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親師座談會各班家長意見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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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提問

學校回覆

教
(教務處)
務
本校排課時已盡量注意體育課排在第四節
807 體育課盡量不要排在第四節或第五節課。
處
或第五節的情況，但因排課考量因素眾多，
如場地限制等，此注況無法完全避免。

106

是否可在學校報名英檢或多益考試？希
望學校可以多注意並且多刊登相資訊。

(教務處)
本校英文科與多益考試單位合作，鼓勵高三
同學報考。如報名人數較多，即可在本校設
立考場，服務本校同學在本校考試。歡迎同
學多加利用。

(教務處)
學生填寫第二外語志願，選到最後一個志 經查，除了未於期限內選填的同學外，第二
109 願，是自己完全沒有興趣學習的韓語，希 外語選課，均在前 6 志願內，未有就讀班別
望能轉到其他語言。
是最後一志願者。宜建立同學為自己的選擇
負責之態度，暫無轉班的機制。
建議其他課堂老師，在上課期間，不要要
求學生拿出手機拍照（拍黑板上的內
(教務處)
容），這樣會造成家長困擾，因為原本不
教務處將提醒老師，教學及作業要求上宜顧
110 希望孩子帶智慧型手機上學(規定只能在
及未有智慧型手機的同學，避免要求同學以
家使用)，只能帶一般手機，因為上課老
單一的手機拍照方式進行相關課程。
師偶有要求，所以孩子會有理由要帶智慧
型手機上學，讓我們管理上有衝突。
(教務處)
請問如何得知學生每學期或學年的總成
基於個人資料保護，參照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績校排？因與繁星管道密切相關（其他高 94 年 11 月 8 日教中第 09438456000 號函，
204
中每學期、學年都有統計，使家長能確切 為保障學生人權、尊重個別差異，各校不得
掌握學生狀況而得以加強）。
於辦理學科紙筆測驗後，公布全班及全校學
生排名之結果。

307

學生夜間的自習教室是否具有促進學生
積極讀書的氛圍？

(教務處)
本校夜間自習教室有良好讀書環境，同學均
能專注讀書自習，亦已形成積極的讀書氛
圍。

圖
(圖書館)
書
登入家長端學生成績查詢系統後，內容仍 詢問廠商回覆本學期尚無成績，成績欄位無
館 204 一片空白，可否再確認？
本學期成績資料。如要查詢前學年成績，從
學生線上→01 各項查詢→查詢個人成績，
查詢成績。
輔 103 文理分組的性向測驗，可否提前到高一上 (輔導室)

導
室

學期，並針對測驗結果提供生涯發展建
議，以作為選組的參考？

目前已規劃於上學期進行性向測驗施測，下
學期三月進行測驗解釋，為生涯決策須多方
考量，包含學生興趣、學業表現等綜合考
量，不建議以單一向度為決策依據。

(輔導室)
1. 大陸大學針對台生招生的條件不盡相
同，各項招生訊息會隨時公告於生涯報
報發送高三學生 1 人 1 份，目前旺報雜
由於台灣政經情勢前景不明，愈來愈多年
誌會刊載大陸大學招生訊息，輔導室將
輕人考慮赴海外求學就業。請問學校對於
提供有意願申請港校、大陸大學的學
海外升學的輔導資訊？例如：
生、家長了解相關升學資訊。
2. (教務處)本校未針對特定英檢做推廣，
1.如何以學測成績申請大陸大學？
致力於英文教學與提升所有學生英文聽
說讀寫程度。
2.是否推廣「托福」（國際接受度較高）
3. 日本法政大學有針對臺北市幾所高中提
代替「全民英檢」（只有台灣接受）？
供 2 個名額來推薦入學，其餘皆為學生
103
3.日本除了法政大學是否還有其他結盟
自行申請有興趣就讀的日本大學。
學校？
4. 提供香港大學 https://www.hku.hk/、
新加坡國立大學 http://nus.edu.sg/
4.新加坡大學、香港大學有何特別入學要
網址備查，各海外大學各校申請方式及
求？
期程差異性大，請要申請的學生主動積
極準備，輔導室會協助生涯諮詢服務。
以上訊息，希望學生在高一就能有基本了
5. 每年於寒暑假皆辦理大學博覽會活動，
解，以利長久規劃與準備。
欲招生之海外大學亦會派員參加，建議
有意參與海外大學申請之同學多加留意
訊息並主動參與。
6. 各項升學資訊均公告於本校網頁升學專
區，請學生、家長隨時瀏覽相關訊息。

106 學校是否有協助申請國外大學申請？

(輔導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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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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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透過網路搜尋，協助學生了解海外大學
申請資格與條件。
4. 輔導室協助學生收集相關升學資訊與生
涯抉擇諮詢服務，電話 27535316*507、
508 高中輔導老師。

310 請問海外（中國）升學的相關問題？

(輔導室)
1. 針對學生要升學海外與大陸大學等問
題，為求了解學生個別升學取向，請有

疑問之學生、家長與輔導室聯繫，電話
27535316*507、508 高中輔導老師。
2. 各項升學資訊均公告於本校網頁升學專
區，請學生、家長隨時瀏覽相關訊息。
學
這學期初學生長高須換制服與體育服，到
(學務處)
務
合作社購買時，發現和之前服裝不同，想
801
自本學年度開始，本校國高中制服皆繡有
處
請問制服上是否只剩印有「中崙高中」字
「中崙高中」字樣，請同學可以安心購買。
眼的款式？

804

體育服是否可考慮圓領排汗衫？因氣侯
炎熱，圓領較為舒服。

(學務處)
本校制服與運動服樣式皆經過「服儀委員
會」決議後始訂製販售，因此若需更改樣
式，則需請家長代表於「服儀委員會」召開
時提出修改樣式的意見或提案。

(學務處)
旅行社人員皆有統一服裝方便學生以及老
畢旅須逃生宣導，旅行社人員（含駕駛） 師辨識，遊覽車駕駛部分將經由旅行社協助
904 是否穿制服以方便辨識、且希望駕駛素質 管控工作及休息時間。
要好，不可過勞。
以本次畢旅行程安排而言，駕駛的工作時間
皆在正常範圍之內。且在出發前皆會做好逃
生演練及宣導。
(學務處)
本校制服及運動服若需增購，皆在本校合作
學生想加購制服或冬季制服，合作社無法 上購買，若遇到缺貨情形，在填寫購買單
102
買到，請問可在哪裡購買？
後，由合作社通知廠商補貨，因此需要等待
廠商補貨的工作天。建議可詢問合作社與廠
商聯絡的補貨時間。
(學務處)
目前本處均於每週二上午前完成上週之曠
希望曠課明細表能盡量早點出來，這樣學 課明細表並放至於班級櫃中，因週二已是現
309 生萬一有被誤記曠課的情形才能及早處
行作業中所能呈現的最早時程，如有造成不
理。
便之處請見諒，也請導師幫忙提醒副班長能
準時至學務處班級櫃拿取缺曠明細表，使其
學生能及早了解缺曠情形。
110 對學生會的活動疑問。

(學務處)
提問無具體事蹟無法準確回覆。

請社團勿在深夜傳訊息或發通知給學弟
110
妹影響作息及干擾讀書和休息時間。

(學務處)
學務處將加強社團幹部宣導，儘量排除相關
事項發生。

110 針對晚上活動的質疑。

(學務處)
提問無具體事蹟無法準確回覆。

110

請社團負責甄選的學長姐能說明甄選的
(學務處)
標準和沒上的理由，一方面建立甄選的公 部分社團，社團規劃上有些需要具備基本能

信力，另一方面可作為甄選沒上同學改進 力，或是讓新生提早了解社團社員運作模
的參考。
式，因此，學校給予部分社團保有「申請辦
理甄選」之權利，讓新生能依照自我興趣，
以及適切性來去選擇想參加的社團甄選。
據了解，每個社團的徵選方式皆不盡相同，
學務處已要求事先報備甄選理由以及方
式，經合理性及可行性核可後，方能執行。
(學務處)
學務處對於社團活動，皆要求在活動前一週
完成活動申請核可，其中活動申請單需要各
社團占用太多學生時間，加上校外聯合社
生經過家長以及導師簽准的家長同意書才
201 團活動，讓學生無心課業，想請問學校的
可參與。在段考當週及前一週，嚴格要求各
管理方式？(活動組)
社停止社團活動已準備考試。其規定若有違
反經查屬實，將進行社團扣點，情節嚴重者
暫停社團該學期活動。
(學務處)
1.學校曾試辦週訂贈送水果方案，但學生任
意丟置反影響學校整潔，也曾於熱食部販
售當令水果，每日販售量僅個位數字，故
1.午餐是否有可能增加「水果」品項，將
建議家長如有需要請學生自行攜帶水果
更有助於營養均衡？
至校食用，而將水果費用增加於菜色變化
702
2.午餐是否可直接以「學期」為單位訂
與供應量上，本校亦將此建議提至學校午
購、繳費？
餐供應委員會討論。
2.由於本校熱食部採公有房地租借方式經
營，學生於購餐同時直接繳費不經由學校
方式已行之有年，本校將此建議提至學校
午餐供應委員會討論。
(學務處)
泳池有固定時間進行相關安全項目查核,關
泳池不安全措施請檢查（例；電熱水器溫
101
於盥洗室電熱水器部分,經查證有電線外露
度、電熱水器有無漏電之虞）
狀況,將填報檢修,請總務處協助處理相關
問題。
總
務
處

(總務處)
關於上課音量較大易互相干擾問題，由於本
坐在教室後，聽得到隔壁教師上課的聲
102
音，易受干擾，可否加強隔音設備？

校教學區為口字型，教師使用麥克風授課，
如音量調整較大即會互相干擾。現已在各式
校內會議宣導，教師授課降低音響音量。教
室內設置隔音設備，將爭取教育局普通教室
整修相關計畫，納入整修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