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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相關 

處室 
類別 班級 建議事項 回覆意見 

1 教務處 教務行政 119 

希望能於課後多加開文科

的課程。例如高一暑假的

「國文素養班」很多人搶

不到，有沒有可能之後再

多開班呢? 

此計畫相關經費是由國教署「學習扶助計

畫」經費下支應，補助經費目前僅能支援

1個班級共 20人。 

2 教務處 教務行政 

105 

111 

115 

學多元語言選課名額太

少，當天開放不到 20分鐘

就已報名額滿。建議可延

長開放時間及增加選修名

額。 

1. 因為是語言學習課程，為了學習成

效，班級上課名額設定為 15人開

班，但上限 30人。小班制較能增加

老師與學生互動練習的機會，上課人

數若太多怕影響上課品質。 

2. 學生升上高二後，在全校多元選修課

或社會組的第二外語選修都有機會修

到第二外語。 

3. 多元語言課程每種語言僅有一班且為

小班制，報名方式是透過網路報名參

加，開放報名時間設定在學生放學

後，大部分的同學較能使用網路的時

間，且報名開放時間為 3天，設定報

名人數額滿為止。若該班有缺額的話

有開放第二階段報名補足缺額。 

4. 此多元語言課程經費是由教育部 107

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經

費支應，因此目前的開班數量及名額

經考量為此計畫之經費資源達到最大

化、最有效的利用。 

4 教務處 教務行政 112 
學校是否安排報考多益英

文檢定? 

多益測驗是由非官方機構所辦，因涉及商

業利益，學校無法代安排報考，尚請家長

見諒。 

5 教務處 教務行政 114 
多元選修課程遇段考怎麼

辦? 

1. 若是白天的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遇段

考即停止上課一次。 

2. 若是課後多元語言課程，在學期初排

定上課日期前已先避開段考，故無此

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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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務處 教務行政 115 
第二外語可否增加開課名

額? 

1. 因為是語言學習課程，為了學習成

效，班級上課名額設定為 15人開

班，但上限 30人。小班制較能增加

老師與學生互動練習的機會，上課人

數若太多怕影響上課品質。學生升上

高二後，在全校多元選修課或社會組

的第二外語選修都有機會修到第二外

語課。 

2. 此多元語言課程經費是由教育部 107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

經費支應，因此目前的開班數量及名

額經考量為此計畫之經費資源達到最

大化、最有效的利用。  

8 教務處 教務行政 119 

段考題全年級統一嗎?若

119班的期中考試跟普通班

不一樣，那會有校排嗎?沒

有校排的話，如何跟普通

班比較，之後繁星比序也

不公平啊!!而且另外命題

期中考的話，難易度跟普

通班不一樣，這樣比較校

排也不公平!! 

1. 119上學期的所有科目試卷都跟普通

班一樣，到了下學期自然科另卷。原

因是普通班的物理、化學、生物都是

上下學期對開，這些科目都只上了一

學期，而數資班上下學期都有自然科

課程，進度比普通班快了一學期，故

從下學期開始另卷。 

2. 資優班老師在命題時會依進度與學生

狀況調整考卷難易度，實施至今資優

班自然各科的平均都不會比普通班

差。在繁星推薦上，校排的表現，資

優班學生一直都很亮眼。  

9 教務處 教務行政 211 

希望學校明確告知高一升

高二暑輔是否為上正課?有

學生家長表示接獲可自由

參加暑輔的訊息，意謂有

無參加並不影響課業，所

以把旅遊時間排入暑輔，

但卻造成孩子開學後銜接

不上，有很大失落感。 

 

學生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暑期輔導。而

高一升高二暑期輔導課程安排上，一般是

學科教師入班上課，上課內容則以複習為

主，主要是以舊課程為基礎做加深加廣。

教務處亦會提醒各學科於暑輔期間，若有

相關課程內容與下學期課程有連結之處，

只能做粗略引介，開學後再正式上新課

程。  

10 教務處 教務行政 217 
是否能公布各科校排名，

以利學生參考。 

本校每次段考與學期成績單均列有學生各

科成績、班級各科平均，以及學生成績的

班排、類組排、校排，以供學生檢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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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狀況。因避免學生過度計較成績而壓

力過大，本校目前不計算學生在各科的校

排名，未來若有需要，可再商議。 

11 教務處 教務行政 314 

若干學科段考或複習考難

度太難，以致平均成績很

低，會打擊學生信心，校

方是否可要求老師在命題

上多多考量。 

會請各科老師多多注意命題上的難易適

中,教務處也會在教學研究會予以宣導。 

12 教務處 教務行政 319 

數理資優班的編制，自然

科的師資教學是否能夠給

予學生更適切的教學模

式，師資是否挑選過。 

文華的辦學擁有一定的口碑，請家長相信

文華的師資。每個教師都有其教學的專

業，而教學方法各異其趣，老師也會在教

學中了解學生的程度，以調整其速度與難

度。 

13 
教官室 

總務處 
住宿 106 

住宿方面： 

1.早餐有些油膩。 

2.希望洗衣機能定期清

洗。 

1. 每個月學校皆會召開住宿生伙食會

議，請同學在每月的問卷中填答反

映，會依據學生意見督責供餐廠商，

並將每月的統計數字呈現在伙食檢討

會議之中。 

2. 洗衣機將與廠商洽辦，安排定期清

理。 

14 教官室 住宿 112 
宿舍洗衣、脫水設備缺

乏。 

之前因為宿舍整修機器未全安置完成，目

前正在改善中。 

15 學務處 
專車及交

通 
114 

欲參加多元選修課程課程

但需搭校車的學生，應如

何處理? 

多元選修的學生為少數，無法再多派各線

專車。 

16 學務處 學務行政 114 
報名國際教育旅行，是否

有篩選條件及資格? 

基本上是高二參加赴日，高一二可參加赴

韓。沒有特別篩選，若人數過多方以外語

檢定為優先考量。 

17 
教官室 

總務處 
住宿 302 宿舍伙食太油 

1. 每個月皆會召開住宿生伙食會議，會

依據學生意見督責供餐廠商。 

2. 請同學在每月的問卷中填答反映，每

月的統計數字將呈現在伙食檢討會議

之中，學校將針對全體住宿學生調查

意見進行檢討、要求。  
18 學務處 學務行政 304 幹部證明遺失如何處理？ 可至學務處訓育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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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學務處 

住宿 

專車及交

通 

305 
能否提供住宿生於週五開

往車站通勤專車? 
目前學生專車的合約並無此規劃。 

20 總務處 總務行政 109 

希望各班教室能增加一塊

小黑板，由各科小老師書

寫，作為功課和重要事項

紀錄。 

錄案研議。學校安置教室的必要設置包括

冷氣、投影幕、麥克風、上課用黑板，小

黑板暫不屬各班必要設置項目；總務處視

現況評估滿足需求。 

21 總務處 總務行政 109 

目前臨時教室使用佈告欄

版面太硬，難以公告事

項，建議購置軟式佈告

欄。 

感謝家長的意見，現在的教室是安置教

室，視工程進度，下學期將搬回原班教

室，不建議將專科教室再作變更，以免衝

突原專科教室設定需求。 

22 總務處 總務行政 111 
冷氣風葉無法調整，溫度

太冷，頭會痛。 

未來請班上事務股長循本校程序報修，本

次藉此錄案，由總務處找廠商進行評估。 

23 總務處 總務行政 114 

臨時教室，因為光線微

弱，坐最後一排的同學無

法看清楚黑板，可否在黑

板上方加裝照明設備。 

感謝家長提醒，錄案評估，必要時協調增

設。 

24 總務處 總務行政 114 

文華工程何時完成?可否於

網路上面每週公告工程進

度給家長看? 

學校耐震補強預計二月中旬完工；學校也

持續在爭取經費以進行校舍教室的改善、

整修，工程之多，加之進度不同、突發狀

況不在掌握之中，礙難於網路上公告工程

進度，祈請見諒，歡迎家長需要了解致電

總務主任辦公室進行了解，分機 411。 

25 總務處 總務行政 116 
校園蚊子多，可否定期消

毒? 

本校六月衛生組聯繫市政府，已派員進行

一次消毒，暑假期間總務處亦編列經費已

再進行乙次消毒。本校近期再行評估需

求，感謝提醒。 

26 
圖書館 

總務處 

圖書行政 

總務行政 
204 

請問學校是否會提供愛心

媽媽停車位? 

1. 歡迎愛心媽媽將車停放在校內，請愛

媽聯誼會提供名單及車號給校方，供

傳達室核對。 

2. 目前工程期間，地下室停車場有三分

之一用於置放安置財產、物品，所餘

車位勉強足夠教師同仁停放。經觀察

百米跑道區目前大多未停滿，尚勉可

供當日來賓、家長來進行停放，恕難

規劃專屬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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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總務處 總務行政 302 
臨時宿舍不是 9月要搬回

去嗎?工程延期了嗎? 

工程並未延期。耐震補強工程為期 200天

訂於 108年 2月完工，第一期和第二期及

現在第三期耐震補強工程從未有 9月完工

搬回的訊息，恐資訊來源有誤，歡迎家長

來電分機 411洽詢總務處。 

28 總務處 總務行政 306 

學校長期施工，請儘早給

孩子寬闊的校園與舒適的

環境。 

校方跟家長的期待是一致的，我們持續努

力。 

29 總務處 
宿舍 

總務行政 
306 

宿舍非常老舊，請儘快更

新宿舍設備 

感謝家長的建議，將與業管單位持續努力

爭取經費改善宿舍需求。 

30 總務處 總務行政 306 
靠文心路一側圍牆內道路

非常不平整，建議重鋪。 

學校已訂於今年 10月向國教署爭取校園

鋪面整治經費，將持續積極爭取整治。 

31 輔導處 輔導行政 313 
請將親師座談會簡報公告

於網路。 

已將簡報置於輔導處網頁最新訊息及輔導

處網頁>家庭教育>親師座談會>107學年

度。 

32 圖書館 圖書行政 306 
請開放第二閱覽室讓學生

放書 

閱覽室屬公共空間，不是固定座位，使用

完畢應清空座位、帶走私人物品，以利下

一位同學使用。 

33 圖書館 晚自習 102 

晚自習沒有強制禁用手機

(統一繳交)，只靠學生自

制力恐不足。希望晚自習

的規範可更嚴謹，才能確

實幫助學生學習。(家長說

一中等校非常嚴格，建議

可比照)。 

1. 本校學務處生輔組訂有學生使用行動

電話規範，請參考。 

2. 觀察學生使用手機的原因，一是讀書

時的習慣，帶耳機聽音樂可以隔絕外

界聲音；其次是方便查考資料、完成

作業。因此，晚自習沒有強制禁用。

未來圖書館會加強宣導，使手機的運

用發揮出正向的效果。 

34 圖書館 晚自習 219 
晚自習的管理有些鬆散，

能否更加嚴謹? 

晚自習是屬於學生自主學習的時間，圖書

館會收集學生(學習的主體)，家長愛心媽

媽(協助管理者)以及教官(安全維護者)等

意見，訂出明確且合宜的規範，使學生學

習效果更佳，並養成尊重他人與公共空間

的良好態度。 

35 合作社 團膳 204 
8月因大豪雨放假一日，請

問是否會辦理午餐退費? 

1. 高一團膳繳費單於開學後才製作，

8/24當天未上課，未列入繳費天數。 

2. 高二高三將進行退費，依合作社目前

退費機制該天退費金額將直接從下學

期餐費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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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合作社 團膳 306 
請注意伙食的安全與無毒

性。 

1. 團膳廠商每天會將使用的食材登錄至

政府規定平台，關於新鮮食材的生產

履歷、調味料的品項皆有紀錄。所有

相關原料皆須符合政府規範。 

2. 學校監督單位衛生組也會定期進行團

膳備品區的抽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