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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家長意見回覆表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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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每日課業及複習功課有一定

的量，導致孩子每日回家須帶

回的課本繁重，故建議學校在

買課本時加入「電子書檔」，以

便孩子在家中複習功課時可利

用 iPad 及電腦複習，以減少書

包重量。書包太種對孩子健康

發育不益，希望學校予以考慮。

(例如：國語成語課本) 

1. 有些書商並未提供「電子書

檔」之服務或只提供給教

師，有些書商提供付費雲端

學習資料。 

2. 家長、同學可依個人需求選

擇是否另購雲端資料作為返

家複習的功課。 

教務處 

二 高二 1 

請數學老師針對數 B 班的學生，

能給予符合實質需求的教學及考

試。例如：上課時請建立同學的基

礎觀念及演算，考試試題能符合

數 B 的程度，不要拿數 A 考題來

考數 B生，打擊學生士氣。 

大學學測仍有數 B的選考科目，

學生的需求仍高，教師以數 B課

本教導學生，但不會拿數 A考題

來考選修數 B的同學。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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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建議開放下課時間打球。 

2. 目前放學打球是 17:40 才開

放，建議是否能提早到 16:30。 

下課時間只有十分鐘，學生為搶

時間打球，經常於走廊梯間來回

奔跑而產生校園安全疑慮。故不

開放下課時間打球。 

16:30-17:40 期間操場皆有體育課

程，無法開放。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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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建議班級 建議內容 回覆意見 回覆處室 

二 國二 7 

是否可給予學生上課遲到時間一

些緩衝的時間。新北市地區學生

有時會遇到公車遲到或塞車問

題，造成數分鐘甚至數秒鐘遲到，

為了怕遲到而在下車後用奔跑方

式趕赴學校，其實反而容易造成

孩子自身的安全問題。針對這樣

情形，其實並非是出於孩子自身

可避免，是否學校能給予緩衝時

間或其他因應方法，讓孩子安全

到校也讓家長安心。 

律定到校時間是培養孩子責任感

的第一步。為避免塞車或公車遲

到等意外情況，建議孩子培養提

早 5-10 分鐘出門的習慣，不僅能

夠更從容地到達，更能避免因匆

忙而產生安全疑慮。 

另外，為讓孩子能更有機會獲得

充分的休息與培養孩子時間掌握

的能力，學校也配合教育部的政

策，星期二、五不登記遲到，這都

是讓孩子有緩衝與彈性的機會。 

學校的規範皆是以生活教育為根

本，有各位家長的配合與支持，相

信孩子定能成長並自律。 

生輔組 

三 國二 10 

關於延平黑特與告白 IG 版，有些

學生作人身攻擊部分，可否煩請

學務處多加宣導。 

本校自開學起已利用專題講座、

朝會時間來宣導，我們仍會持續

加強這方面的宣導及約束作為，

以避免學生因不知情而違法，導

致遺憾。 

生輔組 

四 高一 3 

可否考慮開放於放學前一段時

間，開放小朋友使用手機，以便於

訂購並即時食用留校之晚餐。 

學生有訂購餐點需求時，可至導

師或學務處商借電話，，我們均會

協助其訂購餐食，以利準時參加

晚自習。如需用手機訂餐，須經導

師或學務處同意後為之。 

生輔組 

五 高三 5 

感謝推出 App，為了效率起見，懇

請改進以下事項： 

1. 記住兩個帳號，因有兩個孩子

就讀，切換帳號太麻煩。 

2. 請務必將網頁上的班級聯絡

簿內容同步至此 App。 

1. 已向廠商提出需求，進行調

整，修正後將另行公告周知。 

2. 班級聯絡簿公布之訊息內容

較為完整，而 APP主要用途在

於立即通知與提醒的作用；因

此未來若有重要訊息公告，將

會利用APP提醒家長至班級聯

絡簿或公告區查閱。 

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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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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學生桌椅在開學一個半月後，仍
是斜的，高度也不夠，學校應該在
開學時強調宣導，並教導正確的
高度位置，請協助學生調教，應國
中是成長期，建議要定期檢查。 

學校桌椅均為可調式，調整方
式也於新生訓練告知並示範給
同學看，若同學在調整過程中
不順利，可來總務處報告將予
以協助。 

總務處 

二 國二 10 

1. 教室蒸飯箱無法使用，請維

修。 
2. 投影機呈現畫面不清楚，請調

整。 

1. 因各班蒸飯人數均不足 10
人，目前均採合班共用，本
大樓分別於 03、05及 06教

室擺放，綜合大樓則於東、
西及北側各放一台，貴班為
404教室故未擺放，並非蒸
飯箱故障。 

2. 已請廠商協助處理。 

總務處 

三 國三 6 
午餐三間供應廠商，一間伙食較
穩定，另兩間時好時壞，請學校幫
忙注意一下。 

109學年度學生午餐經學生午餐
委員會開會決議，由天仁餐盒
有限公司及圓理想事業有限公
司兩家提供，採 2週輪調乙
次，每日當會注意供餐狀況，

亦歡迎家長不定時到學校了解
廠商供餐情形。 

總務處 

四 高一 3 

1. 制服材質是否過差，下水一次
就起毛球，學校可否監督。 

2. 午餐訂餐可否不要以學期為
限，能否月訂。 

1. 有關制服材質是否過差，下
水一次就起毛球，已和廠商
討論，廠商反映該塊布有許
多單位採用，但未曾發現起
毛球現象，也要求廠商和當
事人聯絡協助改善，負起監
督之責學校責無旁貸。 

2. 午餐訂餐經學生午餐委員會

開會決議考量學校人力不
足，採學期為限。 

總務處 

五 高二 8 

圖書館雖然有管理員在管理，但
還是很多同學在玩手機、聊天，影
響學習效率，希望學校能開放留
班自習，或是嚴加禁止玩手機及

聊天等行為。 

1. 依圖書館夜間自習管理規
範，若發覺使用手機或聊天
行為時，將逕行登記違規，違
規達 2 次則會暫停晚自習權
力 15日。 

2. 因新建教學綜合大樓死角較
多，故為維護學生安全，本校
本大樓全棟與新建大樓 5 樓

以上，於夜自習期間目前均
上鎖管制。 

3. 除圖書館工作人員外，學校
會請夜間留守行政人員加強
圖書館內巡查。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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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館相關 

編 

號 
建議班級 建議內容 回覆意見 回覆處室 

一 高二 8 

圖書館雖然有管理員在管理，但

還是很多同學在玩手機、聊天，影

響學習效率，希望學校能開放留

班自習，或是嚴加禁止玩手機及

聊天等行為。 

1. 會請圖書館的夜間管理人員

加強管理，嚴禁同學玩手機

及聊天等行為，一經發現上

述行為即登記違規，違規達

2次則停權 15天。 

2. 在公開的場合也會向同學宣

導留校夜自習使用圖書館的

相關規定。 

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