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上學期班級家長會各班家長反應意見回覆表
各位家長您好：
以下是班級家長會（106.09.09）各班家長反應情形彙整，本校各處室就表列問題回覆，
請家長參考，如有疑問，請洽各處室主任或秘書室。總機 5213258，分機：教務處：5101、學
務處：5201、總務處：5301、輔導室：5401、軍訓室：5221、秘書室：5002（本表經本校各處
室回覆，呈 校長簽核並張貼於本校網頁供參閱）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106 學年第一學期 9 月 9 日(六)班級家長會各班反應
情形彙整，各處室就該處室相關問題回應或答覆，並於本校網頁公告。
106.09.09

高中部
問

題

1.請學校同意本班在星期五第 8 節加
強輔導物理.(401)
2.家長建議本班授課師資是否可以在
三年內不更換,以免學生要重新適
應新老師教法(401)

相關處室

答

覆

教務處

將先調查學生參加意願。

教務處

學校課程多元化，考量全校整體師資結構後
安排合適老師授課。

3.108 課綱若考招制度確定.是否能有
透明.公開之管道供家長了解?例如
學習歷程檔案(405)

教務處
輔導處

4.學生不太能夠接受化學老師上課方
式 (406)

教務處

5.家長提出美術班大學之旅安排至樂
園玩.可否取消.改多參觀一所大學
或展覽(408)

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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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招制度確定後將公告相關訊息,並辦理
家長說明會。
2.最新的升學管道，可以上大學招生聯合委
員會網站查詢
http://www.jbcrc.edu.tw/ ，所有的資訊
教育部都會統一放在此網站，歡迎家長可以
上網查閱。
3.高一升學家長說明會於 106 年 9 月 29 日辦
理歡迎家長可以蒞臨參加。
4.高三升學家長說明會 106 年 10 月 27 日，
會說明 107 年的升學管道，亦歡迎家長們來
聆聽。
5.學習歷程檔案，有學校上傳的修課內容等
資料，也會有讓學生自主上傳每學期具足代
表性的證明，類似現在的備審資料，只是分
學期或學年的收集，避免學生在高三時很忙
碌，但是，目前還未全面實施。待教育部的
實施辦法確立後，一定會再宣導說明。
將了解學生問題及老師上課方式後，引導學
生適性學習。
1. 援往例美術班大學之旅的行程是由 508 同
學規畫，此次 508 同學經班上討論後最後
的決定，改變了以往的規畫方式加入樂園
的行程，因而有不同的意見。
2. 輔導處在籌備會開完後發下參加意願調

查表，若參加的意願人數偏低，恐無法成
行，將再由 508 同學討論後續的解決方
案，若要續辦會協助召開第二次籌備會議
來充分討論。
目前除已積極檢討調整教官協助交通安全勤
6.搭公車時.學生未排隊爭先上車.希
望引導學生遵守排隊禮節及宣導改
善(408)

教官室

7.班上的電扇和投影機巳壞.向行政
反應.久久未修(501)

總務處

8.晚自習時.走廊太暗.可否開走道燈
(502)

總務處
圖書館

9.教室電扇老舊.易有危險.可否汰換
或固定的保養工作(502)

總務處

10.籃球社没有專職教練.僅由畢業學
長返校支援.請學校聘請專業教練
教導學生(502)

學務處

務部分，並規劃安排交通糾察隊協助引導與
秩序維持措施外，後續將運用學校各項集週
會時機，加以宣導有關搭(乘)車輛禮節。
已處理完畢，因故障多台備貨不足導致延
誤，往後會提高備貨量
將恢復開啓相關開關，但為節省能源，已請
自習管理單位提醒學生隨手關燈
學校於開學前皆會進行檢測與擦拭。因限於
經費只能於檢測有問題時進行汏換。
本學期籃球社由體育教師陳老師授課。

經查明場地教室整學期未使用所以國際社於
11.國際交流社團經常利用 12:10 集
會.影響學生用餐與打掃.建議延後
至午修.以方便學生處理班務(502)

學務處

9/13(三)12:20 提早清理社團使用教室，其餘
活動時間不會用中午用餐掃地時間。已特別
叮嚀社員不可於 12:00-12:30 之時段集會。

12.重補修成績公佈太晚.貽誤學生決
定是否轉學之行程.建議學校可單
科公佈(課程結束一週內).毋需俟
所有課程結束才統一公佈.(505)

教務處

13.本校的外語班是否可安排外籍老
師授課的課程(506)

教務處

重補修完後將儘速公佈成績，若學生有急需
亦可至教務處申請，將個別處理。

本校第二外語課程計有日語、法語、韓語等
三種供學生選擇，部份老師為外籍教師。
1.因學校勵學大樓現正進行「耐震補強工程」
作業，故原垃圾 集中場及資源回收室暫改
規劃至側門實施。

14.上學及放學時間.可否開放側門進
出(506)

教官室

2.加上因工程作業需要關係工程車輛進出頻
繁，加上校內同仁車輛進出
3.綜合上述兩點而言；基於維護學生安全考
量及維持校園環境整潔，故暫時不開放學生
進出

15.學校可否多利用柴山或中山大學
進行戶外教學.亦可增加學生的視
野及相關訊息的取得(507)
16.本班家長提出大學之旅安排行程
之事宜.認為美術班應與參觀大學
相關科系及美展為主.遊樂園可否
考慮取消.但另位家長認為高中没

507 班學生可選修多元選修課程(走出教室看
教務處

世界),已安排柴山戶外教學課程。
往例美術班的大學之旅是由 508 同學規畫行

輔導處

程，此次 508 同學在規畫時也是有不同的意
見，但經班上的討論後最後產出的共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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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畢業旅行.這次大學之旅就讓孩
子玩一下.當成畢業旅行有何不妥
(508)
17. 高 三 第 一 學 期 期 末 考 , 於
1/11~1/12 舉行.家長有提出是否可
更早一點.(606)
18.下學期針對高三確定要指考的學
生,屆時可否獨立出來自習.不受準
大學生們的干擾(606)

相當不錯的學習歷程，也請家長能多多鼓勵
孩子在團體中彼此尊重不同的意見，對於學
生的共識決也能給予支持鼓勵。
高三期末考已提前一週,是否更早將於主管
教務處

會議中提出討論。
學校將會妥善安排及處理

教務處
高三升學家長說明會 106 年 10 月 27 日，會

19.請學校可否舉辦一場各大學學校
的講習.讓各位家長能明白(607)

輔導處

說明 107 年的升學管道，歡迎家長們來聆聽。
屆時也可提供如何認識各大學或科系的相關
資訊給家長參考。

20.家長詢問學生證何時發放?(403)

教務處

依一卡通票證公司時程，約 9 月底前發放。
目前高雄市教育局相關實施辦法尚未公布，

21.自主學習到校時間及到校後相關
管理,校方將採何種方式實
施?(405)
22.美術班後援會的開會時間與班級
家長會校務報告時間部分重疊,請妥
善安排時間以便能同時參與(608)

學務處

學校依援例作息。7:30 到校，7:35 登記遲到。
這學期會先調查各班意見，以作為後續規畫
之參考依據。
將轉達意見給美術班家長後援會會長，請美

輔導處

術班後援會的會長和家長研議開會的時間是
否另訂定。
本校營養午餐為公辦民營，菜單皆由營養師

23.營養午餐偏油膩請改善(608)

學務處

精心設計，菜色的油膩度會作全面調查後依
實際數據請廠商改進。

國中部
1.學校是否能有鎖手機的設備.如在
教室安裝可上鎖的置物櫃(101)

2.現在毒品流竄校園.請學校加強宣
導不要隨意接受”校外人士”的食
物.務必請學校在集會時再次提醒
(201)
3.希望學校在課後能多提供一些志工
服務的機會.讓孩子學習課業知識之
餘.有能力為他人付出.避免一直接
觸 3C 產品(201)
4.請 學校統一 調查要參加英 檢的 人
數.協助學生統一報名(203)

總務處
學務處
教官室

教官室

需會同學務處、教官室與各班導師討論其可
行性。若只有一班管制手機會有管理上的不
公平問題產生。另經查 1 台較安全的置物櫃
費用需上萬元 ，全校各班若皆購置所需經費
甚多。
除均依教育部規定於每學期開學第 1 週辦理
「友善校園週(反黑、反霸凌及反毒運動)」、
「強化師生反毒知能)」宣導教育外，後續將
持續運用學校各項集週會時機對全校師生實
施有關學生自我防護之安全宣導作為。
有志工服務機會均會公告，並鼓勵學生參加。

學務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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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報名英檢若有問題請至教務處詢問。

5.含糖飲料.請限制學生購買,加以宣
導(205)
6.學校近日有猴子進入校園,學校是
否有宣導注意事項或措施(102)
8.課堂上課可以使用參考書上課嗎?
可背自己的背包上課嗎?(103)

學務處
合作社
學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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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利用集會時間多宣導健康飲食。
對於猴子入侵校園，已宣導相關注意事項。
目前本校師生均能和獼猴和平共處
1.課堂上以課本為主要上課內容,教師依學
生學習情形補充加深加廣資料。
2.學生在學校就學一律要求帶學校的書包到
校，有分傳統書包款式及後背款式。請學生
背學校的書包上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