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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高中部新生暑期通知單 
 

親愛的新生家長及同學： 

  歡迎您們加入暖暖高中大家庭，今年因疫情影響，部分新生無法現場報到並領取相關通知，因此

我們將開學前的相關訊息寄至府上，以幫助各位同學不會遺漏任何訊息，如有任何疑問請來電詢問。 

▲連絡電話：總機 2457-5534，分機請見表格。 

▲歡迎追蹤本校 Facebook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Keelung.nnjh/ 

 

 

日期 項目 說明 聯絡分機 

收到

資料

時 

暑期安全事項暨親

子共學反毒學習單 

 

https://forms.gle/m4EHQqki5QR9PDsQ6 

請填寫表單及詳加閱讀：暑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

項、暑假親子共學反毒學習單，並注意暑假期間各項人身

安全，預祝大家有個平安、充實又快樂的暑假。 

學務處 

生輔組長 

分機 129  

7/22

前 

新生暑輔調查 

 

https://forms.gle/qoMDpEMtXVDNfNtj8 

調查期限：7/22(五) 

暑輔上課時間：8/1(一)~8/12(五) 

每日上午 7：50~12：00(共 2周) 

教務處 

實研組長 

分機 113  

7/27

前 

雙語班申請 

數理班申請 

 

https://forms.gle/1aHQi3nJYK9HzhCB7 

1. 申請期限：7/27(三) 

2. 須備妥之文件：會考成績單、自傳檔案 (可於檔案內附

上有利審查證明或文件) 

3. 相關介紹與報名表件請參閱高中部新生專區-雙語數理班

介紹 https://nnjh.kl.edu.tw/308  

教務處 

試務組長 

分機 115  

8/1~ 

8/12 
新生暑期輔導課 

請先於 7/22(五)前填寫上方新生暑輔調查表，預計 7/26(二)

公告暑假輔導課編班名單。 

教務處 

實研組長 

分機 113  

8/3 
雙語班/數理班 

甄選日期 

8/3(三)下午 1至 4時於本校進行甄選，甄選相關事項於

8/2(二)公告於本校首頁 

教務處 

試務組長 

分機 115 

8/5 

公告 

雙語班/數理班 

錄取名單 

請於 8/5(五)後上網查詢錄取名單。雙語班/數理班確認後方

能進行普通班編班，故學號亦於此日之後公告。 

教務處 

試務組長 

分機 115 

8/17 新生訓練 

1. 8/17(三)新生訓練詳細流程及注意事項請於 8月初留意

本校官網。 

2. 新生訓練及制服購買注意事項請見附件。 

學務處 

訓育組長 

分機 122 

 

https://www.facebook.com/Keelung.nnjh/
https://forms.gle/m4EHQqki5QR9PDsQ6
https://forms.gle/qoMDpEMtXVDNfNtj8
https://forms.gle/1aHQi3nJYK9HzhCB7
https://nnjh.kl.edu.tw/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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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說明 聯絡分機 

即 

日 

起 

至
8/19 

(五) 

 

請 

盡 

早 

完 

成 

填 

寫 

入學獎學金申請 

 

https://forms.gle/5MKNeXhpVBANAhJH7  

1. 市府獎學金申請資格： 

(1)會考超過 20分、作文超過四級分、設籍基隆市： 

任何管道錄取者皆可申請。 

(2)會考 15至 19分、作文超過四級分、設籍基隆市： 

僅限直升、優免、完免錄取者申請。 

2. 完免獎學金申請資格：完免管道錄取、會考成績未達 15

分，或寫作測驗未達四級分者。 

3. 須備妥之文件：會考成績單、戶口名簿、存摺封面 

▲詳細資格及獎學金金額請見高中部新生專區-獎學金介紹 

 https://nnjh.kl.edu.tw/309  

教務處 

試務組長 

分機 115 

學費減免申請 

 

https://forms.gle/zUUFcBtikBB7CgPVA 

1. 每位新生皆須填寫 

(若不申請，請勾選不申請後送出，若未繳交視同不申請) 

2. 須備妥之文件： 

(1) 戶口名簿影本(每個人都需要) 

(2) 特殊身分證明文件(低收/中低收/身障/原住民/特殊境遇...者) 

▲減免資格及減免項目與比例請見本校高中部註冊費減免 

    辦理規定 https://nnjh.kl.edu.tw/51 

教務處 

試務組長 

分機 115 

武建線專車調查 

 

https://forms.gle/Lj9EYD5peYGFzXBFA  

居住於武崙、建德區域，有需求者皆可填寫調查表 

教務處 

教務主任 

分機 118 

線上課程載具調查 

 

https://forms.gle/Qu3mAAgseqwgT7deA 

因應疫情有可能進行線上教學的需求，學校擬先了解新生

在家上課能使用的載具情況，請您協助填寫此表單。 

圖書館 

資媒組長 

分機 151  

8/30 
開學日 

新生註冊 

1. 當日發放學註冊繳費單 

2. 請攜帶並繳交： 

(1) 兩吋證件照 1張<製作學生證> 

(2) 畢業證書正本 

(3) 戶口名簿影本 

(4) 會考成績單影本 

(5) 特殊身分證明<申請減免者需繳交> 

教務處 

幹事 

分機 116  

新生訓練發放表件繳交： 

(1) 繳交學生基本資料簡表(需黏貼兩吋證件照 1張) 

(2) 身分及家庭狀況調查表 

輔導處 

資料組長 

分機 141  

9/6前 

讀一本好書 

 

讀一本好書：找一本好書讀一讀，開學後可以報名參加高

中心得比賽喔～比賽辦法可至以下網址先睹為快： 

https://nnjh.kl.edu.tw/news/2398  

圖書館 

讀服組長 

分機 153 

 

教務處相關表件已詳細建立在本校高中部 111新生專區-111新生各項申請表件(https://nnjh.kl.edu.tw/438)，

建議家長與同學用電腦至網頁瀏覽並填寫表單，亦可由手機掃描 QRcode進入各項表單。 

▲填寫表單需登入 google帳號以便傳送填答副本至信箱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電詢問。連絡電話：總機 2457-5534，分機請見表格。 

▲歡迎追蹤本校 Facebook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Keelung.nnjh/  

https://forms.gle/5MKNeXhpVBANAhJH7
https://nnjh.kl.edu.tw/309
https://forms.gle/zUUFcBtikBB7CgPVA
https://nnjh.kl.edu.tw/51
https://forms.gle/Lj9EYD5peYGFzXBFA
https://nnjh.kl.edu.tw/news/2398
https://nnjh.kl.edu.tw/438
https://www.facebook.com/Keelung.nn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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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費說明 

一、 高中部每學期註冊費包括以下項目： 

項目 費用 項目 費用 

學費 6240元(如符合免學費資格/家庭年收入 148萬以下則為 0元，請先填寫學費減免申請) 

雜費 1740元 實習實驗費 高一 80元 

電腦使用費 高一暫無電腦使用費 班級費 50元 

平安保險費 去年 175元，今年待招標後確認 家長會費 100元 

冷氣維護費 200元(使用費依班級使用狀況另外收取) 學生證(一卡通) 首張免費，遺失補辦 150元 

書籍費 3000元上下，待招標後確認 午餐費、課輔費 另外製單收費 

 

二、 註冊費減免身分：請先填寫學費減免申請、上傳證明文件，開學再補繳 

▲詳細減免資格及減免項目與比例請見本校高中部註冊費減免辦理規定 https://nnjh.kl.edu.tw/51  

 身分 可減免項目及比例 

1 每班前三名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全額減免 (新生第一學期不適用) 

2 每班四、五名 50%學雜費、50%實習實驗費 (新生第一學期不適用) 

3 兄弟姊妹同校 家長會費全額減免 

4 原住民 平安保險費全額減免 ★原住民另有助學金與住宿伙食費補助 

5 低收入戶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家長會費、平安保險費、書籍費全額減免、50%課輔費 

6 中低收入戶 60%學雜費、60%實習實驗費、50%課輔費  

7 清寒證明 50%課輔費 

8 (極)重度身心障礙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平安保險費全額減免 

9 中度身心障礙 70%學雜費、70%實習實驗費 

10 輕度身心障礙 40%學雜費、40%實習實驗費 

11 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 40%學雜費、40%實習實驗費 

12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60%學雜費、60%實習實驗費 

14 軍公教遺族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全額減免 

15 軍人子女 30%學雜費、30%實習實驗費 

16 助學貸款 
一般可貸項目：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平安

保險費、部分書籍費 

 
三、 學費減免申請等表件已詳細建立在高中部 111新生專區-111新生各項申請表

(https://nnjh.kl.edu.tw/438)，建議家長與同學用電腦至網頁瀏覽並填寫表單，亦可由手機掃描

QRcode進入各項表單。 

▲填寫表單需登入 google帳號以便傳送填答副本至信箱 

 

 
  

https://nnjh.kl.edu.tw/51
https://nnjh.kl.edu.tw/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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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訓練及制服購買注意事項，生輔組叮嚀： 

一、於新生訓練日到校時，請勿搭乘計程車至校門口，如父母親開車請於過港路郵局下車暖江國小旁

步道徒步至學校，地圖路線如圖示。 

 
二、新生訓練時請穿著制服。 

三、新生訓練時，請攜帶近三個月 1張二吋大頭照以利製作個人基本資料使用。 

四、如有參加暑輔課程同學，上課時，請穿著夏季運動服上課。 

五、本校學生制服可於基隆新萬昌、許萬昌及天順等商家購買。 

1. 許萬昌／(02)2422-9393／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 61巷 1號（SUBWAY旁巷內）  

2. 新萬昌／(02)2422-2245／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 68-1號 2樓（寶評書局旁巷內）  

3. 天 順／(02)2424-9907／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 65號（李鵠餅店對面）  

 
六、建議學生服裝採購品項: 

制服品名 
建議購

買數量 
制服品名 

建議購

買數量 
制服品名 

建議購

買數量 

男女短袖校服 1 女灰男藍毛衣 1 運動夾克 1 

男女長袖校服 1 運動短袖 2 男女生皮帶 1 

女生校裙 1 運動短褲 2 男生領帶女生領結 1 

女生黑長褲 1 運動長袖 2 書包(後背包) 1 

男生藍色西褲 1 運動長褲 2 制服外套 1 

如有任何學生服儀及生活常規上的疑問，請洽學務處生輔組（分機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