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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與校長有約」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2月 07日(三)上午 08時 10分 

地點：日新大樓四樓會議室 

主席：陳校長勇利                           

記錄：學務處黃義仁幹事 

壹、校長致詞： 

  校長藉由每個學期一次的校長有約，來跟同學互動，同學有任何意見，先提

出讓各承辦處室回覆，因為人數太多，所以採用這個方式進行；再由訓育組

彙整問題後會辦各單位，訓育組將回覆書面資料統整後，再提供給各位參

閱。接下來請各處室簡單針對各班提出的問題回覆，若現場還有問題，再請

同學自由發問。 

貳、回應意見報告與分享：(詳如附件) 

一、總務處針對會前建議事項重點回覆：(因總務主任出差，由秘書代為報告) 

    總務組回覆請參閱附件，有關同學提出的問題，做涵蓋性的報告如下。 

  (一)有關報修系統上維修案件的處理進度，因為同學破壞速度過快，總務處

將視經費及人力進行處理，且線上報修系統固定會有專人處理維修案

件。  

  (二)同學建議增建或汰換設備部份，總務處有專人現場勘查需求情況，在經

費預算內儘量處理。 

二、合作社針對會前建議事項重點回覆：(因理事主席出差，由合作社經理代 

    為報告) 

  (一)有關合作社販售品項部分，合作社必須依據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

學校衛生法之規範才能販售給各位同學。  

  (二)團膳部份，111學年度團膳有佳明、嘉丞、上豪 3家廠商餐與投標，經

評選後皆為合格廠商，學生可以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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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關早餐部分，由於目前沒有廠商願意提供早餐販售服務，合作社目前

積極尋商中。 

三、教務處針對會前建議事項重點回覆： 

  (一)編號 4機械三孝:線上下載繳費單 80%的同學都沒有問題，但少數同學

是在繳費時間過了才進行下載，導致繳費出現問題；若日後同學遇到此

類情況，請到教務處找林老師處理，故目前繳費仍以線上與紙本並行。  

  (二)編號 68電子一孝:有關獎勵部分，以往是由合作社提供經費鼓勵同學，

但近年合作社經費拮据，所以取消此方案。與校長討論後，決定再找其

他經費來實質鼓勵同學。  

  (三)編號 5電機三孝:同學指的訊號不良若是指 4G，學校已經向中華電信反

映，但因架設基地台並非能立即處理，請同學體諒。若同學指的是學校

內的 Wi-Fi訊號，提醒同學校內網路是教學與學習使用，千萬不要當成

個人行動基地台，否則架設再多基地台也無法負荷全校的流量。 

四、學務處針對會前建議事項重點回覆： 

  (一)編號 11營造三忠:有關服裝問題，還是基於各位同學的安全考量，除了

便服日或教育部有指示以外，目前學校尚未開放穿著便服到校。 

  (二)編號 38電圖二忠:學校制服與運動服具有傳統性與代表性，若同學喜歡

穿著其他樣式，可以考慮到合作社購買藍 T。 

  (三)編號 41土木二孝、編號 43土木二孝:有關運動會部分，110學年上學

期沒有舉辦是因為疫情嚴峻，110學年下學期時疫情仍未趨緩，本學期

原本預計 11月要辦理，但又適逢 PU跑道整修工程，所以無法辦理。另

外，園遊會部份將於下個學期 5月份，由學務處配合校慶一同舉辦。 

  (四)編號 56電修一忠:開放外送部分，因為無法保障食品安全，又無法處理

用餐後廚餘的問題，所以學校還是暫不開放。 

  (五)有關衛生組環境打掃的提議，將會督促負責班級確實打掃。 

  (五)編號 26造園三忠:游泳課程原本是由國教署計畫經費支應，立意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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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據查堂結果發現，上課時許多同學並沒有下水游泳，請各位同學回

去轉達班上同學注意此情況。 

  (六)編號 72加工一孝:如果同學看到聚眾情形，務必通報學校師長，才能立

即制止及處理。  

叁、臨時動議： 

案由一：教室內投影機使用會被外面的陽光照射影響，看不清楚，能否加裝遮    

         光貼紙?(提案人：電子一孝代表）   

決  議：會後請總務處現勘處理。(陳校長勇利) 

案由二：加工科館 1樓(圖書館對面)沒有廁所，實習課上課時十分不便。(提 

        案人：加工二忠代表）   

決  議：因此案牽涉較廣，會後列入校務討論事項再做處理。(陳校長勇利) 

案由三：因上實習課時，由於學校規定要進行打掃工作，常常碰到午餐要搬餐

桶、中午要倒垃圾的情況，否則整潔競賽會被扣分；是否可以全天只

倒 1次下午打掃時間的垃圾呢?(提案人：加工二忠代表）   

決  議：考慮加工科實習課程連續性因素，無法立即中斷處理班級事務，會後

請學務處與加工科教師商討解決方案。(陳校長勇利) 

案由四：班上的投影布幕故障未修，能否協助處理?(提案人：職能一忠代表）   

決  議：會後請教務處設備組協助處理；另外一提，職能科預計從下個學期開

始會搬動到行知樓進行課程活動。(陳校長勇利) 

肆、校長總結： 

  (一)有關總務處答覆部分:同學損壞的公物需要報修處理，總務處將彙整同

一類型的維修案件後，才請廠商處理，所以有時維修速度就無法加快；

另外，學校維修經費有限，請各位同學愛惜公物，請回去後轉達給班

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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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合作社處答覆部分:合作社販賣的商品必須依照法規才能販售，另

外，目前合作社是虧損營運中，未來可能會收掉，改由販賣機或其它

方式供應。 

  (三)有關教務處答覆部分: 

    1.校長承諾，下次段考前會籌措經費，實質鼓勵成績優良的同學。 

     2.另外，針對電腦設備部份，校長保證在臺灣的國立學校裡，北門農工

的設備是數一數二的，但是本校設備被破壞的速度也是非常快，請同

學愛惜公物。電信網路部分，校長在校長室裡也是收訊不良，需要到

窗戶旁才有訊號，請各位同學體諒，我們也會持續向電信業者反映。  

  (四)有關學務處答覆部分: 

    1.游泳課因疫情已經兩年沒有進行，今年體育組站在教學的立場為一年

級的同學提出申請，但各位同學在課程中的表現與學習成效非常差，

實際下水的同學低於 1/3，外出學習時也把學校的形象破壞殆盡，明年

可能不再申請相關經費。 

    2.有關聚眾或打架事件，同學日後有遇到類似情況，務必立即通知師長

處理，不要當沉默的觀眾。 

    各位同學對學校有任何問題或建議，歡迎同學隨時提出來，屆時回覆意見

將公告於學校首頁，也請各位同學回去轉達貴班提出問題的答覆情形。 

伍、散會(同日上午 09時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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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北門農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1207與校長有約座談會」建議事項彙整 

編號 班級 建議事項 
回覆 

單位 
回覆意見 備註 

1 機械三孝 
建議設備損壞報修後，學校能加

快處理。 
總務處 

請愛惜公物。 
  

2 機械三孝 

建議合作社加裝冷氣及販賣茶

葉蛋。 

合作社 

1.合作社販售食品及飲品依

據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

圍、學校衛生法之規範。 

2.受限於人力及營運成本之

考量，無法提供。 

 

3 機械三孝 

冷氣卡儲值僅能在星期二及

四，希望能建議增加冷氣卡儲值

的天數。 

總務處 

冷氣卡儲值時段行之有年，總

務處職員另有其他公務必須

處理，請配合。 

 

4 機械三孝 

希望學校印製重補修紙本繳費

單，線上下載容易出狀況。 教務處 

同學如線上下載有問題，可到

教務處找林輝宏師拿紙本繳

費單。 

 

5 電機三孝 

莊敬樓二樓網路訊號太差了。 

設備組 

學校行動網路訊號的改善，

需要加裝基地台，已持續向

電信業者反應。 

 

6 電機三孝 
二樓男廁小便斗感應器沒有發

揮作用。 
總務處 

請於本校公物損壞報修系統

登錄，以利派員維修 
 

7 電子三孝 

合作社能於早餐及下午時段販

賣熱食並增加多一點飲料品

項，如乳酸菌飲料。 合作社 

1.合作社販售食品及飲品依

據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

圍、學校衛生法之規範。 

2.受限於人力及營運成本之

考量，無法提供。 

 

8 土木三忠 

建議莊敬樓的廁所可以翻新。 

總務處 

莊敬樓於 101年落成啟用，

請學生愛惜使用。總務處情

派員維修。 

 

9 營造三忠 

建議午餐團膳能有更多廠商可

以選擇。 
合作社 

111學年度團膳有佳明、嘉

丞、上豪 3家廠商餐與投

標，經評選後皆為合格廠

商，學生可以自由選擇 

 

10 營造三忠 
合作社能提供早餐。 

合作社 
目前無廠商有意願提供早餐

販售服務。 
 

11 營造三忠 

希望學生會推動穿便服。 

學務處 

基於校園安全考量，方便辨

識學生與校外人士，除特別

日子(如歲末聯歡)或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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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指示辦理外，暫時不開

放學生穿便服。 

12 加工三忠 

感謝學生會每年辦理聖誕糖

果.促進各校之間的交流。  
訓育組 

將此訊息轉知學生會幹部，

同學們的熱情參與及支持是

學生會進步的動力，希望同

學們繼續給予支持與鼓勵。 

 

13 加工三忠 

建議學校拍畢業團體時,桌子

可以更穩固些。 
訓育組 

拍照時所使用的桌子為顧及

同學的安全，會再審慎挑

選，讓同學安心完成拍照程

序。 

 

14 加工三忠 

感謝學每次週會都會請校外人

士來演講。 

訓育組 

每場週會的主講者都是由各

處室精心挑選，希望能透過

演講或表演擴展師生更寬廣

的知識領域及生活視角，同

學的用心參與就是最好的回

饋，希望同學們繼續支持學

校的各項活動。 

 

15 加工三忠 

感謝學校每年都會辦書展，讓

我們能夠閱讀更多課外讀物。 圖書館 

學校定期舉辦的新書書展及

主題書展內容豐富多元，歡

迎同學借閱參考。 

 

16 加工三忠 
感謝工友先生每天整理校園環

境。 
總務處 

 
  

17 加工三忠 
感謝學校給學生自由選擇午餐

的權益。 
合作社 

合作社繼續讓學生自由選擇

團膳廠商 
 

18 加工三忠 

感謝教官每日辛勞的指揮交

通。 教官室 

謝謝同學鼓勵，讓大家一同

遵守交通規則，共同維護交

通安全。 

 

19 加工三忠 
感謝學校讓三年級補辦實彈射

擊，給我們去體驗。 
教官室 

歡迎大家參與國防活動，一

同推廣全民國防。 
 

20 加工三忠 
感謝學校年底都會舉辦歲末聯

歡,讓師生一起同樂。 
活動組 

感謝同學的支持。 
 

21 加工三忠 
感謝學校幫我們把設備汰舊換

新。 
總務處 

 
 

22 加工三孝 

因為疫情有減緩了，可不可以

考慮辦運動會 體育組 

本學期有預定安排運動會但

遇跑道及操場施工，預計於

112年 5月前完工。 

 

23 造園三忠 

希望福利社商品多樣化，回到

早餐、下午茶或開放外食訂餐。 
合作社 

1.合作社販售食品及飲品依

據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

圍、學校衛生法之規範。 

2.受限於人力及營運成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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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無法提供。 

24 造園三忠 

希望籃球場可以加蓋棚子遮

陽。 體育組 

目前天氣炎熱體育組老師將

會與學校行政主管研擬球場

架設為風雨球場可行性。 

 

25 造園三忠 

希望可以多舉辦各式球類比賽

來增進班級間友誼。 

體育組 

學校目前以上學期 1次下學

期 1次辦理班際賽，若學校

整體既定行程有多餘時間安

排賽事，體育組將會著手安

排。 

 

26 造園三忠 

希望因疫情二年級沒有游泳課

三年級可以補辦。" 
體育組 

每年度游泳課程所花費用是

由教育部審核補助，不一定

每年都會有經費可以辦理游

泳課程。 

 

27 電商三忠 

畢旅可以辦在 9-10月嗎？ 

（12月很冷） 活動組 

因疫情問題故本學期畢旅延

後辦理，待來年會回歸九月

辦理 

 

28 電商三忠 
團膳餐桶把手不好握，請問能

請廠商改善嗎? 
合作社 

與團膳廠商研究後處理。 

 
 

29 電商三忠 

午餐很難吃，請問如何改善？ 

合作社 

111學年度團膳有佳明、嘉

丞、上豪 3家廠商餐與投

標，經評選後皆為合格廠

商，學生可以自由選擇 

 

30 機械二孝 
希望合作社能賣早餐。 

合作社 
目前無廠商有意願提供早餐

販售服務。 
 

31 電機二忠 教室報修速度希望能加快。 總務處 請愛惜公物。  

32 電機二忠 

學校活動多元，很有趣，剛結

束實彈射擊體驗，感謝體育班

協助！ 

教官室 

歡迎大家參與國防活動，一

同推廣全民國防。  

33 電子二忠 
車棚附近凹凸不平，有影響行

車安全的問題。 
總務處 

現場勘查後，視現況改善 
 

34 電子二忠 
車棚附近比較髒亂尤其是電動

自行車區。 
衛生組 

已通知打掃區域負責班級加

強該區域打掃。 
 

35 電子二忠 

維新館後面的草叢區下面的葉

子無法用掃具掃，可否請衛生組

長用吹葉機吹出來。 

衛生組 

組長會抽空過去處理，或是班

上衛生股長來學務處借吹葉

機過去使用亦可。 

 

36 電子二忠 

因為購買的羽球球拍有點少，加

上使用上的損壞導致羽球拍更

少，很難全班都使用到羽球拍。 
體育組 

體育組於110學年度開始每學

期開學前補足 20支球拍，因

多數同學無法愛護學校公物

(敲地板、球拍互打等)，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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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拍斷裂數量快速減少，經體

育教師會議討論後，爾後如有

上課需求者，請自行準備上課

器具，學校不再提供球拍。 

38 電圖二忠 

運動服樣式不太好看，有領子

不好穿。 

學務處 

1.學校制服與運動服具有傳

統性與代表性，有領子的服

裝特別適合於正式活動統一

穿著。 

2.員生合作社每年皆提供新

生一件藍 T，並提供學生額

外購買，學校開放班級統一

穿著。 

 

39 電圖二孝 
三樓男廁小便斗水壓忽大忽

小。 
總務處 

請於本校公物損壞報修系統

登錄，以利派員維修 
 

40 電圖二孝 
合作社是否能提供早餐。 

合作社 
目前無廠商有意願提供早餐

販售服務。 
 

41 土木二孝 

這學期沒有舉辦運動會，可以

改辦園遊會嗎？ 
學務處 

由於預定進行跑道施工作

業，這學期運動會暫停舉

辦，下學期預定辦理校慶園

遊會。 

 

42 土木二忠 

球場的網子請學校盡快維修。 

體育組 

本校籃球網預定為每2週更新

一次，並請學生勿刻意拉扯球

網。 

  

43 土木二孝 

運動會停辦兩次了，希望能舉

辦園遊會。 
學務處 

110學年因疫情停辦運動

會；111學年因跑道施工停

辦運動會，校慶園遊會訂於

各學年度下學期舉辦。 

 

44 加工二忠 

希望教學大樓的飲水機能建有

冰水的選擇。 
總務處 

飲水機提供基本飲用水功

能，考量健康、節約能能及

後續定期維護成本，無法提

供冰水 

 

45 加工二忠 
希望教學大樓的窗戶能加貼遮

光紙或是檔光板類的物體。 
總務處 

教學大樓窗戶能加貼隔熱紙

及遮陽板。 
 

46 加工二孝 
建議合作社重新販售早餐。 

合作社 
目前無廠商有意願提供早餐

販售服務。 
 

47 加工二孝 

能復辦運動會。 

體育組 

本學期有預定安排運動會但

遇跑道及操場施工，預計於

112年 5月前完工；下學期

學校已安排其他行程不易納

入第二學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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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造園二忠 

希望能改善團膳菜色，是否可

以請廠商不要使用隔夜菜（吃

起來有酸味）。 
合作社 

1.111學年度團膳有佳明、

嘉丞、上豪 3家廠商餐與投

標，經評選後皆為合格廠

商，學生可以自由選擇 

2.所提意見請營養師嚴格要

求廠商 

  

49 造園二忠 

家人送餐，順帶飲料，卻被記小

過，處分是否過重。 

 

 教官室 

依學校考量交通、衛生及食安

等因素後決議，學校不開放訂

購外食，僅開放家長親自送餐

給學生；惟部分同學以家長送

餐名義幫其他同學訂購外

食，已違反訂購外食之規則，

且從開學開始已多次宣導禁

購外食，仍有同學以身試法且

無悔意，依學生獎懲實施辦法

予以懲處，請同學不要違反相

關規定。 

 

50 造園二忠 

合作社增加更多熱食選擇，例

如：茶葉蛋、包子。 

合作社 

1.合作社販售食品及飲品依

據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

圍、學校衛生法之規範。 

2.受限於人力及營運成本之

考量，無法提供。 

 

51 體育二忠 
回去宿舍的路上昏暗 可否設置

路燈比較安全。 
總務處 

學生宿舍周邊已設置必要之

夜間照明。 
  

52 體育二忠 
合作社重新販賣早餐。 

合作社 
目前無廠商有意願提供早餐

販售服務。 
 

53 電機一忠 
莊敬四樓西側廁所有異味。 

衛生組 
已通知打掃區域負責班級加

強該區域打掃。 
  

54 電修一忠 

建議福利社増加熟食 (例如肉

燥飯、關東煮、茶葉) 。 

合作社 

1.合作社販售食品及飲品依

據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

圍、學校衛生法之規範。 

2.受限於人力及營運成本之

考量，無法提供。 

 

55 電修一忠 

建議開放學學生搭電梯(中午般

餐桶時段) 。 
總務處 

1.學校電梯提供行動不便者

優先使用。 

2.考量後續清潔維護，不提供

運送餐桶。 

 

56 電修一忠 

希望能開放叫外送。 

學務處 

基於校園食品安全與校園安

全管理考量，本校目前禁止訂

外食原則不變，無關家長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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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原因其一是外食廠商是

否為合格廠商無法得知，學生

食安問題無法獲得保障，若發

生食安問題學校無從調查及

處理相關後續問題。另訂購外

食廠商亦無法幫忙處理其產

生的垃圾與廚餘。  

57 電修一忠 

實用技能班的體育課増為 2節。 

體育組 

實用技能班體育課節數是由

各科經由課程計畫教學研究

會會議決議出來的，並不是體

育組決定節數多寡。 

 

58 電修一忠 

更新電腦硬體設備。 

設備組 

學校一直持續爭取計畫，改善

教學設備。感謝班上的建議，

將列入採購的需求項目。 

 

59 電修一忠 
增加飲水機數量。 

總務處 
考量節約能能及後續定期維

護成本，控管飲水機數量。 
 

60 電修一忠 提升教室設備修繕效率。 總務處 請愛惜公物。  

61 電修一忠 
各班級裝設監視器(錄影+錄

音) 。 
總務處 

基於保護個人隱私，教室不能

裝設錄影設備 
 

62 電子一忠 
四樓男廁衛生急需改進。 

衛生組 
已通知打掃區域負責班級加

強該區域打掃。 
  

63 電子一忠 

希望學校能改善網路設備，讓

網速能快一點。 

設備組 

學校網路設備已經由前瞻建

設經費補助，全部由 1G提升

到 10G等級的交換器。影響

網速應該是連外的線路，本

前是租用中華電信的光世

代，主要提供教學用途。將

請電信業者提供數據，做為

未來再加設連外線路的依

據。 

 

64 電子一忠 

希望福利社能賣熟食。 

合作社 

1.合作社販售食品及飲品依

據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

圍、學校衛生法之規範。 

2.受限於人力及營運成本之

考量，無法提供。 

 

65 電子一忠 
腳踏車車棚外圍的樹木需要修

剪。 
總務處 

已協調交通部公路總局完成

修剪。 
 

66 電子一孝 
建議合作社賣早餐，東西多樣

化。 
合作社 

目前無廠商有意願提供早餐

販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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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電子一孝 

希望延長午休時間。 

 學務處 

延長午休時間勢必延後放學

時間，學校將廣納各方意見適

時修訂生活作息時間。 

 

68 電子一孝 

希望學校能提供班上學期成績

優良同學實質的獎勵(合作社禮

券或獎品等) 。 教務處 

1.獎勵金(品)由於無相關發

放依據，因此教務處目前無法

執行。 

2.會再檢討相關辦法，討論如

何鼓勵得獎同學。 

 

69 加工一忠 
教學大樓因日照強烈，建議在教

室兩側增設窗簾。 
總務處 

教學大樓窗戶能加貼隔熱紙

及遮陽板。 
  

70 加工一忠 
建議教室增設電子白板。 

總務處 
本校教室目前資訊設備已臻

完備。 
 

71 加工一孝 

利用週會時間，聆聽不同演講，

可以學校更多的課外知識，部分

內容生動有趣。 

訓育組 

每場週會的主講者都是由各

處室精心挑選，希望能透過演

講或表演擴展師生更寬廣的

知識領域及生活視角，同學的

用心參與就是最好的回饋，希

望同學們繼續支持學校的各

項活動。 

  

72 加工一孝 

校園常看到群聚吵架。 

教官室 

如發現校園內有相關違規事

項，請立即通知師長或教官

室前往處置；並請同學遇到

事情時需心平氣和找尋事情

處理的方法，有必要可請師

長、輔導室或教官室協助解

決紛爭。 

 

73 加工一孝 

校車安排不錯。 

教官室 

謝謝同學鼓勵，另請同學配

合搭乘並遵守搭乘遊覽車相

關安全規則，平安上放學。 

 

74 畜保一忠 

建議每月或每學期開放一天的

便服日。 

學務處 

基於校園安全考量，方便辨識

學生與校外人士，除特別日子

(如歲末聯歡)或教育部特別

指示辦理外，暫時不開放學生

穿便服。 

 

75 造園一忠 希望能加裝玻璃隔熱貼 總務處 現場勘查後，視現況改善。  

76 體育ㄧ忠 
希望合作社提供早餐（熱食）的

選項能豐富一些。 
合作社 

目前無廠商有意願提供早餐

販售服務。 
 

77 體育ㄧ忠 
建議學生女宿能多一台洗衣

機，不然很多人都排洗衣機排到
教官室 

現行女生宿舍尚有 2台洗衣

機，可符合住宿同學使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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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晚，因此睡眠不足。 議同學可考慮多位同學一起

洗、使用快速洗衣功能或手洗

方式，也可降低洗衣機損壞

率；後續將規劃使用投幣式洗

衣機，以貫徹使用者付費，並

建立愛惜公物之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