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班級親師座談會家長建議事項處室回覆表
班級

家長建議事項

206

建議學校可以逐年依年級安排
裝設冷氣機，近年天氣炎熱，
並非讓孩子學會享受，而是能
有更好的學習環境品質，孩子
才能有穩定情緒，快樂學習。

207

希望可以加裝教室紗門或紗
窗，夏天時較能有效阻絕蚊子
入內，建議先從一樓教室開始
加裝。

207

建議學校能儘量將工程安排在
寒暑假施工，因為在學期當中
施工，聲響會影響學生學習，
工程期間，學生安全也需格外
注意。

處室回覆
本校學生家長會運用創校 50
週年校慶活動及歷年會費結
餘款，於 108 年暑假期間，在
中正樓高年級教室全面裝設
冷氣機，並於開學後正式使
用。
而中和樓及中強樓因校舍老
舊，原有電力系統無法承擔安
裝冷氣後遽增的電力供應。學
校計畫爭取經費辦理校舍電
力系統改善後再安裝冷氣機
設備，以營造安全舒適的教學
環境，提升教學品質。
查本校於 102 學年度期間，在
中和樓及中強樓校舍 1 樓各教
室與辦公室安裝紗窗及紗
門，惟使用後，師生反應紗窗
造成空氣不流通，夏天時教室
顯得悶熱，而且損壞率偏高，
另因走廊狹窄，外開式紗門影
響通行安全，開關時的聲響亦
會影響教學，經師生討論後決
議全數拆除。
將再了解師生需求意見後，研
議辦理。
本校和家長的想法相同，都希
望各項工程在寒暑假期間施
作，一來避免影響教學活動，
二來維護施工安全。
惟學校爭取各項計畫經費補
助，審查核定期程並不確定，
又有執行期程管制的壓力，因
此，部分工程必須在上班上課
期間施工。
學校會加強工程施作期間的
安全宣導及巡視，並要求承包
廠商確實辦理工程安全衛生
措施，並儘量降低對教學活動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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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和樓鋼構樓梯的面層
是使用「橡膠跑道」同型的塑
建議中和樓鋼構樓梯能加裝止 膠顆粒舖面，面層凹凸不平，
滑條。
已具防滑功能。
總務處將於鋼構樓梯與 2 樓樓
地板交接處，加裝防滑條。
本校於上課上班期間，每日都
有專人負責開啟及關閉鐵捲
門。
建議中和樓鋼構樓梯上的鐵捲 現因辦理中和樓前地坪改善
門能加裝防護墊，以防學生撞 工程，為維護工程安全，鋼構
到鐵捲門受傷或刮傷。
樓梯的鐵捲門才暫時關閉。
總務處已於鋼構樓梯鐵捲門
前放置交通錐及連桿，預防學
生不慎碰撞鐵捲門而受傷。
基於下列因素考量，本校於
105 學年度研議有關學習輔導
及課後照顧作息時間，統一調
整為下午 4 時 45 分放學。
1.過多放學時段：學生放學時
段包含正常放學、學習輔導一
節放學及課後照顧時段放
學，若將課照班延至下午 5 時
30 分放學，則每週星期一、
建議課後照顧班是否可以安排 二、四、五會有三個放學時
到下午 5 時 30 分？以方便家長 段，不僅廣播次數過多干擾附
接送子女。
近住家居民，也造成部分家長
因子女就讀不同年段，造成分
次接送的不便。
2.維護學生安全：若將課後照
顧班放學時段延至下午 5 時 30
分，教職員工大部分已經下
班，導護人力明顯不足；而且
秋冬季節天色已暗，又有民眾
進入校園運動，有校園安全之
疑慮。
政府已多年未補助配發更新
課桌椅，本校備用課桌椅數量
班級教室有部分課桌椅都被之
不足，本學期開學前甚至得向
前使用的學生寫上不雅文字留
鄰近學校借用。
下了髒污，學校是否會做清潔
會請各班導師協助調查桌椅
更換的動作？
污損狀況，視實際需求辦理更
換，並加強學升生活教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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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愛惜使用課桌椅等公物。
本校會持續反映爭取配發新
的課桌椅，提供學生使用。
教室前洗手台排水不好，易積 總務處已派員疏通洗手台排
水。
水管。
105 學年度曾安排過連續 2 節
游泳教學，但教學次數因而減
半，加上學生體力負荷過重，
學習效果欠佳，並衍生課表編
游泳課每週一節，扣除上下課
排困難。
換裝及暖身時間，只剩約 20 分
目前採行每週 1 節游泳課模
鐘教學，學生所學有限，能否
式，每學期 6 節課，分散練習
改為一次上 2 節課？可增加學
成效較佳。
生學習時間。
本校設有游泳池，有地利之
便，學生可以利用下課時間更
換泳裝，比較不會影響游泳教
學時間。
體育領域的教學項目除了游
泳外，還包含田徑、球類、體
操、舞蹈等運動項目，若增加
學校溫水游泳池應發揮其最大
游泳教學節數，會影響其他項
效益，營造學校特色，可否增
目的均衡發展。
加游泳課節數至 8-10 節，超出
若個別學生對游泳運動有興
節數部分由家長另外付費。
趣或潛能，建議可以選擇參加
每週星期五下午社團活動的
游泳隊或小鐵人隊。
本校中高年級星期一、二、
四、五第七節下課後已辦理縣
政府的學習輔導。星期三下午
課後照顧時段計 5 節課，除了
安排 2 節學習輔導，指導學生
完成作業，另外針對不同年
建議比照花蓮市明義國小及中
段，有操作數學課、藝文課、
原國小，辦理放學後的自費社
電腦及體育課等，部份師資係
團(外聘教師)，培養學生才藝
外聘。
或運動技能。
教育部的課後照顧班已優先招
收並補助低收入戶、身心障礙
及原住民學生，若再辦理自費
社團，外聘師資的鐘點費過
高，會造成部分家庭的經濟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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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將再派員先清除教室
天花板斑駁脫落之油漆，防止
飄落的情況再發生。
教室天花板掉漆嚴重，上學期
將請專業廠商了解天花板油
末雖已將大部分翹起來的油漆
漆剝落的原因，並申請花蓮縣
刮除，但這學期仍持續飄落，
議會議員建議款辦理改善。
擔心引響學生用餐及健康，請
暑假期間，已先行油漆粉刷 1
總務處處理。
年級各班教室，後續會針對天
花板掉漆較嚴重的教室優先
油漆粉刷。
因本校游泳池屬於委外經營
管理，除上課時間提供學校免
費使用實施教學及校隊練習
學生想在課餘時間到學校游泳 外，其餘時間均為廠商營運時
池練習，館方說明因為有 SPA 間。
設施，門票新臺幣 100 元，是 依據本校與承包廠商簽訂之
否請學校為學生爭取新臺幣
契約，廠商訂定國小學生票價
30-50 元的票價，讓學生可以使 新臺幣 150 元，已經特別優惠
用游泳池，而不使用 SPA。
本校學生新臺幣 100 元。因每
天進出游泳池人數眾多，廠商
若要針對是否使用 SPA 池再區
分票價，有其實際困難。
社團課程原則上由學生及家
社團時間是否規定學校代表團
長共同討論後排列優先序位
隊學生一定要參加所屬代表隊
選擇，此部分可與班級導師及
練習，不可參加其他社團?
校隊指導教師討論。
花蓮縣政府 108 年 9 月 5 日府
教設字第 1080203350 號請各
校提供校舍建築物概況，本校
建議屋頂可架太陽能板。
已提供各校舍屋頂面積等資
料，由花蓮縣政府統一辦理學
校校舍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
發電系統標租作業。
本校舉辦運動會的原則，一年
利用假日辦理大型運動會，一
年利用上課日辦理小型運動
會，但因 106 年辦理創校 60
希望學校辦理大型活動時，如
週年校慶活動(含運動會)，所
運動會、音樂會，儘量選擇假
以，105 年、106 年、107 年連
日辦理，家長很想參加。
續三年利用假日舉辦大型運
動會。
108 年則回歸利用上課日舉辦
小型運動會，日期經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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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在炸類(如炸魚)的次
數儘量少一些。

處室回覆
討論決議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五)舉辦。
「正聲雅音」音樂會則都是利
用晚間辦理，依據 108 學年度
第 2 學期校務行事曆，暫定於
109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晚上
辦理。
本縣各國民中小學的學校午
餐菜單，是由縣政府專業的營
養師及承包廠商營養師設
計、討論及審核後擬訂，以確
保午餐供應的安全衛生及營
養均衡，學校無法更改。
本校會將家長的建議減少炸
類食物的供應次數的意見，反
映給縣政府教育處，也歡迎家
長共同監督學校午餐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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