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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家長意見回覆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日 

一、教務處相關 

編 

號 
建議班級 建議內容 回覆意見 回覆處室 

一 國一 2 

108課綱正式上路，對於課程內

容有那些改變及未來升學影

響。 

1.基本上國中教育會考沒有多大 

的改變，然素養導向的題型增

加，學生的學習態度須更主動、

多元，提升閱讀理解能力，將

課本知識與生活結合，不能只

固守課本、寫測驗卷。 

2.相關資訊請參閱學校日家長手 

冊第 6-7、30-36頁，若仍有不

清楚之處，歡迎電至教務處詢

問。 

教務處 

二 國二 1 

課堂上吵鬧情況影響到其他學

生學習情緒，希望科任老師與

級任老師協調收斂吵鬧的學

生。 

已請導師和任課教師要求上課

紀律，並對個別學生給予適性輔

導。 

教務處 

三 國二 8 

有關本校採用 PaGamO 素養學

堂線上課程，建議學校可於下

學期週知各年級參考，讓有意

願孩子能參加，畢竟閱讀能力

是要長期培養，且 PaGamO 可

以讓孩子透過有趣介面學習，

增加持續學習意願，另費用方

面相較單獨報名使用便宜不

少，再請學校採納。 

1.本校為提升學生閱讀素養，引 

進 PaGamO 素養學堂線上課

程，國一、高一學生採自願方

式參加，本校將檢核其成效後，

再評估後續作為。 

2.其他有興趣同學可自行參酌該 

網站自行利用。 

教務處 

四 國三 9 

1.直升班何時選類組再分班，自 

然組有再細分二類組與三類

組嗎？選組後如想轉組，有時

間或條件限制否。 

2.目前直升班導師與各科任師 

資是帶四年至高三，還是會再

調整，變動大或小。 

1.預定於高一下學期分成一、二、 

三類組；每人有一次轉組的機

會，時間點分別在每學期末得

申請轉組，惟高三不得申請轉

組。 

2.因應 108課綱與教師配課較以 

往複雜，若有變動以越少為原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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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建議班級 建議內容 回覆意見 回覆處室 

則。 

五 高一 1 

1.孩子沒有補習，下課留校自習 

需要老師可請教，是否有留下

每科一位或重點科目老師，讓

學生詢問課業。 

2.自主學習計畫，希望學校端協 

助安排研究學習計畫指導老

師(可否聘請校外教授進行專

業指導，費用家長可負擔，請

學校媒合專家即可)這樣才能

完備上傳之豐富性。 

1.本校教師留校時間均超過十小 

時，學生可於下課、午休等時 

間隨時與老師討論功課。 

2.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重點在於 

學生的興趣、特質、組織與邏

輯性，更重視學生從中學習到

了甚麼，由學校教師指導應已

足夠，若學生個人另請專家指

導並不反對。 

教務處 

六 高二 4 

1.建議貴校是否對於自然組班 

級人數過多，加以審慎評估是

否能減少，一來減少教師負

擔，二來對於學生學習也能有

所幫助。 

2.希望能改善班級內學生數眾 

多，及空間擁擠問題。 

3.目前班級人數超過 50位，不 

僅教室空間擁擠，導師負擔也

較重，建請學校再增加一班。 

4.可否建議在高二下學期搬新 

大樓同時，再重新分班，一個

班級 56人真的過多。 

1.教室空間將於搬遷至新教室後 

獲得紓解。 

2.本校導師與各行政單位密切配 

合，共同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教

育。 

教務處 

七 高二 5 

1.延續延平優良學風傳統，加強 

思辨與開放胸襟。 

2.孩子有提週考考題偏易(考課 

本)，不知是否在難易度設定，

會不會因為是三類組，逐步精

進，讓延平孩子更有競爭力。 

3.明年實施 108課綱，若不小心 

重考，如何提前預備，校方在

這部分有無因應措施提供給

這屆同學。 

4.關於重修考延平採自學方式， 

1.延平七十餘年來，秉持創辦人 

的教育理念，為臺灣培育人才，

不僅辦學績優，亦是私校中最

為開放的民主校園。 

2.每次考試的範圍、難易度均不 

同，老師會依課程斟酌考題難

易度，逐步提升學生競爭力。 

3.大學招聯會尚未對此明確告知 

111 學年度重考生備審資料如

何評比，但自 109 學年度大學

個人申請簡章內容已修改成與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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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建議班級 建議內容 回覆意見 回覆處室 

建議學校能用暑修方式，儘量

協助輔導學生拿到學分。 

5.希望學校針對目前教育升學 

方針 (學測、指考進行程序

等)，輔導學生考取理想大學。 

6.建議學生成績(週考、小考、段 

考)可即時用 Line傳遞，讓家

長可即時關心輔導，除了成

績，在校狀況也可即時告知。 

108 學年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類似，故同學可先依內容建立

備審資料。待招聯會公布後立

即告知學生。 

4.本校自 108學年度成績未取得 

學分者，將於次一學年度於平

日夜間或暑期開辦重修班。請

參閱本校網頁。 

5.有關學測、指考等相關訊息， 

本校教師、教務、輔導皆隨時

向學生宣導。 

6.本校學生定期考試成績家長均 

可上網查詢。另亦要求導師與 

家長間的溝通必須順暢，以利 

家長隨時了解學生狀況。 

二、學務處相關 

編 

號 
建議班級 建議內容 回覆意見 回覆處室 

一 國一 1 流感疫苗施打時間可否提早。 

因為目前施打日期全市已經排

定，本校國中部學生 12月 13日

施打，無法再更動；如必要可能

需要家長自行帶孩子到校外醫

療院所自費施打。 

衛生組 

二 國二 1 

持續宣導和深入探討，使學生

認知沉浸手機遊戲的偏頗後果

(人際、見識、溝通等) 

現已每學期持續辦理相關講演、

週會宣導、相關文宣及海報張貼

等方式提醒學生注意；另亦加強

學務處師長上、下課時間巡查工

作，以漸少學生接觸機會，家長

亦可善用手機管理應用程式限

制孩子手機時間使用。 

生輔組 

三 國二 7 
希望晚上閱覽室提早 18:30 開

冷氣。 

經統計，開學迄今閱覽室 1830時

使用人數均約 5-10 人左右，多

數同學並未準時返回就位，業提

請學務處及留值師長均會於巡

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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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建議班級 建議內容 回覆意見 回覆處室 

查時確定閱覽室同學就位情形，

再予開放冷氣使用。 

四 高二 5 
建議早上如果下雨，可以讓學

生 07:50到校，不記遲到。 

守時為本校對學生生活品德要

求之一，除去不可抗力之意外因

素，如車禍、捷運停駛等，都期

望同學皆能配合遵守。 

生輔組 

三、總務處相關 

編 

號 
建議班級 建議內容 回覆意見 回覆處室 

一 國一 2 

1.建議午餐菜單盡量減少油炸 

物，或以其他調理方式取代。 

2.學生課桌部分，掛勾只有左側 

有，當班級兩併排時，有一側

無法使用，希望可以加裝，使

得二側都有掛勾可使用。 

1.已要求團膳廠商，烹飪盡量少 

油、少鹽和少糖。 

2.班級兩桌併排情形於新建教學 

大樓啟用時，教室空間增大後

將可改善；另可協助目前側掛

無法使用的做調整。 

總務處 

二 國一 11 

1.希望學校能讓家長知道學校 

代購參考書名稱，避免重複購

買逾期無法退換。 

2.女生廁所少，排隊要等很久。 

3.教室使用空調或關閉門窗時， 

建議窗戶留縫隙，維持氧氣量

降低二氧化碳含量。 

1.學校購買之教科書於開學前夕 

都會公布於學校網頁，而衍生

購買參考書，也將請任課教師

盡速購買，避免家長重複購買

造成浪費。 

2.目前每樓層約 13個班級使用， 

俟新建教學大樓啟用此項象將

可改善。 

3.教室使用空調或關閉門窗時， 

窗戶留縫隙，維持氧氣量降低

二氧化碳含量，會請各班導師

協助開啟。 

總務處 

三 國二 1 

儘早完成校舍改建，恢復運動

空間，提供多元室內外運動項

目及競賽，使青少年精力及注

意力能夠有所發揮或投入。 

本校新建綜合教學大樓預定 109

年 5月 23日取得全區使用執照，

屆時操場可提供跑道、室外籃

球、排球、場館棟風雨操場可供

9面單座籃球場或 2面排球場，

3 樓可作為籃球、排球、羽球及

桌球使用，同時也規劃舞蹈教室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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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建議班級 建議內容 回覆意見 回覆處室 

供教學用。 

四 國三 9 

1.學校新大樓何時完工啟用，提 

供孩子升級又符合私校收費

的環境。 

2.團膳附的水果請給帶皮的，切 

開的水果容易招來蚊蠅，較不

衛生。 

3.教室冷氣在某些時候似乎無 

法發揮作用，冷氣忽冷忽熱，

希望能有所改善。 

4.建議設計制服短褲、毛背心， 

及排汗衣材質運動衣。 

5.團膳菜色及口味不佳。 

1.新大樓教學棟預定 109年 1月 

10取得使用執照，屆時將可提

供安全的校園和新穎的教學設

備環境。 

2將要求團膳廠商提供完整帶皮 

的水果。 

3.教室冷氣故障已修復。 

4.學校制服、運動服已完成設計， 

功能性均有考量，目前製版中，

屆時將由老師和同學共同票

選。 

5.團膳菜色每月均會要求廠商先 

行提供菜單，審核後才同意其

供餐，菜色及口味不佳將要求

廠商改善。 

總務處 

五 高二 4 

1.參加家長會時，明顯感受到教 

室擁擠，建議下學期搬到新大

樓重新分班，讓學生有更好學

習環境。 

2.面對教室學生人數及環境空 

間安排，懇請貴效能有其他方

案改變。 

1.新大樓教室空間加大，教室擁 

擠將會改善，將可提供學生較

佳學習環境。 

2.面對教室學生人數及環境空間 

安排，已將學生置物櫃暫放走

廊。 

總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