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2022 學年度第 2學期 

國一實驗班招生考試公告   

一、 依據：本校「國中部實驗班教育實驗計畫」辦理。 

二、 說明：以本次考試成績做為 2022學年度第 2學期進入本校國一「實驗班」依據。 

三、考試辦理方式： 

 (一)報名對象與方式： 

1.報名對象與資格： 

(1)校內：2022學年度第 1學期 7年級全體學生。 

(2)校外：具同等學力資格學生，建議能具備中文閱讀能力基礎。 

2.報名方式： 

(1)校內：由註冊組發放「報名意願調查表(附件一)」予 2022學年度第 1學期 7年

級全體學生填寫(家長簽名)報名意願。 

(2)校外：填寫「報名表(附件二)」，於 2022年 12月 2日(五)前將報名表電子檔以

電子郵件寄送本校註冊組王小英幹事(E-MAIL:wangxy@shtcs.com.cn)。 

3.報名費：人民幣 250元(新台幣 1,200元)，請考試當日自備現金於報到時繳納。(有

報考本校 2022學年度第 1學期 (6/11)實驗班考試之學生，本次考試不需

繳費(無意願參加本次考試(或缺考)者不予退費)) 。 

(二)考試資訊： 

1.日期：2022年 12月 10日(六)上午 8:30-11:00 

2.上海考場:上海台商子女學校(上海市閔行區華漕鎮金輝路 888號) 

台北考場: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66號 28樓 2885室(電話：(02)7720-0636) 

3.考程表： 

時間 內容 

8:30-8:50 報到(招生接待室) 

9:00 進場(考前說明) 

9:10-10:00 英語 

10:10-11:00 數學 

註：考試範圍：包含國一上第二次期中考前的課程範圍內容。 

(三)錄取名額及公告： 

1.成績計算：英語 50%+數學 50% = 總成績，擇優錄取正取生 38名，備取生 2名。 

2.錄取公告：2022年 12月 22日(四)上午 9:00(公佈於本校官網)。 



3.錄取通知：學生個人成績單及錄取通知於 2022年 12月 23日(五)E-MAIL個人報名表

聯絡信箱(校內報名學生透過導師發放)。錄取者請依錄取通知繳交定金，

以確保錄取名額。 

 

四、複查： 

(一)申請日期：2022年 12月 27日(二)下午 5時前。 

(二)申請手續：由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錄取結果複查申請書」(附件三)，校內 

學生直接送交註冊組、校外學生以報名時 E-MAIL帳號郵寄本校註冊組王小英幹事 

(E-MAIL：wangxy@shtcs.com.cn)提出申請。 

 

五、 重要提醒： 

(一)本次考試亦為本校 2022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一實驗班、菁英班微調依據，請有意願進入實

驗班校內學生，務必報名參加本次考試。 

(二)若考生個人居住小區因疫情封控、或個人不可抗力因素致實體考試當天無法到校應考，

則請於三日內提供小區封控或不可抗力因素證明電子檔予本校註冊組王小英幹事(E-

MAIL：wangxy@shtcs.com.cn)並與之完成 E-MAIL確認收訖(電話: 62217006分機

8211)，學校統一於 2022年 12月 17日(六)08:30~11:00進行補考。若又因任何個人因

素無法參加補考，學校則無法再予補考。 

(三)應試注意事項及防疫規定於考前三日公告本校官網首頁-行政公告，請務必遵守始能應

考。 

(四)2022學年度第 2學期實驗班課程費用： 

1.實驗課程組學生除一般學雜費外，另須繳納實驗課程費用￥4,150元及 60%課業輔導費 

用￥2,400元，總計￥6,550元。 

2.實驗暨雙語課程組學生除一般學雜費外，另須繳納實驗課程費用￥4,150元及 ESL雙

語課程費用￥18,400元，總計￥22,550元，不須繳納課業輔導費用。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教務處敬啟 2022.11.18 

 

 



附件一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2022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一實驗班考試 

報名意願調查表 

 
 

學生現在班級：        、 座號：        、 姓名：        、 
考試時間：2022年 12月 10日(六)上午 8:30-11:00 

考試訊息：請詳公告內容 

◎以下每題請擇一勾選填寫 

一、是否有意願報名本次 12/10國一實驗班考試 

□有意願 

□無意願 

 

有意願者請繼續勾選填寫(無意願者則免) 

二、是否有報考 6/11實驗班考試 

□是 

□否 

 

三、本次 12/10報考實驗班課程組別 

□有報考 6/11考試(□實驗暨雙語課程  或□實驗課程) 

□未報考 6/11考試，本次報考實驗暨雙語課程 

□未報考 6/11考試，本次報考實驗課程 

 

四、本次 12/10報名費繳交 

□於報名 6/11考試時已繳交，本次 12/10考試免繳交 

□報名費人民幣 250元，於 12/10考試當日 08:30報到繳納現金 
備註: 

1. 考試當日請攜帶學生證(或台灣身分證或護照或台胞證)應考。 

2. 應試注意事項及防疫規定於考前三日公告本校官網首頁-行政公告，請務必遵守始能應考。 

3. 同學若無意願參加 12/10 實體考試，則視同放棄 2022學年度第 2 學期就讀實驗班資格。 

4. 4. 本表填寫及家長簽章完成，請於 11/24(四)前繳交導師(全班依座號排序)轉交註冊組。 

 

家長簽章：                    

日    期： 2022 年 11 月   日 

-------------------------------------------------------------------- 
准考號碼（免填）： 

學校承辦人員審核欄(學生(家長)免填) 承辦人員簽章 

報考課程 □實驗暨雙語課程           □實驗課程  

報名繳費 人民幣 250 元(新台幣 1200元)□已繳納         □未繳納  



附件二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2022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一實驗班報名表(校外生) 

准考號碼（免填）： 

考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報考課程 實驗暨雙語課程           實驗課程 

考場選擇 
上海考場(上海市閔行區華漕鎮金輝路 888 號) 

台北考場(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66 號 28 樓 2885 室) 

監護人簽章  

國中校名 

(所在地) 
 

國中年班 年級           班 

聯絡 

方式 

電話 

 

台灣:日：(   )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 

 

大陸:日：(   )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 

地址  

e-mail  

項目 內容（以下免填，由承辦人員填寫） 承辦人員 

身分審核 考生與身分證件 相符           不相符  

報名繳費 
人民幣 250 元  (新台幣 1200 元) 

已繳納          未繳納 
 

 

報名日期：2022 年 12 月 2 日(五)前。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1.須填寫本「報名表」。 

2.本「報名表」電子檔 E-MAIL 寄至本校註冊組  (wangxy@shtcs.com.cn)。註冊組收件後會回覆

寄件者報名表已收到，若於 2022 年 12 月 6 日(二)前未收到註冊組回覆，須於 2022 年 12 月 7

日(三)下午 16:00 前電話聯繫本校註冊組王小英幹事，電話：(8621) 62217006 分機：8211。 

3.校外學生於考試當日應攜帶台灣身分證或護照或台胞證應考，並自備現金繳納報名費。 

4.應試注意事項及防疫規定於考前三日公告本校官網首頁-行政公告，請務必遵守始能應考。 

 



 
附件三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2022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一實驗班 

錄取結果複查申請書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申請複查原因 

 

 

 

 

申請複查日期 2022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說明： 

1. 申請日期：2022年 12月 27日(二)下午 5時前(以郵戳為憑)。 

2. 由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申請書(連同個人成績單影本)，校內學生直接送交註冊組、校外學

生以報名時 E-MAIL 帳號郵寄本校註冊組王小英幹事(E-MAIL:wangxy@shtcs.com.cn)提出

申請。 

3. 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則增額錄取。 

 

 

--------------------------------------------------------------------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2022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一實驗班 
錄取結果複查回覆表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複查結果 

回覆事項 

□經複查後，結果無誤。 

 

□經複查後，改為錄取。 

(請依錄取通知作業，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回覆日期 2022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