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花蓮女中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全校親職教育座談會 家長意見彙整表 

班級 家長意見 行政單位回覆 

101 

日前已發下學生證使用，如有上學

或自主學習時間忘刷，該怎麼辦？

建議是否有申請忘刷相關機制？ 

導師： 

登記違規一次 

學務處： 

學生如有第一次自主學習忘刷請至生輔組

幹事處洽詢，其餘比照校規執行。 

102 

合作社熱門午餐商品(麵、粥、米

粉…)數量可否增加？像便當一

樣，是否可前一日先預訂。當日下

課時間常常人潮擁擠，短時間即售

罄，學生只能吃餅乾或餓肚子。 

合作社： 

適度增加餐點進貨量，儘量滿足同學需求。

午 餐 商 品 開 放 前 一 日 下 午 付 款 後        

預定。 

103 

請問自主學習的成果，孩子是否能

有一個更明確的規範與學習指引

呢？ 

導師： 

學生可以利用在學期初撰寫好的線上計

畫，妥善利用彈性學習時間學習規畫與安排

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最後製作成小小的成

果，例如：學吉他。可以從中間練習的過程

學到什麼樣的進度，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以及

如何地繼續挑戰與克服的行動力，最後匯集

成自己的省思做出屬於自己的小成品，這樣

就算是種自主學習的成果。 

教務處： 

【教學組】開學之時便有針對高一新生就自

主學習做介紹說明，校內官網也有公告自主

學習活動實施規範，以及往年學長姊於彈性

學習時間做出的自主學習計畫可以觀摩，若

同學過程中有任何問題亦可隨時向導師、任

課老師、及教務處詢問。 

請問關於課程學習成果的”新學

期不得再上傳上學期的成果”，若

孩子現在還不確定未來高二想要

念的組別，那現在要準備哪些科別

的課程學習成果會比較適合呢？ 

導師： 

家長應該是擔心若她未來才確定要選自然

組或者社會組後，那因為高一那時還不知道

方向，所以在課程學習成果製作時沒做到跟

選組後及想念的大學科系有關的學習成果

時那怎麼辦？因此建議學生可以在高一階

段就分上下半學期踴躍朝分散科目的方向

去製作，因為每一學期可以提繳 3件，例如



可以這學期選 2科(或以上)的科目，然後下

學期再選不同的另外 2 科(或以上)的科目

去規劃執行，這樣就算以後升高二前才定向

選組或者選擇想就讀的大學校系時，也不至

於擔心高一修的課裡沒有做到相關的課程

成果了。 

教務處： 

【註冊組】普通班高一課程皆為相同的必修

學分的教育部部定課程，為每一位高中生

共同學習的基礎知識。未來升學時，共同

學習的科目也都是教授評鑑孩子學習潛質

的科目。所以，請鼓勵孩子好好跟著老師

學習，探索自己的性向，在能力範圍與時

間許可的情況下，製作以質取勝課程學習

成果，無論未來走哪一個方向，這些成果

皆能呈現給教授評鑑。 

104 

孩子數學不及格，不知道有沒有什

麼方法可以幫助她？ 

導師： 

會再多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並且鼓勵學生

多跟班上數學較好的同學請教如何解題，

在班上做小型讀書會互相討論。 

教務處： 

【註冊組】學校固定會製發成績單寄送至家

長所提供之住家地址，若有多次未收到之

情形，請孩子向學校註冊組反映。 

學校校網線上查詢系統提供學期總成績、各

次定期評量成績及其相關排名，敬請多加

利用。 

住宿生遇到生理痛，請生理假只能

到保健室休息一小時，又必須返回

教室，無法回宿舍休息，是否有其

他彈性作法，可以讓住宿生請生理

假有地方休息？ 

導師： 

有觀察到住宿生的需求，目前是建議先去保

健室休息一小時，再回原班教室上課，若

真的很不舒服也請學生跟任課老師說明狀

況，在座位上休息。 

教官室： 

考量安全部份，如仍不舒服，建議可到教官

室對面客室趴睡，有狀況教官可以及時著

手處理，必要時請學生就醫。 

學校有無提供家長各次段考的成

績單(包含校排名)？ 

導師： 

家長會收到學校寄發的成績單，也可以請孩

子登入學校的成績查詢系統可即時掌握成

績資訊。 



教務處： 

教務處： 

【註冊組】學校固定會製發成績單寄送至家

長所提供之住家地址，若有多次未收到之

情形，請孩子向學校註冊組反映。 

學校校網線上查詢系統提供學期總成績、各

次定期評量成績及其相關排名，敬請多加

利用。 

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何能讓家長及

時了解？ 

導師： 

家長會收到學校寄發的成績單，也可以請孩

子登入學校的成績查詢系統可即時掌握成

績資訊。 

教務處： 

【註冊組】學校固定會製發成績單寄送至家

長所提供之住家地址，若有多次未收到之

情形，請孩子向學校註冊組反映。 

學校校網線上查詢系統提供學期總成績、各

次定期評量成績及其相關排名，敬請多加

利用。 

學校訊息量多，更新速度快，很多

消息都要關注學校首頁，因此讓

3C 產品的使用時機增加，是否能

減少一些資訊更新，或者固定時間

更新？因為長時間用 3C 產品會比

較容易傷眼。 

導師: 

重要消息都會定期更新在學校官網首頁，也

會有電子郵件寄給學生，班上教室也有無聲

廣播系統可以收到學校的重要消息，至於

3C 產品使用的時間，要請孩子自己注意用

眼休息時間。 

教務處： 

學校公告內容不是只有教務處，且重要資訊

都會多管道通知。 

自主學習計畫是否都能讓孩子在

校時間就可以定期完成呢？沒有

選到微課程的同學，自主學習計畫

要怎麼辦呢？是否可請學校老師

多引導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的入

門？ 

導師: 

自主學習計畫都有定期成果發表，會在校內

完成。沒有選到微課程的同學，還是可以自

己安排自主學習計畫，請參考學校提供的自

主學習計畫撰寫說明資料，若有疑問可以請

教導師跟教學組，每學期的期初也有教務處

會安排老師講解如何入門撰寫自主學習計

畫的方法，可利用這個時間多多請教老師。 

教務處： 

因應 108課綱「自發」之精神及落實學生自

主學習之本意，學生應依學校實施規範，自

主規劃學習計畫，校方必須尊重學生依據個



人興趣、需求、人格、或能力特質，所規劃

之自主學習主題及類型，因此自主學習計畫

須由學生自行擬定，方為自主學習的精神，

教師及校方會在學生需要之時，進行協助或

指導。教務處會再多加宣導。 

學習歷程檔案是學校會統一讓學

生就可以在校完成嗎？ 

導師: 

每學期末都有規定時間要上傳資料，學生在

期限內繳交檔案後，老師會批改審核，會鼓

勵學生盡量利用在校時間完成學習歷程檔

案，時程表也有公布在學校行事曆。 

教務處： 

【註冊組】學習歷程檔案由各科教師依教學

專業規劃與建議，在新課綱強調多元評量目

標之下，每一位教師引導方式不盡相同，部

分課程需要採訪校外人士，部分課程需要田

野考察，無法統一在校完成。 

為避免學習歷程檔案成為學生學習上另一

個負擔，學校會轉知各科老師，儘量引導學

生在課堂學期間完成。 

105 

糾察隊的旗桿較重，對於瘦弱的同

學負擔較大，不知能否改為較輕便

的材質。 

導師: 

實際測重後，目前糾察的旗桿約為 600g，

未來若有找到更輕便且強度足夠的材質，會

與學校建議替換。 

教官室： 

1. 目前使用旗為中空長鋁桿，主要為避免

執桿同學站到車道上。 

2. 已逐一指導執桿同學正確姿勢，均可以

負重。 

學校的自然科課程在高二才上，是

否會影響孩子的選組和學校。 

導師: 

新課綱實施之後，轉組學生比例大幅下降，

顯見高一先上自然科探究與實作，對學生的

選組表現沒有負面影響。至於以升學角度來

看，高二上偏重知識性的自然科學科知識，

距離學測測驗時間較近，對於學測考試也比

較具有優勢。 

但目前自然科有討論要針對課程編排的實

施狀況進行調整，但仍需重視自然科教師的

專業意見。但以校內選組及學測測驗的角度

來看，目前的課程安排仍是相當妥適的。 

教務處： 



會在課程發展委員會中提請討論。 

建議學校書包新增後背款式，目前

斜背包容量不足。 

導師： 

去年曾有家長提過相關問題，之前的做法是

請學生自治會協助調查相關變革，因為書包

是學生使用，所以仍需重視學生使用意見，

才有辦法進行調整。 

學務處： 

12/16於服儀委員會提起討論，會議決議屆

時公告於校網。 

剛剛介紹的升學管道沒有提到特

殊選才，想了解一下特殊選才適不

適合我的孩子。 

導師： 

特殊選才的甄選時間為學測之前，因為名額

相當少，又可能影響學測成績，申請的同學

相對較少，目前個人所知的案例僅有全國客

語演說競賽獲獎者有成功入選中央大學客

語學院，但其他同學幾乎都沒有機會透過特

殊選才來進入大學。以甄選結果比例來看，

特殊選才名額較少，難度較高，如果孩子有

全國級的特殊表現，比較有可能順利獲選。 

教務處： 

各大學特殊選才簡章均會在學校網站公

告，請有意願的同學自行參考內容並提前準

備。 

106 

自主學習是 108 課綱的目標之

一，自主學習計劃更是申請入學各

校系資料審查的重點項目。高一學

生對「如何自主學習」、「如何撰寫

自主學習計劃」感到相當的陌生與

困惑。(1)能否請學校在學期初就

給予學生必要的指導，而不是放任

學生自行摸索。(2)建議可分學群

安排老師在彈性課程時間入班，除

了管理，更可在學生需要時給予建

議與督促。 

教務處： 

【教學組】開學之時便有針對高一新生就自

主學習做介紹說明，校內官網也有公告自主

學習活動實施規範，以及往年學長姊於彈性

學習時間做出的自主學習計畫可以觀摩，若

同學過程中有任何問題亦可隨時向導師、任

課老師、及教務處詢問或尋求協助。國教署

於 108課綱中強調的「自發」之精神及落實

學生自主學習之本意，即為校方必須尊重學

生依據個人興趣、需求、人格、或能力特質，

所規劃之自主學習主題及類型，教務處會在

未來多加宣導，鼓勵學生自主發展興趣、規

劃學習計畫，並在需要時向各科老師請教。 

107 

課程學習成果如何進行及上傳。 教務處： 

【註冊組】請鼓勵孩子好好跟著老師學習，

探索自己的性向，在能力範圍與時間許可的

情況下，就能產出以質取勝課程學習成果。 

學校校網設有專門頁面提供各科或各教師



課程學習成果建議，可以提供有心製作課程

學習成果學生方向。 

有關上傳部分，學校學習歷程檔案平台(線

上系統)公告欄中提供操作手冊，高一新生

入學後皆有安排上機操作說明。(本學期辦

理日期為 9/16 與 9/23)若有任何疑難雜

症，也歡迎請學生至教務處註冊組洽詢。 

111 

高一段考成績有校排？ 導師： 

目前學校僅提供定期考自己班上排名。校排

百分比僅提供繁星推薦使用。美術班屬第五

類學群，只有美術班學生可參加，所以是班

上同學自己比。 

教務處： 

【註冊組】誠如導師所說，繁星推薦校排名

部分，美術班分類於第五學群，依規則逐

學年上傳成績，於第五學期完成後計算排

名結果。 

學校固定會製發成績單寄送至家長所提供

之住家地址，若有多次未收到之情形，請

孩子向學校註冊組反映。 

學校校網線上查詢系統提供學期總成績、各

次定期評量成績及其相關排名，敬請多加利

用。 

學生晚上留下來畫圖晚自習最晚

到幾點，有老師陪嗎？ 

導師： 

學校夜間開放到 9：30。自習中心因應高三

即將到來的學測，開放提供學生自習，有老

師陪讀。美術班學生夜間留下來畫圖則沒有

老師跟陪。 

學務處： 

夜間自修中心開放 21：30，有學生志工協

助開關門。 

美術班學生上化學課？ 導師： 

美術班一上開化學課，一下開生物課，這是

規定要上的。記得過去美術班化學課一般以

做實驗、寫報告為主，沒有筆試。因為老師

們都知道大學甄選，美術相關校系大都不採

計自然。 

教務處： 

相關課程屬於部訂必修，如沒有上無法領到

畢業證書，美術班的節數已較普通班減少。 



請問美術班數學考試題目是和一

般普通班一樣嗎？ 

導師： 

本班數學老師自己出題，所以沒和其他班級

一樣。因為大學甄選多元管道中，與美術相

關校系，數學大都不採計。 

教務處： 

不同，美術班的數學考試題目為任課老師獨

立出題。 

這次考試小孩的成績單，還沒收

到。不知道考得怎樣？ 

導師： 

應該寄出了！此次只考 4科。國文考得較不

理想，請教了國文老師，原因有，高中國文

較國中難度提高，範圍加大，偏文言文，考

試題型很長，考閱讀速度及理解能力，所以

比較難。 

教務處： 

【註冊組】近年由於疫情的關係，通常需要

提供確診隔離的學生補考的機會，會較往

年晚約一週公告成績與寄發成績單，敬請

見諒。 

學校固定會製發成績單寄送至家長所提供

之住家地址，若有多次未收到之情形，請

孩子向學校註冊組反映。 

學校校網線上查詢系統提供學期總成績、各

次定期評量成績及其相關排名，敬請多加利

用。 

203 

上課時手機的管理？ 導師： 

學生上課時常須用手機照相以加速抄錄課

程，也有同學視力較差，須用手機當放大

鏡，因此不宜要求全班學生手機統一管理，

另外本校也有手機管理辦法，由任課老師視

上課情形處理。 

204 

學校在學習歷程檔案或自主學習

計畫，會要求學生一定要撰寫完成

嗎？ 

導師： 

(1)學生課程學習成果或自主學習計畫皆由

學生自主撰寫，並在規定時間內上傳。 

(2)學校會在時間內不斷宣導，以班級通

知、幹部通知、全校 email，甚至經由導師

轉知並提醒學生必須在時間內完成。每個學

期的時限皆會公告在本校網站（逾期系統將

關閉無法再補上傳）。 

(3)學校無法要求學生務必完成或繳交，僅

能盡量提醒，而產出作品的內容若有需求可



向各領域老師請求協助，以精進作品呈現結

果，家長也可協助幫忙提醒或陪伴學生完成

相關作品或學習成果的建置。 

教務處： 

【教學組】校方會公告彈性時間活動表，並

提醒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重要時程，但不得強

制規定或要求學生的撰寫進度及完成度。 

【註冊組】教育部每學期行文各校，學生學

習歷程檔案的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是

否製作與上傳，應尊重學生個人自主意願，

不能強迫學生為之。 

請鼓勵孩子好好跟著老師學習，探索自己的

性向，在能力範圍與時間許可的情況下，就

能產出以質取勝課程學習成果。 

另外，學校校網設有專門頁面提供各科或各

教師課程學習成果建議，可以提供有心製作

課程學習成果學生方向。 

社會組數 A班可以轉組數 B班嗎？ 導師： 

(1)每個學期末皆有轉組機制，需在時限內

完成轉組程序。 

(2)唯今年為第一次社會組數 A班的開設，

轉組選擇為學生學習需求及意願，理論上一

定可以，只是處理方式尚須有各類組人流的

人數出來後，校方討論後做出轉組（或班群）

的方案訂定。 

教務處： 

因該班學生與另一班同時上課，數 A班學生

只需申請改修數 B，不需重新安置班級。 

205 

孩子未來目標想從事教職，請問該

如何準備？ 

導師： 

可先請孩子評估興趣適合哪一科，在學校找

到典範學習的對象，並且參考申請校系採計

科目，加強該科學習。 

教務處： 

【註冊組】誠如導師所說之外，建議學生可

以請教每一位較熟悉的教師，每一位教師的

個人特質與入行經驗不盡相同，都會是很好

的準備參考。 

206 
建議合作社熱食供應量能增加，學

生常有買不到的狀況。 

合作社： 

向廠商反映，增加量能。另熱食部可前一天



預訂，請同學善加利用。 

菁華街與學校對面停車場道路旁

三角錐置放位置太靠外，造成迴轉

時空間不夠，也容易碰撞到行人或

機車，希望能夠稍微內縮一點。 

教官室： 

建議多運用後門及花崗山停車場，安全又便

利。 

學生的車輛隨意停放在正門對面

停車場，甚至佔用汽車停車格，造

成接送學生時無法停車以及動線

不通暢的問題。 

教官室： 

1. 佔用汽車停車格行為實不應該，已多次

校內宣導。 

2. 建議多利用花崗山停車場或後門寬敞停

車空間接送。 

後門（海岸路）交通號誌切換時間

太快，接送學生時常應付不及，是

否能代為向交通單位反映？ 

教官室： 

切換時間長短係交通單位考量南北向通行

車潮而定，建議耐心等候，安全至上。 

外掃區有不少蚊蟲，是否能請學校

噴藥處理。 

教官室： 

總務處每學期都會定期噴藥，但考量戶外活

動學生安全，以及蚊蟲產生抗藥性的問題，

也不能太頻繁噴藥，會朝減少積水容器，加

強環境衛生方向努力！ 

209 

希望學校的行政效率能快一點，例

如：成績公布、成績單寄送、學費

單等的時間都太久了。 

教務處： 

【註冊組】近年由於疫情的關係，通常需要

提供確診隔離的學生補考的機會，會較往

年晚約一週公告成績與寄發成績單，敬請

見諒。 

註冊繳費單上學期因考量輔導課合併收費

之需求，製單發單預定於開學第一週或第二

週完成，視需求滾動式檢討。 

學生填繁星學校時能協助、溝通及

引導學生。 

教務處： 

【註冊組】有關最新繁星推薦簡章規則、歷

年統計資料以及說明(會)簡報等皆公開公

告校網，也同時提供高一二師生參考，高一

二學生有志爭取繁星推薦者，可以多多瀏

覽。 

學生戮力五學期爭取成績以取得繁星推薦

之機會，學校則盡力提供各項數據參考、落

點分析資訊以協助引導學生，最後仍須尊重

每一位學生選填學校與學群的意願。 

301 

學生是否一定要背書包上學。 學務處： 

12/16召開服儀委員會討論，結果公布於校

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