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 110 學年度公立暨非營利幼兒園招生簡章
新竹縣政府 府教幼字第 1103711597 號函

壹、登記入園資格：
一、年齡：
（一）3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民國 104 年 9 月 2 日至民國 107 年 9 月 1 日出生)各園
均得招收。
（二）2 歲以上未滿 3 歲之幼兒(民國 107 年 9 月 2 日至民國 108 年 9 月 1 日出生)，各園須
經本府核定始得招收。
（三）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並經本府核
定為暫緩入學者，得不受招生對象年齡限制。
二、一般入園資格：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登記入園
（一）設籍本縣之幼兒。但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轉介輔導或安置之幼兒(因保護個案因素)、公
立幼兒園及所屬學校、出借場地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學校、非營利幼兒園所屬編制內教
職員工子女【依本縣國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暨國民小學學前特教班級員額編制表且於
該校(園)新學年度在職者為準】及原住民幼兒，不以設籍本縣為限。
（二）寄居本縣且有合法監護人之幼兒（以戶口名簿稱謂欄註記為準，合法監護人應設籍於同
戶，不符規定者不具登記入園資格）。
（三）居留本縣之非中華民國國籍、華裔幼兒。幼兒園招收前兩款之幼兒仍招收不足者，始得
招收本款之幼兒(符合本款資格之幼生，請於110年5月17日(一)起至各公立幼兒園或非
營利幼兒園登記)。
三、109 學年度已就讀公立暨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之幼兒，得於 110 學年度繼續留園直升；因
原就讀之幼兒園停招或撤園（班）致無法繼續收托，經本府重新安置者，視同於安置之幼
兒園留園直升；放棄安置或放棄留園直升之幼兒，若欲至其他幼兒園就讀，應重新登記。
四、優先入園資格：符合一般入園資格，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依下列順序優先就讀幼兒園：
（一）第一優先：身心障礙【僅限經本府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幼兒於110年4月13日(二)下午4
時前完成入園報到作業，未經鑑定安置或未於指定時間完成入園報到作業者，不具優
先入園資格】、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原住民、特殊境遇家庭子女、中度
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二）第二優先：
1.經本府社會處轉介輔導之家庭或機構安置之幼兒。
2.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者且就讀欲登記之幼兒園或所屬學校之滿 4 足歲幼兒。
（三）第三優先：
1.多胞胎之滿 4 足歲幼兒（同日出生之三胞胎以上）。
2.雙胞胎之滿 4 足歲幼兒，且家戶年所得低於 80 萬元以下者；家庭子女數 3(含)名以上
之滿 4 足歲幼兒，其家戶年所得低於 110 萬元以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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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父或母一方為新住民，且家戶年所得(監護人及幼兒)為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之之滿 4
足歲幼兒。
4.家戶年所得(監護人及幼兒)為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之單親家庭之滿 4 足歲幼兒。
5.隔代教養之滿 4 足歲幼兒（父母雙亡或失蹤、服刑、無行為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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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優先：
1.幼兒園及其所屬學校、出借場地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學校、設立幼兒園之鄉鎮市公所編
制內教職員工適齡子女，其名額以總核定幼兒人數之五分之一為限(含留園直升幼兒)。
2.經本府核定特殊偏遠區域且設籍滿二年以上(民國108年7月31日(含)以前)設籍之幼兒。
五、符合優先入園資格幼兒之證明文件(附件一)，於入園登記時應在有效期間內(戶籍謄本從
戶籍機關申請 3 個月內有效)。

貳、招生各階段規定及期程
一、招生簡章公告網站：本府教育處網站(https://doe.hcc.edu.tw/)、本府雲端聯合服務中
心網站(https://eservices.hsinchu.gov.tw/kid，建議使用chrome瀏覽器)可查詢本簡章
公告資料。
二、缺額公告日期
(一)優先入園缺額公告110年4月20日(二)上午9時。
(二)一般入園缺額公告110年5月4日(二)上午9時。
(三)請至本府教育處網站(https://doe.hcc.edu.tw/)、本府雲端聯合服務中心網站
(https://eservices.hsinchu.gov.tw/kid)查詢各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缺額數。
三、招生登記、抽籤、報到規定及日期：
(一)招生階段：採分階段辦理公開電腦抽籤。如該階段已額滿，仍應辦理後續階段招生，以
保障備取生之權益。
(二)各階段期程：
1.第1階段留園直升及經本府鑑定安置幼生作業：符合本簡章第1章登記入園資格第3點留
園直升幼兒及第4點第1款經本府鑑定安置作業之身心障礙幼兒各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
幼兒園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入園作業。
(1)報到時間：
甲、經本府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幼兒：110年4月1日(四)至110年4月13日(二)間之工
作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
乙、留園直升幼兒：110年4月14日(三)至110年4月16日(五)間之工作日上午9時至下
午4時止。
(2)未經本府鑑定安置或未於指定時間完成入園作業之幼生，不符合本階段入園資格。
2.第2階段優先入園作業：符合其他優先入園資格者，依指定時間公告缺額、辦理登記、
抽籤及報到。
(1)登記方式：採現場報名。
(2)登記時間：110年4月22日(四)至4月23日(五)之上午9時至下午4時、110年4月24日(六)
上午9時至中午12時止，以中原標準時間為準逾期不予受理且不具優先入園資格，惟
已於規定時間內抵達各校園指定之報名登記地點，尚未完成報名程序者，不在此限。
(3)抽籤時間：110年4月24日(六)下午2時起。
(4)登記及抽籤地點：請至各幼兒園辦理。
(5)報到日期：110年4月24日(六)抽籤完畢後至下午4時為主(惟抽籤完畢後是否受理報到
及報到方式，請洽登記之幼兒園或自該校園網站查詢)、110年4月26日(一)上午9時至
下午4時、110年4月27日(二)上午9時至中午12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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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取幼生未於上開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者，如經通知3次未報到者，視為放棄就讀，
幼兒園應作成書面紀錄存查並依序通知備取名冊幼生家長於110年4月28日(三)中午
12時前遞補並完成報到程序，逾時不予受理。
(7)本階段因競額參加抽籤而未中籤之幼生，其優先入園抽籤序號視同取消，不得重複登
記使用，備取資格將於110年4月28日(三)中午12時失效，該幼生須重新登記參加第 3
階段一般入園抽籤。
3.第3階段一般入園作業：符合一般生入園資格者；依指定時間公告缺額、辦理登記、抽籤及
報到。
(1)登記方式：採網路報名及現場報名雙軌制。
(2)登記時間：
甲、網路報名：110年5月5日(三)上午9時至110年5月7日(五)中午12時止。
乙、現場報名：110年5月7日(五)上午9時至下午4時、110年5月8日(六)上午9時至中
午12時止。以中原標準時間為準逾期不予受理且不具優先入園資格，惟已於規
定時間內抵達各校園指定之報名登記地點，尚未完成報名程序者，不在此限。
(3)抽籤時間：110年5月8日(六)下午2時起。
(4)登記及抽籤地點：
甲、網路報名：請至本府雲端聯合服務中心網站
(https://eservices.hsinchu.gov.tw/kid)辦理。
乙、現場報名及抽籤：請至各幼兒園辦理。
(5)報到日期：110年5月8日(六)抽籤完畢後至下午4時為主(惟抽籤完畢後是否受理報到
及報到方式，請洽登記之幼兒園或自該校園網站查詢)、110年5月10日(一)上午9時至
下午4時、110年5月11日(二) 上午9時至中午12時止。
(6)正取幼生未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者，如經通知3次未報到者，視為放棄就讀，幼兒園
應作成書面紀錄存查，並於本學年度指定時間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至額滿為止，備取
生亦同：
甲：第一學期：110年5月12日(三)上午9時至110年9月30日(四)下午4時止。
乙：第二學期：111年1月3日(一)上午9時至111年2月25日(五)下午4時止。
(7)於前揭日期統一辦理備取遞補作業，其餘時間不予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備取資格將
於111年2月25日(五)下午4時失效。
(8)有關非營利幼兒園考量其營運成本作業，其備取通知時間不受前指定時間限制，另其
備取資格將至111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留園直升登記作業前一日止，其
後出缺將納入111學年度招生缺額。
(9)一般入園招生作業及正取生報到後之登記：
甲、時間：110年5月12日(三)上午9時起至111年2月25日(五)下午4時止。
乙、各園尚有缺額者開放登記(含非設籍本縣及居留本縣非中華民國國籍、華裔幼兒)。
丙、各園無缺額者開放備取登記，不限登記1園。
四、抽籤規則：登記後幼兒園應公開辦理抽籤採電腦抽籤方式，依序列為正取第1名至數名及
備取1名至數名為止，最後結果應當場依抽籤順序結果公告。
(一) 縣立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依各招收班別依序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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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收3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以滿5足歲幼兒為優先；次順位錄取對象依序為4
歲、3歲；經本府核定 2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採混齡編班之幼兒園，錄取順序亦
同。
2.一般入園階段保留一般生缺額之百分之20(四捨五入取至整數位)優先錄取滿5足歲且設
籍該園所在鄉鎮市之幼兒。
3.招收2歲以上至未滿3歲幼兒，以抽籤方式錄取。
(二)鄉鎮市立幼兒園依核定之各招收班別錄取幼兒，若經核定為混齡編班者，錄取順序以5歲、
4歲、3歲依序錄取。
(三)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籤卡是否併同或分別抽籤，由家長或監護人自行決定，並出具切結書
(附件二)。抽籤前，幼兒園應將前述決定予以公告。
(四)同一籤卡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之錄取，如遇缺額數少於多胞胎幼兒數時，由家長或監護人
自行決定同缺額數之幼兒入園。
五、登記及錄取結果：請至本府雲端聯合服務中心(https://eservices.hsinchu.gov.tw/kid)
查詢，錄取結果統一於各階段抽籤時間下午3時30分後開放線上查詢，或洽詢登記之公立幼
兒園或非營利幼兒園。
六、備取：
(一)招生抽籤當日，當競額時，以幼兒滿5足歲優先備取；次順位備取對象依序為4歲、3歲，經
本府核定2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採混齡編班之幼兒園，備取順序亦同；縣立幼兒園、
鄉鎮市立幼兒園、招收2歲以上至未滿3歲幼兒專班及非營利幼兒園，依各班級核定招收年
齡以抽籤方式備取，若經核定為混齡編班者，備取順序以5歲、4歲、3歲依序備取。
(二)本學年度招生一般入園階段結束後，由各校(園)本權責繼續受理登記入園及遞補作業，並
依登記先後次序錄取至額滿為止，其指定時間如下：
學期

通知報到

第一學期

110年5月12日(三)上午9時至110年9月30日(四)下午4時止

第二學期

111年1月3日(一)上午9時至111年2月25日(五)下午4時止

(三)本學年度備取名冊有效日至111年2月25日下午4時止，其後之出缺將納入111學年度招生缺
額。非營利幼兒園考量其營運成本作業，其備取通知時間不受前指定時間限制，另其備取
資格將至111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留園直升登記作業前一日止，其後出缺將納
入111學年度招生缺額。
(四)幼兒園倘學期中途有幼兒離園時，應依備取名冊先後次序徵詢所有尚未入園幼兒家長或監
護人遞補並依錄取期程通知；如表示無意願就讀幼兒園應作成書面紀錄存查後，始得繼續
受理登記入園。
七、報到
(一)經公布錄取幼兒，請家長或監護人依規定時限至幼兒園辦理報到；逾時未報到者，依備取
名冊幼兒依序遞補。完成遞補報到者，於其他園之備取資格即失效。
(二)報到地點：至各幼兒園辦理。
(三)已報到幼生未於各校(園)規定之期限內完成註冊程序(含繳費)，如經通知3次未完成者，視
為放棄就讀，幼兒園應作成書面紀錄存查，並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至額滿為止。
八、注意事項：
(一)每1幼兒以登記1公立幼兒園、1非營利幼兒園為限，於本學年度同時登記2所公立幼兒園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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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非營利幼兒園以上者，經查證屬實，逕予撤銷登記在後之幼兒園資格；若已辦理網路報
名或現場報名結束，欲更換報名園所，請於現場報名截止前之二小時前填妥放棄登記資格
切結書(附件五)親至原報名之幼兒園現場辦理，逾期恕不受理；110年5月12日(三)起一般
入園備取生可至其他幼兒園登記備取，不限登記1園。
(二)網路報名時，如有幼生身分查驗不符情形被退件者(統計截止日後設籍本縣)，請攜帶相關
證明文件(如附件一)正影本各一份(正本查驗後歸還，影本留園備查)至各幼兒園辦理現場
登記。
(三)辦理現場登記時應繳交相關證明文件(附件一)正本並由幼兒家長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如
非幼兒家長或監護人辦理，應出具委託人簽名並填妥之委託書(附件三)及委託人、受託人
身分證明文件。登記證明文件如有偽造、變造或出具不實之情事者，逕予撤銷其錄取資格，
並得追溯其法律責任。
(四)錄取及備取方式於登記及抽籤當日由各幼兒園進行說明。
(五)如有需聯絡事宜，請於上班時間逕洽欲登記之幼兒園。

叁、其他
一、 招生工作
(一)幼兒園之招生，應組成招生工作小組，分別自行辦理招生事宜，不得聯合或委託招生，且
一律採自由登記，嚴格限制採用測驗、口試或任何類似考試等方式，作為錄取新生入園等
之依據。辦理新生入園申請登記與抽籤等事宜，由園長或校長督導。
(二)各園應積極宣導招生資訊，招生作業應依本簡章內容辦理，並將簡章、正備取名冊公告於
各幼兒園網站或門口明顯處，招生後應定期更新並公告備取名冊及正備取報到情形，如涉
及幼兒個人資料部分，工作人員應負有保密義務。
(三)現場報名之登記表由本府統一制定格式（附件四）交由各園自行印製，提供家長（監護人）
申請登記。
(四)入園資格審查：
1.辦理現場登記之校(園)工作人員應切實核對資格，如符合規定，即應予登記。
2.各園於指定期限內調查接受安置或園內幼生留園直升意願，有意願者應於該幼兒資料備
註；留園直升或正取登記之幼兒如至他園報名時，應提具放棄入園資格切結書(附件五)
向原園申請，未提具者各園不予受理。
(五)縣立幼兒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每班至多以安置 2 名特殊幼兒為原則，鄉鎮市立幼兒園
每班至多以安置 1 名為原則，非營利幼兒園以每 2 班安置 1 名特殊幼兒為原則；2 歲未滿 3
歲幼兒專班不予安置。
(六)辦理登記當日如非公務機關辦公時間，致家長未能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者，各園應先行同
意幼兒列入優先入園對象，並請家長簽立切結書(附件六)。
二、相關招生作業文件及名冊，應妥為保存3年。
三、另有關本縣之各鄉鎮市立幼兒園招生簡章，經專案報府後另案由各園辦理公告。

肆、本簡章奉核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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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 110 學年度公立暨非營利幼兒園入園登記應附證明文件一覽表
對象

應附證明文件

設籍本縣之幼兒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一般入園 居留本縣之外籍或華裔幼兒

護照、居留證。

有合法監護人之寄居幼兒

寄居家庭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2.當年度經新竹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
定安置結果通知單。

身心障礙
法
定
需
優先入園 要
第一順位 協
助
幼
兒

原住民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檢視是否註記族別及其年齡)。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2.當年度社政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2.當年度社政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2.當年度社政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低收入戶子女
中低收入戶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2.父或母(監護人)身心障礙手冊正本。
經本府社會處轉介輔導之家庭或機構安置之 1.戶口名簿(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幼兒
2.本府社會處認定轉介之文件。
優先入園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第二順位 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者且就讀欲登記之幼兒
2.兄弟姐妹之身心障礙手冊或新竹縣特殊教育學生鑑
園或所屬學校之滿4足歲幼兒
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安置證明。
多胞胎之滿 4 足歲幼兒（同日出生之三胞胎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以上幼兒）
雙胞胎之滿 4 足歲幼兒，且家戶年所得低
於 80 萬元以下者；家庭子女數 3(含)名以
上滿之 4 足歲幼兒，其家戶年所得低於 110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2.108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萬元以下者【排除家戶擁有第 3(含)筆以
3.當年度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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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入園
第三順位 父或母一方為新住民，且家戶年所得(監護人 1.戶籍謄本或居留證(檢視是否為外國籍配偶)。
2.戶口名簿(檢視該幼兒是否設籍本縣及其年齡)。
及幼兒)為新臺幣50萬元以下之滿4足歲幼兒
3.108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家戶年所得(監護人及幼兒)為新臺幣 50 萬元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檢視該幼兒戶籍、年齡及監護權)
以下之單親家庭之滿 4 足歲幼兒
2.108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隔代教養之滿 4 足歲幼兒（父母雙亡或失蹤、 1.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檢視該幼兒戶籍、年齡及監護權)。
服刑、無行為能力者）
2.相關單位證明文件。
公立幼兒園或所屬學校（公所）
、出借場地辦
理非營利幼兒園之學校或非營利幼兒園編制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檢視其年齡)。
優先入園 內教職員工子女及本縣偏遠地區公立幼兒園
第四順位
經本府核定當地特定設籍區域，設籍滿二年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檢視其年齡)。
以上之幼兒

備註

1.前項各款證明文件，於入園登記時應在有效期間內(戶籍謄本從戶籍機關申請 3 個月內有效)。
2.上述證明文件皆查驗正本，除戶籍謄本外，其餘皆驗畢後退還。
3.同時具備多項優先入園資格者請家長自行選擇其最有利之順位辦理登記。
4.家戶年所得採計該幼兒及其父母雙方或監護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
產查詢清單。
5.家長（監護人）如偽造或出具不實之證明文件者，取消幼兒錄取資格，如涉及刑責應自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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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多胞胎抽籤方式切結書
茲因本人_________為多胞胎幼童__________、___________
之_________（關係），如貴園因登記人數逾可招收名額時，本人
選擇下列抽籤方式：
□多胞胎幼童並列同一籤卡。
□多胞胎幼童分別填列籤卡。

又如抽籤後逾可招收名額，本人選擇方式為：
□因無法同時入園，自願放棄錄取名額。
□決定多胞胎幼兒入園順位為：
1.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3.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上述事項，絕無異議，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新竹縣
切結人：

幼兒園
（簽章）

住址：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7

日

附件三

公立幼兒園暨非營利幼兒園登記代辦委託書
本人(姓名)

因有事無法親自前來辦理 110 學年度

園報名登記事宜，茲委託

幼兒

君持本委託書及本案所需之相關證

明文件，如有虛偽不實及任何紛爭，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附設 幼兒園
委託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通訊)地址:
電話：

受委託人

手機:

(受委託人請攜帶身分證、印章)

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通訊)地址:
電話：

手機:

與委託人關係:

中

華

民

國

8

年

月

日

編號：

附件四

◎ 登 記 園 所 ：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石 光 國 民 小 學 附 設 幼 兒 園
新竹縣 110 學年度公立暨非營利幼兒園新生入園登記表
年 □5 足歲(民國 104 年 9 月 2 日至民國 105 年 9 月 1 日)、□4 足歲(民國 105 年 9 月 2 日至民國 106 年 9 月 1 日)
齡 □3 足歲(民國 106 年 9 月 2 日至民國 107 年 9 月 1 日)、□2 足歲(民國 107 年 9 月 2 日至民國 108 年 9 月 1 日)
□一般入園

右
列
由
園
方
填
寫

入
園
資
格

□優先入園
□1.經本縣鑑輔會鑑定安置之特殊幼兒
第 □2.原住民/族別：
一 □3.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優 □4.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先 □5.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6.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第
二
優
先

□1.經縣府社會處轉介輔導之家庭或機構安置之幼兒
□2.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者且就讀本幼兒園或所屬學校之滿 4 足歲幼兒

第
三
優
先

□1.多胞胎（同日出生之三胞胎以上）之滿 4 足歲幼兒
□2.雙胞胎之滿 4 足歲幼兒，且家戶年所得低於 80 萬元以下者；家庭子女數 3(含)名以上
之滿 4 足歲幼兒，其家戶年所得皆低於 110 萬元以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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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父或母一方為新住民，且家戶年所得(監護人及幼兒)為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之滿 4 足歲幼兒
□4.家戶年所得(監護人及幼兒)為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單親家庭之滿 4 足歲幼兒
□5.隔代教養之滿 4 足歲幼兒（父母雙亡或失蹤、服刑、無行為能力者）

第
四
優
先

□1.本(校)園編制內教職員工子女、辦理出借場地之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子女。
□2.經本府核定特殊偏遠區域且設籍滿二年以上(民國 108 年 7 月 31 日(含)以前)設籍之幼兒。

幼兒基本資料（下列資料敬請家長詳細填寫，並請字跡工整，以利辨識）
幼兒
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幼兒
性別

□男□女

戶籍
地址

新竹縣

監護人
暨
聯絡
電話

(鄉、鎮、市)

里

鄰

路（街）

段

巷

監護人一/父

住家電話

手機號碼

監護人二/母

住家電話

手機號碼
承辦人
簽章

110 年

日

月

身分證字號

填表人
簽章
登記
日期

年

月

日
9

弄

號

樓

附件五

放棄 登記/入園錄取 資格切結書
茲因本人_________為幼童_________之_____（關係），因故放棄
幼童_________登記/入園錄取 資格，絕無異議，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新竹縣 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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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附件六

優先入園資格切結書
茲因本人
為幼兒
之
（關係）
，幼兒入園登記資格
確屬下列情形之ㄧ者：
□1.身心障礙。
□2.原住民。
□3.低收入戶子女。
□4.中低收入戶子女。
□5.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6.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7.經縣府社會處轉介輔導之家庭或機構安置之幼兒。
□8.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者且就讀本園(校)之滿 4 足歲幼兒。
□9.父或母一方為新住民，且家戶年所得(監護人及幼兒)為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之
滿 4 足歲幼兒。
□10.多胞胎之滿 4 足歲（同日出生之三胞胎以上）幼兒。
□11.雙胞胎之滿 4 足歲幼兒，且家戶年所得低於 80 萬元以下者；家庭子女數 3(含)
名以上之滿 4 足歲，其家戶年所得皆低於 110 萬元以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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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家戶年所得(監護人及幼兒)為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單親家庭之滿 4 足歲幼兒。
□13.隔代教養之滿 4 足歲幼兒。

因未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辦理登記，請求先予保留優先入園資格，若本
人未於 110 年 月 日（星期
）下午 4 時前提供相關資料或所檢具資
料不符優先入園之規定，本人同意貴園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幼兒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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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 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附設 幼兒園
切結人：
住址：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簽章）

國

年

月
11

日

附件七

(各園確定招收人數將另案公告)

新竹縣 110 學年度縣立暨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核定招收人數暨缺額數彙整表
留園直升
核定
行政區

學校

總人數
(A)

留園直升
人數(B)

園生中之 110 學年度 安置之特
特殊生，得 鑑定安置
予酌減之
名額(C)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安興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
國民國小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
竹北市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麻園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新港

30

120

60

30

60

60

30

30

120
30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竹東鎮竹中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瑞峰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立竹東幼兒園
新竹縣新埔鎮枋寮

新埔鎮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新埔鎮新星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0 學年度

90

30
360
60

30
12

人數(D)

殊生得予
酌減之名
額數(E)

110 學年度
實際可招生
人數
(F)=(A)(B)-(C)(D)-(E)

110 學年度
110 學年

一般入園

度優先入 可招人數
園人數(F) (H)=(F)-(
G)

留園直升
核定
行政區

學校

總人數
(A)

留園直升
人數(B)

園生中之 110 學年度 安置之特
特殊生，得 鑑定安置
予酌減之
名額(C)

新竹縣新埔鎮新埔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關西鎮石光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關西鎮坪林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關西鎮錦山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關西鎮關西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湖口鄉和興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湖口鄉長安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

湖口鄉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湖口鄉華興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湖口鄉新湖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

新豐鄉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0 學年度

60

30

30

30

30

30

30

60

30

30

90

30

30

60

6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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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D)

殊生得予
酌減之名
額數(E)

110 學年度
實際可招生
人數
(F)=(A)(B)-(C)(D)-(E)

110 學年度
110 學年

一般入園

度優先入 可招人數
園人數(F) (H)=(F)-(
G)

留園直升
核定
行政區

學校

總人數
(A)

留園直升
人數(B)

園生中之 110 學年度 安置之特
特殊生，得 鑑定安置
予酌減之
名額(C)

新竹縣新豐鄉埔和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新豐鄉新豐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新豐鄉瑞興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新豐鄉福興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芎林鄉芎林
芎林鄉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芎林鄉碧潭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橫山鄉

新竹縣橫山鄉田寮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橫山鄉沙坑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北埔鄉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寶山鄉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寶山鄉寶山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峨眉鄉

新竹縣峨眉鄉富興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0 學年度

30

6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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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D)

殊生得予
酌減之名
額數(E)

110 學年度
實際可招生
人數
(F)=(A)(B)-(C)(D)-(E)

110 學年度
110 學年

一般入園

度優先入 可招人數
園人數(F) (H)=(F)-(
G)

留園直升
核定
行政區

學校

總人數
(A)

留園直升
人數(B)

園生中之 110 學年度 安置之特
特殊生，得 鑑定安置
予酌減之
名額(C)

新竹縣峨眉鄉峨眉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尖石鄉石磊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0

30

30

新竹縣尖石鄉石磊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5

(2 歲以上至未滿 3 歲專班)

新竹縣尖石鄉秀巒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尖石鄉

30

新竹縣尖石鄉秀巒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0

田埔分班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尖石鄉新光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五峰鄉五峰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五峰鄉

新竹縣五峰鄉花園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
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共計

110 學年度

30

30

30

30

30

30

30
2685

15

人數(D)

殊生得予
酌減之名
額數(E)

110 學年度
實際可招生
人數
(F)=(A)(B)-(C)(D)-(E)

110 學年度
110 學年

一般入園

度優先入 可招人數
園人數(F) (H)=(F)-(
G)

附件八

新竹縣 110 學年度公立暨非營利幼兒園名錄
行政區

幼兒園名稱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lps.hcc.edu.tw/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dxes.hcc.edu.tw/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dhes.hcc.edu.tw/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cces.hcc.edu.tw/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cjes.hcc.edu.tw/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cbes.hcc.edu.tw/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ses.hcc.edu.tw/
新竹縣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axes.hcc.edu.tw/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麻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myes.hcc.edu.tw/
新竹縣竹北市新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ges.hcc.edu.tw/
新竹縣竹北市立幼兒園
http://www.chupei.gov.tw/home.php
新竹縣竹北市立幼兒園聯興分班

新竹縣竹北市立幼兒園新港分班

新竹縣竹北市立幼兒園尚義分班

新竹縣竹北市立幼兒園新溪分班

新竹縣竹北市立幼兒園東海分班

新竹縣竹北市立幼兒園中心分班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瑞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rfes.hcc.edu.tw/

登記地點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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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住址及電話
[302]新竹縣竹北市鹿場里 29 鄰文興路 88-1 號
(03)6673232
[302]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十一路二段 100 號
(03)5502120#150
[302]新竹縣竹北市東海里 12 鄰東興路一段 839 號
(03)5502961#201
[302]新竹縣竹北市竹北里 10 鄰中山路 190 號
(03)5552464#811
[302]新竹縣竹北市竹仁里 39 鄰仁和街 1 號
(03)5552472#808
[302]新竹縣竹北市竹義里 22 鄰中央路 98 號
(03)5544476
[302]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 25 鄰新社 40 號
(03)6561093
[302]新竹縣竹北市北興里 37 鄰十興路一段 435 號
(03)6684105#703
[302]新竹縣竹北市麻園里 3 鄰長園一街 236 號
(03)5563540
[302]新竹縣竹北市白地里長青路一段 333 巷 135 號
(03) 5560112
[302]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 445 巷 46 號
(03)5515919#335
[302]新竹縣竹北市聯興里 13 鄰新興路 174 號
(03)5517644
[302]新竹縣竹北市新港五街 1 段 123 巷 8 號
(03)5563970
[302]新竹縣竹北市尚義街 65 巷 58 弄 12 號
(03)5560390
[302]新竹縣竹北市新庄里 7 鄰中正西路 1377 號
(03)5563334
[302]新竹縣竹北市東海里 14 鄰東興路一段 849 號
(03)5503634
[302]新竹縣竹北市竹仁里 32 鄰文山街 69 號
(03)5511804
[310]新竹縣竹東鎮上坪里 4 鄰上坪 43 號
(03)5949052#123

行政區

幼兒園名稱
新竹縣立竹東幼兒園
ttps://reurl.cc/XXy3m7
新竹縣竹東鎮立幼兒園
http://www.hcctt.gov.tw/
新竹縣竹東鎮立幼兒園三重分班

新竹縣竹東鎮竹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ccps.hcc.edu.tw/
新竹縣新埔鎮新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pes.hcc.edu.tw/
新竹縣新埔鎮新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hes.hcc.edu.tw/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枋寮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fles.hcc.edu.tw/
新竹縣新埔鎮立幼兒園
http://www.sp.gov.tw/
新竹縣新埔鎮立幼兒園文山分班

新竹縣關西鎮關西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gses.hcc.edu.tw/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taes.hcc.edu.tw/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tkes.hcc.edu.tw/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錦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jses.hcc.edu.tw/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yses.hcc.edu.tw/
新竹縣關西鎮石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skes.hcc.edu.tw/
新竹縣關西鎮坪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ples.hcc.edu.tw/
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shes.hcc.edu.tw/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和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res.hcc.edu.tw/
新竹縣湖口鄉長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登記地點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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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住址及電話
[310]新竹縣竹東鎮上舘里 21 鄰和江街 251 號
(03)5955223#111
[310]新竹縣竹東鎮大鄉里 20 鄰文林路 33 號
(03)5100874#11
[310]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二段 152 巷 30 號
(03)5820969
[310]新竹縣竹東鎮竹中路 104 巷 14 號
(03)5823822#714
[305]新竹縣新埔鎮四座里 1 鄰中正路 366 號
(03)5886160
[305]新竹縣新埔鎮新民里 13 鄰民生街 28 號
(03)5880401#301
[305]新竹縣新埔鎮上寮里 6 鄰義民路 2 段 350 號
(03)5882081#128
[305]新竹縣新埔鎮照門里 9 鄰照鏡 30-2 號
(03)5898187
[305]新竹縣新埔鎮文山里 12 鄰文華路 11 巷 9 號
(03)5888920
[306]新竹縣關西鎮西安里 7 鄰中山路 126 號
(03)5872028
[306]新竹縣關西鎮東安里 9 鄰中山東路 40 號
(03)5873390
[306]新竹縣關西鎮東光里 5 鄰十六張 190 號
(03)5877437
[306]新竹縣關西鎮金山里 11 鄰 107 號
(03)5478681
[306]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 4 鄰 25 號
(03)5476349
[306]新竹縣關西鎮石光里 9 鄰石岡子 386 號
(03)5860882
[306]新竹縣關西鎮上林里 11 鄰坪林 11 號
(03)5868457
[303]新竹縣湖口鄉愛勢村 16 鄰民族街 222 號
(03)5992062#179
[303]新竹縣湖口鄉和興村 11 鄰德興路 930 號
(03)5992094
[303]新竹縣湖口鄉長安村 11 鄰長春路 50 號

行政區

幼兒園名稱

登記地點

http://www.caes.hcc.edu.tw/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kes.hcc.edu.tw/
新竹縣湖口鄉華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wes.hcc.edu.tw/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sses.hcc.edu.tw/
新竹縣湖口鄉立幼兒園
http://www.hukou.gov.tw/
新竹縣湖口鄉立幼兒園湖口分班

新竹縣新豐鄉福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fses.hcc.edu.tw/
新竹縣新豐鄉埔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phes.hcc.edu.tw/
新竹縣新豐鄉瑞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rses.hcc.edu.tw/
新竹縣新豐鄉新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fes.hcc.edu.tw/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sces.hcc.edu.tw/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clps.hcc.edu.tw/
新竹縣新豐鄉立幼兒園
http://www.hchfe.gov.tw/hchfe/
新竹縣新豐鄉立幼兒園中崙分班

新竹縣新豐鄉立幼兒園重興分班

新竹縣芎林鄉碧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ptes.hcc.edu.tw/
新竹縣芎林鄉芎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芎林鄉

http://www.cles.hcc.edu.tw/
新竹縣芎林鄉立幼兒園
http://www.cyonglin.gov.tw/
新竹縣芎林鄉立幼兒園五華分班

幼兒園住址及電話
(03)5690596#106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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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新竹縣湖口鄉湖口村 3 鄰八德路二段 182 號
(03)5692403#711
[303]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 17 鄰文化路 171 號
(03)5981789
[303]新竹縣湖口鄉信義村 1 鄰成功路 360 號
(03)5992133#208
[303]新竹縣湖口鄉愛勢村 17 鄰信義街 59 號
(03)5990514
[303]新竹縣湖口鄉八德路二段 78 巷 36 弄 50 號
(03)5690541
[304]新竹縣新豐鄉後湖村 6 鄰 108 號
(03)5680964
[304]新竹縣新豐鄉埔和村 18 鄰 466 號
(03)5686672
[304]新竹縣新豐鄉瑞興村 4 鄰 63 號
(03)5680490#10
[304]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 17 鄰明德巷 13 號
(03)5571021
[304]新竹縣新豐鄉員山村 15 鄰新興路 291 號
(03)5574789
[304]新竹縣新豐鄉松林村 17 鄰松林街 99 號
(03)5573601#845
[304]新竹縣新豐鄉忠孝村 6 鄰忠一街 216 號
(03)5574713
[304]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 2 鄰 37 號
(03)5994547
[304]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 11 鄰萃豐路 11 號
(03)5596085
[307]新竹縣芎林鄉石潭村 10 鄰福昌街 90 號
(03)5923191
[307]新竹縣芎林鄉文林村 4 鄰文山路 288 號
(03)5923766
[307]新竹縣芎林鄉文林村 4 鄰文山路 290 號 2 樓
(03)5921135#91
[307]新竹縣芎林鄉五龍村 3 鄰鹿寮坑 105-1 號
(03)5931740

行政區

幼兒園名稱
新竹縣橫山鄉田寮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tles.hcc.edu.tw/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nwes.hcc.edu.tw/

橫山鄉

新竹縣橫山鄉沙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skps.hcc.edu.tw/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ddes.hcc.edu.tw/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sps.hcc.edu.tw/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北埔鄉

http://www.bpes.hcc.edu.tw/
新竹縣北埔鄉立幼兒園
http://www.beipu.gov.tw/beipu/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ssps.hcc.edu.tw/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scps.hcc.edu.tw/
新竹縣寶山鄉寶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寶山鄉

http://www.bses.hcc.edu.tw/
新竹縣寶山鄉立幼兒園
https://reurl.cc/XX8LlE
新竹縣寶山鄉立幼兒園中心分班

新竹縣寶山鄉立幼兒園新城分班

新竹縣峨眉鄉峨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omes.hcc.edu.tw/
峨眉鄉

新竹縣峨眉鄉富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fsps.hcc.edu.tw/
新竹縣峨眉鄉立幼兒園
https://reurl.cc/L1OrvL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les.hcc.edu.tw/

尖石鄉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mhes.hcc.edu.tw/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登記地點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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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住址及電話
[312]新竹縣橫山鄉田寮村 8 鄰田洋街 128 號
(03)5936369
[312]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 3 鄰 110 號
(03)5848019
[312]新竹縣橫山鄉沙坑村 3 鄰沙坑街 50 號 1 樓
(03)5811034
[312]新竹縣橫山鄉大肚村 3 鄰中豐路二段 157 號
(03)5932380#68
[312]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 5 鄰 101 號
(03)5933780#14
[314]新竹縣北埔鄉埔尾村 4 鄰埔心街 24 號
(03)5805060
[314]新竹縣北埔鄉北埔村 1 鄰中興街 2 號
(03)5801464
[308]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 9 鄰雙園路二段 310 號
(03)5202151#218
[308]新竹縣寶山鄉新城村 10 鄰寶新路二段 475 號
(03)5762707#101
[308]新竹縣寶山鄉寶山村 13 鄰寶山路 2 段 130 號
(03)5761390#17
[308]新竹縣寶山鄉寶山村 2 鄰新湖路二段 26 號
(03)5761508
[308]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 9 鄰雙園路 2 段 310 號
(03)5201204
[308]新竹縣寶山鄉新城村 10 鄰寶新路 2 段 499 號
(03)5762284
[315]新竹縣峨眉鄉峨眉村 8 鄰峨眉街 4 號
(03)5800674
[315]新竹縣峨眉鄉富興村 5 鄰太平街 8 號
(03)5806353
[315]新竹縣峨眉鄉峨眉村 7 鄰獅山街 30 號
(03)5800434
[313]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 1 鄰 10 號
(03)5841500#18
[313]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 1 鄰 25 號
(03)5841501#19
[313]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 10 鄰 116 號

行政區

幼兒園名稱

登記地點

http://www.gpes.hcc.edu.tw/
新竹縣尖石鄉石磊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設有 2 歲以上至未滿 3 歲專班)

(03)5841633
幼兒園

http://www.sles.hcc.edu.tw/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yfes.hcc.edu.tw/
新竹縣尖石鄉秀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slps.hcc.edu.tw/

[313]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 10 鄰 49 號
(03)5847001#320

幼兒園

幼兒園

新竹縣尖石鄉秀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田埔分
班

幼兒園住址及電話

幼兒園

[313]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 5 鄰 59 號
(03)5847200#173
[313]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 4 鄰 19 號
(03)5847500#16
[313]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 1 鄰 5 號
(03)5847823

新竹縣尖石鄉新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hkps.hcc.edu.tw/
新竹縣尖石鄉立幼兒園
http://www.hccst.gov.tw/home.php
新竹縣五峰鄉五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wfes.hcc.edu.tw/
新竹縣五峰鄉花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五峰鄉

http://www.hyes.hcc.edu.tw/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www.tses.hcc.edu.tw/
新竹縣五峰鄉立幼兒園
http://www.hcwft.gov.tw/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幼兒園

新竹縣聚集德非營利幼兒園
新豐鄉

(設有 2 歲以上至未滿 3 歲專班)

幼兒園

https://reurl.cc/D1Rp8e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非營利幼兒園
https://reurl.cc/ObloL3

(設有 2 歲以上至未滿 3 歲專班)

幼兒園

幼兒園

https://reurl.cc/ygzzy8
竹東鎮

新竹縣自強非營利幼兒園
https://reurl.cc/vnlx4e

幼兒園

幼兒園

https://reurl.cc/LdR80X
竹北市

新竹縣文興非營利幼兒園
https://reurl.cc/5qY6q7

[313]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 2 鄰 34 號
(03)5841214
[311]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 6 鄰 123 號
(03)5851580
[311]新竹縣五峰鄉花園村 8 鄰 174 號
(03)5851850
[311]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 15 鄰 243 號
(03)5856436
[311]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 6 鄰 94-1 號
(03)5851448
[304]新竹縣新豐鄉員山村 14 鄰福德街 3 號

[304]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 15 鄰成德街 36 號
(03)5590810
[310]新竹縣竹東鎮東華里 1 鄰康寧街 1 號
(03)5950010

新竹縣嘉豐非營利幼兒園
竹北市 (設有 2 歲以上至未滿 3 歲專班)

(03)5847706

(03)5576131

新竹縣竹東非營利幼兒園
竹東鎮

[313]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 8 鄰 17 號

[310]新竹縣竹東鎮榮華里 33 鄰自強路 169 號
(03)5103291
[302]新竹縣竹北市中興里 9 鄰福興東路二段 169 號
(03)5500365

幼兒園

20

[302]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 11 鄰高鐵九路 31 號
(03)5396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