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
高師大附中
學生版服儀表單調查結果



本次問卷填寫情況

本次問卷開放填寫時間
由108年10月11日至12月6日止

僅限高師大附中高中部學生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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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39.8%

16.4%



本次問卷填寫情況

3

19%高一

高二

高三

17%

7%
填寫人數共128人
高一  56/295人 約19%
高二  51/296人 約17%
高三  21/296人 約7%



Q1：請問你是否有受限於校
方服儀規定而無法依自己意

願穿著的經驗？

4

46.1%

14.1% 8.6%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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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若有此經驗，你覺得你
的身體自主權受到侵害的程

度為？

28.9%

37.5%

7.8%
25.8%



Q2：請問你在穿著制服（白
色襯衫+制服裙或長褲）時有

什麼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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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14.9% 10.9%

32%

1. 悶熱、行動不便
2. 如果只穿襯衫的話還好
3. 自主決定穿著制服時不會有太大反彈
4. 有口袋較方便
5. 普通，沒特別感覺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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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請問你是否認同「於重大集會穿
著制服時應以白色襯衫搭配制服裙
或制服長褲，禁止混搭運動短褲或牛

仔褲。」之規定？

14.8%

34.4%

4.7% 5.5%

40.6%

1. 視情況而定
2. 看場合，畢典或國際交流穿能接受

，但平常朝會沒有必要性
3. 沒意見

● 其他



8

Q3-1：你認同與否的原因為
何？請簡答（e.g. 制服具有代

表性、全套太不舒服...）
● 制服長褲材質悶熱不適、制服裙行動不便
● 穿著上半身制服即足以辨識身分，無穿著全套制服之必要
● 穿著全套制服並無實質意義
● 需要為了朝會多帶一套制服，徒增困擾
● 校方對重大集會之定義不明確
● 全套制服無法因應季節調整
● 全套制服有一致性
● 穿著制服有對學校的認同感、榮譽感
● 重大集會場合並不多，偶爾穿著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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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請問你是否有因為服儀
規定而被校方勸導之經驗？

20.3%

79.7%



Q4-1：請問你認為此現象是否
合理？請簡述一下你的經驗
或感受。（若無則填無）

● 不合理，自身權利被限制不應視為理所當然
● 不合理，應以舒適度為優先考量
● 不合理，決定自身穿著應屬身體自主權的一部分，不應被限制
● 不合理，勸導是沒意義的行為
● 校方常常以質疑或嚴厲口氣勸導，有時提出穿著便服正當理由卻

仍被否決或罰勞服
● 合理，沒什麼好抱怨的
● 合理，既然規定存在就需要遵守
● 合理，開學就應該穿長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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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請問你是否有被校規以外的服
儀規定限制的經驗？（e.g. 某某課只
能穿某色的褲子、班導說禮拜X只能
穿某色的班服、班規規定禮拜X只能

穿制服等等。）

41.4% 58.6%



● 不認同，體育課並沒有一定要穿深色褲子的必要性
● 不認同，規定太細項有時會造成困擾
● 不認同，體育課如果遇到便服日還是一定要穿班服很不方便，不穿會被扣分
● 不認同，便服相較於班服較能提供體育課需要的運動機能
● 不認同，班導規定每個禮拜都有一天要穿制服，班規不應用來規定服裝
● 認同，班服可以方便體育老師辨識班級
● 認同，班級規定服裝對於班級秩序有一定幫助
● 部分認同，若有配合課程需要可以規定（如家政）
●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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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1：你是否認同此規定？請
簡述一下你的經驗。（若無則

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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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請簡述現行服儀法規是
否有其他地方讓你感到不方

便。（若無則填無）

● 最外面一定要是學校外套很麻煩，加穿規定不夠明確及人性
● 便服日遇到體育課只能穿班服很不方便
● 沒有制服短褲
● 不能穿拖鞋出教室
● 不能穿便服外套
● 規定不夠明確統一，重大集會定義不明
● 會沒有足夠衣物換洗
● 有時候想穿自己的衣服發現明天不是便服日
● 制服要繡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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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請問你是否認為本校現
行服儀法規有修改的必要？

30.5%

64.1%

5.4%

1. 希望，但不一定必要
2. 不完全了解目前法規
3. 可接受校方9月24日發出之公告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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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1：請簡述你的想法及原因

● 若已無法繞道懲處那非便服日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可以就違規去討論正向
管教的範圍，非便服日則應廢除

● 朝會不需強制全套制服
● 過時且不符現況的法規本來就應該修改
● 可以再給學生更多的服儀自由，擁有更多彈性空間，以實際穿著舒適為優先
● 現有公布辦法不代表修法，校規牴觸教育部母法已成事實，本應儘速修正而非

沿用至今
● 可嘗試爭取取消繡學號
● 跟別校的規定比已經很寬鬆了，還可以忍受
● 應該爭取服儀完全開放
● 重大集會無明確定義
● 現在的校規是以限制學生為主而不是學校整體去遵守（老師、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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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你認為學校應限制學生於
「平日」的服儀樣式嗎？

79.2%

12.3%
8.5%

1. 學校有權力限制學生之穿著
2. 可視課程需求限制
3. 各班自行決定
4. 禁止不當穿著就好，例如過於暴露
5. 維持現狀就好
6. 不應強制穿著制服，穿著社服班服應該

也要是受到許可的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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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你認為學校應限制學生於
「重大集會」的服儀樣式嗎？

22% 40.9%

37.1%

1. 校內集會應限制上衣
2. 視重大場合定義而定
3. 於互相尊重且便利的前提下可以接受
4. 能規範，但不能過度處罰
5. 升旗、段考不應限制僅能穿著制服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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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根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校
方得依法規規定重大集會之統一服裝樣式；請問你認為下列哪些屬
於校方得統一服儀樣式的重大場合？（以下為教育部母法規定之重
大集會，段考、朝會則為校規規定）？

● 以投票數量排序

1. 畢業典禮  119票（93%）

2. 國際、校際交流 99票（77.3%）

3. 開學典禮 86票 （67.2%）

4. 休業式 65票（50.8%）

5. 禮拜四雙週朝會 14票（10.9%）

6. 週會 8票 （6.3%）

7. 段考 5票（3.9%）

8. 均不應該 5票 （3.9%）

9. 健走、水運會 1票（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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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

1. 學生會可以先統一學生意見再去向學校友善溝通
2. 希望可以定出明確且統一的處分標準（每個教官標準不同）
3. 將制服變得更好活動，推出制服短褲
4. 希望校方做任何有關學生的決策前跟學生代表討論，也要保障學生代表和全體

學生有討論的空間
5. 希望全面開放便服，於非便服日開放各式社服班服紀念T，已失去原本統一性的

意義
6. 能朝服儀自主方向努力
7. 追求服儀自由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到喜歡穿制服的同學
8. 便服開放後，該如何在不需加上校徽的情況下確保社服班服紀念T不違反善良

風俗
9. 謝謝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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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同學的填寫，
你們的意見都非常寶貴！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