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案

項 次 
事 項 內 容 

辦 理 

單 位 
答 覆 情 形 

一 

提案單位：高 3孝。 

案由：冷氣早點開。 

說明：現在 4月中溫度就突破 28度，

在 38人的擁擠教室中，有些地方

吹不到電扇，在這樣炎熱、汗流

浹背的教室實在很難全心的學習 

辦法：提早到 4月底開冷氣。 
總務處 

1.本校總用電度數為 97 萬餘度一.104

年,五月中旬開放冷氣,11 月底停止冷氣

供應,該年用電度數超過,學校遭到四個

上級單位,發文檢討,並至台北市與霧峰

做報告與聽訓。 

2.105 年,5 月 1 日開放冷氣,因為無法超

過用電限制,實測只能撐到 11月 15日。 

3.若提前於四月開放,勢必壓縮到每天或

11 月冷氣時間,由於四月有春雨,11 月為

乾燥月份,故總務處採取 5月 1日開放,每

日 10～16時,較往年往前往後各延長半個

小時。 

4.在總用電度數的限制下,各月份的節約

用電更為重要,請大家務必要在不使用

時,隨手關閉相關電燈電器電源,才能延

長冷氣使用時間。 

二 

提案單位：高 2和、高二義 

案由：建議以當日溫度決定是否開冷

氣 

說明：有時 3、4月已經很熱了，所以

建議以溫度(或體感溫度)決定

開冷氣的標準更為實際。 

辦法：請業管單位回答 

總務處 

5.學校總電源不適合做頻繁的開關啟閉,

會造成電源裝置損壞與當機,總務處亦不

可能要求技工,整天叮著溫度計。 

6.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者,必先……。總務

處已盡全力讓大家在有限的資源中,獲得

舒適的環境,但也希望同學們負起讓自己

未來的母校更好的責任。 

三 

提案單位：高 2和 

案由：蓋棒球場 

說明：學校並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喜愛

棒球的同學們打棒球，只能在沒人使

用籃、排球場時，例如午餐時間，短

短的幾分鐘，享受不到棒球的樂趣。 

辦法：1.學校應提供適當場地給棒球

愛好者使用，不一定需要棒球

場，可以設置棒球打擊場，並

蓋一個紅土投手丘。2.興建棒

球場後，棒球課程可加入體育

課中，讓同學體驗到更多元的

課程。 

總務處 

體育組 

學校場地與資源有限，不可能滿足所有運

動與活動的發展，特別是棒球，是一種強

調有固定距離（壘包間距）的活動，五福

國中拿過世界青少棒棒球冠軍,也培養出

彭正閩,蔣智賢這些好手，其校園空間也

夠大,但考慮到傳接球的固定距離與打擊

產生的破壞性，也是到其他棒球場練習，

建議有興趣的同學,應正向經營社團,在

體育組的協助下,爭取贊助租借正式棒球

場（如勞工公園,南部發電廠等）,利用假

日,每週半天的時間,加強練習。才是事半

功倍之道。 

四 

提案單位：高二智 

案由：調整段考座位 

說明：目前段考座位安排一班 6排，

一排 7個人 

辦法：建議改成一班 7 排，一排 6 個

人 

教務處 

段考為混班考試，6 排還是 7 排座位，皆

依據班級的實際人數做調整與安排，建議

不必刻意限制排數，避免因為班級人數的

差距，造成座位安排的困擾。 



五 

提案單位：國二智 

案由：學校網站的更新速度 

說明：學校網站的更新速度較緩慢，

例如班際比賽的賽程等等 

辦法：請業管單位說明 

體育組 

改進中 

六 

提案單位：高二信 

案由：桌球網定期進行更換及檢查 

說明：桌球教室球網老舊 

辦法： 請業管單位說明 

體育組 

因有時業務繁忙的關係，無法時時刻刻確

認上課教室各項器材的毀損程度。同學在

上課過程若發現有不堪使用的球網，可直

接至隔壁的體育組辦公室反應，即可立即

進行更換，就無須等到自治幹部會議了 

七 

提案單位：國一智 

案由：營養午餐衛生加強 

說明：常有昆蟲或髒東西在食物裡 

辦法：請業管單位說明 
衛生組 

感謝提案單位國一智，營養午餐衛生問

題，菜蟲或有髒東西在鍋內現象，只要班

級同學有發現並至健康中心旋華阿姨處

做反應，她都會立即處理且反應給供餐單

位愛群國小營養師知悉！營養師會請廚

工媽媽做改善，先前所發生問題已經有改

善處理了，但依然要請各班密切注意相關

問題，畢竟安全與衛生是相當重要的。 

八 

提案單位：高二仁 

案由：廢除國小部投票權 

說明：廢除國小部投票權 

辦法：經半數同意提案送校務會議討

論，表決通過後請學校於往後

取消國小部投票權 

學務處 

學生會會長選舉辦法擬於日後各級會議

中提案討論，包含候選人及選舉人資格之

修訂，多方蒐集意見後再行修訂。 

九 

提案單位：高三信 

案由：自由言論牆常設化，由學生會

和校方共同管理。 

說明：設立一常設性之佈告欄，有助

於校園民主、校園時事議題之

討論與凝聚共識，培養學生公

民素養及思辨能力。 

辦法：於五樓魚池旁常設性佈告欄，

採署名(個人或單位)追懲制 

學務處 

設置由學生會管理之常設布告欄之提

議，可由學生會草擬張貼管理辦法並研擬

管理機制，以落實學生自治精神。經與學

務處及各相關處室研擬後，若可行則再提

案至各級會議。學務處亦將提案增訂學校

海報張貼管理辦法，於校規修訂委員會及

後續程序審議。 

十 

提案單位：高一義 

案由：學生會會長參選資格成績門檻 

說明：成績應與做事能力無關，設此

限制可能導致部分有服務熱忱

之同學無法參選 

辦法：降低或取消學期成績門檻 

學務處 

學生會會長選舉辦法擬於日後各級會議

中提案討論，包含候選人及選舉人資格等

項目，多方蒐集意見後再行修訂。 



十一 

提案單位：高三和 

案由：公開學校相關會議記錄 

說明：對於學校各級會議、校務會議、

行政會議、學輔會議、導師會議

都在學校扮演重要的角色，要求

公開所有會議記錄。 

辦法：公開紀錄於可供查詢的地方 總務處 

秘書室 

學務處 

校務會議(總務處) 

1. 本校校務會議記錄均有於會後以電子

郵件寄至所有同仁信箱,供大家參閱。 

2. 本校校務組織及運作要點內,無規定

公告方式,請相關處室單位於校務會議提

案，總務處依校務會議決議辦理。 

 

行政會議(秘書室) 

依教育部所頒之規定辦理。 

 

學輔會議、導師會議(學務處) 

學輔會議及導師會議會議紀錄於會後均

會以紙本會簽行政同仁，經校長簽核後，

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給行政同仁及各

班導師，如欲改以其他方式呈現，須由學

輔會議及導師會議決議經校長核示後辦

理。 



 

  

十二 

提案單位：高三信、高一孝、高二和、

高一忠 

案由： 

(一)公布行政、學輔、校規修訂、校

務會議之會議紀錄於校網以供查詢；

並公布上述會議之法規及會議辦法於

學生手冊。 

(二)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於學輔、

行政會議中納入學生代表 

(三)公布高師大附中所有關乎學生之

法規，及各大會議辦法，以達資訊公

開。 

(四)廢除國高中學生代表由班長輪替

之制度，改由學生會指派，落實學生

自治。 

 

說明： 

高師大附中有許多資訊封閉，為避免

危害學生權益，應公開所有法規。依

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八章第55條

為維護學生權益，對學生學業、生活

輔導、獎懲有關規章研訂或影響其畢

業條件之會議時，應由「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出席，其出席人數由各

校校務會議定之。 

學生會經選舉組成，即於各會議中代

表全體學生，故不應由學校指派學生

代表，應由學生會依會議辦法指派代

表出席。(高三信：「班長名義上由各

班選舉產生，應為學生代表，實際上

卻已成為學校行政單位之延伸，選舉

時人人避之不及，已無法認定有學生

代表之正當性與民意基礎。」) 

 

辦法：請與學生代表討論後給出合理

回覆，將不合時宜之法規盡速修正。 

(高三信針對方案四之建議：「學生會

至各班蒐集意見或班級派代表與學生

會討論，再推派代表至各大會議」) 

學務處 

秘書室 

總務處 

案由(一) 

請參考高三和提案 

學務處 

另修訂學生獎懲規定之會議記錄(學生獎

懲委員會)於簽核後請示校長是否公告。 

學生手冊只放置與學生有關之規定及辦

法，各項會議之組織章程視業管單位需求

決定。 

 

案由(二) 

學務處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5 條、第 52、

54、55條修正條文規定須納入學生代表之

學校會議為：校務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

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並無行政會議、學

輔會議、導師會議。 

 

案由(三) 

校網>學務處>生輔組，有學生手冊電子檔

供查詢。其他處室的網頁也有公告業管之

規定辦法，請多多利用。 

 

案由(四) 

學務處： 

目前業管會議中學生代表情形如下： 

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會會長及高、國中

班長代表各一人)、 

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代表一人) 

其中高、國中班長代表各一人是採輪流

制，並不是學校指派，如遇案件須避嫌會

順延下一個班級。 

 



十三 

 

提案單位：高二禮 

案由：  

說明：「107大學入學考試國

寫試辦測驗」教務處公告時間

有延誤導致無法及時報名。 

辦理：請業管單位說明 

教務處 經查該公文教學組於 12/27公告公告至

1/10，可於校務公告系統搜尋「107大學入學

考試國寫試辦測驗」。依公告全校要到達 42

人才可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未滿 42人不能

報考，而本校報名未滿 42人。如同學有需要

可至大考中心網站，有數據及考題公布可參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