收執聯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複查 

(或申訴) 

申請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畢業國中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新北市私立東海高中招生委員會回覆： 

□經複審後，錄取結果無誤。 

□經複審後錄取。請於110年8月20日(星期五) 9時至12 時持國中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

書)向本校報到，逾時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附件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