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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 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 
聯合甄選入學成績採計方式及報名注意事項 

 
 

一、成績採計方式：以【北北基高中職 100 年聯合入學測驗分數】或【100 年第一

次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為甄選入學門檻（不列入

甄選成績之計算），通過各校學科門檻之學生，依術科測驗成績

標準依序甄選。 

二、報名日期：自100年6月3日（星期五）至100年6月4日（星期六），每日09：00 

至12：00及13：00至16：00止。(依北北基聯測甄選入學時程辦理) 

三、報名方式：採現場報名繳件。 

四、報名地點：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學生活動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向陽路 21 號，電話（02）2783-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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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聯合甄選入學簡章提供 

100年1月14日（星期五）09：00起公告於： 

1.「臺灣北區 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 

  （科）聯合甄選入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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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中資優資訊網  

   http://excellent.aide.gov.tw/ 

自100年1月17日（星期一）至100年6月 

4日（星期六），每日09:00至17:00止。 

販售地點: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正門口警衛室

(11248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 70 號

02-28914131轉710、775)，每份新臺幣50元整。 

北北基高中職 100 年聯合

入學測驗或 100 年第一次國

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100 年 5月 21日（星期六）至 

100 年 5月 22日（星期日） 

   

公告各校 

「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 

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 

甄選入學」實際招生人數 

 

 

 

100年 5月 27日（星期五）前 

一、請至臺北市立復興高中網站

http://www.fhsh.tp.edu.tw/ 及

http://excellent.aide.gov.tw

/「高中資優資訊網」查閱。 

二、報名資優類學校甄選者，依規定

需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寄發北北基聯測分數通知單 100 年 5月 30日（星期一）  

寄發國中基測成績 100 年 6月 2日（星期四）  

聯合甄選入學報名 

（現場繳交） 

※ 報名應備資料繳交時間： 

自100年6月3日（星期五）至 

  100年6月4日（星期六）， 

每日09：00至12：00及13：00至16：00止。 

請至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學生活動

中心，辦理繳件（臺北市南港區向陽

路 21號），電話（02）2783-7863。 

聯合甄選入學放榜 100 年 6月 8日（星期三）上午 09：00 

榜單公告：1.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大

門。2.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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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委員學校網站 4.高中資優資訊網

http://excellent.aide.gov.tw/ 

聯合甄選入學榜單複查 

 

 

100年6月9日（星期四）， 

09：00至12：00及13：00至16：00止 

※複查次數，以一次為限。 

1、採現場親自或委託複查。 

2、複查費用：新臺幣 100元整。 

※申請收件地點：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 

（11248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逾期不受理。 

聯合甄選入學報到 

※報到時間： 

100年6月9日（星期四）， 

09：00至12：00及13：00至16：00止。 

一、報到地點：攜本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分發結果通 

    知單正本，逕赴各錄取學校辦理報到。 

二、未依規定辦理報到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三、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聯合甄選入學錄取考生聲明

放棄錄取資格 

辦理時間：於 100年6月10日（星期五） 

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16：00前 

由考生或家長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逾期不受理。 

 

http://www.fhsh.tp.edu.tw/
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www.fhsh.tp.edu.tw/
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www.fhsh.tp.edu.tw/
http://excellent.aid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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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簡章 

壹、依據 

   一、教育部 98年 9月 22日臺中(一)字第 0980163928號函備查之「臺北市、臺北縣及基隆市高中 

       職聯合入學測驗及招生詴辦計畫」辦理。 

   二、教育部 99年 9月 3日台參字第 0990148419C號令頒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辦理。 

   三、教育部公布「特殊教育法及相關法令」、「藝術教育法」、「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補充規定」及「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優異學生鑑定及甄選工作實施計畫」。 

   四、教育部 99年 10月 26日部授教中（一）字第 0990517689號書函「99年度高級中學藝術才能

班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辦理。 

貳、目的 

以甄選方式輔導國民中學具舞蹈特殊才能之應屆或非應屆學生進入高中及高職舞蹈班（科），並

發揮適性教育功能，培養舞蹈專長人才。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三、協辦學校：國立蘭陽女子高級中學、國立竹北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國立桃園

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

業學校、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臺北市

私立華岡藝術學校、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肆、聯合甄選入學招生學校及招生人數一覽表 

學校代碼 學校 類別 
聯合甄選入學 

招生人數 
電話 

423301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資優類 26人 

(02)28914131 

轉775、748、739 

Fax：(02)28959903 

020301 國立蘭陽女子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資優類 26人 
（男 2人、女 24人） 

(03)9333819、(03)9333820 

轉210、212、222 

Fax：(03)9331098 

040308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資優類 
26人 

（男 4人、女 22人） 

(03)5517330 轉 341 

Fax：(03)5510184 

423302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資優類 26人 
(02)28234811 轉 156 

Fax：(02)28237610 

030304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資優類 26人 
（男 7人、女 19人） 

（03）3946001 

轉 6133、6711 

Fax：（03）3946008 

331403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表演藝術科舞蹈組 
藝術類 10人 

(02)27386515 轉 163 

Fax：(02)2737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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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31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

學校表演藝術科舞蹈組 
藝術類 7人 

(02)22188956 轉 126 

Fax：(02)22182112 

011408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影電視科舞蹈組 
藝術類 3人 

(02)29155144 轉 112 

Fax：(02)29158194 

031318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電影電視科舞蹈組 
藝術類 10人 

(03)4523036 轉 372 

Fax：(03)4514299 

411401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舞蹈科 藝術類 20人 
(02)28612354 轉 14、20 

Fax：(02)28613507 

381305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優人表演藝術班 
藝術類 3人 

(02)29390310 轉 168 

Fax：(02)29363600 

◎「以競賽表現入學」、「僅採術科成績甄選入學」招生名額若安置後有餘額，則併入「聯合甄

選入學」招生名額，有關各校聯合甄選入學實際招生人數，100年5月27日（星期五）前公告

於 「 臺 灣北 區 100學年 度 高級 中 等學校 舞 蹈 班（ 科 ）聯 合 甄選 入 學 委員 會」 網 址

http://www.fhsh.tp.edu.tw/及「高中資優資訊網」  http://excellent.aide.gov.tw/ 

◎報名資優類學校甄選者，依規定需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伍、招生對象 

    取得下列一、二項或一、三項成績單者。 

     一、北北基聯測成績或國中基測成績，二者擇一即可： 

        (一)取得「北北基高中職100年聯合入學測驗」成績單者（簡稱「北北基聯測」）。 

        (二)取得「100年第一次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單者（簡稱「國中基測」）。                      

     二、資優類學校： 

        (一)取得「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鑑定術科測驗」成績單者 

             以下簡稱「術科測驗」）。 

        (二)取得「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舞蹈才能優異鑑定結果通知單」者。 

     三、藝術類學校： 

         取得「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鑑定術科測驗」成績單者 

        （以下簡稱「術科測驗」）。 

     ◎本學年度凡已參加其他招生入學管道經錄取且完成報到者，不得重複報名參加甄選入學 

       ；違者取消甄選入學分發資格。 

陸、報名辦法 

一、報名一律採現場繳件完成報名手續(得委託報名，報名委託書如附件三)，不接受通訊報名。 

二、國中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代為辦理集體報名，非應屆畢業生採個別報名。 

三、簡章上網下載方式： 

簡 章 下 載 

100年 1 月 14日（星期五）09：00起公告並提供下載： 

1.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網站，並提供下載 http://www.fhsh.tp.edu.tw/ 

2.高中資優資訊網 http://excellent.aide.gov.tw/ 

簡 章 販 售 

自 100年 1月 17日（星期一）至100年 6月 4 日（星期六），每日 09:00至 17:00。 

販售地點: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正門口警衛室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 70號 02-28914131轉 710、775)， 

          每份新臺幣 50元整。 

http://www.fhsh.tp.edu.tw/
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www.fhsh.tp.edu.tw/
http://excellent.aid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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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報名資料繳交時間、地點： 

 1.自100年6月3日（星期五）、6月4日（星期六）每日09：00至12：00及13：00至16：00止；逾時 

   恕不接受交交資料。 

 2.地點：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學生活動中心】（臺北市南港區向陽路21號）， 

         電話（02）2783-7863。 

五、報名應備資料： 

        （一）集體報名（應屆畢業生）應繳交資料： 

應 備 資 料 備 註 

1. 報名費：每人新臺幣280元整。由就讀學校收齊，請以現金或郵政匯

票繳交，如以郵政匯票繳交，抬頭請寫「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全校集體使用同一張郵政匯票即可。 

2. 集體報名名冊(如附件一)。 

3. 報名表(如附件二)、北北基聯測成績單或國中基測成績單、聯合鑑定

術科測驗成績單(正本或清晰影本，影本頇加蓋就讀國中教務處戳章

及考生簽名)及舞蹈才能優異鑑定結果通知單(報名資優類舞蹈班需

檢附，正本或清晰影本，影本頇加蓋就讀國中教務處戳章及考生簽名

)。 

4. A4回郵信封一個，貼妥足額限時掛號郵票【郵資參見六、報名注意事

項】，信封頇寫明校名與承辦人姓名、郵遞區號、地址、電話等資料

，以便寄發「甄選成績通知單」與「報到頇知」等。 

※考生個人應繳交資料請依序排列。請考生就讀學校整理彙齊(每位考

報名表、集體報名名冊均於

網路線上登錄系統登錄完成

，檢核無誤後自行列印。 

 辦理方式 辦理時間 

集體報名 

1.以校為單位，將報名應備資料彙整並連同報名費，於

規定時間內至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學生活動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向陽路21號）電話（02）2783-7863

辦理繳件。 

2.逾期不受理。 

※ 報名應備資料繳交時間：  

    自100年6月3日（星期五）至 

       100年6月4日（星期六） 

    每日09：00至12：00及 

13：00至16：00止。 

個別報名 

1.將報名應備資料彙整並連同報名費，於規定時間內 

  至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學生活動中心（臺北市南 

  港區向陽路21號）電話（02）2783-7863辦理繳件。 

2.逾期不受理。 

※ 報名表件請以雷射印表機列印（若以噴墨印表機列印，請影印後使用，並貼附必要之相片及證明

繳交），否則因任何因素造成報名資料錯誤，承辦學校概不負責。 



 7 
 

生單獨一份完整的報名資料)，再依集體報名名冊順序排好，勿拆開

分類；並將集體報名名冊置於第一頁。 

    （二）個別報名（非應屆畢業生）應繳交資料： 

 六、報名注意事項： 

（一）報名表請以電腦輸入資料並以雷射印表機列印（若以噴墨印表機列印，請影印後使用， 

      並貼附必要之相片及證明繳交）；如以手寫，請用正楷書寫，字跡切勿潦草，否則因任何 

      因素造成報名資料錯誤，本委員會概不負責。 

        （二）報名手續一經完成，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改資料，亦不得要求退還報名費。 

        （三）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招生工作由臺北市立復興 

              高級中學承辦；繳交報名資料、報名費請於規定時間內至本委員會設於臺北市立南港 

              高級中學學生活動中心收件處辦理。 

（四）請於規定時間內辦理繳交報名資料，逾時不受理。 

（五）報名回郵信封(A4大小)郵資： 

件    數 (報名人數) 1-3 4-8 9-25 26-52 53-107 

限掛郵資 (元) 37 42 52 72 107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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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頇隨報名資料檢附 

      相關文件證明影本，（其有效日期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低收入戶子女應檢附鄉【鎮市

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非清寒證明)正本；失業勞工子女應檢附「失【再】

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影本；影本需由就學校或發給證明之機關認證蓋章後

方屬有效。 

 

 

應 備 資 料 備 註 

1.報名費：每人新臺幣280元整。由就讀學校收齊，請以現金或郵政匯票

繳交，如以郵政匯票繳交，抬頭請寫「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全校

集體使用同一張郵政匯票即可。 

2.報名表(如附件二)、北北基聯測成績單或國中基測成績單、聯合鑑定術

科測驗成績單(正本或清晰影本，影本頇加蓋就讀國中教務處戳章及考

生簽名)及舞蹈才能優異鑑定結果通知單(報名資優類舞蹈班需檢附，正

本或清晰影本，影本頇加註「與正本相符」及考生簽名)。 

3.A4回郵信封一個，貼妥足額限時掛號郵票【37元】，信封頇寫明收件人

姓名、郵遞區號、地址、電話等資料，以便寄「甄選成績通知單」與「

報到頇知」等。 

※考生個人應繳交資料請依序排列。 

報名表等表件可於網站下載

後，以電腦輸入填報，並以

印表機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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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成績採計與錄取方式 

   一、需通過各校之學科門檻分數：各校訂定之學科門檻分數，採計100年北北基聯測或100年第一

次國中基測。 

    二、術科測驗成績：各校訂定之『術科測驗總成績』標準作為各校錄取條件。 

  三、考生應填寫報名表(附件二)內之志願表，並依各校招收類別、名額及聯合甄選評選條件，慎重 

      選填志願。考生達各校聯合甄選評選條件標準者，由聯合甄選入學委員會依術科總成績高      

低排列序號，並按考生所填之志願順序及接受入學之各校招生名額，錄取分發入學。 

       四、各招生學校之招生名額、聯合甄選評選最低報名條件，請見簡章拾参、「聯合甄選入學招生學

校招生資料表」。 

五、考生術科總成績相同時，同分比序科目依序為術科測驗成績之芭蕾、現代舞、中國舞和即興與 

    創作科目。 

六、北北基聯測或國中第一次基測成績及術科測驗總成績，未達下列各校標準者不予分發該校。  

   七、特殊身分考生成績及其名額，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其北北基聯測或國中第一次基測成績及

術科測驗總成績標準，請詳見本簡章柒、第九項特殊生成績及名額處理方式規定計算。 

八、各甄選學校依下述規定錄取學生，不另備取。 

學校 
學校 

代碼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第一次基測總分標準 

(＊含寫作測驗成績標準) 

術科測驗總成績

標準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423301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72分(含)以上 

寫作測驗成績達 

6分(3級分)（含）以上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70分（含）以上 

國立蘭陽女子高級中學 
020301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50分(含)以上 

寫作測驗成績 

不設限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5分（含）以上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040308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72分(含)以上 

寫作測驗成績達 

6分(3級分)（含）以上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70分（含）以上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423302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80分(含)以上 

寫作測驗成績達 

6分(3級分)（含）以上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5分（含）以上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030304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78分(含)以上 

寫作測驗成績達 

6分(3級分)（含）以上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5分（含）以上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331403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 

不設限 

寫作測驗成績 

不設限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分（含）以上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

家事職業學校 
011431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 

不設限 

寫作測驗成績 

不設限 

術科測驗總成績 

不設限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011408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 

不設限 

寫作測驗成績 

不設限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分（含）以上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031318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 

不設限 

寫作測驗成績 

不設限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分（含）以上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411401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 

不設限 

寫作測驗成績 

不設限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分（含）以上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 
381305 

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00分(含)以上 

寫作測驗成績 

不設限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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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特殊生成績及名額處理方式： 

  （一）身心障礙學生：其甄選總分數以加總25%計算，達錄取標準者於學校核定之名額外加2%

。但成績同分者，增額錄取。其成績計算方式為：100學年度術科測驗總成績×5/4(超過滿

分以滿分計)。身心障礙生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應安置就學者，請檢附鑑定通過文件。 

  （二）其他特殊身分考生各依其升學優待規定辦理。 

  （三）特殊身分學生先依原始分數判別是否通過門檻，並以原始術科成績作為錄取依據；如

放棄以原始分數分發或原始分數未達錄取標準之考生，依特殊身分加分，通過各校學

科門檻之學生，再行以特殊考生加分方式甄選。 

捌、放榜、複查暨報到入學 

一、100年6月8日（星期三）上午 9:00 公布各校放榜名單及寄發錄取報到通知單。榜單公告於臺

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網站 http://www.fhsh.tp.edu.tw/、各委員學校網站及高中資優資訊網網站

http://excellent.aide.gov.tw/公告並提供查閱。 

    二、本委員會提供考生辦理「聯合甄選入學榜單複查」： 

       （一）複查時間：100年6月9日（星期四），09：00至12：00及13：00至16：00止；複查次數， 

                            以一次為限。 

         （二）採現場親自或委託複查。 

       （三）複查費用：新臺幣 100元整。 

       （四）申請收件地點：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11248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 70號）， 

            逾期不受理。 

三、錄取學生頇於100年6月9日（星期四）向錄取學校辦理報到手續，如無法親自報到，得填妥報

到委託書(如附件六)委託報到，逾時視同放棄入學資格，其缺額不予遞補。 

四、錄取考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頇先填妥「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如附件七），並

經雙方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00年6月10日（星期五）16:00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

辦理。 

   （一）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聯撕下由錄取學校存查，第二聯由考生領回。 

   （二）完成上述手續後，考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三）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家長和考生慎重考慮。 

五、報到後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也不得再參加本年度知其他入學管道，違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各錄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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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申訴處理 

一、考生對於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委員會之各項詴務作業

認為有疑問或影響其權益者，請洽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申訴專線（02）28914131轉775， 

    教務處藝術組，並請舉證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訴。 

二、申訴書應書明申訴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詳細申訴事由。申訴書應於情事發生之日起7日

內(含例假日)，以限時掛號郵寄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1248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信封上註明「申訴書」字樣，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再受理。本委員會於收文後以書面答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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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舞蹈課程常有劇烈肢體活動，若有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症、扁帄足、青蛙腿、聽力或視力

障礙、脊椎畸形發展、運動傷害或生理機能無法負擔者，欲就讀舞蹈班宜慎重考慮。 

二、經聯合甄選入學錄取已報到後之考生，當年度再參加其他學校之入學考詴者，取消本案之入

學資格。學生報到後如未招足者，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補充規定」辦理。 

三、各國民中學應加強學生進路輔導，學生若已獲錄取其他學校且報到者，請勿再填志願報名，

避免喪失入學資格，同時維護舞蹈班有限資源，以充分運用。 

四、錄取後如發現學歷不實者，取消其錄取資格。如考生所填報名表或繳交證件倘有不實情事者，

雖經報到入學，仍應撤銷其錄取資格並追究責任。 

五、經甄選入學錄取之學生，若不適應不良或考生入學後得否申請原校轉班（科），得經該錄取學

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建議，依相關轉學規定辦理。 

六、如遇颱風或不可抗力之災害發生報名或報到必頇改期時，除在大眾傳播媒體發布並在臺北市

立復興高級中學網站 http://www.fhsh.tp.edu.tw/上公告。 

 

拾壹、如有未盡事宜，依「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 

      學委員會」決議辦理之。 

拾貳、本簡章經「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委員會」

決議通過後，報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並副知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修

正時亦同。 

  

 

 

 

 

 

 

 

 

 

 

http://www.fh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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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参、聯合甄選入學招生學校招生資料表： 

校名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學校

代碼 
423301 

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電話 
(02)28914131轉739、775、748 

(02)28975408 

網址 http://www.fhsh.tp.edu.tw/ 傳真 
(02)28975408 

(02)28959903 

招生名額 26人 備註 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72分(含)以上。 

2.寫作測驗成績達6分(3級分)（含）以上。 

3.術科測驗總成績達70分（含）以上。 

 

 

校名 國立蘭陽女子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學校

代碼 
020301 

地址 宜蘭縣宜蘭市女中路 2號 電話 
(03)9333819 

(03)9333821轉 210、212、222 

網址 http://www.lygsh.ilc.edu.tw/ 傳真 (03) 9331098 

招生名額 26人（男2人、女24人） 備註 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50分(含)以上。 
2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5 分（含）以上。 

 

 

校名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學校代碼 040308 

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中央路3號 電話 (03)5517330 轉 341 

網址 http://top.cpshs.hcc.edu.tw/ 傳真 (03)5510184 

招生名額 26人（男4人、女22人） 備註 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72分(含)以上。 

2.寫作測驗成績達6分(3級分)（含）以上。 

3.術科測驗總成績達70分（含）以上。 

 

 
   

校名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學校

代碼 
423302 

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文林北路77號 電話 (02)28234811 轉 156 

網址 http://www.ccsh.tp.edu.tw/ 傳真 (02)28237610 

招生名額 26人 備註 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80分(含)以上。 
2.寫作測驗成績達 6 分(3 級分)（含）以上。. 

3.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5 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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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舞蹈資優班 
學校

代碼 
030304 

地址 桃園市成功路三段38號 電話 
(03)3946001 轉 6133、6711 

(03)3311438 

網址 http://www.tysh.tyc.edu.tw/ 傳真 (03)3946008 

招生名額 26人（男7人、女19人） 備註 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78分(含)以上。 

2.寫作測驗成績達6分(3級分)（含）以上。 

3.術科測驗總成績達65分（含）以上。 

 

 

校名 
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表演藝術科舞蹈組 

學校

代碼 
331403 

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155號 電話 (02)27386515 轉 232 

網址 http://www.gvs.tp.edu.tw/ 傳真 (02)27370870 

招生名額 10人 備註 無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不設限。 
2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 分（含）以上。 

  

 

校名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表演藝術科舞蹈組 

學校

代碼 
011431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45號 電話 (02)22188956 轉 126 

網址 http://www.jjvs.tpc.edu.tw/ 傳真 (02)22182112 

招生名額 7人 備註 無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不設限。 
2 術科測驗總成績不設限。 

 

 

校名 
臺北縣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影電視科舞蹈組 

學校

代碼 
011408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文化路42號 電話 (02)29155144 轉 112 

網址 http://www.ncvs.tpc.edu.tw/ 傳真 (02)29158194 

招生名額 3人 備註 無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不設限。 

2.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 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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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 

電影電視科舞蹈組 

學校

代碼 
031318 

地址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447號 電話 (03)4523036 轉 372 

網址 http://www.cyvs.tyc.edu.tw/ 傳真 (03)4334108 

招生名額 10人 備註 無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不設限。 
2 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 分（含）以上。 

 

 

校名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舞蹈科 
學校

代碼 
411401 

地址 臺北市士林區陽明山建業路73巷8號 電話 (02)28612354 轉 14、20 

網址 http://www.hka.edu.tw/ 傳真 (02)28623507 

招生名額 20人 備註 無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不設限。 
2.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分 （含）以上。 

 

 

校名 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優人表演藝術班 
學校

代碼 
381305 

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127號 電話 (02)29390310 轉 168 

網址 http://www.jwsh.tp.edu.tw 傳真 (02)29363600 

招生名額 3人 備註 無頇通過舞蹈才能優異鑑定 

聯合甄選 

評選標準 

1.學科門檻：北北基聯測或國中基測總分達 200 分(含)以上。 

2.術科測驗總成績達 60分 （含）以上。 

 

 

 

 

 

 

 

 

 

 

 

http://www.jw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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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 

學校集體報名考生名冊 

學校

名稱 

(全銜) 

 
電話  傳真  

學校

地址 

□□□-□□ 

         縣       市鄉鎮  

         市           區 

編號 學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北北基聯測 

    □國中基測 

准考證號碼 

性

別 

是否舞蹈班 
備註 

(特殊身分請註明) 是 否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身心障礙  

□其他，說明         

合 計： 名 免繳報名費共 名 

就讀學校核章 

經辦人 單位主管 校  長 

   

 

 

路(街)     段     巷     弄      號 



 15 
 

附件二 

 

                               ※收件序號：                 

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報名表 

（第一頁） 

考 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

編 號 
 性  別 

□男 

□女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緊 急 

聯 絡 人 
 

與 考 生 

之 關 係 
 

通 訊 處 
□□□□□ 

 

聯  絡  電  話 

(  ) 

行  動  電  話 

 

家長或監護人

簽 章 
 關 係  聯 絡 電 話  

應 

屆 

畢 

業 

生 

就 讀 

學 校 

縣立        國 民 中 學 

市立       高級中學國中部 

私立        （學校全銜） 

國 中 承 辦 

單 位 電 話 
傳 真 機 號 碼 

(  ) (  ) 

學 校 

地 址 
□□□□□ 

非 

應 

屆 

畢 

業 

生 

學 歷 年  月 

縣立                   國 民 中 學 

市立                   高級中學國中部 

          私立                  （學校全銜） 

證 件 □畢業證書 □畢業證明書 □修業證明書 □同等學力證明書 

志願

順序 

第 1 

志願 

學校 

第 2 

志願 

學校 

第 3 

志願 

學校 

第 4 

志願 

學校 

第 5 

志願 

學校 

第 6 

志願 

學校 

第 7 

志願 

學校 

第 8 

志願 

學校 

第 9 

志願 

學校 

第 10 

志願 

學校 

第 11 

志願 

學校 

學校 

代碼 

           

學校 

簡稱 

           

注
意
事
項 

1.學校代碼和簡稱： 

423301 復興 
高中 020301 蘭陽 

女中 040308 竹北 
高中 423302 中正 

高中 030304 桃園 
高中 

331403 喬治 
工商 011431 莊敬 

高職 011408 
南強 
工商 031318 啟英 

高中 411401 華岡 
藝校 

2.請看清楚學校代碼再填入志願順序，如有誤填將不另做更改。 

3.志願未填滿而未獲錄取時，不得要求補列志願再分發。 381305 
景文 
高中 

(請務必繳交本表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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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報名表（第二頁） 

           請黏貼 

            □北北基高中職100年聯合入學測驗成績單正本 

                             或 

   □100年第一次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單正本 

 

(若用成績單影本，需經就讀國中加蓋核對認證章) 

請黏貼臺灣北區 100學年度舞蹈班（科）聯合鑑定術科測驗成績單 正本 
（影本頇加蓋就讀國中學校教務處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 

 

請黏貼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舞蹈才能優異學生 

鑑定結果通知單正本 

（影本頇加蓋就讀國中學校教務處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 

特殊身分規定證明文件影印本 

（浮貼於此處） 
※非具特殊身分學生免貼 

 ※ 通過鑑輔會綜合研判：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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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 

 報名委託書  

 
考生__________________因故無法親自辦理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報名，特委託________________君代為全權處理報 

 

名手續。 

 

考生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北基聯測□  國中基測□ 

 

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委託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考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一、本委託書所填寫資料請務必正確，並以正楷詳細書寫，字跡切勿潦草，如

資料不正確或字跡辨識困難時，本委員會得拒絕受理。 

二、受委託人代為辦理報到手續時，頇出具本委託書與身分證明。 
 

 

 

雙方家長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受 委 託 人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考   生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本表請自行下載或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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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 

分發結果複查申請表 
 

    ＊收件編號（複查單位填寫）：          申請日期：100 年  月    日 

申請複查考生姓名  

□北北基聯測 

     □國中基測 

准考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複查經辦人簽章  
日  

期 
 

------------------------------------------------------------------------------------ 

 

 

 

請浮貼聯合甄選入學分發結果通知單之清晰影本 

（影本頇加蓋就讀國中學校教務處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 

 

 

 

 

 

 

 

 

本欄請勿黏貼，本委員會將複查結果通知單黏貼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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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 

分發結果複查委託書 
 

 

本人                因                                                   

，無法前往辦理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分發結果 

 

複查，特委託                 代為辦理。 

      

此致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委託人  姓  名：                             （簽名蓋章）                                                                             

            

受託人  姓  名：                             （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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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 
報到委託書 

 

考生__________________因故無法親自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 

 

班（科）聯合甄選入學報到辦理，特委託________________君 

 

代為全權處理報到手續。 
 

考生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北基聯測 

□國中基測 

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委託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考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一、本委託書所填寫資料請務必正確，並以正楷詳細書寫，字跡切勿潦草，如

資料不正確或字跡辨識困難時，本委員會得拒絕受理。 

二、受委託人代為辦理報到手續時，頇出具本委託書與身分證明。 
 

 

 

 

雙方家長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受 委 託 人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考   生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本表請自行下載或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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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 

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姓              名 
□北北基聯測□國中基測 

准考證號碼 
身分證統一編號 

   

就        讀        國        中 班        級        座       號 

             年        班        號 

本人經由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招生，錄取貴校舞蹈班

(科），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行受理錄取報到，特此聲

明。 

學生簽名︰                     連絡電話：                日期︰ 100 年    月    日 

錄取高中職 

教務處蓋章 
 

家長雙方或

監護人簽章 
 

------------------------- (此處由高中職作業，請勿自行撕開) ------------------------- 

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 

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考生存查聯 

姓              名 
□北北聯測□國中基測 

准考證號碼 
身分證統一編號 

   

就        讀        國        中 班        級        座       號 

             年        班        號 

本人經由臺灣北區10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招生，錄取貴校舞蹈班

(科），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行受理錄取報到，特此聲

明。 

學生簽名︰                     連絡電話：                日期︰ 100 年    月    日 

錄取高中職 

教務處蓋章 
 

家長雙方或

監護人簽章 
 

注意事項：一、錄取考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雙方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後，於

100年6月10日（星期五）16:00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

第一聯撕下由錄取學校存查，第二聯由考生領回。三、完成上述手續，考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

入學管道。四、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家長和考生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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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 

現場報名地點：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學生活動中心】交通路線圖 

 

校址︰11551 臺北市南港區向陽路 21 號 

電話︰(02) 2783-7863 

交通指引 

● 公車及捷運路線 

    公車站名：忠孝東路「衛生大樓」站：279、270、212直行車 

 向陽路「南港高中」站：212、281、284、240 

 南港路「玉成國小」站：230、205、276、605、311、28、

51、306、福和客運板基線、欣和客運松山線 

    捷運站名：板南線昆陽站 

    自行開車：中山高（內湖路交流道）：直行成功路，經向陽路至南港高中。 

地理位置圖 

 

 

 

 

 

 

 

 

 

 

停車資訊自行開車者，請利用本校校園周邊之收費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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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臺灣北區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舞蹈班（科）聯合甄選入學承辦學校 

 

 

＊ 請問如何來到復興高中：以下方式提供給您～ 

搭捷運：(1)淡水捷運線北投站下車，轉搭乘 266、218至復興中學下車，步行上山約  7分鐘。 

        (2)淡水捷運線北投站下車，轉搭乘小 6至復興高中門口下車(上班日 30分鐘一班)。 

        (3)淡水捷運線北投站下車，沿大同街、復興四路至本校，約步行 20分鐘。 

搭公車：大南巴士 216、218、223、266至復興中學站下車，右轉復興四路步行上山至本校約  

7分鐘。 

搭計程車：自淡水捷運北投站至本校門口，車資約新台幣 80元整，車程 5-8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