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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班代大會提案回覆 

◎總務處◎ 

提 案 內 容 相關單位處理意見 回覆單位 

操場嚴重破損 跑道需要修復 

操場凹凸不平 希望改善 

本校已經跟教育部申請操場的維修費用，核 

定下來之金額為 1370 多萬，目前最快的時 

間是年底取得設計費。工程費的部分，有待 

教育部撥款。 

 

總務處 

木棧道太暗 四季廣場增加照

明 原木棧道磁磚突起非常危

險 

目前總務處會派人修理，若仍不夠明亮， 

請立即反映。 

總務處 

籃球場晚上希望有燈 由於可能干擾到高三夜自習，也會有電費、 

經費等問題，所以目前學校無此規劃。 

總務處 

換下佈告欄的木板 由於成本考量，無法單一修理班級木板。建 

議統整「班級布告欄損壞」的班級來集體報 

修，才符合經濟效益。 

 

總務處 

國中部冷氣汰舊換新 由於本校國中部的冷氣裝設目的為「提供考 

場使用」，所以需要考場的老師反映冷氣有太 

舊的問題，學校才會更新冷氣設備。 

 

總務處 

更新設備 例:電腦 電視 投影

機 

資媒組表示電腦的財產使用期限為 4 年，因 

此要超過 4 年，才有機會向教育局申請經費 

做更換，而教室的投影機去年才剛更換。 

電視分國中部電視及高中部電視及大型互動 

顯示器等電視機，請學生下次講清楚是哪一 

類型的多媒體器物，同樣也必需集體一次性 

更換。 

 

 

 

總務處 

高三黑板因摩擦力過小而難以

書寫 希望能重新粉刷黑板 

由於成本效益問題，學校不會為了一兩間教 

室而更新黑板，暑假時已有多位班級的導師 

聯合申請更換黑板，若仍有需要更新請整統 

多數教室一起至總務處申請。 

 

總務處 

和平樓廁所設備老舊導致漏水 

空間狹小 希望能重新整修 

總務處已經規劃好在今年 11 月至 12 月會有 

和平樓的廁所裝修工程，估計工期為 70 天。 

學生那時候可能得先使用流動廁所及其他地 

方的廁所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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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機水量不夠 冰水多半是

溫熱的 

由於能源問題及使用的學生過多，目前無法 

提供更多飲水機的冷水量。 

建議學生可以使用「使用次數較少的」飲水 

機來取得冷水。 

 

總務處 

仁愛樓油漆顏色不合 目前無法知道是否是大多數人的想法，需要 

有一定數量的提案申請，才會考慮規劃重新 

粉刷。 

 

總務處 

報修後希望可以盡速去修 如果有發生此問題，請立即通報總務處。並 

補充說明有些物品損壞的程度不一，有些壞 

的較嚴重的如：電燈整個壞掉、冷氣冷媒管 

重出問題都需要較長的時間來修理和等待替 

代物件送來學校。 

 

總務處 

水龍頭水太小 由於教育部規定，省水的環保政策，本校得 

須配合。 

 

總務處 

整修綜合大樓 由於經費問題，目前無此規劃  

總務處 

增加體育課室內場地，因為體

育課好幾個班都只能擠在風操 

目前 YP-DOME 還在裝修，裝修好後可恢復原 

本的使用場地。 

 

總務處 

鐘聲可以在大聲一點 因為施工及線路老舊的緣故才會有此問題， 

目前總務處表示已經派廠商檢測完畢，如果 

還有此問題，請立即通報總務處。 

 

總務處 

建議教室可以擴大 目前學校並無空間可以再擴大，可以提供更 

大教室的地方只剩自強樓。 

 

總務處 

建議美術班教室移往一樓 和平樓、忠孝樓目前一樓都無空教室，如果 

要移動教室，必須得「交換教室」的方式來 

讓美術班移往一樓。 

 

總務處 

建議在穿堂放垃圾桶與傘桶 無法確定穿堂垃圾桶的處理責任，只由打掃 

川堂的班級負責清理也不盡公平，若由各班 

輪流清理倒是可考慮放置，傘桶可能也會變 

成垃圾桶及雨傘遭偷竊等問題，還需多考量。 

 

總務處 

建議校園內除蟲 學校以在９月初除蟲過一次，第二次消毒確 

認於 10/13(六)下午進行第二次消毒，各班 

若有加強消毒的需求，請與總務處聯絡登記。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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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教室、烹飪教室那層樓可

以增設電梯，班上有身障生都

無法去上課，都需要同學背他

上去，非常危險  

(可不可以改教室地點) 

任科老師可以依照同學情況來更改上課地 

點。學生也可以要求老師更換上課地點。 

 

總務處 

忠孝樓廁所能不能改成每層樓

男女廁所交錯，否則有的教室

位置離廁所實在太遠，若改成

交錯式，只要上下樓就可以上

到廁所 

廁所交錯涉及到管線重置的設計，加上目前 

學校的重大工程陸續排隊進行，以經費及時 

間來看，目前無法讓廁所交錯。 

 

總務處 

◎學務處◎ 

提 案 內 容 相關單位處理意見 回覆單位 

可開放八點到校，目前進度為

何？ 

已完成校務會議的簡報及提案，後續仍須於 

學生作息委員會投票通過，方可於最高層之 

校務會議中通過，請新任班聯主席向前主席 

了解上學期作息委員會內容並分析本校實施 

八點到校利弊後(如實施以後對廢除遠到和 

遲到部分、考試時程等)向作息委員會提出建 

議再行召開。 

 

 

學務處 

希望放學開放後門 考量放學時交服隊同學及教官、警衛的值勤 

能量，加上永貞路交通狀況，仍維持放學後 

僅開大門進出管制。 

 

學務處 

制服統一 題目不夠清楚，若以國中高中制服來說，本校 

為完全中學，基於安全及管理考量，仍有必要 

在制服外觀上做出不同。 

 

學務處 

學校可以考慮仿效其它學校，

表現優良的班級(如秩序、衛生

或特殊表現等)可以有一天穿

便服，提升學生間的生活自律

及競爭精神。 

 

目前校規規定只能夠申請班服，便服日學務處 

會列入參考，衡量實際狀況是否可行。 

 

 

 

學務處 

希望下課可以開放使用手機 依本校生活常規具體作法規定，第二項、生 

活與考勤，第(十)款行動電話管理，第 1 條 

規定：上課期間，從上午 7 點半～放學時間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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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手機，請一律關機。故下課時間仍 

屬在校學習期間，不得使用手機，除第 4 條： 

學生如有特殊需要，行動電話必須開機者， 

請向學務處申請，惟開機時需調整成震動外。 

違反規定者，應依第 5 條規範之校園使用行 

動電話管理規定懲處。 

以上條文為校務會議通過，目前也仍以此為 

準，若有特殊需求，請至學務處申請。 

希望學校將操場旁側門開放 學校基於管理人力及安全考量，僅配合運動 

中心營運時間，在每日下午五點開放進出。 

 

學務處 

希望學校能開放午餐讓學生自

行訂購 

考量學生在校飲食安全，善盡學生在校飲食 

健康把關之責，學校需嚴格把關，因此每學 

期均招標合格膳食廠商供應營養午餐，之後 

福利社亦將採取外包，預計會提供更多樣， 

故為除家長自行購入外食外，仍應以食用學 

校營養午餐及福利社餐飲為宜。 

 

 

學務處 

希望可以做班服 學校本有相關辦法讓班級製作班服，新生可 

依規定申請。 

105 年 10 月 3 日學生服儀規定作業小組第二 

次研討會決議及 12 月 8 日校務會議追認通 

過，學校服裝儀容規定第三項第(三)款規 

定：體育課時， 

應穿著學校運動服、運動鞋或學校審查通過 

之班服。考量各班班服色彩及樣式多元，基 

於校內學生安全辨識考量，故目前僅開放體 

育課時機穿著審查通過之班服，其他若有特 

殊活動需統一穿著班服，得經由導師向學務 

處提出申請，通過後始得於校內穿著。 

 

學務處 

做國中女生制服短褲 制服短褲怕購買人數不足，是否制作還需研 

議，目前服儀規定開放制服、運動服混穿， 

建議女學生多利用運動短褲搭配穿著。 

 

學務處 

太陽太大不要直接曬太陽升旗 

建議走廊舉行升旗 

目前學校走廊播音設備老舊，常有聲音出不 

來等問題，加上每週僅一次全校性集合宣 

導，宣導傳遞效果不佳，另外還有全校頒獎 

的需求，因此仍維持現行方式為佳。 

 

 

學務處 



 5 

希望學校創立其它社團(如學

生提的：抖音社、國中部增加

直排輪社 羽球社等) 

若可招募到足夠社員，本校歡迎學生自己創 

立社團 

 

學務處 

增加班代大會開會次數 目前班代大會次數是依據學期週數，平均分 

配次數，如欲增加或減少班代大會次數需在 

班代大會上經各班班代有共識後同意增加， 

歡迎班代於班代大會上提出討論。 

 

學務處 

營養午餐希望變好(變好吃) 請明確說明營養午餐哪一菜種不好吃，學務 

處將與廠商反應，建議如果真的不習慣營養 

午餐，可以自己帶飯來學校。並可以向午餐 

秘書反映營養午餐的問題。 

 

學務處 

希望午餐時間能加長 現行作息午餐時間延長，勢必壓縮後續午休 

時間的長短，若同學若有延長用餐時間之需 

求，請自行向各班老師反映報告即可。故目 

前仍以維持原午餐時間為佳 

 

學務處 

◎教務處◎ 

提 案 內 容 相關單位處理意見 回覆單位 

改善第八節上正課的內容-根

據教育部規定，輔導課不能上

正課之內容，而應是根據覺之

需求，選修“輔導”之課程。 

教務處表示，輔導課的授課內容可以為正式 

課程的延伸與加強。不論是加課加廣或補救 

複習，均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力為考量。 

 

教務處 

希望段考時可以提早交卷 因為擔心影響到還在考試學生之權益，而且 

校方無規劃考試休息區，所以目前無法開放 

提早交卷 

 

教務處 

◎合作社◎ 

提 案 內 容 相關單位處理意見 回覆單位 

福利社商品更多元 熱食部 學校已經於校務會議通過將合作社予以外包 

廠商經營，但還需要時間進行清算程序，目 

前即將開始清算程序 

 

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