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親師座談會各班家長意見彙整表
班
級

處室家長提問

學校回覆

1.

103 合作社不要廢掉。

2.

103 合作社保留。

3.

103 合作社請保留。

4.

103 聽不到廢合作社的合理理由，請保留！

5.
6.

7.
8.
9.
10.

11.

12.

(合作社)
感謝家長意見，合作社的永續經營是大家
共同的目標，針對家長所提意見，統一說
明如下:
1. 合作社即日起至 107 年 6 月底止，維持
經營一切正常營運，無廢掉、廢除、結
束營業、關閉等情事發生。(回應

1.4.5.8.9.10.11.)
103 看不見合作社需要廢除的原因？請保持。 2. 合作社於 106 年 9 月發現可能出現資金
缺口(合作社歷年帳目歡迎調閱)，進而
保留合作社，以方便制服、運動服的購
提案於理監事會議討論，經過多次會議
105 買、方便學生飢餓時臨時購買、方便女生
的討論，尋求因應之道；目前已進行的
衛生用品臨時需要購買。
項目有：工作人員減薪及暫停非必要之
希望合作社可以繼續維持營運。若有虧
他項支出。針對合作社保留一事，理監
110
損，請以其他方法解決。
事們努力尋求解決之道。(回應
孩子回家提到學校福利社可能要結束營
2.3.6.7.10.11.12.13.)
201
運，這樣對孩子的生活會有諸多不便。
3. 日前於會員大會(校務會議)提案，並於
導師、專任教師會議中，進行本社經營

203 請學校不要廢除合作社。
本次學校日出席的 14 位家長皆支持「不
204 要關閉合作社」，合作社與學生息息相
關。
合作社要關閉的消息傳出，許多學生都好
奇「為何不做改善？重整廠商、調整商品
等，不是比關閉好嗎？」，另一位家長提
204
議「合作社是賣給學生商品，方針上應以
學生立場為優先」，請多加聆聽學生及家
長的聲音。
有家長表示：「若合作社多年來是虧本

意向調查，係依據理監事會議決議，主
要是預估合作社會將出現資金缺口，提
前預作示警，以期下屆理監事與工作人
員能有所因應，並依據意向調查結果與
本屆理監事會議決議，延後與廠商及工
作人員簽下年度契約，留待下屆理監事
就任後，逕行簽約、重整、改變經營模
式或其他，讓新任主席與委員擁有決定
權。下屆理監事選舉日期為 107 年 6 月
29 日，當天所有社員（教職員工）均為
選舉與被選舉人，有待新任理監事人選

的，是否要公布歷年帳目，使人瞭解虧損
就任後，決議日後經營方向。(回應 6.7.
狀況？」以及「合作社裡販售的商品多
11.12.)
204
樣，如果沒有合作社，學生該如何購買假 4. 感謝家長的關心，期望合作社能永續經
卡、影印卡？如何辦理校服的更換及添
營。
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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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08 希望合作社可以持續經營。
14.

15.

16.
17.
18.

蜜蜂場是否有危險？有沒有做好維護？
104 學生是否有學習關於養蜂的課程？如果
被螫要有什麼措施？蜜蜂場何時成立？

(教務處) (學務處)
「松崙蜜蜂工坊」於 106 年 12 月成立，並
於每週五開設「養蜂學與生態永續」跨班
關於頂樓養蜜蜂，孩子曾說有高三學生被 選修課程，對象為中崙高中一年級學生，
201 螫、且有部分社團教室就在附近，安全性 本課程學習之目的不僅在教導學生認識生
態與環境的重要性，並藉「蜜蜂神秘的消
問題？
失」探索蜜蜂對於人類的農作物生產占有
208 養蜂場學生安全問題。
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影響整個地球生態
蜜蜂會到班級四處飛，已干擾到學生，建 系的平衡，其中更重要的是教育孩子尊重
308
生命以及自然生態、教導孩子如何與蜜蜂
議全盤考慮養蜂的可行性。
和平相處。本校飼養蜜蜂之區域，已有門
禁管制，若非師長允許及課程所需，學生
不能擅進該區域，本校亦將配合加強改善
教學方式，為減少被蜜蜂螫咬，燻煙可驅
趕蜜蜂，並備有含「敵避」成份之防蟲液，
蜂螫後冰敷可減緩症狀，以確保學生學習
上的安全。
★延伸閱讀
若家長對養蜂仍有不了解之處，歡迎詳閱
309

學校養蜂之安全問題:常有蜜蜂飛進教室
擔心會引來毒蜂。

以下文章：


【在城市養蜂裡探索未知的使者，蔡
明憲推首個中學養蜂課程】
https://goo.gl/Gx8H9n



【我們該如何看待城市裡的蜜蜂】
https://goo.gl/Jxxzcp



【城市蜂情畫】為什麼要在城市養
蜂？ https://goo.gl/5xqP3L



【蜜蜂救援行動】
https://goo.gl/JvJi6S

19.

(教務處)
畢業典禮後自習教室開放時間、地點？是
302
畢業典禮後，針對高三欲返校自習者，將
否需事前申請？
開放 7 樓自習教室，相關規定將另行公告。

20. 302

期末考後自習教室開放時間、地點？是否 (教務處)
需事前申請？
高三期末考後至畢業典禮前，7 樓自習教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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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依照平日時間(晚間)開放。

21.

22.

23.

24.

25.

(教務處)
期末考後，可否讓指考學生於上課時間去 畢業典禮前，高三各班仍依課表正常上
303
自習教室自習？
課，班上會有任課老師督導，因此學生仍
應留在班上自習。
(教務處)
畢業考後，學生請假，畢業典禮前的重要
依往例將於畢業前夕發放相關重要時程
304 日程是否事先印製給同學？以免錯過重
表，請學生及家長注意並完成相關事宜，
要事項。
以免影響孩子自身權益。
(教務處)
轉組造成一類組人數增加。是否在高三下
304
建議學生及家長即早討論選組及生涯規劃
給予限制？
事宜。轉組相關規定依本校轉組辦法辦理。
206 希望可以提早段考留原班自習的時間。

高三是否可以以班級為單位，學測前一百 (教務處)
206 天開放留原班自習？家長可以入班幫忙
將再與老師、行政處室評估討論實施可行
監督。
性。
(教務處)
暑輔時間依過去慣例，為 7 月後二週以及 8
月前二週，四月份將召開暑輔會議討論日
期及科目。

26.
206 暑輔的時間？

27.

28.

(教務處)
上學期申請段考前留班自習的班級數不
多，將再評估討論，是否提早實施。

(輔導室)
請問學校之前做的「國中學習與讀書測
有關「國中學習與讀書測驗」測驗結果已
801 驗」的結果，是否有後續引導學生學習的 上傳至二代校務行政系統中，並列入輔導
活動？
活動課程中解釋說明及引導建立學習策
略。
校內上網申請大學的程序於 3/14 日截止
當天剛好是繁星放榜日期 是否將校內網
304 路填寫的時間延至 3/16 （週五）？希望
學校能彈性處理，讓落榜生稍有空間，謝
謝。

(教務處)
高三升學報名屬集體報名，需要相關作業
時程，請家長與學生盡量配合，以免影響
全體與自身權益。

102 iPAD 學生成果發表能否讓家長觀看？

(圖書館)
每學期末皆會辦理「數位班教學成果發表
會」，全程錄影，影片將公佈於學校網頁，
歡迎家長前往觀賞。(校網/e 化校園選單/
中崙高中影音平台/數位體驗專班)

2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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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30.

1.

2.
「境外大學」的升學管道及準備方向，希
103 望學校能即早告知高一、高二，讓學生能
3.
提早規劃。
4.

針對國外大學申請就讀部分，本校輔
導室會辦理海外大學(包括港澳)招生
說明會。
學校網頁公告海外升學相關訊息，置
於高中升學專區，供家長及學生查詢。
透過網路搜尋，協助學生了解海外大
學申請資格與條件。
各校招生時程與方式差異很大，海外
大學升學需學生家長更加積極主動查
詢。輔導室若有接獲相關資料，皆會
主動提供。

305 升學管道？

(輔導室)
暑期輔導期間已針對大學多元入學管道進
行說明，並於 106.10.20（五）辦理大學多
元入學管道家長說明會，且相關資訊皆會
公告於學校網頁公告/高中升學專區，供家
長及學生查詢。

802 七年級就可提供升學資訊、講座。

(輔導室)
106-1 學校日(106/9/16)及 106/11/17 晚上
6 均辦理升學適應及多元入學方案說明宣
導講座。

802 請提供九年級升學資訊。

(輔導室)
有關 106 國中畢業學生升學資訊均已規劃
於校網-國九升學公告、國中升學網站兩個
專區，歡迎家長查詢!

31.

32.

33.

34.

(輔導室)
6 月志願選填，學校是否有提供電腦教室 6/21 下午 2 時於三樓會議室辦理選填志願
904
供學生使用？
家長說明會，並規劃 6/22 上午時段開放電
腦教室(二)提供學生及家長到校選填。
(學務處)
地餐提供之麻辣燙鴨血均為當日早上新鮮

35.
孩子曾在地餐買到滷味有問題（鴨血乾
107 掉，深綠色），返家後嚴重腹瀉。請加強
食材安全之控管！

4

進貨，清洗後現場滷製供應，因此會限量
供應。出餐前目視鴨血均為正常顏色，供
應數次並無接獲學生吃完有不適之症狀。
感謝家長提供之意見，學校將加強宣導學
生，倘發現供餐菜色有異常或吃完學校餐
食出現不適症狀，請立即向學校營養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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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利即時處理，並將檢體送驗，確認
不適原因，謝謝。

36.

110

37.

38.

39.

希望各社團的家長同意書可以提早給予
家長與導師合理簽署的時間。

(學務處)
社團的活動申請流程如下：學生提出計畫
書至學務處審核→通過後方可填寫家長同
意書→影印後由社團幹部發下同意書→家
長及導師簽名→社團幹部彙整後在活動一
週前申請完成。活動組未來將更嚴謹要求
各社團活動申請之時程，尤其應儘早發放
家長同意書，以給予家長與導師合理簽署
的時間。

(學務處)
本次學校日時間與西松國小重疊，下次是
702
學校日之日期由校內行政處室以及老師討
否可以錯開？
論後決議，未來將儘量安排最合適的時段。
302 期末考後請假規定？

(學務處)
請參考崙語或學校網站公告之學生請假規
定。

801 請問刷卡率 90 以上有登記嘉獎嗎？

(學務處)
每學期刷卡率達 90%以上的學生，記嘉獎 1
次作為鼓勵。

40.
805

41.
803

因女生人數較少且有生理期不宜參加的
問題，游泳比賽人數是否可能減少？

(學務處)
目前國八女生每班平均人數為 13 人(805 為
11 人)，經討論將女生參賽人數由原先 8 人
降為 6 人。

是否可以申請世大運結束後所取得的公
用櫃？

5

(總務處)
世大運剩餘之個人儲物櫃，已經送達本
校，並已請導師視各班班級經營需要申請
領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