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通知單  （收執聯，學生留存） 
受文者：    的家⾧                       畢業國小：         班級： 
主旨：貴子弟    自國民小學畢業，依據國民教育法規定，111 學年度分發至本市文昌國民中學繼續義務教 
      育，請督促其準時到本校辦理報到手續。若因故無法親自報到，得請親人代辦報到手續。欲至他校就讀 
      者，務必 4/25（㇐）前依末欄訊息，主動告知本校教務處報到的國中。 
㇐、返校日期（其餘返校日若有更動會於報到日通知，日程亦可查詢本校網頁公告） 

學生姓名  臨時編號：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返校地點 
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各班臨時班級教室【可於 4/22(五)至學校首頁查詢】 
本校地址：桃園區民生路 729 號   電話：03-3552776#212（註冊組） 

事項 重要日期 返校時間 備註 

本土語填報 111 年 4 月 11 日(㇐)前 無 請見回執聯連結 

線上報到 
111 年 4 月 18 日(㇐)至 

4 月 24 日(日)中午 12 點前 

 
 

無 

1.桃園市線上報到網址： 
https://nsc.tyc.edu.tw/web/ 

點選新生家⾧登入處勾選問卷填
寫資料 
2.操作手冊請見本校網頁右側新生專區 

返校繳件 
暨 

智力測驗 

111 年 04 月 24 日（日） 
【當天無法參加測驗者， 
可於 6 /22 進行補測驗】 

◎流程請參閱背面 
◎返校繳件： 

08：30～09：15 
◎智力測驗： 
  09：25～10：10 
◎10：10 統㇐放學 

◎繳交資料： 
1、戶口名簿影本【寫上臨時編號、臨時

班級、臨時座號、畢業國小】 
2、新生入學報到單回執聯 
3 專車申請表【欲搭乘才須繳交】 
◎攜帶文具：2B 鉛筆與橡皮擦 

★本校預計於 7 月底 8 月初進行新生 S 型編班作業，詳細時間請上網查詢（6 月底 7 月初） 
服裝套量繳

費領取 
111 年 8 月 13 日（六） 08：30～15：00 

◎套量、領取服裝 
◎填寫繳費單與繳費【填正式編班班級】 

服裝更換 111 年 8 月 15 日（㇐） 09：00～12：00 進行更換與增購作業 

新生訓練 

111 年 8 月 23 日（二） 
＆ 

111 年 8 月 24 日（三） 
（㇐天半） 

◎到校時間： 
第 1 天【整天】 

07：45～15：45 
第 2 天【半天】 

07：45～12：00 

◎服裝： 
第 1 天：穿著運動服；第 2 天：穿著制服 
◎攜帶資料： 
1. 國小畢業證書正本【當日驗畢發還】 
2.證明文件【低(中低)收、原住民、僑生、
派外子女、外籍生、軍公教遺族、邊疆生】 

開學日期 111 年 8 月 30 日（二） ◎正式上課：07：45 前到校 
二、通過資優鑑定之注意事項 

事項 重要日期 備註 

問卷填寫 111 年 6 月 1 日(三)前  

方式 1.用手機掃描 QR Code   

方式 2.文昌國中首頁 

左側欄位「關於文昌」英數資優棧 

「111 學年度資優生填答資料看這裡」 

繳交鑑定結果

通知單正本 
111 年 6 月 20 日(㇐)前 

1.繳交地點：文昌國中特教組 

2.詢問窗口：355-2776#613 施組⾧、#620 郭老師 

三、新生暑期學藝活動： 

    7/4(㇐)~7/29(五)，星期㇐至星期五的 07：45~12：00 。採自由參加，預計開 3 班，依報名順序錄取，每班 30

人，額滿為止。報到當日 8 點開始報名及繳費(1920 元)，相關問題請洽教學組(分機 211) 

 

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報到單              （回執聯，學生撕下繳回） 

臨時編號：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學生姓名：           (          國小) 

★是否已完成線上報到：□是   □否 
★是否有兄姐就讀本校：□是   □否    
 就讀本校【    】年【    】班姓名【               】 
★雙（多）胞胎編班時是否想在同班：□都可  □同班  □不同班，  
 請寫出雙（多）胞胎其他兄弟姊妹之姓名：臨時班級：【        】姓名：【                    】 

身分別 
新生訓練第 1 天將證明文件繳給導師，非相關身分者免繳 

□低收入戶生   □中低收入戶生   □原住民        □僑生 
□派外人員子女 □外籍生         □軍公教遺族    □邊疆生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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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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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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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勾
選 

限五擇㇐勾選 腔調與方言別(選擇客家語與原住民語必勾選) 

□閩南語 
1.為配合教育局開課調查要求，請於 4 月 11 日前上網填報 
  方式 1.用手機掃描 QR Code   

  方式 2.文昌國中首頁右側欄位新生專區 
2.本表勾選後於 4/24(日)返校繳回，留校備查 

□閩東語 

□臺灣手語 

□客家語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原住民語 

□A 初鹿卑南語 □A 知本卑南語 □A 南王卑南語 □A 建和卑南語；   

□B 郡群布農語 □B 卓群布農語 □B 卡群布農語 □B 丹群布農語 □B 巒群布農語； 

□C 南排灣語   □C 東排灣語   □C 北排灣語   □C 中排灣語；  

□D 霧臺魯凱語 □D 東魯凱語；     

□E 賽考利克泰雅語  □E 澤敖利泰雅語  □E 汶水泰雅語  □E 萬大泰雅語   

□E 四季泰雅語 □E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F 德固達雅語 □F 德路固語  □F 都達語；       

□G 秀姑巒阿美語 □G 南勢阿美語 □G 海岸阿美語 □G 馬蘭阿美語   

□G 恆春阿美語； 

□H 賽夏語   ；□I 雅美語   ；□J 邵語   ；□K 噶嗎蘭語   ；□L 鄒語         

□M 卡那卡那富語   ；□N 拉阿魯哇語；   

□O 多納魯凱語 □O 萬山魯凱語 □O 茂林魯凱語 □O 大武魯凱語； 

□P 撒奇萊雅語   ；□Q 太魯閣語 

語別程度 □能聽  □能聽、說  □能聽、說、讀  □完全不會 

監護人簽名         正楷書寫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就讀他校回執單【已報到新生勿填寫】 
臨時編號：     臨時班級：   臨時座號：        學生姓名： 

就讀他校 
4/25 前通報 

已至【                   】國中報到，回報方式：  
1.於 4/24(日)12 點前至新生線上報到系統點選「放棄報到」 
2.傳真本回執至 03-3562105 或親繳至文昌國中註冊組。 

監護人簽名         正楷書寫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為掌握學生之就學情況，
請家⾧務必完成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