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08學年度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8年3月16日

藝術才能美術班新生技轉學生
聯合招生鑑定宣導說明會



依 據

藝術教育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
才能班設立標準



辦理單位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主辦單位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實施對象

限設籍臺北市之國民小學六年級應屆畢業生。

新生

1.限設籍臺北市之國民中學七年級在學學生。

2.已就讀本市國中美術班學生不得報考；

不得跨、降年級報考。

轉學生



招生名額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 30名

七年級新生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 30名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國中部)- 30名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 30名



招生名額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 7名

轉學生 (已就讀本市國中美術班學生不得報考；不得跨、降級報考)

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 - 1名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國中部)- 0名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 0名



簡章下載

http://www.wcjhs.tp.edu.tw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http://www.doe.taipei.gov.tw

臺北市市政府教育局

http://trcgt.ck.tp.edu.tw

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五常國中
臺北市
市政府
教育局

資優中心

108 年 3 月 4 日 (星期一) 9 : 00 起公告於下列網站



簡章及報名表件索取
自 108 年 3 月 4日 (星期五) 起至 108 年 4 月 11 日 (星期四)

9：00 ～ 16：00 止，於五常國中警衛室索取 / 或洽詢其他三校警衛室或輔導室美術業務單位

五常國中

百齡高中

古亭國中

金華國中

臺北市中山區

復興北路430巷1號

臺北市士林區

承德路四段177號

臺北市中正區

中華路二段465號

臺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二段32號



報名須知 –重要規定

學生報考藝術才能美術班，以

一縣市為限，不得重複報名。

跨縣市重複報名者，如經查獲

則取消其錄取資格。

報名「身心障礙入學管道」者

不得報名一般生及書面審查之

入班管道。



報名須知-報名時間、地點及方式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30巷1號

報名方式 一律採現場親自報名或委託報名，通訊報名恕不受理

國小藝術才能美術班學校得採團體報名

報名時間 108年4月10日(星期三)、4月11日(星期四)

每日8:30-16:30，逾時不予受理

團體報名:4月10日(星期三)13:00-16:30

報名地點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1樓五常藝廊

02-25014320轉303、302



報名須知 - 報名表件

填寫聯合招生鑑定報名表，請貼妥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證照用彩色相片乙張

（附件1/附件1-1）。團體報名學校請檢附報名名冊(附件1-2)

一報名表

報名書面審查者，請填寫競賽表現優異獲獎記錄表（附件3）及書面審查資料繳交檢核

表(附件4)，並繳交政府機關(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美術才能競賽，獲前三等

獎項之證明文件A4規格影本（正本核驗後發還）。

三競賽表現優異獲獎記錄（限新生報名書面審查用）

填寫准考證基本資料，請貼妥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證照用彩色相片乙張，須

與報名表照片同一樣式（附件2）。

二准考證



報名須知 - 報名表件

正本核驗無誤後發還

四繳交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請貼足限時掛號35元郵票，並以正楷填妥收件人／考生姓名、郵遞區號及收件地址

（用於寄發書面審查結果／術科測驗成績通知書）。

＊同時報名書面審查與術科測驗者，須繳交限時掛號信封2個。

＊團體報名學校請依通知派員親至五常國中教務處領取成績單。

六限時掛號之標準信封

個別報名需繳交就讀學校教務處開立之在學證明書正本，

或學生證影本並經就讀學校教務處核章。

五



報名須知 - 報名表件

身心障礙學生如需特殊應考服務，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請於報名時一併提出申請

（附件5）。

七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1）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區（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

（2）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認定、失業給付申

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

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免收報名費，需檢附下列相關證明文件

八繳交報名費



入班管道

1.書面審查 2.術科測驗
3.書面審查

+
術科測驗

4.身心障礙
入學管道

(外加名額1名)



報名【書面審查】：限新生報考

5.在學證明書或核章之學生證影本

請將下列資料依序排列繳交

1

2

3

4

5

6

6.限時掛號信封1個（貼足35元郵票）

＊僅報名《書面審查》管道者，若未通過而未報名《術科測驗》管道者 ，則不得參加術科測驗。

4.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2. 競賽表現優異獲獎紀錄表

3. 書面審查資料繳交檢核表

1.報名表

7.繳交報名費1300元

7



報名【術科測驗】：新生及轉學生皆可報考

5.限時掛號信封1個（貼足35元郵票）

請將下列資料依序排列繳交

1

2

3

4

5

6

6.繳交報名費1500元

PS.視需求繳交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

4.在學證明書或核章之學生證影本

2. 准考證

3.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1.報名表



報名【書面審查＋術科測驗】：限新生報考

5.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請將下列資料依序排列繳交

2

3

4

5

6

6.在學證明書或核章之學生證影本

PS. 視需求繳交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

4.書面審查資料繳交檢核表

2.准考證

3.競賽表現優異獲獎紀錄表

1.報名表

7.限時掛號信封2個（貼足35元郵票）

8.繳交報名費1500元

8



報名【身心障礙入學管道】：限領身心障礙手冊新生報考

5.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影本

請將下列資料依序排列繳交

1

2

3

4

5

6

6.限時掛號信封1個（貼足35元郵票）

4.在學證明書或核章之學生證影本

2. 准考證

3.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1.報名表(附件1-1)

7. 繳交報名費1500元



術科測驗時間、地點、內容及注意事項

時間：

108年5月26日(星期日) 

8：00 ～ 15：50

地點：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30巷1號）



術科測驗時間、地點、內容及注意事項

創意表現 製作媒材由本鑑定小組提供，考生不可攜
帶任何媒材、畫板進入考場。

術科測驗規定與試場注意事項：參看簡章第5頁。

內容 一律使用八開畫紙。

鉛筆素描 考生自備黑色H～8Ｂ鉛筆、平面素色畫
板（以八開為限），不可使用噴膠。

水 彩 畫 考生自備水彩畫具、平面素色畫板（以八
開為限）。



鑑定和錄取方式-新生

鑑定類別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鑑定並設籍臺北市國小

之應屆生，依術科測驗成績高低擇優錄取。

總分相同時依鉛筆素描、水彩畫、創意表現

之成績高低排序。

（各校名額1名，得不足額錄取）。

身心障礙生入學管道

依術科測驗成績高低擇優錄取。總分相同時依鉛筆素描、

水彩畫、創意表現之成績高低排序。

（各校名額28名，得不足額錄取）。

術科測驗

參加政府機關(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

美術類科競賽，獲前三等獎項。

（各校名額2名，得不足額錄取，其剩餘

名額併入術科測驗辦理）。

書面審查



書面審查- 鑑定基準

前三等獎項應為近二年（106/04/12

～ 108/04/11）獲「個人組」前三等

獎項者。

前三等獎

係指三個國家或三個國家以上之跨國

性比賽，主辦單位應為該國之政府機

關(構)，國際性競賽證明需經我國駐

外單位認證。且證明文件須自行完成

翻譯譯本，並於報名時繳交。

國際性美術類
科競賽

指參加政府機關(構)舉辦之國際

性或全國性美術類科競賽表現優

異，獲前三等獎項者。

國際性或全國性
美術類科競賽



新生鑑定管道&流程

備齊資料向五常國中報名 108.04.10(三)～04.11(四) 

美術競賽表現優異 美術術科優異

現場報到 108 .6 .22 (六)
9:00-11:00

身心障礙生術科優異

書面審查 術科測驗 108 .05 .26(日)

寄發審查結果通知書

108.4.26(五)

寄發術科成績通知書

108 .6 .6(四)

寄發術科成績及錄取結果

108.6.6(四)

撕榜及現場報到 108 .6 .22 (六)
9:00-12:00



鑑定和錄取-轉學生

術科測驗成績需達當年

度全體到考考生術科成

績的PR85(含)。

依術科成績高低排序錄取。

總分相同時依鉛筆素描、

水彩畫、創意表現成績高

低排序，得不足額錄取。

五常國中7名

古亭國中1名

鑑定基準 錄取方式 各校名額

鑑定類別：術科測驗



轉學生鑑定管道&流程

備齊資料向五常國中報名 108.04.10(三)～04.11(四) 

美術術科優異

撕榜及現場報到 108 .6 .22 (六)9:00

術科測驗 108 .05 .26(日)

寄發術科成績通知書 108 .6 .6(四)



鑑定結果通知書寄發

書面審查

於108年4月26日(星期五)寄發書面審查結果通知書（附件6）。

術科測驗

於108年6月6日(星期四)寄發術科測驗成績通知書（附件7）。

身心障礙分發結果通知書
於108年6月6日（星期四）寄發術科測驗成績暨錄取結果通知。

團體報名學校請依通知派員親至五常國中教務處領取成績單。



成績複查

考生收到「術科測驗成績通知書」後，如有疑義，得向本聯

合招生鑑定小組提出「成績複查」申請。

申請成績複查須填寫成績複查申請暨回覆表（附件8），並檢附「術

科測驗成績通知書」影本，於108年6月13日（星期四）9：00～12：

00，親至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3樓教務處辦理。

申請測驗分數複查者，不得要求察看或影印術科測驗作答卷。



成績複查

複查收件後，即行查核成績。招生鑑定結果有誤者，本聯合招生

鑑定小組得調整撕榜梯次及序號，並發給「調整撕榜梯次及序號

證明單」，考生得依本證明單之撕榜梯次及序號進行撕榜作業。

若有調整撕榜梯次及序號之情事，將於108年6月18日（星

期二）12:00起於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網站上公告新撕榜

梯次及序號，並依新撕榜梯次及序號進行撕榜作業。



撕榜報到

撕榜報到

撕榜地點

應備資料

108年6月22日(星期六) 9：00起。

准考證、書面審查結果通知書或術科測驗成績通

知書（若准考證遺失，請攜帶有考生照片之學生

證或健保卡辦理撕榜報到）。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3樓活動中心



撕榜報到

由考生或家長親自辦理撕榜；未能親自辦理者，得由考生家長

或監護人代為辦理（須出具身份證明），亦可委託代理人辦理

報到（須檢附委託書，如附件9，請以正楷填寫）。

持術科測驗成績通知書撕榜之考生，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撕榜

報到手續者，補辦手續如下：

1、至撕榜登記處完成補撕榜申請。

2、由工作人員重新安排，遞補至下一梯次首位報到排序。

（若補辦手續者超過1人，則按原梯次序號先後順序遞補）

依考生書面審查結果或術科測驗成績之撕榜梯次及序號，現場

撕榜，並完成各校報到程序。



撕榜報到

報到後經唱名三次未完成該梯次撕榜者，

視同放棄撕榜資格。



錄取學校報到

錄取考生須於撕榜

後即至撕榜現場各

校新生(轉學生)報

到處完成報到，逾

時視同自動放棄，

錄取資格不予保留。

1. 
1

2

各招生學校得視需

要自行通知錄取學

生至各該學校辦理

後續事宜。

2. 

以身心障礙入班管道錄取考生請於108年6月22日(星期六)上
午09：00~11：00於五常國中撕榜會場逕向錄取學校報到。



其他注意事項

入學本市藝術才能班之學生，

其外聘教師鐘點費依「公立

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

費支給基準」辦理。

如遇颱風或不可抗力之災害發

生，以致報名或測驗必須改期

時，依照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停

止上班上課之規定，並於臺北

市立五常國民中學網站公告。

學生所填報名表或繳交證明

文件倘有不實情事，則撤銷

其資格並追究責任。

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臺北市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藝術才能

美術班新生暨轉學生聯合招生

鑑定小組決議辦理。

01

02

03

04



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內 容

簡章及報名表件公告下
載、索取

108年3月4日

(星期一)

至4月11日

(星期四)

3月4日(星期五)9：00起公告於下列網站

1.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http://www.wcjhs.tp.edu.tw

2.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http:// www.doe.taipei.gov.tw

3. 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http://trcgt.ck.tp.edu.tw

簡章及報名表請自行下載列印或洽五常國中警衛室索取

宣導說明會
108年3月16日

(星期六)

1. 時間：10：00～12：00

2. 地點：臺北市立百齡高中（國中部）3樓會議室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177號

報名

108年4月10日

(星期三)

至4月11日

(星期四)

1. 時間：8：30～16：30

2. 地點：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 1樓五常藝廊

3. 報名方式請詳閱本簡章報名辦法

4. 一律現場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5. 團體報名:4月10日(三) 13:00~16:30

寄發書面審查
結果通知書

108年4月26日

(星期五)

1. 公告時間：9：00

2. 公告網址：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網站http://www.wcjhs.tp.edu.tw



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內 容

公告試場座次表
108年5月25日

(星期六)

1. 9：00於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網站上公告

2. 13：00-15：00開放看試場（不可進入教室內）

3. 測驗當日不開放試場預看

術科測驗
108年5月26日

(星期日)

1. 測驗時間：8：00～15：50

2. 測驗地點：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30巷1號）

3. 應備齊准考證、相關應試用品

寄發術科測驗
成績通知書

108年6月6日

(星期四)
寄發考生術科測驗成績通知書

成績複查
108年6月13日

(星期四)

1. 時間：9：00～12：00

2. 請親至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3樓教務處辦理

撕榜及錄取學校
現場報到

108年6月22日

(星期六)

1. 時間：按簡章第7頁撕榜報到時間表

2. 地點：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3樓活動中心

3. 應備資料：准考證、書面審查結果通知書或術科測驗成績通知書

4. 以身心障礙入班管道錄取學生請於當日上午9:00-11:00至五常國中撕榜

會場逕向錄取學校報到。



簡報完畢
祝福大家 順利達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