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簡章說明會 

總召學校：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主 講 者：林宜貞特教組長 



●

●





高級中等學校依據特殊教育法、藝術教育法，設立音樂、美術、戲劇及舞蹈等資賦優異班及藝術

才能班，係屬於專業藝術教育，就具藝術才能學生之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性發展，並以

教授藝術理論、技能，指導藝術研究、創作，培養多元的藝術專業人才等為目標。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招收對象皆為藝術性向明確，學生在國中小階段皆就其專才進行長時間

的學習或訓練，並投注相當的心力，為使此類學生未來仍可依其性向持續發展，103年十二年國

教實施後，藝術才能班為符合設班目的及培育專業藝術人才目標，以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方式辦理

招生，採分類、分區方式辦理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音樂班 美術班 舞蹈班 戲劇班

北區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復興 
高級中學 

(全國一區) 

中區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南區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桃園區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獨招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藝術 
才能班 

北區 中區 南區 桃園區 獨招 合計 

音樂班 14校/364人 7校/181人 6校/156人 －  2校/52人 29校/753人 

美術班 13校/322人 10校/249人 7校/182人 4校/104人 3校/78人 
36校/935人 
(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北區10人、中區16人  ) 

舞蹈班 6校/156人 － 5校/124人 －  1校/26人 12校/306人 

戲劇班 － － － － 1校/30人 1校/30人 

合計 2024人 



簡章公告 

聯合術科測驗線上報名暨郵寄繳件 

聯合術科測驗 

國中教育會考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名暨郵寄繳件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志願選填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放榜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到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放棄聲明 



招生管道 

管道一:甄選入學聯合分發(術科測驗) 

管道二:以競賽表現入學(書面審查) 





報 名 測 驗 鑑 定 



網路線上報名登錄時間：  

111年2月21日(星期一)09:00 

至3月4日(星期五)17:00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電話： 049-2910960轉3971或3765 



書面資料請以限時掛號郵寄至各類各區承辦學校，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報名應繳資料： 

①報名表：自行檢核列印並經監護人簽名 

②學校報名名冊：考生就讀學校自行列印 

③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含藝術才能)學生鑑定申請表 

④性向(國民中學)觀察推薦表 

⑤報名費 (郵政匯票) 

⑥ A4回郵信封3個 (請貼足郵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各類各區簡章 





1.術科成績 

2.通過鑑定 

3.國中教育會考 

報 名 
志願
選填 

放榜 報到 

電腦  

分發作業  

志願選填
通知單 



一、已取得臺灣O區OO班之術科測驗成績 

二、通過該區資賦優異(含藝術才能)鑑定者 

三、已報到其他招生管道者，不得重複報名 

 



網路線上報名登錄時間：  

111年6月10日(星期五)09:00 

至6月16日(星期四)17:00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電話： 049-2910960轉3971或3765 



書面資料請以限時掛號郵寄至各類各區承辦學校，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報名應繳資料： 

①報名表：請考生至線上報名登錄系統自行列印資料 

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 

③學校報名名冊：考生就讀學校自行列印 

④報名費 (郵政匯票)  

                           

※詳細內容請參閱各類各區簡章 







完成「聯合分發」報名者，系統於111年6月22日(星期

三)將「志願選填通知單」寄送至考生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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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重複參加分發；違者取消其錄取資格。  



  
主旨： 
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志願選填通知 
  
內容： 
姓名： (准考證號： ) 同學，你好： 
  
臺端申請臺灣○區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志願選填，經「臺灣○區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藝術才能(○○類)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及各招生學校分發門檻篩選後， 
結果如下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招生學校清單及是否通過各校分發門檻結果： 
國立○○高級中學：通過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不通過 
臺北市立○○高級中學：通過 
新北市立○○高級中學：通過 
桃園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不通過 
  
※ 報名及志願選填操作流程，可參考網站公告之操作手冊。 
※ 若有系統相關問題，請致電「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客服電話 
   連絡電話：0492910960轉分機3971或3765 
※ 服務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育行政資訊系統研發中心 
※ 請勿直接回覆本信件 



（一）登錄方式： 
1.考生自行以術科測驗報名之帳號及密碼，至「藝
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填選志願。 

 
2.報名期間內志願選填可暫存，但經確定繳交送出
後，即無法進行修改，僅可查詢個人選填情形。 

 
3.志願表完成列印，經考生及監護人簽名，以限時 
  掛號郵寄至主委學校。 

 



臺灣○區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志願選填表(樣張)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身分別 原就讀國中 監護人 關係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主修樂器 副修樂器 

會考科目 會考成績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寫作 

術科測驗科目 術科測驗成績  

甄選總成績  
(滿分##分) 

特殊生加分優待 

甄選總成績 

志願序 選填學校(依通過學校按志願序排列) 

1 

2 

3 

4 

學生簽名：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名：                                    列印時間：  



 （二）111年6月23日(星期四)09:00至6月30日 
    (星期四)17:00止，系統關閉為止，逾時不 
    受理。  
              

 （三）「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系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系統操作洽詢電話：(049)2910960轉3971或3765。 





採計「臺灣○區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班 

聯合術科測驗成績」，並以聯合術科測驗 

各科成績加權後總分為甄選總成績。 



本術科測驗分數採百分制，各科以100分為滿分計算。各科目原始成績，係以各測驗科目評審平均分數取至小數點 
第2位，第3位(含)以下四捨五入計算並登載。各科目加權成績，係以登載之原始成績依簡章加權採計方式計算。 

 

  

 

 



本術科測驗分數採百分制，各科以100分為滿分計算。各科目原始成績，係以各測驗科目評審平均分數取至小數點 
第2位，第3位(含)以下四捨五入計算並登載。各科目加權成績，係以登載之原始成績依簡章加權採計方式計算。 



本術科測驗分數採百分制，各科以100分為滿分計算。各科目原始
成績，係以各測驗科目評審平均分數取至小數點第2位，第3位(含)
以下四捨五入計算並登載。各科目加權成績，係以登載之原始成績
依簡章加權採計方式計算。 



創意思維 

口語表達 

專長表演 

戲劇班全國全區一校辦理：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成績計算至小數點第2位 

第3位（含）以下四捨五入 



(一)依甄選總成績高低排序。 

(二)考生達各校評選標準者，依總成績高低、志願及各 

       校招生名額依序錄取分發。 

(三)國中教育會考或術科測驗成績，未達招生學校標準 

       者(參閱分發招生資料表)，不予分發。 



(一)分發方式以一般生身分、特殊身分加分方式 

    及外加名額排序，依考生志願序擇優分發。  

(二)外加名額及成績計算方式(參閱簡章)。 





一)系統於111年7月12日(星期二) 11:00，將聯合分發結果通 

     知單寄至考生信箱。 

（二)若於111年7月12日(星期二) 16:00前，仍未收到通知單 

     者，請登入「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 

     」(網址：https://art.sen.edu.tw) 下載或洽詢主委學 

     校。 



主旨: 
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結果通知單 
  
內容： 
姓名   (准考證號)  同學，你好： 
  
臺端申請臺灣○區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志願選填 
  
錄取結果為: ○○○○○○○學校 
  
報到入學： 
一、錄取者須於111年7月13日(星期三) 12:00前至錄取學校辦理報到，請攜帶「國民中學畢業證（明）書」 或

「國民中學修業證明書」、查驗國民身分證或全民健康保險卡（健保卡）正本並領取該校新生報到資料，
即為完成新生報到手續。 

二、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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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入學後得否申請原校轉班，應依該錄取學校相關之規定辦理。 
五、凡已辦理報到之學生不得再參加本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違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主旨: 
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結果通知單 
  
內容： 
姓名   (准考證號)  同學，你好： 
  
臺端申請臺灣○區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志願選填 
  
錄取結果為: 未錄取 
  





（一)錄取者於111年7月13日(星期三) 12:00  

     前至錄取學校辦理報到。 

（二)凡已辦理報到之考生不得再參加本年度之 

     其他入學管道，違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一)系統填妥「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11年7月15 

     日(星期五) 16:00前至錄取學校辦理。 

（二)完成手續後，學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 

     管道。 





報 名 書審 鑑 定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暨郵寄繳件 

以競賽表現入學放榜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到 

以競賽表現入學放棄聲明 





一、國民中學在學期間，參加「全國學生○○比賽」決賽，成績獲前三等獎 

    項者。 

 

二、國民中學在學期間，參加國際性正式(音樂/美術/舞蹈)比賽個人賽，成 

    績獲前三等獎項者。國際性競賽，係指三個國家(含)以上之跨國性比賽 

    ，其主辦國之辦理單位應為該國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且國際性競 

    賽需提出相關證明，由該區主管機關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審議。 

※詳細內容請參閱各類各區簡章 



書面資料請以限時掛號郵寄至各類各區承辦學校，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報名應繳資料： 

①報名表：自行檢核列印並經監護人簽名 

②競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證明文件影本 

③國際性競賽需提出比賽簡章、參賽名冊、獲獎總名單等， 

    或相關參賽影音資料(如頒獎典禮照片、比賽現場參賽者之錄影等)。 

④學校報名名冊：考生就讀學校自行列印 

⑤報名費(郵政匯票)  

⑥ A4回郵信封1個 (請貼足郵資)  
※詳細內容請參閱各類各區簡章 











  



考生報名聯合術科測驗，若考生姓名有罕見字需造字者， 

需影印身分證正面並將罕見字圈記，註記考生姓名、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網路報名資料需造字」字樣，於報名期間內傳真 

或寄信至主委學校，並以電話聯繫確認資料是否查收。 



報名「以競賽表現入學」，同時報名參加同區「聯合術科測驗」者，  

「以競賽表現入學」辦理完成後，若聲明不參加術科測驗且繳還准考證正本， 

得於4月6日(星期三)〈美術〉；4月13日(星期三) 〈音樂、舞蹈〉            

17:00前向主委學校申請退還術科測驗報名費，逾時不受理。 



    1.111年3月16日公告於總召學校、各區音樂班主委學校網頁及系統。 

    2.需依公告之指定曲演奏，不得以其他樂曲替代，違反者酌予扣分。 

 

詳細內容請參閱聯合術科測驗簡章之柒、聯合術科測驗規定與注意事項 



簡章表格附件 

請於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下載， 

網址：https://art.sen.edu.tw 

https://art.sen.edu.tw/






可以報名，且建議參加該年度國中教育會考。 

     因多數學校以國中教育會考評量結果為入學門檻，故建議非國中 

     應屆畢業生參加該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將來參加分發時選擇較多。  



可以，但只能擇一考區報名，並參加該區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例1：報名北區舞蹈，即無法再報南區舞蹈，系統會限定單一考區 

 

 可以，但須注意不同類別之測驗日程。 

     例2：報名北區舞蹈，同時報名戲劇班。 

     例3：報名北區美術，同時報名中區音樂。 

     例4：報名南區音樂，同時報名南區舞蹈。 

 

 



A：依特殊教育法與藝術教育法，資賦優異(含藝術才能)鑑定資格 

     須為本國之國民。 

A：可以。 

    藝才班甄選入學分發報名日期與免試入學同時， 

    學生可同時報名、同時錄取，但僅能擇一報到。 



感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