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103 學年第一學期 9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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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25

高中部
問

題

相關處
室

答

覆

1.獎優扶弱課程結束後.參加晚
請學生至教務處用餐，用餐完畢後再進入
自習的同學,是否可以開放一
晚自習教室。
教務處
間教室吃晚餐(訂便當),然後
6:30 前 進 入 自 修 教 室 晚 自
習.(401)
每學期均有滿意度調查表，滿意度都在尚
2.營養午餐菜色不可口.可否請
可與滿意之間，會積極再與供應商聯繫，
學務處
學校改善.(402)
但仍需培養學生不偏食、飲食均衡的好習
慣。
每小時收費 40 元即每度電收 5.2 元，和
3.冷氣收費.家長表示每小時 40
總務處 高雄市其它高中比較，本校屬於較低的收
元太貴(403)
費。
4. 營 養 午 餐 菜 色 是 否 可 提 升
營養午餐是經由營養師針對學生的健康
學務處
(403)
飲食來規劃，會積極再與供應商聯繫。
1.學生帶手機到校統一收繳，均尊重各班
導師班級經營。
2.本校依教育部函頒「校園攜帶行動電話
使用規範原則」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
5.學生帶手機到校,是否能統一
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訂定「學生行
學務處
收.不要讓他們在校使用是否能
動電話使用管理規定」，據以
教官室
納入手機使用規範中(405)
執行校園學生行動電話使用管理。本校籲
請家長亦 能督促子女遵守前揭規定。
3.如家長認為學生在校使用行動電話有
礙學習，建議。可行使「監護權」，禁止
子女攜帶行動電話到校。
6.本班數學科.進度太快.學生會
已與任課教師溝通。
跟不上.希望向老師反映,能顧 教務處
及學生程度(406)
7.延遲證的認定.是否可從寬.因
1.本校無延遲證。
無校車.有學生需轉 3 班車才能 學務處 2.如同學因家住偏遠有上學遲到情形，可
到校.但因距離不夠遠.而無法 教官室 由導師親自協助處理納入本校「07：30
辦延遲證.(406)
前無法到校之學生」名單處理。
每小時收費 40 元即每度電收 5.2 元，和
8.詢問學校冷氣使用如何計費
總務處 高雄市其它高中比較，本校屬於較低的收
(407)
費。
9.班上電風扇發出的噪音太大.
已請工友汰換。
總務處
請確定是否安裝牢固(407)

教務處 輔導課為增加學生學習機會，為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鼓勵學生參加，若不參加，請
敘明理由簽署回條後繳回。
11.兼任美術老師能避免用嫌氣
已和該師溝通，美術承辦朱俊勳組長對兼
之口氣批評孩子(其他畫家.畫 輔導室 任師資聘任乙事已協調改善。
室或畫具),.也避免炫耀自己
為獎金獵人(那個比賽獎金高
就參加),會擔心孩子在受教過
程.觀念受到偏離引導(408)
12.大學之旅”天數太多(三天)” 輔導室 依同學多數決議採 3 天方案，列入下次活
導致費用高.使經濟狀況不佳
動檢討，該活動為自由意願不強迫
的同學負擔加重(501)
13.希望學校鼓勵學生參加英檢 教務處 本 校訂有鼓 勵學生參 加英 檢之 獎勵 辦
(501)
法，將請英文科教師於課堂上多加鼓勵。
14.可否利用早自習時間播放雜 教務處 本校每週四晨間以廣播系統播放英聽。
誌英聽(501)
教務處 休學學生仍可以參加繁星推薦甄選方式
15.學生到外參加國外交換學習
圖書館 升學。
一年日後可否參加繁星式申
申請國外交換學習學生，建議先辦理休學
請入大學呢?(501)
一年，回國後即可比照辦理。
16.大學之旅三天費用高.對於家 輔導室 依同學多數決議採 3 天方案，列入下次活
庭經濟狀況較不理想的父母,
動檢討，該活動為自由意願不強迫。
是一項負擔.但又不忍心不讓
孩子參加.尤其最近繳註冊費.
學雜費.午餐費.一連串的費用
負擔很大.(503)
17.大學之旅日期安排在星期一 輔導室 因飯店檔期難預定，列入下次活動檢討改
到星期三.回來後星期四上課
進。
精神不佳.希望以後能留意時
間安排.(503)
教官室 1.如公車有誤點遲到情形，可請同學在校
18.因專車取消.使學生上學常因
門口登記時提出相關證明，以酌情修改。
公車誤點而遲到.盼學校在登
2.因上、下班期間路上車輛多較易塞車，
記遲到的制度能注意這個部
公車到站時間不一定，建議請同學能提早
份酌情修改(504)
搭車，並準時參加早自習，有利同學學
習。
19.更換班級教室天花板上所裝 總務務 將編列經費將學生教室燈具汰換為 T5 燈
置的電燈燈管.這程燈管易閃
具。
爍.對學生的視力有影響(504)
20.國際學生到校入班帶來的”交 圖書館 相關訊息已公告學校首頁，請家長參閱。
換學生”效應,學校可提供相關
相關訊息利用週會向學生宣達。
資訊.並使學生了解其優缺點
及自己是否適合使交換學
生.(506)
21.各科(藝能科目)建議由教務 教務處 將彙整各科教學研究會資料後，整理並通
處統一公告學期配合方式並
知各班學生。
10. 有 關 輔 導 課 是 否 一 定 要 參
加?(407)

於學期初即公佈.學生會比較
有準備的方向而不致旒影響
繁星的評比.(506)
22.冷氣是否可以統一將冷氣孔
調整至上方.(現在孔朝下),教
室內較不會有極冷極熱的狀
態.(506)
23..建議美術班至校外彩繪的活
動.地點選擇人多的地方如姐
捷運或公園附近.這檥有更多
人能認識鼓中美術班.(508)
24.希望學校另找其他老師擔任
美術行政組長.讓朱俊勳老師
能專心指導升學與比賽.(508)
25.本班為 2.3 類混班.地科課程
於高三僅排上一節課對學生
來說明顯不足.本班 2 類學生
於高二下無地科課修,3 類學
生僅於高一修過地科,去年於
課後雖有開設地科加強班給 3
類及本班 2 類學生修習.但於
課後時段,有些學生無法參加.
對學生此科進步影響甚大,請
教務處提供解決辦法.是否能
再開設地科加強班?(602)
26.暑假颱風來龔.青海橋前淹水
難行.若有此狀況,學校是否可
先發布訊息知會導師及家長,
以免學生遭遇危險.(602),

總務處 已調整冷氣孔位置。

輔導室 校外彩繪為偏鄉服務活動與大眾行銷活
動有別，此建議列入他項活動參考。

輔導室 採美術教師兼任行政組長為班務永續發
展，以美術教師輪流制，課程會作妥適安
排。
教務處 由於高二 3 類組無自習課之空間，必須開
設於課後時段，且已於高二開設地科加強
班，並將高二地科課程重要內容講授完
畢，未參加加強班之學生可向地科教師請
教課程重要內容。

學務處 如因天然災害而無法正常上課，均依據行
教官室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
上課作業辦法》標準辦理。並請隨時注意
各項新聞及廣播資訊，以利同學安全。

國中部
1.學生課桌椅背設計法懸掛物
班級個人置物櫃待年度預算會議中提出
品,椅子下的置物架多有損壞.
討論核示後再行辦理，目前有些班級做法
桌子抽屜過於窄小,造成孩子
是自行購買置物箱(塑膠)可放個人物品。
的水壺.餐袋.學用品無足夠空 總務處
間擺設,而需放置地上.能否比
照小學.每個班級由學校統一
設置孩子個人置物櫃.(102)
2.本班窗戶易脫軌掉落或無法鎖
已請工友汰換。
總務處
以致猴子入侵破壞(102)
3.教室四樓太過悶熱.可否儘快
去年已對國中部做兩次的調查，贊成約只
加裝冷氣?(104)
總務處 有 51％，故國中部暫不安裝，待今年有
擴充冷氣設備需求時，再一併討論
4.學校一年級課桌椅老舊.學生
學校已逐年編列預算汰換課桌椅，目前班
已將破舊桌椅替換後.仍有許 總務處 上若有破損不堪使用的桌椅可搬至總務
多桌子在搖晃.學校能否更新
處更換。

一年級課桌椅(105)
5.請學校代為反映上級.未來會
將於相關會議轉達家長意見。
考成績公佈各科的級距方便 教務處
志願選填的參考(201)
6.班級課表異動後.國文課在星
爾後將特別注意教師調課之安排，避免發
期四.五兩天.共有四節國文課.
生類似現象，本學期將特別注意該班上課
請問學校是學校單位課程安 教務處 狀況。
排還是老師個人需求?不妥疑
慮.(202)
7.國中部是否可與高中部相同教
去年已對國中部做兩次的調查，贊成約只
室加裝冷氣?若無法即時實施.
有 51％，故國中部暫不安裝，待明年有
可否在教室加裝多支電
擴充冷氣設備需求時，再一併討論。基於
總務處
扇?(202) (203)(205)
用電量及經費預算的考量，加裝電扇需要
再進一步的討論和研議，待研議後再辦
理。
基於用電量及經費預算的考量，加裝電扇
8.教室內的電扇太少.是否可多
總務處 需要再進一步的討論和研議，待研議後再
加電風扇(203)
辦理。
9.公佈欄大多數破損不堪.是否
學校已編列預算逐年更新公佈欄。
總務處
要更新(203)
10. 班 上 後 門 巳 毀 損 請 儘 快 修
已請廠商報價修繕。
總務處
繕.(203)
11.補考名單是否可以提早公佈
爾後將於成績統計完畢之後即公告補考
教務處
(203)
名單。
12.補考成績是否可以統一發放
補考乃學生個別參加，不適宜統一發放，
教務處
(203)
本處將列印成績後個別通知。
13. 補 考 成 績 是 否 否 能 一 發
補考乃學生個別參加，不適宜統一發放，
教務處
放.(204)
本處將列印成績後個別通知。
因應輔導課開班人數下限，且各任課教師
14.第八節能否再考慮開班(205) 教務處
已經安排完成，本學期擬不再進行調查。
國一資優班甄選於第二學期由教育局統
15.國一没有資優班甄選(205)
教務處
一辦理。
16.感覺到學校的改變很多.也都
感謝家長的支持與鼓勵,我們會繼續努
向左鄰右舍分享鼓中的進步.希 秘書室 力。
望能更棒.(205)
教務處接獲學生競賽通知，皆公告並積極
17.多給孩子參加比賽的機會.如
請教師鼓勵學生參加。
教務處
市內音樂比賽.校長在綜合座談
學務處有關學生相關競賽活動通知，皆公
學務處
說了很多.超認真.孩子喜 歡來
告學校網頁並積極鼓勵學生參加。
秘書室
上學.(205)
感謝家長的支持與鼓勵,我們會繼續努
力。
18.學生有問題洽詢行政處室時.
教務處將叮囑所屬配合。
人員能給予明 確處理或諮詢.勿
學務處會告知處室同仁配合。
各處室
推誘或說.類似之後再洽…的
於各種會場合叮嚀行政同仁給予明確處
(206)
理或必要的協助。

19.校園圍牆外人行道髒亂.據家
長觀察反應鮮見學生打掃.希望,
能有更乾淨的校園環境.加強生
活衛生教育(206)
20.請任課師能準時上課.管教學
生時能更有效 率.要求合理.言
行合宜.(206)
21.能否公佈國中部升學情形.高
中.高職.五專的比例.(206)
22.學生在暑假期間登記到校完
成服務學習時數的打掃服務.如
果當天遇到執勤老師請假.是否
可請其他老師代為協助當天的
事務.讓學生依舊可以拿到時數
證明?避免造成。缺了時數而往
後無法補救情況.(207)
23.學生反映教室有猴子進出.請
校方確實注意門窗問題.(306)的
二格窗戶掉下來一個星期了.巳
報修(306)
24.理化老師的教法.同學不適應.
更換代課老師後.同學覺得教法
差異太大.(306)

學務處

教務處

本學期會加強學生生活教育，加強宣導維
護校園環境整潔。

將於各項會議再次宣導，並積極巡堂，督
促教師準時上課。

教務處 教務處將整理各項升學情形提供各班導
師輔導使用。
暑假登記打掃服務的同學，當天打掃服務
均有老師分配掃區並登記學生完成服務
紀錄。
學務處

已請工友汰換及安裝。
總務處
本處將與相關任課教師及學生晤談，了解
教務處 其教學情形，以求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