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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學年度 第一學期 開學註冊通知［알림장］ 

日期 星期 項目 時間 地點 

8 月 19 日 一 註冊(등록) 9:00～12:00 及 13:00～16:00 相關處室 

8 月 20 日 二 開學典禮(개학식) 10:00 大操場(운동장) 

8 月 21 日 三 
正式上課(수업시작) 

初一新生學力測驗 
  

 

※註冊須知(등록 시 주의사항) 

中文 한국어 

(1)領取註冊單。 (1)등록용지 수령. 

(2)查驗學生證。 (2)학생증 검사. 

(3)繳交成績單回條。 (3)성적표 학부모 서명란 제출 

(4)繳交假期作業(大楷一本、小楷日記一本)。 

其他學科作業於開學後逕交任課老師。 

(4)방학숙제 제출(大楷붓글씨 1 권, 小楷일기 1 권). 

과목별 숙제는 개학 후 담당선생님께 제출. 

(5)穿著校服，嚴禁奇裝異服、化妝、染髮、燙

髮、戴戒指、耳環等。 

(5)교복 단정히 착용. 화장, 염색, 파마, 장신구 

착용 등 금지. 

(6)查核費用(學雜費、餐費、宿舍費)。 (6)등록금 및 각종비용 납입 확인. 

(7)領取課本及簿本。 (7)교과서 및 노트 수령. 

 

※繳費方式：各項費用請於本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之前以下列方式繳交。 

※납부방법：각종비용은 2019 년 8 월 13 일(화요일) 까지 아래 방식으로 납부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 

(A)已辦理 School Banking 者：請將應繳費用全部存入申報於學校的企業銀行存摺內，本校將於 8

月 13 日(星期二)提取費用。(但伙食費將於開學後，依照申請名單再提取費用，約需 1~2 週) 

 請勿以下列方法(B)繳納，以免重複繳費。 

 除新生或轉學生外，本校一概不收現金。 

(A)스쿨뱅킹 신청자：스쿨뱅킹 계좌로 납부하실 금액을 입금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8 월 13 일 

(화요일)에 학교측에서 자동이체로 금액을 인출할 예정입니다. (단 급식비는 개학 후 

정확한 급식신청명단이 작성된 후에 인출됩니다. 약 1~2 주 정도 소요될 예정입니다.) 

 아래 (B)방식으로 납부 하지 마십시오. 비용이 중복납부 될 수 있습니다. 

 신입생 및 전학생 외에는 학교에서 직접 현금을 수납하지 않습니다. 

(B)尚未辦理 School Banking 者：請以銀行劃撥方式繳費，帳號如下： 

(1)學費、宿舍費：기업은행 042-017023-01-131 한국한성화교중고등학교 

(2)餐費：기업은행 042-017023-01-291 한국한성화교중고등학교 

 劃撥時，敬請註明學生韓文姓名及班別(例如：고 23 이길동)，以便查證。 

(B)스쿨뱅킹 미신청자：계좌이체로 입금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 계좌번호는 아래와 같습니다. 

(1)학비, 기숙사비：기업은행 042-017023-01-131 한국한성화교중고등학교 

(2)급식비：기업은행 042-017023-01-291 한국한성화교중고등학교 

 계좌이체 시, 확인을 위해 학생의 학급 및 이름을 기재해 주십시오. (예：고 23 이길동) 

 學費、宿舍費及餐費必須分開帳號匯入。 

 註冊時請持匯款領收證，以便本校查核費用。 

 학비, 기숙사비와 급식비는 반드시 각각의 해당 계좌로 나눠 입금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 

 등록 시 계좌이체 입금증을 지참해 주시면 보다 신속히 확인될 수 있습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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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各項費用(108-1 항목별비용) 

◎學雜費(학비) 

級(班)別 金額 備註 

高中 1,061,500 元 8、9、10 月份 

高中新生、轉學生 
1,193,500 元 

(學雜費 1,061,500＋新生入學金 132,000) 
8、9、10 月份 

初中 999,500 元 8、9、10 月份 

初中新生、轉學生 
1,131,500 元 

(學雜費 999,500＋新生入學金 132,000) 
8、9、10 月份 

 

◎宿舍費(기숙사비) 

級別 金額 備註 

初一～高三 800,000 元 全學期 

 

◎住宿生全學期餐費(기숙사생 급식비) 

級(班)別 8 月份 9 月份 10 月份 11 月份 12 月份 總計 

初一、初二 

高一、高三 
99,000 209,000 220,000 231,000 231,000 990,000 

初三、高二 99,000 209,000 176,000 231,000 231,000 946,000 

 

◎走讀生全學期餐費(통학생 급식비) 

級(班)別 8 月份 9 月份 10 月份 11 月份 12 月份 總計 

初一、初二 

高一、高三 
36,800 87,400 82,800 82,800 78,200 368,000 

初三、高二 36,800 87,400 64,400 82,800 78,200 349,600 

 

 住宿生(기숙사생)：8 月 20 日(星期二)開始供餐(급식시작)。 

 走讀生(통학생)：8 月 21 日(星期三)開始供餐(급식시작)。 

 午餐(점심)每餐 4,600 元，早餐、晚餐(아침, 저녁)每餐各 3,200 元。 

 

 電話(연락처) 

總務處(총무과)：02-324-0664 

營養師(영양사)：010-4758-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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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各項費用總額及明細表(108-1 항목별 비용 총액 및 명세표) 

年    級    明      細     總   額  

初一 、初二  學雜費   全學期午餐費   宿舍費    

走讀生(不用午餐) 

통학생(급식 미신청) 
     999,500      999,500 

走讀生(用午餐) 

통학생(급식 신청) 
     999,500  368,000         1,367,500  

住宿生(一律用餐) 

기숙사생(일일급식 

일괄포함) 

     999,500  990,000   800,000        2,789,500  

初三  學雜費   全學期午餐費   宿舍費    

走讀生(不用午餐) 

통학생(급식 미신청) 
     999,500      999,500 

走讀生(用午餐) 

통학생(급식 신청) 
     999,500  349,600         1,349,100  

住宿生(一律用餐) 

기숙사생(일일급식 

일괄포함) 

     999,500  946,000   800,000        2,745,500  

高一、高三  學雜費   全學期午餐費   宿舍費    

走讀生(不用午餐) 

통학생(급식 미신청) 
  1,061,500            1,061,500  

走讀生(用午餐) 

통학생(급식 신청) 
  1,061,500  368,000         1,429,500  

住宿生(一律用餐) 

기숙사생(일일급식 

일괄포함) 

  1,061,500  990,000   800,000        2,851,500  

高二  學雜費   全學期午餐費   宿舍費    

走讀生(不用午餐) 

통학생(급식 미신청) 
  1,061,500            1,061,500  

走讀生(用午餐) 

통학생(급식 신청) 
  1,061,500  349,600         1,411,100  

住宿生(一律用餐) 

기숙사생(일일급식 

일괄포함) 

  1,061,500  946,000   800,000        2,8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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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全學期用餐日期一覽表(108-1 학기 급식날짜 일람표) 

 住宿生(기숙사생)：8 月 20 日(星期二)開始供餐(급식시작)。 

 走讀生(통학생)：8 月 21 日(星期三)開始供餐(급식시작)。 

 午餐(점심)每餐 4,600 元，早餐、晚餐(아침, 저녁)每餐各 3,200 元。 

 

※8 月份 

年級 餐費 用餐日期 餐數 備註 

初一～高三 

(住宿生) 
99,000 元 

20、21、22、23 

26、27、28、29、30 

早、晚 各 9 

午 共 27 餐 
 

初一～高三 

(走讀生) 
36,800 元 

        21、22、23 

26、27、28、29、30 
午 8 餐  

 

※9 月份 

年級 餐費 用餐日期 餐數 備註 

初一～高三 

 (住宿生) 
209,000 元 

 2、 3、 4、 5、 6 

 9、10、11  

16、17、18、19、20 

23、24、25、26、27 

30 

早、晚 各 19 

午 19 

共 57 餐 

 

初一～高三 

(走讀生) 
87,400 元 

 2、 3、 4、 5、 6 

 9、10、11  

16、17、18、19、20 

23、24、25、26、27 

30 

午 19 餐  

 

※10 月份 

年級 餐費 用餐日期 餐數 備註 

初一、初二 

高一、高三 

(住宿生) 

220,000 元 

     1、 2、    4     

 7、 8、        11    

14、15、16、17、18 

21、22、23、24、25 

28、29、30、31 

早、晚 各 20 

午 20 

共 60 餐 

10 月 1、2 日第一次期中考 

初三、高二 

(住宿生) 
176,000 元 

     1、 2、    4       

 7、 8、        11    

14、15、16、17、18 

21 

28、29、30、31 

早、晚 各 16 

午 16 

共 48 餐 

10 月 1、2 日第一次期中考 

22~25 日初三、高二畢業旅行 

初一、初二 

高一、高三 

(走讀生) 

82,800 元 

                4 

 7、 8、        11    

14、15、16、17、18 

21、22、23、24、25 

28、29、30、31 

午 18 餐 10 月 1、2 日第一次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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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高二 

(走讀生) 
64,400 元 

                4 

 7、 8、        11    

14、15、16、17、18 

21 

28、29、30、31 

午 14 餐 
10 月 1、2 日第一次期中考 

22~25 日初三、高二畢業旅行 

 

※11 月份 

年級 餐費 用餐日期 餐數 備註 

初一～高三 

 (住宿生) 
231,000 元 

                 1 

 4、 5、 6、 7、 8 

11、12、13、14、15 

18、19、20、21、22 

25、26、27、28、29 

早、晚 各 21 

午 21 

共 63 餐 

11 月 13~15 日第二次期中考 

初一～高三 

 (走讀生) 
82,800 元 

                 1 

 4、 5、 6、 7、 8 

11、12  

18、19、20、21、22 

25、26、27、28、29 

午 18 餐 11 月 13~15 日第二次期中考 

 

※12 月份 

年級 餐費 用餐日期 餐數 備註 

初一～高三 

 (住宿生) 
231,000 元 

 2、 3、 4、 5、 6    

 9、10、11、12、13 

16、17、18、19、20 

23、24、    26、27 

30、31 

早、晚 各 21 

午 21 

共 63 餐 

12 月 24 日上課最終日，26、

27、30 日期末考，31 日返校

日 

初一～高三 

 (走讀生) 
78,200 元 

 2、3、 4、 5 、 6    

 9、10、11、12、13 

16、17、18、19、20 

23、24 

午 17 餐 

12 月 24 日上課最終日，26、

27、30 日期末考，31 日返校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