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先入園資格生登記報到流程 

 

 日期 
作業方法

/內容 
作業地點/網址 備註 

登

記 

˄ 
擇

一

作

業 

˅ 

5/23（一）早上 9 點 

至 

5/24（二）下午 3 點 

線上 

登記 

網址：

http://kids.hc.edu.tw/ischool/p

ublish_page/170/ 

 
報名網址 QR-CODE 

 

5/24（二） 

早上 9 點至下午 3 點 

現場 

登記 

本校幼兒多功能教室 

地址:新竹市水田街 33 號 

已線上登記者，

無須現場登記。 

公

告

錄

取

名

單 

5/25（三） 

中午 12 點 
公告名單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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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indergarten 

 
公告名單網址 QR-CODE 

地點：本校東大門警衛室 

 

報

到 

˄ 
擇

一

作

業

˅ 

5/28（六）早上 11 點 

至 

5/30（一）晚間 24 點 

線上 

報到 

網址： 

http://kids.hc.edu.tw/ischool/p

ublish_page/170/ 

 
報到網址 QR-CODE 

 

5/31（二） 

早上 9 點至 12 點 

現場 

報到 

本校幼兒多功能教室 

地址:新竹市水田街 33 號 

已線上報到者，

無須現場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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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ids.h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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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登記報到流程 

 

 日期 
作業方法

/內容 
作業地點/網址 備註 

登

記 

˄ 
擇

一

作

業 

˅ 

5/26（四）早上 9 點 

至 

5/27（五）下午 3 點 

線上 

登記 

網址： 

http://kids.hc.edu.tw/ischool/pu

blish_page/170/ 

 
報名網址 QR-CODE 

 

5/27（五） 

早上 9 點至下午 3 點 

現場 

登記 

本校幼兒多功能教室 

地址:新竹市水田街 33 號 

已線上登記者，

無須現場登記。 

抽

籤 

5/28（六） 

早上 9 點 

線上 

抽籤 
  

報

到 

˄ 
擇

一

作

業

˅ 

5/28（六）早上 11 點 

至 

5/30（一）晚間 24 點 

線上 

報到 

網址： 

http://kids.hc.edu.tw/ischool/pu

blish_page/170/ 

 
報到網址 QR-CODE 

 

5/31（二） 

早上 9 點至 12 點 

現場 

報到 

本校幼兒多功能教室 

地址:新竹市水田街 33 號 

已線上報到者，

無須現場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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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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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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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4月 22日(星期五)前公告於本校網

站及學前教育網(諮詢電話：03-531666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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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登記」亦需請家長確認資料無誤後，由工作人員現場直接將報名資料

建置於招生登記系統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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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疫情升溫，將取消「現場登記」以避免群聚風險。 

1. 優先入園資格生登記期程： 

(1) 線上登記：111年 5月 23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至 5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三時。 

(2) 現場登記：111年 5月 24日(星期二)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若符合優先入園資格之幼生未於 5 月 23 日及 5 月 24 日報名登記，事後僅能

於 5 月 26 日及 5 月 27 日以一般生身分進行報名抽籤。 

 

2. 一般生登記期程：  

(1) 線上登記：111年 5月 26日(星期四)上午九時至 5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三時。 

(2) 現場登記：111年 5月 27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三)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抽籤日期及方式： 
1. 優先入園資格生公告錄取名單日期：111年 5月 25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 
2. 一般生抽籤日期：111年 5月 28日(星期六)上午九時統一進行線上抽籤。 
3. 抽籤結果公布日期及地點：抽籤後當場公布於本校東大路警衛室及本校網站

(網址：https://www.bmps.hc.edu.tw/nss/p/kindergarten) 

(四) 報到日期：提供「線上報到」與「現場報到」兩種方法。 
★如遇疫情升溫，將取消「現場報到」以避免群聚風險。 

1. 線上報到：111年 5月 28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至 5月 30日(星期一)晚間廿

四時。(採線上報到者，請自行至本校網站下載新生報到通知單，並詳閱新生

入學相關時程及注意事項) 

2. 現場報到：111年 5月 31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五) 註冊日期：依據各園報到通知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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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戶籍並應與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
(需繳驗戶口名簿)，年齡符合下列各款者(採「期別」及「階段別」依序招生)： 
1. 5足歲：105年 9月 2日至 106年 9月 1日出生。 
2. 4足歲：106年 9月 2日至 107年 9月 1日出生。 
3. 3足歲：107年 9月 2日至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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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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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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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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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已經本市鑑輔會鑑定且接受本府 111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幼兒優先入幼兒園鑑定
安置者及已接受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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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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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為公立幼兒園或非營利幼兒園在學幼生者，不得參與抽籤登記。如欲參與本次
登記，應於園所調查時填列放棄留園直升資格切結書辦理放棄資格，始得參與本
次登記作業。 

(六) 新生辦理入園登記，每一幼兒以登記一所幼兒園為限，登記時系統將自動依據幼
兒身分證字號辨別。 

四、 招生人數： 
核定招生人數(180人)扣除原就讀本園直升之一般幼兒(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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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人)、鑑輔會

安置之特殊幼兒(19人)及依規減收之一般幼兒人數(38人)，本學年度共計招收幼兒
55人。 

五、 招生作業「期別」及「階段別」：五階段依序招生 

(一) 第一階段--對象係年滿 5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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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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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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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四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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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第三階段已招生額滿不再辦理第四階段招生。 

(五) 第五階段--開放名額供鄰近年滿 5至 3足歲之幼兒跨學區或跨縣市或跨國籍入園 

(跨學區具備優先入園資格第一順位及第五順位者可於 5月 23及 5月 24日進行登

記及抽籤；跨學區優先入園第二、三、四順位及跨學區一般生僅接受現場登記，

且抽籤當天採現場抽籤，錄取階段別同前述一至四階段)。 

*本次 5 月 23 日至 5 月 27 日之報名僅開放符合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資格之幼生抽籤，

若此次報名抽籤完畢仍有缺額，會於 6月 7日至 6月 8日進行第五階段之報名及抽籤(此

次報名連結請見北門附幼校網：https://www.bmps.hc.edu.tw/nss/p/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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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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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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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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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萬元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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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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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萬元以下者。 
(五) 第五順位(不限學區) 

1. 本校(附幼含國小、非營利幼兒園含場地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子女及孫子女。 
2. 家有兄姊於新學年度(111年 8月 1日)仍就讀本園之幼兒。(其兄姊身分認定僅

限留園直升幼兒，不包括 110學年度大班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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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ids.h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170/ 

2. 現場登記地點：5/24(二)及 5/27(五)皆在本校幼兒多功能教室，請由東大校門

進出，電話：03-5316668轉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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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設籍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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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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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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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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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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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於本校東大門警衛室，以昭公信。若 5歲大班一般生已進入抽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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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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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胞則 2
名、3胞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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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備取幼生依序遞補。  

(三) 新生辦理入園登記須個別辦理，每一幼兒以登記一所幼兒園為限。 

(四) 新生報到未滿額時，由備取生依抽籤先後次序，補足核定名額，備取生之備取資
格可延續至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惟具優先入園資格之幼兒排序仍應優於備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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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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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安置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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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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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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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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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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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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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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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所得資料清單、當年度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五 

本園(附幼含國小、非營利幼

兒園含場地學校)園內教職員

工生之子女及孫子女。 

1. 任職學校在職(服務)相關證明(111 年 8 月 1 日需在職) 

2. 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及所屬學區) 

家有兄姊於新學年度(111年 8

月 1 日)仍就讀本園之幼兒。 

1. 幼生戶口名簿(檢視是否重覆登記) 

2. 兄姊戶口名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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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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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