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外縣市國小畢業生 

【網路登記、分發結果查詢】、【網路報到】、【成就測驗】及重要活動日程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目前設籍於本校學區，若您已規劃貴子弟就讀本校，請先至本校校網之「新生分

發入學作業平臺」-下載專區，下載【操作手冊-外縣市國小畢業生 學生/家長】詳細閱讀並依

照以下時程辦理。惟因本校招收名額有限；屆時，完成【網路登記】學生與設籍額滿國中改分

發學生，依設籍先後順序分發入學至額滿為止。 

一、 【網路登記及分發結果查詢】 

(1) 時程：109年 7月 3日(五)上午 8:00至 109年 7月 8日(三)下午 5:00。 

(2) 操作方式:請至本校校網之「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完成「網路登記」。 

(3) 若未於指定時間完成「網路登記」視同放棄分發入學。 

(4) 請於 109年 7月 10日(五)上午 9:00至「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查詢【分發

結果】 

(5) 若貴子弟經查詢分發本校，請繼續完成【網路報到】、【成就測驗】等事項。有

任何疑慮請與本校註冊組聯絡。(25564051分機 611、619，專線 25596169) 

二、 【網路報到】 

(1) 時程：109年 7月 10日(五)中午 12:00前。 

(2) 操作方式:請至本校校網之「新生入學作業平臺」完成「網路報到」。 

(3) 未於指定時間完成「網路報到」視同放棄分發入學。 

三、 【成就測驗】 

(1) 109年 7 月 14日(二)下午 15 時公布【新生成就測驗】教室分配表及位置圖。 

(2)  測驗時間: 109 年 7 月 15日(三)上午 8:30 至 10:25 

(3)  成就測驗時程表：  



 

 

 

 

 

 

 

 

 

 

四、 重要活動日程： 

五、 注意事項： 

1. 學生具減免身份及特殊身分：(7月 20日前至註冊組辦理，分機 611.619)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請持低收入戶卡、中低收入戶卡正本、影本及學生銀行帳號影本至註冊組

辦理。 

(2)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請持身心障礙證明正本及影本至註冊組辦理。 

(3) 原住民、軍公教遺族及榮民等身分，請持戶口名簿及相關證明文件至註冊組辦理。 

(4) 家長會費減免：凡本校學生，有親兄弟姊妹就讀本校，只須繳交一份家長會費(以高年級或年長者

繳交為原則)，請至註冊組登記或電洽註冊組。 

(5) 雙(多)胞胎家長辦理同班或不同班之編班申請，請將書面資料送至註冊組。(申請書可至景興網頁

-新生下載使用) 

2. 學校聯絡電話:25564051，25587042  

新生報到、成就測驗、編班及減免等事宜，請洽教務處(分機 611.619)；教務處專線:25596169 

新生始業輔導、校服量測訂購等事宜，請洽學務處(分機 620.623)。 

                                                        建成國中 109年 5月         

 

時間 內容 備註 

8:30-9:15 
學生、家長入校 

(體溫量測、酒精消毒) 

1.請學生及家長於 8:30後入

校，於校門口進行體溫量測、酒

精消毒等防疫措施，進入校園請

全程配戴口罩，並保持適當的社

交距離。入校期間有任何不適症

狀，請主動通報學校並配合校方

人員指示，以落實防疫措施。若

有發燒、咳嗽等呼吸道不適狀況

請勿到校，請電話聯繫本校教務

處請假。 

2.敬邀家長一同出席，參加新生

家長說明會。 

3.請學生攜帶 2B鉛筆、橡皮擦

等文具用品。 

9:15-9:25 老師入班點名、試前準備 

9:25-10:25 
學生進行測驗(四樓七年級教

室) 

家長說明會(二樓禮堂) 

10:30-12:00 校服量測訂購(四樓籃球場) 

日期 星期 重 要 活 動 日 程 

7 月 30日 四 
1. 上午 11:00於三樓中會議室進行公開編班暨導師抽籤作業。 

2. 17:00 前於本校網頁及川堂公佈編班結果及新生導師名單。 

8 月 20日 四 新生始業輔導第一天(上午 7:40至 12:00)。 

8 月 21日 五 新生始業輔導第二天(上午 7:40至 12:00)。 

8 月 31日 一 註冊、開學、正式上課。(預定) 



臺北市立建成國中 109 學年度新生入學重要日程表  

項次 
預定起訖 

日期 
星期 工  作  項  目 

1 5月26日前 二 發還臺北市國小應屆畢業生新生入學卡予各國小轉發給學生 。 

2 
5月29日至 

6月 5日 

五 

五 

協助臺北市國小應屆畢業生於 3 月 31日以後戶籍異動遷入本校學區者辦理【網路登

記】。(請攜帶戶口名簿正、影本及原國民中學入學卡) 

3 
6月22日至 

6月 24日 

一 

三 

【網路報到】:台北市國小應屆畢業生於 6月 22日 08:00至 6 月 24日 17:00 至本校

之「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完成「網路報到」。 

4 
7月 3日至 

7月 8日 

五 

三 

外縣市國小應屆畢業生至本校「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完成「網路登記」，按設籍

先後順序分發入學至額滿為止。 

5 7月 10日 五 

外縣市國小應屆畢業生上午 9時至本校「新分發生入學作業平臺」查詢分發結果。 

外縣市國小應屆畢業生上午 12 時前至本校「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完成「網路報

到」。 

6 7月 14 日 二 下午 15 時公布【新生成就測驗】教室分配表及位置圖 

7 

7月 15 日 

【新生成就

測驗】 

 

三 

【新生成就測驗】時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8:30-9:15 
學生、家長入校 

(體溫量測、酒精消毒) 

1.請學生及家長於 8:30後入校，於校

門口進行體溫量測、酒精消毒等防疫

措施，進入校園請全程配戴口罩，並

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入校期間有任

何不適症狀，請主動通報學校並配合

校方人員指示，以落實防疫措施。若

有發燒、咳嗽等呼吸道不適狀況請勿

到校，請電話聯繫本校教務處請假。 

2.敬邀家長一同出席，參加新生家長

說明會。 

3.請學生攜帶 2B鉛筆、橡皮擦等文具

用品。 

9:15-9:25 老師入班點名、試前準備 

9:25-10:25 

學生進行測驗(四樓七年級教

室) 

家長說明會(二樓禮堂) 

10:30-12:00 校服量測訂購(四樓籃球場) 

8 7月 15日 三 新生制服購買。(體育館 4樓)   

9 7月 30日   四 
新生正式編班。 

(上午 11:00三樓中會議室進行公開編班暨導師抽籤，歡迎家長蒞臨參與) 

10 
8月 20日 

 8月 21 日 

四  

五 
8:00-12:00新生始業輔導 

11 8月 31日 一 註冊、開學、正式上課。 
   

   日期如有更動，將隨時公告於本校網站，聯絡電話 25564051  #611.619。 

                                        教務處專線:25596169 

 

 



      

 

請於  7月15日(三) 當天繳回

   

   

□相同

□不同

此致

臺北市立建成國中

因為雙胞胎原因，希望能編入 班級就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完畢煩請執交教務處註冊組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新生入學雙胞胎編班需求申請書

學生

姓名
性別

新生

入學卡編號

       申請人:                      與學生關係:　　　    電話：                 0

     

 

 

  

109 學年度新住民語文課程調查：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新住民語為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

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七國官方語文，有興趣的學生請於 109 年 6 月 24 日(三)12:00 前掃描 QR Code 完成

報名表單(https://reurl.cc/Kk4gV)。 

 

 

 

 

跨國銜轉學生學習輔助需求調查： 

若學生曾於國外非臺灣國教體制接受一定期限之教育，或是曾數次銜轉於臺灣國教及其他教育體制，

在華語的溝通上(聽、說、讀、寫)尚無法學習適應者，請於 109 年 6 月 24 日(三)12:00 前掃描 QR Code

填寫表單(https://reurl.cc/E74dOa)，以利本校後續學習資源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