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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8學年度國民小學新生分發作業須知 
  

一、為期區域均衡發展，教育資源妥善分配，及學校規模適當，依據「高

雄市國民中小學實施學生人數總量管制作業要點」及「高雄市國民

中小學學區劃分原則實施要點」規定，訂定本須知。 

二、為及早確定新生報到人數，俾利推估及控管本市教師員額編制及超

額教師移撥作業，爰 108學年度新生分發作業時程預計於 108年 4

月完成。 

三、入學年齡： 

（一）108學年度學齡兒童入學年齡為 101年 9月 2日~102年 9月 1

日出生者。 

（二）若未達入學年齡，經申請提早入學鑑定獲通過者，依入學許可

證明辦理報到。 

四、作業期間：依照「高雄市 108學年度國民小學新生入學工作進度表」

辦理。 

五、分發期間：各區公所依據國民小學學區於 108 年 3 月 22 日以前完

成分發作業，並於 108年 3月 22日前寄（送）發入學通知單。 

六、分發方式： 

（一）一般學校： 

１．依學齡兒童名冊按學區分發入學。 

２．空間充裕學校及大學區學校，得不受學區之限制，凡設籍在高

雄市之學童，均可申請就讀。 

（二）管制學校： 

１．分發順序： 

（１）學生與其直系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總量管制學校學

區內，持有下列證明文件之ㄧ，依下列順位分發入學；申請

人數超過錄取人數時，於該順位依設籍先後錄取之： 

  A.在學區連續設籍滿 6年以上者。 

        B.學生之直系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持有同址坐落學區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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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權狀證明。 

  C.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D.足以證明居住事實者之房屋租賃契約或水費、電費收據。 

學生設籍學區內之區公所列冊低收入戶、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證明)者，或父母一方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者，優先入學。 

２．一門牌號碼以分發 1 人為限，惟兄弟姊妹或經提供足資證明文

件由學校查核後確有 2戶以上居住之事實者，不在此限。 

３．總量管制學校學生數係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實施學生人數

總量管制作業要點」及配合教育部「國民小學班級學生人數調

降方案」之政策，99學年度起完成每班 29人。總量管制學校

以每班 29人為原則，惟礙於校舍空間有限，雖採總量管制方式

控管班級學生總數，但因學區內學生人數眾多，無法達成 29

人編班者，請學校敘明原因並檢附佐證資料專案報本局，本局

將確有前述不足情形之專案函報教育部備查，經教育部專案備

查之學校仍以不超過 35人編班為原則。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管制學校分發額滿後，應配合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協助未能至

學區學校報到之學童家長轉介至鄰近未管制學校報到，鄰近未

管制學校不得拒絕。 

４．108學年度本市民權國小(前鎮區)、四維國小、河堤國小、龍

華國小、楠梓國小、文華國小、鳳翔國小、登發國小、八卦國

小、壽天國小、竹圍國小、中山國小(鼓山區) 、樂群國小、過

埤國小、五福國小、援中國小等 16校，請確依「高雄市國民中

小學實施學生人數總量管制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審查。 

５．管制學校不得招收本須知第 3點第 2款規定以外之不足齡學生。 

６．學校學生戶籍遷離學區者，應即轉學至所屬學區內之國民小學

就讀。 

（三）新生分發作業程序及日期： 

１．108 年 1 月 4 日前市府資訊中心設計完成新生入學作業系統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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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作業使用。 

２．108年 1月 31日前由教育局邀集民政局、家長團體及學校代表

開會後公布學區劃分調整情形。 

３．108 年 1 月 23 日、24 日辦理管制學校暨區公所新生分發電腦

實務操作研習。 

４．108 年 2 月 1 日由教育局將學區劃分調整一覽表函送各國小、

本府民政局、各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學區劃分系統光碟片函

送各區公所。 

５．108 年 2 月 1 日民政局依基準日及學區劃分調整一覽表產製各

區學齡兒童名冊光碟片，送交教育局，並由教育局分送 38個區

公所及校務系統。 

６．108年 2月 15日戶政事務所繕造學齡兒童名冊送交區公所及學

校。  

７．108年 2月 20日前區公所依據教育局提送學齡兒童名冊（光碟

片）及教育局學區劃分調整(光碟片)，製作「總量管制學校新

生入學名冊（光碟片）」（註記設籍年限）送交管制學校作業。 

８．108年 3月 7 日至 3月 8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前各管制學校

通知未確定分發學童之家長持第 6 點所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向

學校申請分發登記，並受理設籍於管制學校所屬學區且通過提

早入學初選鑑定之學童之審查作業，並填具改分發意願單。 

９．108 年 3 月 8 日前教育局依據各行政區學齡兒童人數將入學通

知單制式表單分送各區公所。 

１０．108年 3月 15日前未有管制學校之區公所列印「學齡兒童入

學通知單」，3月 15日寄（發）「學齡兒童入學通知單」。 

１１．108 年 3月 18日至 3月 19 日管制學校將新生名單及改分發

名單公佈於學校布告欄。 

１２．108年 3月 19日管制學校依據區公所所送名冊（含光碟片），

確定錄取與改分發名冊（含光碟片），送回區公所彙整。 

１３．108年 3月 22日前有管制學校之區公所列印「學齡兒童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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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單」。 

１４．108 年 3 月 22 日前有管制學校之區公所寄（發）「學齡兒童

入學通知單」。 

１５．108年 3月 31日至 4月 2日新生報到；未通過提早入學鑑定

之新生，應自管制學校新生名單取消，倘管制學校仍有缺額者

依序遞補之。 

（四）學生電腦資料轉檔及戶政事務所造冊，以 108 年 1 月 18 日為

基準日。 

  （五）父母或監護人為學校教職員工者，得隨同於服務學校就讀。 

（六）依「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辦法」申請入學之新

生，得依規定分發學校就讀。 

（七）華裔及外籍人士（持有護照及 6個月以上居留證）屆齡子女之

入學，請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外國學生來臺就

學辦法」等有關規定辦理入學。 

（八）未申報戶籍之學齡兒童，得依其出生證明等資料，依其居住地

址，分發入學，且請其補辦戶籍，並轉知戶政機關予以協助。 

（九）學齡兒童因特殊教育需求依「強迫入學條例」及「高雄市身心

障礙適齡學生申請暫緩入學處理要點」申請暫緩入學者，應經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慎評估後，提交「高雄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及各區強迫入學委員會辦理。 

（十）為配合教育局辦理之「資賦優異未足齡兒童提早入學鑑定」時

程，設籍於管制學校所屬學區且通過提早入學鑑定初試之新

生，可持初試鑑定證及初試鑑定通過名單（或初試成績通知單）

於 108年 3月 7日至 3月 8日至該管制學校辦理證件審查作業；

又 3 月 26 日公告複選鑑定結果，屆時未通過提早入學鑑定之

新生，應自管制學校新生名單取消，倘管制學校仍有缺額者依

序遞補之。 

七、報到日期：108年 3月 31日(星期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4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4月 2日(星期二)上午 9時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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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持入學通知書及戶口名簿等至分發之學校報到；如屬新生名冊

內未收到入學通知單者，則持戶口名簿至分發之學校，並由學校直

接核對分發名冊受理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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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8學度國民小學新生入學工作進度表 

工作程序 辦理日期 工作概要 承辦單位 備註 

一、召開學區劃分調整委

員會會議。 

107年 

12月 26日暫訂 

（星期三） 

依各區及各校所提學區調

整建議，邀集民政局、區公

所及學校代表開會後公佈

學區劃分調整情形。 

教育局 

學區調整委員

會委員由教育

局函請相關單

位派代表擔任。 

二、修改完成新生入學作

業系統供分發作業使用。 

108年 

1月 4日 

（星期五） 

協助區公所、教育局及總量

管制學校建置「學齡兒童入

學通知管理系統」。 

資訊中心  

三、管制學校新生入學電

腦分發操作研習。 

1月 23、24日 

（星期三、四） 

管制學校新生分發工作電

腦實務操作演練。 

資訊中心 

教育局 

參加單位：區公

所及管制學校。 

四、製作學區一覽表及光

碟片。 

2月 1日 

（星期五） 

將學區一覽表函送所屬各

國小、市政府民政局、各區

公所及戶政事務所，學區劃

分系統光碟片函送各區公

所。 

教育局 

學齡兒童戶籍

資料及光碟片

由民政局負責

提供。 

五、學齡兒童名冊以光碟

片送交區公所及校務系

統作業。 

2月 1日 

（星期五） 

學齡兒童名冊以光碟片送

交區公所作業。民政局依基

準日及學區劃分調整一覽

表產製各區學齡兒童名冊

光碟片，送交教育局由教育

局分送 38個區公所及校務

系統。 

民政局 

基準日為 

108年 1月 18

日 

六、繕造學區資料、學齡

兒童統計表及學齡兒童

名冊。 

2月 15日 

（星期五） 

依基準日及學區劃分調整

一覽表繕造學區資料清單 

、學齡兒童統計表及學齡兒

童名冊送交區公所及學校 

。另製一份學區資料清單及

學齡兒童統計表送交教育

局。 

各戶政 

事務所 

基準日為 

108年 1月 18

日 

七、製作管制學校新生入

學名冊及光碟片送交管

制學校作業。 

2月 20日 

（星期三） 

依據民政局提送學齡兒童

名冊光碟片及教育局學區

劃分調整光碟片，製作「總

量管制學校新生入學名冊」

光碟片送交管制學校作業。 

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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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程序 辦理日期 工作概要 承辦單位 備註 

八、管制學校辦理證件審

查及改分發事宜。 

3月 7 日 

（星期四） 

至 

3月 8 日 

（星期五） 

各管制學校通知新生家長

或監護人依「高雄市 108學

年度國民小學新生分發作

業須知」第七條規定提出相

關證明文件向學校事宜辦

理證件審查改分發事宜，並

受理設籍於管制學校所屬

學區且通過資賦優異未足

齡兒童鑑定初選之新生審

查作業。 

本市管制 

學校 
  

九、製作「學齡兒童入學

通知單」（制式表張）。 

3月 8 日 

（星期五） 

依據各行政區學齡兒童人

數將入學通知單制式表單

分送各區公所。 

教育局  

十、列印並寄發非管制學

校之學齡兒童入學通知

單。 

3月 15 日 

（星期五） 

依據非管制學校學區學齡

兒童名冊列印入學通知單。 
各區公所 

※非管制學校

之區公所 

十一、管制學校公布新生

名單。 

3月 18日 

（星期一） 

至 

3月 19日 

（星期二） 

管制學校將新生名單及改

分發名單公布於學校布告

欄。 

本市管制 

學校 

請公布新生姓

名、性別及里鄰

即可，其他家庭

資料請予以保

密。 

十二、製作管制學校確定

新生入學名冊及光碟片。 

3月 19日 

（星期二） 

管制學校依據區公所所送

名冊及光碟片，產製確定入

學與改分發名冊及光碟

片，並將名冊及光碟片送回

區公所彙整。 

本市管制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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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程序 辦理日期 工作概要 承辦單位 備註 

十三、列印並寄發管制學

校之學齡兒童入學通知

單。 

3月 22日 

（星期五） 

依據管制學校公布新生名

冊列印入學通知單。 
各區公所 

※管制學校之

區公所 

十四、新生報到。 

3月 31日 

（星期日） 

至 

4月 2日 

（星期二） 

 各國民小學 

※通過提早入

學鑑定新生名

額保留至 4月 2

日，未通過提早

入學鑑定者將

自管制學校新

生名單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