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9學年度招生流程 
 

  日期/時間 
作業方法/

內容 
作業地點/網址 備註 

登

記 

˄  
擇

一

作

業 

˅ 

5/25（一） 

早上 9 點開始 

持續至 

5/27（三） 

中午 12 點結束 

線上 

登記 

網址：http://www.kids.hc.edu.tw/ 

家長專區中「109 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

招生資訊」處點選 

請詳閱簡章，將需要

的資料上傳登記。 

5/28（四） 

5/29（五） 

兩日時間皆為 

早上 9 點開始 

至下午 3點結束 

現場 

登記 

5/28(四)本校中正堂一樓校長室 

5/29(五)本校特教大樓二樓會議室 

地址:新竹市北區水田街 33 號 

(兩天皆由東大路門口進入) 

已線上登記者，無須

現場登記。 

抽

籤 

5/30（六） 

早上 9 點 

準時開始 

現場 

公開 

抽籤 

 

本校特教大樓一樓穿堂 

(抽籤完畢當日即公布於特教大樓一樓

穿堂公佈欄及本校網站)                 

本校網站網址： 

https://www.bmps.hc.edu.tw/nss/p/index  

一位幼兒僅一名家長

代表入園，並須出示

登記號碼。 

(可不參與抽籤活

動，上網看公告取代) 

報

到 

˄ 
擇

一

作

業

˅ 

6/01（一） 

早上 9 點開始 

持續至 

6/02（二） 

晚間 24 點結束 

線上 

報到 

 

網址：http://www.kids.hc.edu.tw/ 

家長專區中「109 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

招生資訊」處點選 

注意：若公幼及非營

利幼兒園皆中籤者，

只能選一所報到。 

6/03（三） 

早上 9 點開始 

至 11 點結束 

現場 

報到 

本校特教大樓二樓會議室 

地址:新竹市北區水田街 33 號 

(由東大路門口進入) 

已線上報到者，無須

現場報到。 

 

防疫期間，入校園者，請戴口罩。 

PS:登記資格詳見招生簡章說明 

為加強防疫，避免群聚，請多加利用線上作業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地址：新竹市北區水田街 33 號 

電話：03-5316668#405 

 

https://www.bmps.hc.edu.tw/nss/p/index
http://www.kids.hc.edu.tw/


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9 學年度招生簡章 
 
一、 依據：「新竹市幼兒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及「新竹市 109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新生入園登記實施計畫」 
 

二、 辦理時間： 

(一) 招生簡章公告日期、地點及諮詢電話：109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前公告於本校網

站及學前教育網(諮詢電話：03-5316668轉 405)。 

(二) 登記日期：提供「線上登記」與「現場登記」兩種方法，採「線上登記」者，若 

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不符或有缺漏，可於「現場登記」日攜帶所有完整證明文件 

重新辦理登記或補件。另，本學年度「現場登記」亦需由工作人員現場直接將報 

名資料建置於招生登記系統中，請家長確認資料無誤後再將報名資料登錄系統。 

每一位幼兒報名將費時較久，建請家長多加利用「線上報名」方式，避免到現場

排隊等候，亦減少群聚感染機會。 

1. 線上登記：109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至 5 月 27 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 

2. 現場登記：109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中正堂一樓校長室 

3. 現場登記：109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特教大樓二樓會議室 

(三) 抽籤日期及地點： 

1. 公立幼兒園：109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九時起於本校特教大樓一樓穿堂

公開抽籤。 

2. 抽籤結果公布日期及地點：抽籤後當日公布於本校特教大樓一樓穿堂佈告欄及

本校網站(網址: https://www.bmps.hc.edu.tw/nss/p/index)。 

3. 為降低群聚感染風險，請家長留意：一位幼兒僅可有一名家長代表入園，並

需出示登記號碼。另將控管現場人數，限制室內一百人以下、室外五百人以下。 

(四) 報到日期：提供「線上報到」與「現場報到」兩種方法，採「線上報到」者，若
未報到成功，可於「現場報到」日補件報到。 
1. 線上報到：109年 6月 1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至 6月 2日(星期二)晚間廿四時。 

(採線上報到者，請自行至本校網站下載報到通知單，並詳閱新生入學相關時
程及注意事項) 

2. 現場報到：109年 6月 3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至十一時現場報到。 
地點：特教大樓二樓會議室 
(採現場報到者，請現場填寫線上報到委託書，由本校工作人員協助現場線上
報到；並於報到後現場領取報到通知單。) 

(五) 註冊日期：依據本園報到通知單規定。 
(六) 為增加幼兒中籤機率，本市採二元登記制，即可分別擇定一間公立幼兒園及一間  

非營利幼兒園登記，惟若皆中籤，僅可擇一報到。 
 

三、 登記資格：除具優先入園資格之第一順位及第五順位者不受設籍學區限制外，具下列
資格之一者得向本園申請登記入學： 

(一) 設籍並實際居住學區內(需繳驗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其戶籍並應與直系血親尊
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年齡符合下列各款者(採「期別」及「階段別」依
序招生)： 
1. 5足歲：103年 9月 2日至 104年 9月 1日出生。 

2. 4足歲：104年 9月 2日至 105年 9月 1日出生。 
3. 3足歲：105年 9月 2日至 106年 9月 1日出生。 

(二) 前項所稱設籍並實際居住學區內係指：設籍於光田里、文雅里、光華里 1-21、
文華里 1-19 鄰、金竹里 12-20 鄰、北門里 1-17 鄰、福林里 9-18、20 鄰、大同
里、金華里 1-30 鄰、境福里 4、5、7-23 鄰、舊社里、湳雅里 1-12 鄰、武陵里
1、2、8-14 鄰、錦華里、親仁里、長和里、水田里 1-25 鄰。 

(三)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輔導會(下稱鑑輔會)鑑定為特殊幼兒者，始得接
受特殊教育安置，並由本園代為登記報名。 

 

https://www.bmps.hc.edu.tw/nss/p/index


(四) 已經本市鑑輔會鑑定且接受本府 109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幼兒優先入幼兒園鑑定 
     安置者，不得重複登記。如欲參與本次登記，應先持放棄安置同意書至原安置園   

     所辦理放棄就學資格，始得參與本次登記作業。 
(五) 新生辦理入園登記，每一幼兒以登記一所公立幼兒園及一所非營利幼兒園為限，

登記時系統將自動依據幼兒身分證字號辨別是否重複，已登記一所公立幼兒園
者，將無法再次登記第二所公立幼兒園；同上，已登記一所非營利幼兒園者，將
無法再次登記第二所非營利幼兒園。 
 

四、 招生人數： 
核定招生人數(120人)扣除原就讀本園直升之一般幼兒(44人)、經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0條認定安置並經市府公文轉介者(2人)、鑑輔會
安置之特殊幼兒(8人)及依規減收之一般幼兒人數(16人)，本學年度共計招收幼兒 50    
人。 
 

五、 招生作業「期別」及「階段別」：三期六階段依序招生 
(一) 第一期：招收年滿 4 至 5 足歲之幼兒(係指民國 103 年 9 月 2 日至 105 年 9 月 1

日出生之幼兒)及年滿 3足歲符合優先入園資格之幼兒(係指民國 105年 9月 2日
至 106年 9月 1日出生之幼兒)。 

1. 第一階段—對象係年滿 3 至 5 足歲符合優先入園資格之幼兒，如未超出招生人
數，則全數錄取；如超出招生人數，則以 5足歲優先入園幼兒依順位序錄取，再
以 4足歲優先入園幼兒依順位序錄取，再以 3足歲優先入園幼兒依順位序錄取(同
順位超額時以順位內所列順序依次抽籤決定之)。 

2. 第二階段--對象係年滿 5足歲之一般幼兒，如未超出招生人數，則全數錄取；如
超出招生人數，則抽籤錄取。惟第一階段已招生額滿不再辦理第二階段招生。 

3. 第三階段--對象係年滿 4足歲之一般幼兒，如未超出招生人數，則全數錄取；如
超出招生人數，則抽籤錄取。惟第二階段已招生額滿不再辦理第三階段招生。 

(二) 第二期：第一期招生後如有缺額，再依序辦理符合第一期資格及跨學區年滿 5至
3足歲一般幼兒(係指民國 103年 9 月 2 日至 106 年 9 月 1 日出生之幼兒)之招生
作業。(錄取階段別同前，若符合優先入園資格之幼兒仍優先於一般生)。 

1. 第四階段--對象係年滿 5足歲之一般幼兒，如未超出招生人數，則全數錄取；如
超出招生人數，則抽籤錄取。惟第三階段已招生額滿不再辦理第四階段招生。 

2. 第五階段--對象係年滿 4足歲之一般幼兒，如未超出招生人數，則全數錄取；如
超出招生人數，則抽籤錄取。惟第四階段已招生額滿不再辦理第五階段招生。 

3. 第六階段--對象係年滿 3足歲之一般幼兒，如未超出招生人數，則全數錄取；如

超出招生人數，則抽籤錄取。惟第五階段已招生額滿不再辦理第六階段招生。 
(三) 第三期：如經前二期招生後仍有缺額，開放名額供鄰近年滿 3至 5足歲之幼兒跨

學區或跨縣市或跨國籍入園或通過暫緩入學(緩讀小一)申請之幼兒入園(錄取階
段別同前)。 

 
六、 優先入園資格：具優先入園資格者應依各園招收之幼兒年齡編班屬性及下列順位辦理

入園登記，同順位超額時以順位內所列順序依次抽籤決定之(家戶年所

得之查證，應同時列計不動產及年利息所得，排除家戶擁有第 3(含)筆以上

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總額逾 650萬元，或年利息所得逾 10萬元者)。 

(一) 第一順位 
1. 低收入戶子女：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2. 中低收入戶子女：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經戶籍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3. 身心障礙：指依特殊教育法第三條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4. 原住民：指依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規定，經認定具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
身分者。 

 



5.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指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經戶籍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6.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指符合法定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證明者之子女。  
7. 其他經新竹市政府社會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0條認定安置並經

市府公文轉介者。 
(二) 第二順位 

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指符合法定輕度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之子女。 

(三) 第三順位 
1. 雙胞胎家庭幼兒，且家戶年所得低於 80萬元以下者；家庭子女數 3 名以上，

其家戶年所得皆低於 110萬元以下者。 

2. 單親家庭幼兒，且家戶年所得低於 30萬元以下者。 
3. 隔代教養之幼兒：父母死亡或因失蹤、服刑、無行為能力，由直系血親尊親

屬照養者。 
(四) 第四順位 

父或母一方為外國籍之幼兒(包括大陸配偶)，且家戶年所得低於 30萬元以下者。 
(五) 第五順位 

本校(附幼含國小、非營利幼兒園含場地學校)教職員工之子女。 
註:以上優先資格者，報名時皆須備齊相關證明文件，詳如檢附證明文件表。 

 
七、 申請登記手續：「線上登記」應填寫之資料及檢附之文件與「現場登記」相同。 

(一) 登記方法： 

1. 線上登記網址：請至本市學前教育網(網址：http://www.kids.hc.edu.tw/)

家長專區中「109 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資訊」處點選。 

2. 現場登記地點：5/28(四)中正堂一樓校長室、5/29(五)特教大樓二樓會議室，

兩日皆由東大校門進出，電話：03-5316668#405。 

(二) 填寫報名表。 

(三) 繳驗證件：（線上登記上傳之所有證明文件之文字需清晰可辨） 

1. 登記當天請攜帶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提供設籍驗證，如資料不符，將視同棄權

進行後補作業。（線上登記所提供之戶口名簿電子檔亦需為正本翻拍或掃描。） 

2. 優先入學幼兒須另行檢附下列相關證明資料： 

（1）低收入戶子女：109 年度各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2）中低收入戶子女：109 年度各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3）原住民：戶籍資料或原住民籍相關證明文件。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109 年度市府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 
（5）身心障礙者子女：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6）家戶年所得證明：幼兒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養父母) 107 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 109 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家戶年所得之查
證，應同時列計不動產及年利息所得，排除家戶擁有第 3(含)筆以上不
動產且其公告現值總額逾 650萬元，或年利息所得逾 10萬元者)。 

（7）其他：雙(多)胞胎、子女數 3名以上、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父或母一
方為外國籍之相關證明。  

 
八、 其他： 

(一) 優先入園名冊(除姓名外，依規不得註記幼兒個人其他資料)將於辦理公開抽籤

前，公布於本校特教大樓一樓穿堂公布欄，以昭公信。若 5歲大班一般生已超過

招收名額並進入抽籤，未能釋出剩餘名額予 4及 3歲一般生，將另外公告於本園

網頁(4歲及 3歲一般生家長則不需要出席抽籤活動)。 

 

 



(二) 雙(多)胞胎籤卡是否併同或分別抽籤，由家長或監護人自行決定。「合併一籤」
則中籤機會僅一次，全有或全無，若在名額足夠情形下中籤者皆佔缺(雙胞胎則 2

名、3胞胎則 3名，以此類推)，惟如係雙胞胎最後一名抽中者，僅保留 1人就讀
機會(由家長自行決定)，另 1名則列入候補第一順位；「分為二籤」，則有兩次
中籤機會，然僅抽中者可就讀，依中籤者佔缺，並非一次中籤兩人就讀，惟若雙
胞胎家長選擇放棄中籤資格，則再續抽最後一名缺額。  

(三) 新生辦理入園登記須個別辦理，每一幼兒以登記一公立幼兒園及一非營利幼兒園

為限，現場登記時將於幼兒之戶口名簿上加蓋戳記(含優先入園者)。 

(四) 新生報到未滿額時，將舉辦第二期招生，惟具優先入園資格之幼兒排序仍應優於
一般生。 

(五) 新生入園後因特殊情事所產生之缺額，遞補順序依規應以具優先入園資格之幼兒
先行排序。 

(六) 收退費相關規定悉依「新竹市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辦理。 

(七) 本校附幼提供課後留園服務，將於每學期初發放意願調查表。 

(八) 本園所僅接受就讀全日班之幼兒辦理登記。 

(九) 本簡章奉新竹市政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 附則：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布之。 



 
新竹市幼兒就讀公立幼兒園優先入園申請表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相   

關   

資   

料 

住址 
戶籍地址： 

居住住址： 

父親姓名  聯繫： 有  無  與幼兒居住 

母親姓名  聯繫： 有  無  與幼兒居住 

祖父姓名  聯繫： 有  無  與幼兒居住 

祖母姓名  聯繫： 有  無  與幼兒居住 

緊急連絡人  聯繫： 有  無  與幼兒居住 

其他可聯繫之

人姓名 
 聯繫： 有  無  與幼兒居住 

申 

請 

順 

位 

順          位 檢附資料 

第
一
順
位 

(一) 低收入戶子女 

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二) 中低收入戶子女 

領有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三) 身心障礙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並領有證明文件者。 

 

 

(四) 原住民 

依原住民身分法認定者。 

 

 

(五)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領有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者。 

 

 

(六)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符合法定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七) 其他經新竹市政府社會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0

條認定安置並經市府公文轉介者。 
 

第
二
順
位 

輕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符合法定輕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第
三
順
位 

(一)雙胞胎家庭幼兒，且家戶年所得低於 80 萬元以下者；家庭子女

數 3 名以上或 3 胞胎以上，其家戶年所得皆低於 110 萬元以下者。 
 

(二)單親家庭幼兒，且家戶年所得低於 30 萬元以下者。  

(三)隔代教養之幼兒：父母死亡或因失蹤、服刑、無行為能力，由直

系血親尊親屬照養者。 
 

第
四
順
位 

父或母一方為外國籍之幼兒(包括大陸配偶)，且家戶年所得低於 30

萬元以下者。 
 

第
五
順
位 

各園(附幼含國小、非營利幼兒園含場地學校)園內教職員工之子女。  

備註 檢附之證明文件請參照附件。 

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相關資料之填寫若有不實，應負擔法律責任。 



 

新竹市幼兒申請優先入園資格各種身分須檢附之證明文件表 
順 

位 
身 份 別 證 明 文 件 

一 

低收入戶子女 1.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2.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複登記)  

中低收入戶子女 1.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2.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複登記) 

身心障礙 本府鑑定安置公文 

原住民 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註記族籍別)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1.當年度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 

2.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子女 

1.繳驗家長身心障礙手冊正本 

2.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 

社會處轉介安置者 其他經新竹市政府社會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0 條認定安置並經市府公

文轉介者。 

二 
輕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子女 

1.繳驗家長身心障礙手冊正本 

2.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所屬學區) 

三 

雙胞胎家庭幼兒，且家

戶年所得低於 80萬元以

下者；家庭子女數 3 名

以上或 3 胞胎以上，其

家戶年所得皆低於 110

萬元以下者。 

1. 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所屬學區) 

2. 戶籍謄本(檢視監護權) 

3. 具監護權之父及母、報名就讀之幼兒 107 年所得資料清單、當年度財產歸 

  屬資料清單 

單親家庭幼兒，且家

戶年所得低於 30萬元

以下者 

監 護 權

為 共 同

監護 

1. 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所屬學區) 

2. 戶籍謄本(檢視監護權) 

3. 具監護權之父及母、報名就讀之幼兒 107 年所得資料清單、當 

  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監 護 權

為 一 方

監護 

1. 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所屬學區) 

2. 戶籍謄本(檢視監護權) 

3. 具監護權一方之父或母及報名就讀之幼兒 107 年所得資料清單 

  、當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非 婚 生

子 女 父

不詳 

1. 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所屬學區) 

2. 戶籍謄本(父欄不詳) 

3. 具監護權一方之母及報名就讀之幼兒 107 年所得資料清單、當 

  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隔代教養之幼兒 1. 其父母死亡或失蹤、服刑、無行為能力者，持有相關單位之證明文件 

2. 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所屬學區) 

四 

父或母一方為外國籍

之幼兒(包括大陸配

偶)，且家戶年所得低

於 30 萬元以下者。 

1. 戶籍謄本(確認外配身份)或居留證 

2. 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所屬學區) 

3. 具監護權之父及母及報名就讀之幼兒 107 年所得資料清單、當年度財產歸 

  屬資料清單 

五 

各園(附幼含國小、非營

利幼兒園含場地學校)

園內教職員工之子女。 

1. 其他證明文件 

2. 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所屬學區) 

◎ 子女數採計以戶籍謄本上登載具監護權一方所有具監護權之子女數。 

◎ 子女數之採計，不以其子女是否有工作能力及年齡差距為何均應全數採計。 

◎ 同時具備多項優先條件者請家長擇其最有利之方案辦理登記。 

 



切  結  書 
 
 

茲因本人_________為幼生_________之_____（關係），幼童

確屬家戶所得     萬元以下      位子女，因未取得相關證

明文件，請求先予保留優先入園資格，若本人未於   年   月   

日（星期   ）下午四時前補齊相關資料或所檢具之資料不符

優先入園之相關規定，本人同意貴園註銷錄取資格，由備取

者遞補，同時承擔喪失抽籤資格之風險，絕無異議，特此切

結為憑。 

              此致         

         北門國小附設幼兒園 

 

 

 

切結人：       （簽章） 

住址：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