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名稱 高雄市三民家商迎新 

辦理時間 107年 08月 27日 

辦理單位 學務處 

負 責 人 張文賢 主任 

合辦單位 資料科 

辦理地點 1305電腦教室 

參與對象與 

人數 

教師 學生 家長志工 

3位 66 位 0 位 

計畫經費 無(班級自理)                    

預期成果與 

實施成果說明 

預期成果： 

一、幫助新生了解高雄市立三民家商環境、師資與設備。 

二、引導新生了解本科相關科群課程規劃與認識。 

三、增進新生就讀本科的學習內容與未來發展有概念。 

實施成果： 

一、參加之新生能對高雄市立三民家商環境、師資與設備有初步認識。 

二、參加新生能藉由資料科課程介紹，老師的簡介更了解學生在資料

科未來學習內容與升學就業方向。 

三、藉由實地參觀活動讓新生對三民家商往後各項學習及活動能更有

概念。 

活動相關紀錄 如附件。 

＊本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107學年度新生訓練 (重要課程 請勿請假) 

   新鮮人成長營   日程表 107.8.27-28 (週一、週二) 

  

時間 
8/27 (一)   全校各科 

07:40~08:00 新生報到  填寫基本資料 

玄關報到→進入各班教室 

導師  各班輔導員 

08:10~09:30 
喜相逢-導師時間 80 分 

各班教室 

導師+輔導員 

09:30~10:30 導師時間  導師+輔導員    60 分 

領取書籍(合作社)、領各班掃地工具(總務處前廣場)  

合作社補套量制服運動服 

(10:00 將垃圾拿至大門口垃圾車上) 

10:40~12:00 
生活常規與服儀示範講解 80分 

活動中心 

生輔組長+三大隊 

12:00~13:10 

午餐  午休  合作社補套量制服運動服 

13:10~14:10 
認識我的科 60分 

各科指定教室(科主任) 

14:30~15:30 
 認識三民-各處室報告 60分 (教官室協助整隊) 

活動中心  

15:30~16:00 

校長  愛的叮嚀 

活動中心 

16:00~16：20 

環境打掃  

各班教室及公共區域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107學年度新生訓練 

   新鮮人成長營 日程表  107.8.27-28 (週一、週二) 

【認識我的科】各科教室 

服裝--7301立裁教室    幼保—家科教室        美容--7403美顏專業教室     

室設--色彩學教室      資處--2303電腦教室    國貿--會計教室 

觀光--3樓餐旅教室     餐飲—示範教室        普通敏班（體育）--原教室  

綜職--原教室 

 

時間 
8/28(二)A 組 

服裝.幼保.美容.室設.綜敏 

8/28(二)B 組 

資處.國貿.觀光.餐飲.普敏  

07:40~ 
早安 上學  各班教室   導師+輔導員 

08:10 ~10:00 1.導師時間 80 分  

  各班教室(0810-0930) 

2.校園導覽  輔導員(0930-1000) 

(導師得視時間省略此段 開學再進行) 

1.學生自治團隊介紹(0810-0910) 

2.真愛傳承(0910-0955) 

小禮堂 

10:10~12:00 

1.學生自治團隊介紹(1010-1110) 

2.真愛傳承 (1110-1150) 

小禮堂 

1.校園導覽 輔導員(1010-1040)  

 (導師得視時間省略此段 開學再進行) 

2.導師時間 80 分  

  各班教室 (1040-1200) 

12:00~13:00 午餐  午休 

13:10~14:20 
校園安全停看聽，自我防護好安心 (70分) 

(教官室) 活動中心 

14:30~15:20 
友善有品 三民【馨】希望(50分) 

(學務處) 活動中心 

15:30~16:00 
導師時間  (30分) 

各班教室 

16:00~16:20 
打掃環境 放學 

各班教室及公區   請導師協助督導 



    

 

活動剪影 
辦理單位： 資料處理科                

活動日期： 107年 05月 14日       活動地點：  高雄科技大學(第一科大校區)        

 

 

相見歡 

 
相見歡 3 

 

 

 



    

資一勤學生名單 

學號 座號 男/女 姓名 班級 

10705001 1  伍 淳 資料一勤 

10705002 2 
 

朱麒熏 資料一勤 

10705003 3 
 

李佳芸 資料一勤 

10705004 4 
 

林芊驊 資料一勤 

10705005 5 
 

林宜芳 資料一勤 

10705006 6 
 

姚安柔 資料一勤 

10705007 7 
 

胡倚瑄 資料一勤 

10705008 8 
 

張佳琦 資料一勤 

10705009 9 
 

張芷盈 資料一勤 

10705010 10 
 

梁懿 資料一勤 

10705011 11 
 

許方榛 資料一勤 

10705012 12 
 

陳淳芳 資料一勤 

10705013 13 
 

彭誼軒 資料一勤 

10705014 14 
 

曾立嫻 資料一勤 

10705015 15 
 

曾琳涵 資料一勤 

10705016 16 
 

裘旻蓁 資料一勤 

10705017 17 
 

蕭瑾暄 資料一勤 

10705018 18 
 

鍾佩涵 資料一勤 

10705019 19 
 

魏瑀葶 資料一勤 

10705020 20 
 

蘇亮慈 資料一勤 

10705021 21 * 何亞倫 資料一勤 

10705022 22 * 吳泰緣 資料一勤 

10705023 23 * 李建緯 資料一勤 

10705024 24 * 林承燁 資料一勤 

10705025 25 * 林晉丞 資料一勤 

10705026 26 * 林暐捷 資料一勤 

10705027 27 * 孫靖翔 資料一勤 

10705028 28 * 高翊凱 資料一勤 

10705029 29 * 陳諺群 資料一勤 

10705030 30 * 趙家新 資料一勤 

10705031 31 * 蔡適安 資料一勤 

10705032 32 * 謝宇翔 資料一勤 

10705033 33 * 魏恩佑 資料一勤 

 

 

學號 座號 男/女 姓名 班級 

10705034 1  何秝兢 資料一和 

10705035 2 
 

吳姿樺 資料一和 

10705036 3 
 

吳蕬佳 資料一和 



    

10705037 4 
 

吳顗仟 資料一和 

10705038 5 
 

李宜芳 資料一和 

10705039 6 
 

李葳羚 資料一和 

10705040 7 
 

周佳芊 資料一和 

10705041 8 
 

林孟葵 資料一和 

10705042 9 
 

柯宜欣 資料一和 

10705043 10 
 

曹宇珊 資料一和 

10705044 11 
 

莊凡萱 資料一和 

10705045 12 
 

許菀芳 資料一和 

10705046 13 
 

麥家熏 資料一和 

10705047 14 
 

黃于瑄 資料一和 

10705048 15 
 

黃紫菱 資料一和 

10705049 16 
 

黃雅群 資料一和 

10705050 17 
 

黃筠筑 資料一和 

10705051 18 
 

黃靖怡 資料一和 

10705052 19 
 

鄒昀 資料一和 

10705053 20 
 

蔡佩諼 資料一和 

10705054 21 * 石俊生 資料一和 

10705055 22 * 吳禹漢 資料一和 

10705056 23 * 凌佳宇 資料一和 

10705057 24 * 張安廷 資料一和 

10705058 25 * 莊士弘 資料一和 

10705059 26 * 莊起龍 資料一和 

10705060 27 * 彭而艾 資料一和 

10705061 28 * 劉書瑋 資料一和 

10705062 29 * 歐才生 資料一和 

10705063 30 * 蔡宗翰 資料一和 

10705064 31 * 蔡柏邑 資料一和 

10705065 32 * 謝承勳 資料一和 

10705066 33 * 蘇煌鈞 資料一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