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部新生入學須知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忠孝路 74 號
一、

電話：06-3115538-202 傳真：06-3116859

國一新生報到（不含舞蹈班）
：

(一) 時間：

108/3/29(五)上午 8 點~下午 4 點(中午不休息)
108/3/30(六)上午 8 點~12 點
(二) 所需攜帶資料：戶口名簿影本、報到通知單
(若報到通知單沒收到可至現場填寫即可)
(三) 地點：本校活動中心(於大門口左側)
(四) 其他事項：無法親自報到者，可委託親友辦理
二、

國一新生入學測驗：

(一) 時間：108/4/20(六)上午 8 點~12 點
(二) 攜帶物品：原子筆、修正帶、新生報到時所發的資料袋
(三) 測驗科目：國語、英文、數學(國小五、六年級範圍)
(四) 測驗地點：當日學校門口有公告教室及志工指引
三、

舞蹈班鑑定：

(一) 舞蹈測驗項目(100％)：
1. 舞蹈基本動作(含芭蕾、現代、中國舞)佔 60％
2. 即興佔 30％
3. 舞蹈節奏佔 10％
(二) 報名日期：108/03/11(一)-03/15(五) 每日上午 8 點~12 點，下午 1 點~5 點止。
(三) 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
(四) 舞蹈測驗日期：108/04/13(日)
(五) 舞蹈測驗地點：永仁高中藝文館
(六) 錄取公告日期：108/04/19 (四)下午 6 時前公告於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特幼教育科網站
(七) 其餘事項請參閱 http://web.yrhs.tn.edu.tw/files/13-1000-14778.php 公告
四、

國一暑假學藝活動

(一) 預計 108/07/15(一)-07/26(五) 每日上午半天(不含六日)
(二) 實際活動時間待確認後再一併公告

【臺南市立永仁高中(國中部)新生看過來】
您應該知道的訊息!讓你一次就上手!(108 年)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忠孝路 74 號 電話：06-3115538 傳真：06-3116859

五、
超額比序
項目

12 年國教臺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永仁為你準備好了
 永仁準備



優勢說明

多元創新
教學活化

1. 教師配合 12 年國教進行教學活動調整，辦理科學競賽、社會金頭
腦、語文競賽、英語讀劇比賽等活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 本校在教育部合作學習計畫之亮點教師數，臺南市居冠。
 3. 亮點課程：東南亞風情話、
英語類課程(英閱世界、繪話英劇、英語圖文創作)
議題類課程(慢步臺南、打造你的小宇宙、See the sea
、蚓領時尚、成人之美、世界高峰會)

體適能
成績

積極輔導

體適能

1. 本校設有檢測站，方便學生檢測。提高學生檢測意願，導師也會
全程督導，讓家長安心。

2. 體育課正常教學，毋需擔心學生能力不足

社團參與

每週 2 節

社團課

國中教育
會考成績



每學期社團時數超過 16 節，學生不需再至校外參與其他社團活動
 (有機器人、魔術、古箏、拳擊、飛盤、日文、拼布、桌遊等 28 個社團)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辦法規定每學期應達 16 節社團時數
1. 臺南區有採計之競賽項目，舉例如下：

競賽成績

積極輔導
 學生取得
競賽成績



(1) 體育、藝文課正常教學，教師輔導具才能學生比賽
(2) 臺南市學生音樂比賽輔導管樂團、直笛社、合唱社學生參加
(3) 臺南市學生美術比賽輔導美術社學生參加
(4) 臺南市、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輔導舞蹈班學生參加
(5) 臺南市、全國中等學校聯合運動會輔導田徑隊學生參加
(6) 法律達人搶答比賽輔導法律達人社學生參加
(7) 臺南市語文競賽輔導作文社、英語話劇社學生參加
(8) 國中技藝競賽輔導烘焙社、國三技藝學程學生參加

2. 臺南區無採計之競賽項目，依然鼓勵及協助參賽，並利用
「獎勵紀錄」給予學生實質鼓勵。
服務學習
(40hr 滿分)

志願序/
就近入學



校內
機會眾多



1.學生無需擔心沒有參與服務學習的機會。
2.成立親善天使團，在服務學習中培養學生自信、有禮、優雅儀態。



直升
高中部



本校國中部學生有保障名額可直升高中部
並透過繁星計畫進入頂尖大學

永仁高中-全能菁英班(適性分組)
熱烈招生中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忠孝路 74 號 電話：06-3115538 轉 201~203

傳真：06-3116859

(一)目的：輔導學生充分利用課餘時間，擴充學習領域，奠定更紮實
的學科基礎，協助學生成為 12 年國教多元入學贏家，升讀
理想高中職。
(二)招生對象：新生入學考試表現績優具有潛能的學生、導師推薦（本
年度預計招收名額 30 人。）
(三)開辦班級：國一至國三至少各開 1 班(課程多元，包含創意寫作、
英語檢定、科學實驗、數理邏輯、圖表判讀等)。
(四)上課時間：以輔導課、寒暑假及週六等課餘時間進行課程(暑假開始
實施)。
(五)分組班規範：設有退場機制，定期評估學生學習情形及態度，決
定是否適合續留。

教

一、 師生榮譽榜（本校為 107 學年度高中、國中新課綱前導學校）

師

◎本校榮獲本市 107 年度評選閱讀績優學校，代表臺南市參加教育部閱讀磐石全國賽
◎陳奕任老師榮獲本市 106 年度師鐸獎
◎郭如育老師榮獲本市 107 年度品德教育具體作法範例徵選佳作
◎蔡孟芬老師指導參加教育部「2018 高中職英語微電影徵選競賽」榮獲佳作
◎黃淑貞老師、蔡佳燕老師容獲 106 年度學校家庭教育教案徵選榮獲特優
◎105 年度榮獲全國高中績優圖書館、97、103 年度教育部閱讀磐石學校

學
◎106

藝

學年度臺南市臺南一中、臺南女中、臺南二中、家齊高中、
永仁高中、台南高工、台南家商等公立高中職錄取率 60%
◎106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錄取率 77%，國立大學錄取率 46%

類 藝 文 類 體

◎107 年度語文競賽南一區預賽國語字音字形第一名、寫作優勝
◎107 年度語文競賽原住民語南區決賽表現優異(排灣族朗讀國中組第一名、賽德克族
朗讀國中組第一名、賽德克族朗讀高中組第一名)
◎107 年度語文競賽全市南區決賽閩南語朗讀高中組優勝、字音字形高中組優勝、字
音字型國中組第三名、寫字國中優勝
◎『臺南市 107 年度法律達人』【青少年認識法律擂臺賽】，榮獲季軍第三名
◎2018 南科遠大機器人創意與創新競賽榮獲公開賽－木板迷宮－國高中職組第一名
◎106 學年度全國舞蹈比賽國中 A 團體丙組現代舞優等
◎臺南市 107 年度國民中小學傳統藝術比賽榮獲廣東獅國中組甲等
◎臺南市 107 年度國民中小學傳統藝術比賽榮獲創意藝陣國中組優等第一名
◎107 學年度臺南市音樂比賽高中職合奏管樂 B 組優等-管樂團
◎107 學年度臺南市學生舞蹈比賽國中 A 團體丙組民俗舞榮獲特優、現代舞榮獲優等

育
類

◎國中甲級籃球聯賽國女組 104、105、106 學年度冠軍
◎高中甲級籃球聯賽高女組 101.102 學年度冠軍.103.105 學年度亞軍
◎2018 亞洲青年田徑錦標賽 10 項混合運動【金牌】
◎107 學年度總統盃拳擊錦標賽，榮獲 41 公斤級第五名
◎2018 年辛哈泰國青少年世界高爾夫錦標賽，榮獲第四名
◎107 年全國田徑錦標賽榮獲 10000 公尺競走第三名
◎107 年第十五屆全國中等學校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榮獲第三名

二、 學藝績優獎勵
1. 段考、模擬考成績優異提供優渥獎學金。
2. 選填本校高中部：會考 5A 獎學金 3 萬、會考 4A 獎學金 1 萬 5 千、會考 3A 獎學金 1 萬。
若由本校國中部直升，單科再加發最高 2000 元獎勵金。
3. 本校高中部升大學獎學金：錄取醫學系和牙醫系獎學金 5 至 10 萬。
錄取台大、清大、交大、政大、成大獎學金 2 萬元。
4. 語言檢定獎學金：多益測驗、全民英檢、中文檢定、日語檢定，發放最高 3000 元獎勵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