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升學重要活動 校內行事（教務處） 學生

108.02.18(一) 會考報名基本資料核對截止 會考報名基本資料核對完畢

108.02.19(二) 發放【會考報名表】
【會考報名表】拿回家讓家長簽名(請用藍色黑色

原子筆簽全名)

108.02.20(三) 收回【會考報名表】

108.03.12(二) 臺南高商特招收件截止
欲報名的學生交報名表及報名費給各班會考秘

書。

108.03.14(四) 108會考集體報名 到家齊高中報名 教育部規定全體必須參加。

108.03.25(一) 各國中領取競賽成績審查結果 將競賽成績審查結果轉知學生(學務處)
競賽成績加分會自動登錄在「免試入學志願選填

系統」

108.04.03(三) 列印【超額比序積分確認單】(最後確認版)

108.04.11(四)上午9點～14(日)下

午5點前
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第二次線上志願選填模擬

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第二次線上志願選填模擬(學

生自行上線選填)

網址:本校網站首頁『學生專區』

108.04.12(五) 領取國中教育會考准考證 轉發教育會考准考證給學生

108.04.15(一 )
列印【第二次線上志願選填模擬報名暨志願

確認表】給學生

學生將【第二次線上志願選填模擬報名暨志願確

認表】帶回給家長簽名

108.04.16(二)
繳交【第二次線上志願選填模擬報名暨志願確認

表】給各班會考秘書

108.04.17( 三 ) 學生高中特招志願試選填開始
集中至電腦教室選填(中午12:30)，修改特
招志願截止時間為4/18(四)晚上12點

有報名高中特招的學生，才能上網試選填

108.04.17(三)
下午第二次免試入學線上志願選填模擬團體
報名(至臺南海事辦理)

108.04.19(五)
列印【高中特招志願試選填志願確認表】給
學生

學生將【高中特招志願試選填志願確認表】帶回

給家長簽名

108.04.22(一) 收回【高中特招志願試選填志願確認表】
學生繳交【高中特招志願試選填志願確認表】給

各班會考秘書(限有報名且填志願者)

108.04.23(二 )
高中特招志願試選填模擬團體報名(至臺南一

中)辦理

108.04.27(六 ) 高職特招甄選考試(獨招) 學生自行前往應考

108年九年級學生升學行事簡曆(108.03.26修訂)



108.04.29(一 ) 1.校內申請變更就學區截止日

1.畢業後要讀別的縣市者，要遷完戶口後，將新的

戶口名簿影本交到註冊組，並上網申請

(https://tn.entry.edu.tw )。

108.05.01(三 ) 要報名五專優先免試的學生，向會考秘書登記。

108.05.03(五 )
發放【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證明

單】給報名五專優免的學生

108.05.09(四 )
1.校內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名截止              2.

發放【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志願預填表】

要報名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的學生，中午前將報名

表及報名費交給各班會考秘書。(一般生：300元；

中低：120元；低收：0元) ，會考秘書中午12：45

交給註冊組長

108.05.17(五 ) 公布教育會考試場分配表 發放准考證正本。15:10放學。
學生可於15:10過後由家長陪同看考場(本校會考試

場:臺南二中-暫定)

108.05.18(六)～19(日) 19-20國中會考 成立考生服務隊陪考 學生自行至指定考場考試

日期 升學重要活動 校內行事（教務處） 學生

108.05.20(一 )
各就學區免試入委員會書面通知申請【變更就學

區】審查結果。
將審查結果轉知申請學生。

申請【變更就學區】獲准的學生，須持公文跟新

就學區主辦學校聯繫，取得線上志願選填之帳號

及密碼。

108.05.21(二 )  要報名五專免試的學生，向會考秘書登記。

108.05.22(三 )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集體報名
至高雄餐旅大學辦理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集體

報名

108.05.27(一 )
發放【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證明單】

給報名五專的學生

108.05.27(一 )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網路開放查詢是否完成報名手

續 (中午12點以後)

報名五專優免的學生自行上網查詢：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108.05.27(一)10：00～

06.04(二)17：00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線上志願選填】系統操作練

習

優免報名學生，於6/1(五)中午12:45到本校電腦教

室進行【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線上志願選填】,回家

也可自行上網練習：https://www.jctv.ntut.edu.tw/u5/

108.06.10(ㄧ)～12(三) 辦理畢業班離校手續



108.06.06(四)10：00～

06.12(三)17：00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線上志願選填】

指導學生進行【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線上志願

選填】

優免報名學生，於6/6(四)中午12:45到本校電腦

教室進行【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線上志願選填】,先

暫存,回家再正式送出(只能送出一次)：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108.06.10(一)
1.開放會考成績網路查詢(8點以後)

2.領取會考成績單

1.轉發教育會考成績單給學生

2.校內高中特招報名開始，發放高中特招報

名表給要考的學生。

1.學生自行上線查詢。http://cap.ntnu.edu.tw

2.要報名特招的同學(報考資格有限制，請詳見高

中特招簡章)，請於中午12:00前向各班會考秘書

登記。

108.06.11(二) 高職特招甄選考試(獨招)放榜 校內五專免試入學報名截止

1.要報名五專免試入學的學生，上午9:15前將報

名表及報名費交給各班會考秘書。(一般生：300

元；中低：120元；低收：0元) 會考秘書中午

12:45交給註冊組長 ，逾期視同不參加         2.高

職特招甄選錄取的學生，自行上該高職網站查詢

報到注意事項。

108.06.12(三) 校內高中特招報名截止

要報名高中特招的學生，上午9:15前將報名表及

報名費交給各班會考秘書。(一般生:500元；中

低：200元；低收：0元)會考秘書中午12:45交給

註冊組長，逾期視同不參加

108.06.13(三)
高職特招放榜(依各高職網站公告之時間)、

高中特招報名登錄確認

108.06.14(五 )
高職特招報到(上午9〜12點)、五專優先免試

入學放榜

報名五專優免的學生自行上網查詢：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108.06.17(一)
高中特招集體報名

1.上午十點本校畢業典禮                               2.

至臺南一中辦理高中特招集體報名

108.06.18(二)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錄取生報到 錄取五專優免的學生自行到該五專報到。

108.06.20(四)上午9點～23(日)下

午5點
1.開放會考成績個人序位查詢

1.學生自行到【免試入學志願選填系統】查詢個人

序位。網址:https://tn.entry.edu.tw

108.06.20(四)上午10點～23(日)下

午5點
1.五專免試入學集體報名(6/20週四)
2.免試入學線上正式志願選填

至高雄餐旅大學辦理五專免試入學集體報名
免試入學線上正式志願選填(學生自行上線選填)

網址:https://tn.entry.edu.tw

108.06.20(四)中午12:30-13:30
學校開放電腦教室供無法在家填志願的學生在校

選填



108.06.21(五) 領取高中特招考試准考證 轉發高中特招考試准考證給學生

1.高中特招：高中六校聯招，英數兩科皆考。考生

請於中午12:10，至本校電腦教室填完免試入學志

願後，領取特招准考證。

108.06.24(一)
五專免試入學網路開放查詢是否完成報名手續 (中

午12點以後)
報名五專學生自行上網查詢：http://s5.nkuht.edu.tw/

日期 升學重要活動 校內行事（教務處） 學生

108.06.22(六) 高中特招考試考場開放(15:00-17:00) 學生自行至指定考場認識環境

108.06.23(日) 高中特招考試術科測驗(8:30-11:40) 學生自行至指定考場考試

108.06.24(一)
發放【免試入學線上志願選填報名暨志願確

認表】

學生依規定時間返校領回【免試入學線上志願選

填報名暨志願確認表】帶回給家長簽名。

第三節：901、902、903；

第四節：904、905、906、907；

第五節：908、909、910

＊地點：第一會議室

108.06.25(二 ) 高中特招考試線上測驗分數查詢(下午6點以後)
導師將收妥之免試入學報名表及報名費繳給

註冊組。

1.學生返校，將【免試入學線上志願選填報名暨志

願確認表】及報名費(一般生：230元；中低：92

元；低收：0元)交給導師※含有報高中特招的學
生※
第二節：901、902、903；

第三節：904、905、906；

第四節：907、908、909、910；

＊地點：第一會議室

2.參加高中特招考試的學生自行上網查詢測驗分數

（下午6點以後)    ※網址https://tn.entry.edu.tw

108.06.26(三 ) 107臺南區高中免試入學集體報名 至台南海事辦理

108.06.26(三)上午八點～27(四)午

夜12點
高中特招考試線上志願選填

高中特招考試線上志願選填(學生自行上線選填)

網址:同「免試入學志願選填系統」

108.06.28(五)上午10點～13點半 高中特招繳交志願表截止
請有報名學生帶家長至海佃國中教務處當場列印

志願表並簽名。(不必再繳費)

108.07.01(一 ) 高中特招考試入學繳交志願表 至臺南一中辦理團體繳交志願表

108.07.05(五) 五專免試入學寄發【現場登記分發通知單】
【現場登記分發通知單】皆會直接寄到學生家中

，不會透過國中轉發。

108.07.09(二)(上午11點以後)
高中職免試入學放榜(上午11點)

高中特招放榜(上午11點)

1.學生自行上網查詢。 網址:https://tn.entry.edu.tw/

2.各高中職不會寄發【錄取通知單】，有需要的學

生可自行到該錄取學校網站下載列印。



108.07.10(三) 五專免試入學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學生持通知單上指定之文件至指定地點分發

108.07.12(五)
1.高中職免試入學錄取生報到(上午9點～11點)

2.高中特招錄取生報到(上午9點～12點)
錄取學生持身分證+畢業證書至指定地點報到

108.07.12(五) 未滿招的學校，自行辦理續招 學生及家長自行詢問高中職的學校

108.07.15(一)下午兩點前
1.高中職免試入學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2.五專免試入學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1.學生及家長自行到錄取報到的高中職學校辦理

2.學生及家長自行到錄取報到的五專辦理

◎因時間緊迫，報名文件及報名費的繳交請勿拖延，否則為顧及全體九年級學生權益，逾期一律視同不參加。







免試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