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LIO-HO HIGH SCHOOL 

 

109 學年度國一新生入學學力鑑定簡章 

 

網路報名：109年 2月 15日至 109年 3月 27日 

 

現場報名：109年 2月 15日至 109年 3月 27日 

          (星期一~星期六 08:00~16:00) 

 

【109年 2月 28日(星期五)~109年 2月 29日(星期六)連續假期未受理現場報名。】 

 

學力鑑定日期：109年 3月 28日(星期六)09:00-12:00 

 

 

 

 

 

 

 

桃 園 市 六 和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編  印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國一新生入學學力鑑定 

重  要  日  程 

項  目 內  容 

簡    章    公    告 109年 1月 13日(星期一)起 

報   名 

網路報名 

109年 2月 15日(星期六)至 3月 21日(星期六)  

含報名繳費完成。(四大超商繳費) 

109年 2月 15日(星期六)至 3月 27日(星期五)  

含報名繳費完成。(線上 ATM轉帳) 

現場報名 

109年 2月 15日(星期六)至 3月 27日(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六 08：00-16：00 
*109年 2月 28 日(星期五)~109年 2月 29日(星期六) 

 【因連續假期未受理現場報名。】 

第一場新生入學說明會 
109年 2月 22日(星期六) 13：30-15：00 

地點:活動中心    *當天有親子體驗活動 

國中部特色課程發表會 
109年 3月 14日(星期六) 09：00-11：00 

地點:活動中心 

第二場新生入學說明會 
109年 3月 14日(星期六) 13：30-15：00 

地點:活動中心    *當天有親子體驗活動 

學    力    鑑    定 

109年 3月 28日(星期六) 09:00-12:00 

09:00 – 09:10 考試規則說明 

09:10 – 10:00 國  語 

10:10 – 11:00 數  學 

11:10 – 12:00 英  語 
 

學生應準備： 

1.健保卡或護照(正本)或桃樂卡 

2.2B 鉛筆及橡皮擦(採電腦畫卡方式) 

成    績    查    詢 
109年 3月 28日(星期六) 19:00開始查詢 

採網路公告，考生自行查詢，不另寄發通知單 

錄    取    報    到 109年 3月 29日(星期日) 9:00至 16:00 

備註：以上時程如有異動，依據本校網站公布為準，不另行通知。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地址：324桃園市平鎮區陸光路 180號 
電話：03-4204000轉 112、113 
六和高中首頁網址：http://www.lioho.tw/ 
六和招生資訊網址：http://recruit.lioho.tw/ 

http://www.lioho.tw/
http://recruit.lioho.tw/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國一新生入學學力鑑定簡章 

一、 報考資格： 

（一） 本年度國小應屆畢業生且以設籍「桃園市」為原則。 

（二） 考生如經完成報名手續後，不得要求退件及退費。 

二、 招生班級數：11班。(實際招生名額與班級數，以教育局核定為準) 

三、 簡章公佈：109年 1月 13日(星期一)起，至本校網站「國中新生報名區」下載簡章。 

四、 報名辦法： 

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 網路報名：請於 109年 2月 15日（星期六）至 3月 27日（星期五）止，含報名繳費

完成。(網路 ATM) 
請於 109年 2月 15日（星期六）至 3月 21 日（星期六）止，含報名繳費

完成。(四大超商繳費) 

 

（二） 現場報名：請於 109年 2月 15日（星期六）至 3月 27日(星期五)， 

週一~週六 08：00-16：00至「本校新生報名處」辦理。 

【2/28、2/29連續假期未受理現場報名】 

 

（三） 每一報考學生限擇一方式報名，請勿重複報名，重複報名者恕無法退費。 

五、 繳費：報名費為新台幣 300元整。 

（一） 「網路報名」資料送出後於系統上取得「繳款專屬帳號」與「應繳金額」，須於時限

內繳費完畢，方式有網路 ATM轉帳、便利商店條碼繳費，擇一方式辦理繳費，唯繳費

方式所衍生之手續費由繳款人自行負擔。 

「網路報名」繳款後，請於報名系統自行下載「學力鑑定准考證」，並請妥為保存。 

（二） 「現場報名」採現金繳費方式辦理，無受理刷卡或支票。 

「現場報名」於繳款後，當場領取「學力鑑定准考證」及「收據」，報考人即可上 

http://www.lioho.tw/「國中新生報名與查榜系統」查詢報名結果。 

（三） 完成報名，請詳細閱讀「學力鑑定准考證」之鑑定說明並妥善保管使用。 

六、 學力鑑定時程及注意事項： 

（一） 學力鑑定日期：109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如遇重大天然災害、傳染病流行或其他

重大事故足以影響本次試務時，由本校網站公告補考時間，請報考人配合。 

（二） 鑑定當日人數眾多，請報考人務必於考前一日再次確認個人「准考證號碼」、「試場教

室編號」，且家長車輛眾多，容易交通堵塞，請務必提早到場。 

http://www.lioh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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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力鑑定時程表： 

 

 

 

 

 

 

 

（四） 注意事項 

1. 報考人務必攜帶個人「健保卡」或「護照」或「桃樂卡」之「正本」以利身份查核，

如考試期間未攜帶者，得繼續考試，唯需於整體考試結束前送達考場由監試老師檢核，

如未送達者視同缺考，不得異議。 

2. 作答前請報考學生檢查下列事項，如有問題請即刻向監試老師反映： 

(1) 試題本及答案卡之科目是否正確，內容有無齊備、完整。 

(2) 答案卡之報名編號、試場編號與姓名是否正確。 

(3) 答案卡有無污損或折毀。 

3. 作答採電腦答案卡方式辦理： 

(1) 須採用「黑色 2B鉛筆」劃記。 

(2) 修正時須用「橡皮擦」將原劃記擦拭乾淨，不得使用修正帶等。 

(3) 電腦卡上共計六十小題。每一小題有ＡＢＣＤ四個答案，請依據題本對應電腦卡之

題號，選擇適當之答案將該字母下之符號塗滿如「●」。 

(4) 如有劃卡錯誤或污損等情況，應於該節考試期間向監考老師換取備用卡重新填畫，

繳卡後不得要求更正。 

(5) 如未依規定畫記而致使電腦無法判讀答案，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要求補考。 

4. 電腦劃卡易犯之錯誤舉例，並參閱下方電腦閱卷答案卡樣張：  

(1) 漏劃或錯劃題號。 

(2) 塗改擦拭不清。 

(3) 同一題塗劃兩個答案。 

(4) 跳號劃記致使所有答案皆錯誤。 
(5) 忘記或來不及劃卡。 
(6) 以非 2B鉛筆以外之文具劃記。 

 

 

 

 

 

 

 

 

 

 

 

日期 時  間 科  目 配  分 

109年 3月 28日 

(星期六) 

09:00–09:10 考試規則說明 - 

09:10–10:00 國  語 100 

10:10–11:00 數  學 100 

11:10–12:00 英  語 100 

說   明：學力鑑定範圍：以國小課程範疇為主。 



  

5. 每節鐘聲響起，即開始測驗，如遲到者，仍可入場施測，惟依實得成績計算之，不得要

求補考。 

6. 測驗開始後不得提早離場，若強行離場該科不予計分；如測驗間因身體不適者不在此

限，得經監考老師同意後離場，惟依實得成績計算之，不得要求補考。 

7. 測驗結束鐘響畢，監試人員宣布測驗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交卡離場。逾時

作答，不聽制止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8. 非測驗必需之物品如電子辭典、計算機、行動電話等器材，請勿攜帶入場並不得使用，

若經監試人員發現，則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9. 測驗離場後，應將電腦卡及題本繳回，不得帶離試場，違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七、 六和高中國中部特色課程發表會：  

     109年 3月 14日(星期六) 09:00 - 11:00，歡迎參加。 

八、新生入學說明會： 

第一場：109年 2月 22日(星期六) 13:30 -15:00，歡迎參加。 

第二場：109年 3月 14日(星期六) 13:30 -15:00，歡迎參加。 

十、成績查詢： 

（一） 考生可於 109年 3月 28日（星期六）19:00後，於六和高中網站(http://www.lioho.tw/)

與招生資訊網(http://recruit.lioho.tw/)點選「國中新生報名與查榜系統」，依據

個人「准考證號碼」及「身分證字號」自行查詢，發布時間如有修正，則依據網路公

告時間為準，不另行通知。 

（二） 本校不提供書面成績通知單，如有需求者，請於系統關閉前自行下載。 

十一、報到： 

（一） 時間：109 年 3 月 29 日（星期日）9:00 至 16:00，錄取考生應依據本校網路公告時

間規定辦理，逾時視同放棄。 

（二） 報到準備事項：包含具學生本人設籍桃園市之戶口名簿影本、服裝及暑期活動費等，

依網路公告資訊辦理，請家長多加留意。 

（三） 報到時，請學生選填本校特色課程志願，本校特色課程有資訊與機器人組、數理組、

雙語組、管(弦)樂組、美術與多媒體設計組。 

十二、本簡章如有修正將以本校網站實際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 

 
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類別 領取資格 獎學金 

入 

學 

獎 

學 

金 

參加本校「新生入學學力鑑定」 

成績排名為 01至 50名者，且經錄取就讀之學生 

每名頒發新台幣

30,000元獎學金 

參加本校「新生入學學力鑑定」 

成績排名為 51至 100名者，且經錄取就讀之學生 

每名頒發新台幣

20,000元獎學金 

經錄取就讀且提出證明於國民小學畢業時榮獲「市長獎」 
每名頒發新台幣

30,000元獎學金 

凡經錄取就讀之學生，符合上述項目頒發基準，獎學金採合併累計頒發。 

備註：1.上述獎學金發放依據本校訂定之相關辦法辦理為準。 

      2.本獎學金於開學註冊完成後統一調查發放，學生無須個別申請。 

      3.凡領取獎學金者，須於本校完成國中三年學業，因故離校者應繳回前述所領取之全額獎學金。 

http://www.lioho.tw/
http://recruit.lioho.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