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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國立大湖農工親師座談會 

家長建議與提問事項 各業務單位回覆表 

業務 

單位 
建議事項與提問 業務單位回覆 

教 

務 

處 

能否請實研組與轉學生家長說

明學分補修相關處理流程。 

1. 本校針對轉學生的重補修輔導會以個別

輔導方式進行。 

2. 轉學生原就讀學校所取得的相關科目學

分數若能折抵本校的學分將會優先折

抵，若新就讀的科別有需要另行補休的

學分將由教務處實研組的老師個別輔導

學生申請該年段應取得的學分，尤其是

部定必修學分會優先處理。 

3. 本校學生在暑假期間(學年度結束)都會

收到學校寄發的學期成績單，家長可以

從成績單中了解學生每學期取得的學分

數。在成績單中對於取得學分偏低的學

生也會以文字提示，這是本校針對學年

分制所採取的預警機制。 

學 

務 

處 

/ 

教 

官 

室 

建議「家長代表大會」開會時

間可調整在校務報告之後，以

利新生家長在了解學校概況

後，參與會議討論。 

1. 本校「家長代表大會」開會時間是配合

親師座談會時間辦理。 

2. 家長代表大會是由校長做概要的校務報

告，而親師座談是由各處室主任報告，

往後學校會再依家長建議修正報告內

容。 

能否裝設宿舍冷氣？並請改善

宿舍紗窗、窗戶（開關時會卡

住）以及宿舍毒蛇出沒問題？ 

1. 總務處已納入學校電力改善計劃，需宿

舍電力改善完成方可進行冷氣裝設。 

2. 請同學隨時提出宿舍設備問題，將請廠

商進行檢修並盡速改善。 

3. 宿舍周邊雜草已請校工砍除，因宿舍周

邊均為森林區，將持續加強周邊環境清

潔，保持夜間宿舍各區照明正常，也請

同學經常維護宿舍環境清潔，並避免於

夜間到宿舍周邊陰暗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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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增加交通車路線（例如新

竹縣） 

1. 目前已招標新竹線返鄉專車，每趟車資

5,290 元，9 月搭車人數 39 人，平均每

人分擔約計 140 元，目前有 3 位同學表

示車資較貴，選擇自行搭車，經與其家

長溝通後，決議請舍監讓同學自行選

擇。 

2. 家長擔心同學由新竹返校搭車之安全，

因假日收假返校時大家時間並無法約定

同一時間由新竹出發，無法如返鄉時下

課大家可一同上車，所以返校之車輛無

法成案。 

3. 其他各線路，因搭車人數不足無法支撐

標案，仍請同學到市區搭乘新竹客運。 

4. 學期前均會針對高一新生實施搭乘專車

站別調查及統計，以提供車公司實施路

線及站別規劃，若搭乘上有疑慮或是不

便均會要求車公司實施調整，以方便學

生搭乘。 

建議學校與專車負責公司協

調，車輛應使用五年內的車

齡，司機應慎選並定期審查。 

1. 本校庶務單位、學生宿舍及承攬公司均

會依合約執車輛及司機之發車，如有違

約將回發函予承攬公司依約執行。 

2. 車輛之使用年齡均依據國教署交通車相

關規定辦理，若要執行 5 年內車輛可考

慮於下年度辦理，並可能需調整每車次

預算價格。 

3. 依據教育部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規定第一類學生(國民小學前之幼

兒、國民小學學生)交通車之車齡，不得

逾出廠十年；第二類學生(國民中學、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交通車之車齡，不得逾

出廠十五年。 

4. 本校招標合約要求車齡不得逾出廠十

年，均符合相關規定，亦要求派遣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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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司機須檢附相關證明(車輛保養、保

險、駕駛健康檢查書等等)報部核備。 

5. 教官室每日上放學期間均會對專車車輛

及駕駛查核是否為核備之車輛及駕駛，

若不符合規範即先告知車公司不得再

犯，經警告後再有類似情形即依合約實

施開罰。 

請確保週五專車正常行駛，避

免週五專車因人數少而取消，

造成學生必須搭乘一般公車，

承擔疫情之風險。 

1. 返鄉專車停駛並非隨意停駛，1 年發生

之時間為高三統一入學測驗及補課日住

宿同學可留宿，均於事前於同學充份說

明，因考慮留宿同學及參加考試之同學

為正當及集體性理由而不搭車，若要同

學分攤車費同學及家長均有意見。 

2. 於不發車時，舍監均會徵求要搭車同學

是否同意共同分攤車資，但車資太高及

部份要會回家同學對此有些意見，這就

分擔價格更貴更無法發車，如同學及家

長願意共同分擔上述時間坐車人數變少

而無法發車時每趟車資，車輛當然可正

常發車。 

苗栗縣專車自本學期開始，上

下車地點不一致（一個在前

站、一個在後站），導致家長

常因校車時間延誤被開罰單。

建議上下車地點統一。 

經查因為司機圖行駛方便而更改下車地

點，學校知悉後即要求須照合約路線點上

下車；亦要求車隊長及搭車學生需隨時立

即反應乘車異常狀況，以維學生搭車權

益。 

請舍監管理學生半夜使用手機

的情況，避免影響學生身體、

眼睛以及學習狀況。 

1. 舍監於夜間就寢時均會巡查寢室，確實

同學於夜間使用手機頻繁，但大多以勸

導方式進行，於 23:00 整均會要求同學

上床，同學大部分均會配合，如家長有

特別需要舍監叮嚀同學盡早就寢，禁止

使用手機，敬請去電告知舍監。 

2. 如有同學不配合手機管理規定，將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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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向全校宣導，不要隨意出

借手機給其他同學，避免影響

學生學習。 

學將手機交給教官室保管並電告家長領

回，也請家長同意及配合，方能起警惕

之效果。 

建議暢通住宿生表達意見之管

道，並准予學生以匿名方式表

達意見。 

1. 每月均有伙食會議召開，同學可盡量可

提出想提出意見，每寢均有代表參與，

舍監並鼓勵同學多加參與，參與會議長

官及舍監均會即時回答同學問題，如能

改善將立即改善，如需其他科室配合，

仍會盡速協調，建議本案同學循正常管

道發聲，以匿名方式表達並無法讓同學

立即得到答案（本月會議已於 10 月 5 日

下午 4 點辦理，舍監會鼓勵同學主動參

與）。 

2. 若有個人隱私問題或個人權利受到侵

犯，也可循正常管道向教官室或輔導室

反映。 

能否給予滿 18 歲之就業班同學

應考機車駕照之公假，亦或安

排在校考照？ 

原則上學生滿 18 歲考駕照屬個人行為給予

事假，若監理站為服務大湖鄉民至大湖鄉

協肋民眾考照時，會借用本校場地，而本

校學生則可以一起參加考照。 

實 

習 

處 

感謝學校用心栽培，協助學生

考取證照，並對未來目標更加

明確。 

感謝家長的肯定；實習處將持續規畫輔導

各項證照檢定工作，以利同學未來進路的

安排及選擇。 

建議學校鼓勵學生參加技優等

各項比賽，並提供觀摩學長姐

培訓之機會。 

實習處將規畫競賽獎勵強化作法，並適時

安排培訓或競賽觀摩活動，以達技術經驗

傳承效果。 

輔 

導 

處 

建議前二周發放親師座談通知

以利家長提早安排。 

本學期親師座談為應變疫情狀況，耽誤作

業流程，造成家長不便懇請見諒，未來將

留意發放通知時間，以利家長及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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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務 

處 

/ 

輔 

導 

處 

請學校協助家長了解校園霸凌

具體處理流程，並加強校園安

全，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本校相當重視校園霸凌的情事，後續也將

持續推動全校的發展性輔導，盡力呼應家

長的訴求，提供健康、友善與安全的校園

環境。 

建議參考新竹市光武國中的探

索教育課程，辦理全校性的跑

步活動，不僅能促進體能強

化，更可以紓壓與緩解負能

量。 

本校有環繞湖農校園的戶外馬拉松的活

動，後續會視學生需求斟酌辦理。 

對於偏差行為的同學，學校能

否有及早預防之作為，而非發

生事件後的管教處理？ 

輔導處每學期皆針對全校師生辦理生命教

育、生涯教育、家庭教育、性平教育等相

關活動，以落實發展性輔導之預防工作；

針對高關懷學生亦結合外界資源，提供個

別晤談、團體輔導及體驗活動，透過系統

合作及早介入並追蹤。 

員 

生 

社 

能否提供學校營養午餐或便

當？能否改善午餐選擇性不多

的問題？ 

1. 依「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

管理辦法」學校外購盒餐食品或團體膳

食之廠商，應取得政府機關優良食品標

誌驗證或經衛生福利主管機關稽查、抽

驗、評鑑為衛生優良者，因本校學生訂

購員生社便當數量少，無符合此規範之

廠商願與本校員生社簽約。 

2. 員生社熱食部目前提供各項米粉麵食、

水餃、羹湯、滷肉飯等供同學中餐選

食。 

建議學校與大湖國小、國中統

一由一個中央廚房供餐。 

於行政會報轉達建議。 

※若您針對以上回覆仍有疑慮或有其他建議，歡迎電洽本校各業務單位，謝謝！ 

    國立大湖農工 037-992216 教務處 401、學務處 411、教官室 701、輔導處 511、 

                            總務處 101、員生社 111 

～您的建議是我們前進的動力‧讓我們攜手灌溉湖農孩子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