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親愛的同學大家好：  

首先代表全校師生，歡迎你參加均一高中國中部新生的試讀營課程。在此

你可以認識均一的環境，品嚐均一的伙食，體驗均一的住宿生活，更重要的是

可以感受均一不同的教學方式。最後，當然就要思考自己是不是願意選擇均一

就讀，讓均一教育成為你未來成長的沃土，留下你美好的成長回憶。 

均一鄰近太平溪畔，北眺都蘭聖山，是一間以環保低碳為規劃方向的學校，

順應當地風性，散熱蓄暖，憑藉日照軌跡，採集明朗的學習光線，藉由黃土、

綠樹、藍天的襯映，創造建築色彩美感的質樸調和。一踏入校園，就能領略均

一的獨特與美好。我們都愛均一這個屬於我們的家──溫馨、寬厚、質樸、自

然與幽靜。 

在均一，學生學習除了校園之內，東部地區渾然天成的山林、田野、溪海

也是最棒的自然學習場域。花東多元的人文及自然環境，在節能減碳、簡單生

活觀念日漸深植的今天，已形成一股優勢的豐厚力量，均一的學生不僅學習課

堂知識，也沐教於山川自然之間。 

國中教育和小學生活是不同的，你已經從兒童長大成為青少年，要試著從

家庭和老師的呵護中長大，逐漸成為獨立的自己。要學會安排生活、照顧自己。

跟著學校的生活節奏，你會認識很多新朋友，學會和同學相處，一起用餐、一

同學習，更要一起合作面對困難與挑戰，分享團體的喜怒哀樂，這些點點滴滴

都將成為你生命中美好的回憶。  

人生就像航行於大海中的船隻，除了有方向和目標是不夠的，因為，航行

中難免遭遇困難，所以，還要再加上堅持和積極的生活態度。最後，才能抵達

目的地。這就是均一期望學生培養的特質，我們相信，夢想的實現，是給做好

準備的人。 

親愛的同學們！積極樂觀、主動參與，快樂的體驗試讀營！享受學習帶來

的喜悅與成長！迎向未來！祝福你！         

均一高中校長   敬啟  2016/4/11



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試讀體驗活動」 
學生報到行前通知 

 

一、 報到日期： 4/23(六) 上午 8 點 30 分至 9 點 00 分 

 

二、 報到地點：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台東市中興路 2 段 366 巷 36 號) 
 

三、 注意事項： 
1. 此活動為免費試讀課程，學校將負擔學生於活動期間之課程相關費用、住宿餐飲及平安保

險費，但不包含學生之個人性支出，如電話費等。 
2. 若有疾病需要本校特別照顧之狀況，請於報到時提具醫生診斷或書面詳細說明備查。參加

學生如有長期用藥者亦請務必告知學校，倘有團隊無法照料者，為維護學員安全，本校將
立即通知家長帶回照顧。 

3. 參加學生須全程參與並同時體驗住宿生活(開學後欲通勤之學生鼓勵參加此次住宿活
動)，請遵守生活輔導須知，如有學生擅自離隊、缺課，或因個人行為不當而嚴重違反活
動規定者，為安全起見，本校將通知家長處理，並得保留決定學生退出試讀的權利。 

4. 建議學員於活動期間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如：手機、電子產品及過多零用錢…等等，以免
造成遺失、損壞、借用糾紛…等問題。 

5. 課程試讀活動期間所拍攝之活動畫面與照片及學生團體創作之作品，均為本校無償使用及
保留。 

6. 進入校園請勿攜帶手搖杯飲料。 
7. 本校於 4/23(六)當天早上 8 點至 9 點半備有專車提供接送服務(請配合以下搭車時間)，請

需要接送的家長於臺東火車站出口處等候；若無法配合專車時間者可自行搭乘計程車前往
本校(約 5-10 分鐘)。搭乘飛機可電計程車(089)324282。回程接送則於當日報到處調查。 
 

南迴線      
自強 333 - 新左營→臺東 05:03 07:50 

自強 301 - 高雄→臺東 07:15 09:33 

      
花蓮線      
自強 306 - 花蓮→臺東 06:00 08:42 

太魯閣 402 - 花蓮→臺東 08:23 09:50 



四、 學生務必攜帶物品： 

上課及住宿生活用品 
健保卡。 
文具用品(小書包或提袋、鉛筆(盒)、橡皮擦、尺……)。 
環保小水壺(裝飲用水用)與餐具(筷子、不銹鋼碗)。 
個人常用特殊藥品，如感冒藥、腸胃藥等。 
少量零用金與電話卡。 
盥洗用具(牙刷、牙膏、洗面乳、毛巾)。 
換洗衣物一套 (T-Shirt 至少一件)。 
洗澡用拖鞋、球鞋或任何方便於戶外活動的鞋款。 

*學校備有睡袋提供學生使用，若需要枕頭者請自行攜帶。 
 
 

五、 家長接送學生時間 

 

 住宿生 通勤生 
4/23(六)活動開始 上午 8:30-9.00 報到 
4/23(六)活動結束 留宿  下午 5:30 放學，請家長接送 
4/24(日)活動開始 宿舍直接到教室  上午 7:40 以前接送到校 
4/24(日)活動結束 上午 12:00 放學，請所有家長來校接送學生。 
  
外縣市若需前一晚入住台東，以下民宿或會館(走路到校均約 6 分鐘以內)，可詢問價
格、火車站接送服務等相關事項；或自行上網(台東民宿網 http://tt.okgo.tw/)搜尋符
合您個人所需之住宿需求。 
 
賀斯提亞民宿      0985-375798     台東市中興路二段 108 號 
小貓二三隻        0953-340650     台東市中興路二段 90 號 
民宿２０１３      0911-879227     台東市東糖街 31號 
娜魯灣大飯店      089-235500      台東市中興路二段 385 號 
台東北緯２２度    0988-424148     台東市蘭州街 123號 
 

http://tt.okgo.tw/


六、 家長面談時間 
 

親愛的家長，您好： 
 
    根據本校多年經驗，您的投入與認同本校教育理念程度將影響孩子在本校的適應及發展，
為確認您已充分了解並認同本校教育理念，也讓我們更深入了解您的孩子，將安排家長面談，
煩請務必撥冗參加，以免影響孩子入學權益。若有特殊因素無法於該時段來面談，煩請事先告
知(089-223301#202 鄭老師)，經本校同意後，另安排面談時間。以下為家長面談時間表(暫
定)，正確時間表以 4/23(六)當日學校張貼公告為準。 
 

       105 學年度七年級新生家長面談時間表 

時  間 4/23 (六)  

08:30-10:30 

08:30-09:00  全體報到 
09:00-09:30  班級時間學生 
09:30-10:00  相見歡(風雨操場)學生 
10:00-10:30  校務說明(多功能一)家長 

 面談室一 
(英文圖書室) 

面談室二 
(英文教室 A) 

面談室三 
(輔導室) 

面談室四 
(會客室) 

10:40-11:30 

張○甯(台中永春) 
林○逸(台中惠文) 
賴○慈(台東寧埔) 
高○羽(台東寧埔) 
陳  ○(台東忠孝) 

張○崴(新竹陽光) 
殷○安(新竹道禾) 
陳○浚(台北景美) 
徐○睿(台北麗山) 
郭○盈(桃園仁美) 

林  ○(新北建國)  
蔡○沁、蔡○為(新北重慶) 

林○婷(新北龜山) 
蕭○峰、蕭○芳(新北雙峰) 

陳○宇(新北籠埔) 

王○恩(花蓮大進) 
蘇○宸(花蓮東大) 
高  ○(花蓮東大) 
蔣○翔(花蓮東大) 
張○翔(花蓮東大) 

11:40-12:30 

邱○婷(台東霧鹿)  
余○心(台東錦屏) 
郭○毅(台東福原) 
古○政(台東大武) 
吳○城(台東興隆) 

吳○餘(桃園南崁) 
張○承(桃園大成) 
張○任(台南仁和) 
張○善(台南文化) 
王○菖(台南永康) 

王○涵(新北土城) 
賴○潔(新北汐止) 
黃○媃(新北秀峰)  
吳○祥(台北內湖) 
陳○安、陳○宏(台北南港) 

楊○婕(花蓮志學) 
陳○硯(花蓮長橋) 
潘○馨(花蓮富源) 
王○驊(花蓮富源) 
林○芯(花蓮佳民) 

13:20-14:10 

陳○輝、陳○錩(台東大王) 

盧  ○(台東永安) 
黃○竹(台東都蘭) 
高○倢(台東鸞山) 
王○婷(台東仁愛) 

李○原(台南虎山) 
姜○庭(台南南大) 
鍾○曄(台南裕文)  
郭○瑜(台東東成) 
張○勻(台東光明) 

葉○廉(屏東和平) 
吳○宏(屏東鶴聲) 
邱○誼(屏東仁愛) 
黃○琳(台東賓朗) 
朱○嘉(台東東大) 

于○浩(高雄加昌) 
蔡○諺(高雄新民) 
高○晧(高雄新甲) 
殷○澤(高雄福山) 
黃○哲(台東東海) 

14:20-15:00 

陳○亦(台東光明) 
李○晴(台東光明) 
李○翊(台東光明) 
陳○瑜(台東光明)  

朱○華(台東光明) 
曾○恩(台東卑南) 
連○文(台東卑南) 
李○勛(台東東大) 

林○崴(台東東大) 
林○廷(台東東大) 
胡○濤(台東東大) 
穆○煒(台東東海) 

陳○廷(台東新生) 
王○森(台東新生) 
林○旭(台東豐田) 
林○耕(台東豐榮) 

預備時間 
15:00-16:00 

    
 

備註 

  4/24(日) 
陳○翰(台南南大) 
楊○誼(屏東玉光) 

 

煩請該時段面談之家長提前 15 分鐘返校於「多功能教室一」休息等待 
需進一步協助或諮詢請洽本校教務處招生小組089-223301#20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