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北 縣 立 永 平 高 中 九 十 七 學 年 度 家 長 日 家 長 意 見 彙 整 表 

【校長】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給校長 605 家長 為提升孩子的語言能

力，有機會的話可以出

國走走！ 

本校已辦理德國與日本姊妹校的海

外交流，目前也積極開拓其他英語系

國家路線中。本校向來不只強調語言

學習，更強調文化學習，以拓展學生

的國際觀。 

  

【教務處】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教務處 102 家長          

404 家長    

請學校將校長對國三與

高三的演講，能安排或

利用班、週會時間，也

對國一或國二生說。（家

長表示，校長講的或許

比家長或老師的指導更

有效。） 

校長每年針對各年級都會安排演

講，因國三與高三面臨基測與指考，

時間上較為迫切，日後會再安排適當

的時間為其他年級演講。 

  

教務處 102 家長 永平國中直升永平高中

的升學辦法及名額是否

可以多加說明？或可以

至何處得到相關辦法的

資訊？ 

直升目前可透過「免試入學」與考完

基測後參加「直升入學」及「申請入

學」報名。相關資訊可上本校網站『升

學資訊』查詢，或電教務處試務組

(22319670分機 216)。 

  

教務處 103 家長 希望藝能科亦能有專業

的老師任課，孩子喜歡

有不同領域的刺激與學

習，也使教學正常化。 

原則上若有充裕師資，應會安排專業

師資，請家長放心。 

  

教務處 109 家長              

114 家長 

公民老師上課學生秩序

不好，恐怕影響要讀書

的學生學習，請學校改

善。 

會提醒公民老師注意班級上課秩

序，讓學生有個良好的學習情境。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教務處 208 家長 學校是否提供複習課

程？ 

國二升國三暑期、寒假皆會安排輔導

課程。 

  

教務處 210 家長 提昇同學作文能力，是

否有什麼好方法？ 

1.良好寫作能力來自文字掌握與觀

察力的累積。                                         

2.閱讀入門資源：校內圖書館提供百

本好書書單及閱讀護照活動。                                            

3.時事思考力：養成讀報習慣。 

  

教務處 305 家長 能否在考前(五月份)將

不想念書的同學另行安

置，以免影響專心準備

考試的同學？ 

1.國中課程應正常化教學。             

2.可以透過任課老師及導師不斷激

勵，讓班級讀書風氣提升。 

  

教務處 310 家長 部分科任老師上課敷

衍，且班級任課老師變

動太大，學生恐無法一

一適應。 

1.國三原則上由本校專任教師進行

教學。                           

2.請告知〝上課敷衍〞教師，讓我們

有機會與老師溝通。 

  

教務處 312 家長 國一所學生物，到國三

已經兩年，可否參仿他

校，將健教課全部或部

份改上生物，以加強應

考能力。 

1.本校健教老師上課生動活潑，課程

亦屬學生必備知識。             

2.若有與生物相關知識，會請健教老

師協助。 

  

教務處 312 家長 國三共有 6次複習考，

也希望能仿他校，採用

兩家不同的出版社，前

三次一家、後三次一

家，以增加題目的深

度、廣度，而非目前只

偏一家之說（文揚）。 

1.本校複習考透過國三老師共同選

擇。                               

2.將轉知國中部級導師。 

  

教務處 403 家長 高二上學期第一次段考

後，可否立即轉組? 

原則上若於剛開學或段考前皆可申

請轉組，但礙於成績的計算，無法開

放於段考後進行。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教務處 410 家長 希望學校能安排專業美

術老師帶領學生集體參

觀美展，加強學生的鑑

賞能力。 

每年皆會安排參觀活動，目前尋找適

當展覽中。 

  

教務處 505 家長 每科考試之題目，於百

分外提供加分題，而該

加分題應類似指考的整

合性題組，加強學生思

考能力。 

提請各科教研會供老師討論及研究。   

教務處 505 家長 增加暑期輔導時間，並

有自習時間，集體學習

可提升學習的效率，自

習時間有老師可問問題

更好。 

1.高二升高三安排 6週輔導課程。                         

2.高三同學仍有「暑修」課程，時間

壓縮緊迫，無法再安排自習。 

  

教務處 506 家長 1.縣中考排名是如何排

的？2.高三晚自習如何

安排？ 

1.各科取全年級前 5名；其餘各班取

前 5名成績優良者。2.除期中考、模

擬考考完當天、例假日外，每日晚上

皆安排晚自習，由老師輪值(不收

費)。 

  

【學務處】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學務處 103 家長 若學校有學生因經濟困

難者，個人願意資助午

餐、學費約 20個人。 

感謝家長！   

學務處 111 家長                     

214 家長                 

502 家長 

上學路況較多，是否強

制要求騎腳踏車須戴安

全帽？ 

學校將加強宣導交通安全，也請家長

平日給予提醒。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學務處 204 家長              

608 家長 

1.學生制服外套可否保

暖些(改進制服材質)？                         

2.冬天便服外套要穿在

學校外套裡面，學生意

願不高。 

學生運動外套設計為適合春秋或初

冬季節，真正遇到寒流可在學校外套

外加穿保暖便服外套。 

  

學務處 210家長 女生能否不要穿裙子，

改穿長褲？ 

原則上夏季服裝，女生仍以裙子為

主，有特殊個人因素，可至生教組報

備。 

  

學務處 211家長 合唱團是否有錄製 CD？

家長想留做記念。 

校慶音樂會將錄製 DVD，將發送每位

學生一份。 

  

學務處

(體育組) 

409 家長 游泳池不夠乾淨，游泳

後得了結膜炎。 

游泳池每一日均做清理，也通過衛生

單位不定時的抽檢，將更加強衛生清

潔工作。 
  

學務處

(體育組) 

410 家長 桌球隊同學參加校外比

賽，若無法晉級時，可

否回校上課？是否能請

學校統一規定？ 

請體育組統一規範管理，無法晉級就

回學校上課，除非教練指導有觀摩之

必要。 

  

學務處 502 家長 請學校多留意園遊會安

全問題，勿販賣「乾冰

汽水」，以免造成危險！ 

乾冰汽水本來就列為禁賣物品，各班

販售食品均需通過檢核。 

  

學務處 505 家長 社團「傳愛社」傳教意

味濃，在這高中的人生

階段，仍是似懂非懂的

時期，我認為不應以禱

告，告知同學即可處理

嚴重的病痛問題或是一

些無法處理的事情。 

轉知傳愛社不可在社團時間傳教，也

不可強制同學參加宗教性活動。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學務處 509 家長 學生補習晚歸，遇上怪

伯伯向學生伸手要錢，

希望學校能請管區加強

巡邏！ 

請告知明確位置，以請求管區派出所

協助。 

  

學務處 509 家長 學校社團活動量過多，

多多少少會影響到課

業。希望學校能規範表

演次數！ 

學校將提醒同學做好時間管理，並自

我衡量社團活動的數量！ 

  

【輔導處】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輔導處 212 家長 高中高職各校特色及出

路管道，能否在 2年級

下學期在課程中進行介

紹？ 

輔導課曾於二下安排升學輔導，然學

生吸收效果不佳；再者，升學相關資

訊確認的公告多於學生三上以後，若

提早於課程中補充，恐致使學生有資

訊衝突之困擾。可請學生針對所需之

升學資訊下課之餘至輔導處索取。 

  

輔導處 301 家長 請針對公立高職入學再

做詳細說明！ 

輔導老師在四月份會對全班做高中

職、五專的多元入學宣導與說明。 

  

輔導處 401 家長 我參加其他學校的家長

日，有安排主科老師跑

班至各班講解該學期的

授課大綱。希望永平也

可以如此做。 

感謝家長建議，上學期的家長日時間

較充裕，會安排主科老師入班做教學

說明。 

  

輔導處 407家長 希望兩次（上、下學期）

的家長日都能安排在週

六。因週五晚上許多家

長來不及趕到（要上

班），且週五晚上時間

稍短，盼能於下學年皆

改在週六。 

家長日舉辦時間（上學期週六、下學

期週五晚上）是經全校問卷調查訂定

的，也有家長沒有週休二日，所以很

難找出全校家長都有空的時間，建議

平日即可與導師電話聯繫，家長日請

儘量撥冗參加。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輔導處 502 家長 多注意學生情緒管理相

關輔導。 

感謝家長提醒，列入週會專題講座重

點，至於個別情緒困擾，輔導老師會

藉由約談給予適切協助。 

  

輔導處 603 家長 指考的成績可以透過哪

些管道得知？ 

學校輔導處有學長姊指考分數與考

上大學之整理資料，歡迎同學前來參

考。另外，之後坊間出版社會出版指

考分數落點書籍，屆時輔導處會發給

各班樣書，並協助同學訂購事宜，同

學可視需要購買。 

  

輔導處 603 家長 學測的成績與指考是否

有關？ 

考試分發管道中，部分科系有訂定

「學科能力測驗檢定項目與標準」，

此狀況下，學測的成績就必須符合該

科系訂定的標準（五標），才是有效

志願，詳細的學測檢定標準可參閱

「98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簡章」以及「98學年度大學考試入

學分發招生簡章修訂本」。若有其他

相關疑問，歡迎電洽輔導處

22319670＃243。 

  

輔導處 603 家長 想瞭解公共衛生與高分

子的科系內容？ 

輔導處生涯資訊室整理有大學科系

的文宣簡介，歡迎同學前往參考。另

外，可透過網路資源，直接上該校系

的網頁瞭解其課程內容與未來出路

資訊，或是上「漫步在大學」網站，

瞭解目標科系的學習內涵。附件附上

台大公共衛生學系學習內容。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輔導處 608 家長 高三家長日可否在交個

人申請表前舉行，以期

幫助學生在做出選擇前

有更清楚的方向和概

念。 

每年申請表繳交時間不太固定，家長

日儘可能配合提早舉辦。申請選填志

願期間，可與導師或輔導老師多聯

繫。 

  

【總務處】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總務處 107 家長 教室內蒸飯箱插頭外層

橡膠有破損，可否修復

或更換？ 

立即處理。   

總務處 107 家長 鑑於清華大學事件，希

望學校能徹底了解電器

是否有漏電，避免意外

發生。 

1.上學期已對全校進行教室用電安

檢。                             

2.本學期亦持續進行。 

  

總務處 107 家長 黑板似乎怎麼擦都有點

模糊，不知道是什麼問

題。 

1.黑板於上學期期末剛粉刷，新的漆

面較粗糙，易著塵所致，使用一段時

間即正常。                            

2.處理方法於上學期已對班上說

明，依處理方式進行處理效果較好。 

  

總務處 109 家長 游泳池何時可改建溫水

的，讓孩子一年四季都

能運動？ 

1.游泳池 ROT案因無廠商投標而結

案了。                       2.

溫水游泳池將另爭取補助經費施作。 

  

總務處 116家長 116教室常傳來異味，影

響孩子的受教權，請校

方針對臭水溝或化糞池

改善，不希望孩子國二

時還得繼續待在這個環

境(即遷移教室位置)。 

1.116教室旁水溝及走道，上學期末

方重新整理及新置排水溝鍍鋅柵

欄，以利排除污水。                    

2.加強水溝清理即可解決異味問題。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總務處 208 家長 教室電扇太吵，窗簾很

髒，能否解決？ 

1.保養電扇，加油潤滑，應可解決電

扇雜音，若仍未改善，再予換新。                                   

2.拆洗窗簾。 

  

總務處 214家長      

215家長 

燈管數量（照明度）不

夠，尤其講桌上方，教

室後面請添加，謝謝！ 

T5燈管換新工程，為標準安裝，每

班課桌燈 12盞，黑板燈 3盞，自強

樓因教室較大，才顯得照明度不夠，

工程驗收後，視情況改善。 

  

總務處 409 家長              

503 家長        

503家長 

1.高一同學一年後即將

受惠， 建議此樂捐(裝

冷氣)擴及高一。                                                              

2.建議裝分離式一對

二，比較不吵，且較省

錢。                           

轉陳家長委員會與校務會議研議議

決。 

  

總務處 
108 家長  

215 家長    

310 家長        

504 家長 

教室和廁所蚊子很多，

請學校能加強環境衛生

並定期消毒，或其他方

法以改善學習環境。 

採購殺蟲劑供班級領用，督促各班做

好環境清潔工作。定期清理水溝積

淤，於夏季請衛生單位來校噴灑藥

劑。 

  

總務處 508 家長             

509 家長             

605 家長 

有關三年級的冷氣，一

間教室兩台，每人需負

擔 630元，若只換一台

還是得付維修費，並不

強迫每個人都需負擔。

若無法換兩台，高三上

就要付 300多元的維修

費，使用的方式如同儲

值悠遊卡。 

1.高三班級冷氣設備的籌募由本校

家長會主導，採樂捐方式進行。                             

2.冷氣費使用及維護費將依教育部

中部辦公室公函，秉持「使用者付

費」、「學校本位管理」之原則辦理。 

  

總務處 509家長 學校可否補助購買冷氣

的錢？ 

班級冷氣並非教學必要設備，依現行

法規無法編列相關的經費及預算。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總務處 401家長         

608家長 

蒸飯箱因為蒸飯人數眾

多，而學生午餐不能夠

加至一定的熱度，是否

能加以改善？ 

1.本校購置之蒸飯箱為 40人份，且

有溫控調整裝置，蒸飯前加適當的

水，通常效果良好。                           

2.立即了解問題所在，進行處理。 

  

【圖書館】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圖書館 113 家長 近日 K書中心晚自習時蚊

子較多。 

已經請購殺蟲劑處理中，謝謝提

醒。 

  

圖書館 212 家長            

310 家長 

K書中心秩序加強管理，

以吸引有心讀書學生參

加。 

K書中心有值班老師及教官，且每

天校長都會到場巡視。 

  

圖書館 303家長 希望假日時，K書中心可

開放，若是考量值班人

員，家長樂意幫忙。 

經調查國三、高三各班假日至 K書

中心之人數，統計結果未達開放標

準(80人以上)，故不予開放。 

  

圖書館 404家長 校園網路的最新消息不夠

明確。 

會隨時更新，請資訊管理員加強網

路系統。 

  

圖書館 506 家長 學校的校網在家裡時常連

不上。 

各大網路入口網站搜尋〝永平高

中〞都出現舊網址。正確網址為

「www.yphs.tpc.edu.tw」或輸入

「163.20.152.6」，建議將正確網

址加入「我的最愛」。 

  

 



【合作社】 

意見類別

(各處室) 
建議者 家長意見 各處室答覆 備註 

合作社 215家長 請將中午餐桶的菜單公佈

在學校網站上。 

感謝建議！已辦理。爾後會固定將

次月菜單公告於「校園公告」中。 

  

合作社 215家長          

504家長 

為何營養午餐費一個月繳

交一次，可否一學期繳一

次？ 

月繳模式係依台北縣政府規定辦

理，且顧及學生家長之自由選擇

權！ 

  

合作社 310家長 營養午餐菜色不如第一個

月豐盛、美味？ 

已向廠商協調每週加菜一天，於 3

月 16日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