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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校務會議(教師說明會)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4時 00分 

地 點：本校蠶絲教育館三樓會議室 

主 席：沈校長和成                             紀錄：黃美華 

壹、 主席致詞： 

一、 在會議開始前，我先提出開學至今在巡堂時發現的狀況，提供各位師長參

考並提醒改進及注意的地方： 

(一) 在上課期間，偶有學生經任課教師同意後上洗手間，但有主管在巡堂

時發現而造成誤解，所以任課教師如果同意學生外出，亦應隨時追蹤

學生動向，不要讓學生在教室外逗留太久；上實習課程時亦同，避免

學生藉故離開實習場域而逗留他處。 

(二) 近來有學生家長反應教師在上課時無法管控部分學生的脫序行為，讓

其他學生上課時受到干擾，基於學生的受教權益，提醒任課教師在必

要的情形下應有管理措施，以維護學生的權益，在處理過程中如有需

要行政單位協助的，也可以提出來共同解決問題。 

二、 今天的會議(議題)只是臨時校務會議(說明會)，以後還會有正式的校務會

議來討論這個議題，在開會前也聽到很多聲音在表達對這個提案的關切，

所以今天召開會議來說明，除了今天的教師說明會，也會召開家長說明會

及學生說明會，然後才會提到正式的校務會議討論決議，在這段期間大家

可以好好思考如何修正或變革。今天因為這個議案大家有疑義或其他問

題，都可以提出來，這是好事，也期許大家要正向思考，接下來正式討論

及說明這個提案。 

貳、 家長會長致詞：(略) 

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補充規定」(草

案)，如附錄 1，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一、 因應本學期第八節輔導課暫停實施，本校作息時間調整情形說明如下： 

(一) 上午第一節上課時間調整至 08：10時，調整後於週二有較充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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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實施升旗、頒獎及工作報告等事宜。 

(二) 為使學生有充足的午休時間，故將午休時間修正為 12：30~13：00，

共 30分鐘(原規定為 20分鐘)。 

(三) 為維護學校環境打掃工作，故將原第七節下課後打掃時間 20 分

鐘，修正為第六節下課後實施 30分鐘(15：00~15：30)打掃工作，

以利垃圾分類及環境工作順利進行，第七節上課前 3分鐘(15：27)

會有預備鐘聲提醒準備上課。 

(四) 另依教育部規定每週學生集會宣達時間至多二天，本校已規劃每

星期二實施升旗及星期五集合放學，爰此，依規定修正放學時間。 

(五) 調整後每節上課時間除第七節外，均為每整點的 10分上課及整點

時間下課，每節次時間表如下表： 

節次 上、下課時間 備註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午 餐 12：00~12：30  

午 休 12：30~13：00  

第五節 13：10~14：00  

第六節 14：10~15：00  

打 掃 15：00~15：30 (15：27第七節上課預備鐘) 

第七節 15：30~16：20  

放 學 16：20~  

二、 檢附「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補充規定」

修正草案，增列附表二及部分條文及文字修正，如附錄 1。 

擬 辦：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公告並自 110年 4月 1日起實施。 

討論過程簡要紀錄如下： 

《學務處說明》 

1、 本學期因為第 8 節輔導課經教務處的調查結果，因為 2,3 年級人數不

足，於是在 2月 2日擴大行政會報時，校長裁示要求教官室針對上輔導

課與不上輔導課的學生調查統計分析交通車分兩個時段集中發車的可

能性(不上輔導課的，4點發車；上輔導課的學生，5點發車)，惟經調

查研議結果困難度很高，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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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是開學後教務處再次針對 2,3 年級做輔導課意願調查，人數還是不

足，決議並公告本學期不開第 8節輔導課。 

3、 也因為沒有第 8節輔導課，導至第 7節後的打掃時間，部分學生會提早

離開學校，於是部分老師希望微調打掃時間，爰此業務單位依據老師的

教學需求、學生的管理及家長的需求提出這個修正提案。 

4、 又因為不上第 8節課是在 3月初才決定，可行的話，給業務單位時間再

做學生調查(問卷)、老師問卷調查及家長溝通，希望在學期末召開研議

有無第 8節課的作息時間規劃。 

《家長會代表說明》 

1、 針對這個議題，家長會的意見是在不影響學生學習權益的前提下，都配

合學校的行政措施。 

《教師會說明及建議》 

1、 針對這個議題，教師會理監事會議的決議是：由於修正案提出的比較倉

促，可能影響學生放學後的規劃，建議學校把作息時間修正調整案延到

下學期再實施。 

《張哲維老師說明及建議》 

1、 目前修正草案，打掃時間調整為 30分鐘，似乎比較久了一些，建議可

以思考再調整一下。 

2、 修正草案把打掃時間調整為第 6節下課後，可能會造成實習課程無法連

堂學習的狀況，建議修改。 

《學生代表說明》 

1、 首先說明，剛剛校長說了今天只是說明會，那大家現在就不會那麼緊張

了，但因為之前接收的訊息是臨時校務會議，訊息有一些模糊。 

2、 我們班聯會做了一項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如附件。簡要說明如下： 

(1) 本校學生總人數 717 人，問卷回收 663 份，有效問卷佔全體學生數

92%，其中贊成修正的有 93份，佔 14%；不贊成修正的有 570份，佔

86%。調查分析如下表： 

學生在校作息意願調查結果分析表 

全校學生數 717人  問卷回收數 663份    佔全體學生數 92% 

贊成修正 93份，14% 不贊成修正 570份，86% 

不贊成修正的原因分析如下： 

1.家庭因素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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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晚放學 101人 

3.修正沒有意義 101人 

4.交通問題 92人 

5.打工問題 83人 

6.讀書規劃 22人 

7.其他 13人 

8.掃地時間問題 7人 

9.午休問題 1人 

(2) 補充說明，剛剛有老師建議打掃時間調整到上午 8點，但可能會衍生

另一個問題，就是學生就在 8點以後才來學校，這樣子他就可以不用

打掃了，在此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校長回應說明》 

1、 學生針對這議題，雖然是很簡單的議案，但做了一份非常充分的問卷調

查，這是很好、很認真的事情。 

2、 因為風情民俗的不同，本校應該不適合在早上8點進行打掃，也提供參考。 

3、 請學務處針對教師會及學生代表所提出的問題研究，尤其針對打掃時間

的安排，時間長短等，以及克服實習課連堂問題等事項研議，達成共識

後再提送期末校務會議討論。 

《學務處說明》 

1、 這個議案，就像「父子騎驢」是難解的議題，所以不管如何調整都無法

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但業務單位依然本於職權、負責任的依據老師們的

教學需求及學生管理問題提出修正案。在此建議先把議題縮為討論打掃

時間調整案做表決，再談後續的學生作息時間規劃案。 

《林俊仲老師說明及建議》 

1、 提到學生在打掃時間會偷跑出去離開學校，導至導師難以管理一案，個

人是覺得可以加強學校門禁的管理，只要加強管理門禁，打掃時間安排

在第 7節後應該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2、 再補充說明，導師不是千手觀音，沒有辦法全面看著學生打掃。 

《學生代表補充說明》 

1、 像我們班的打掃區域非常分散，不是每個導師都可以在同一個時間督導

全部學生。 

《校長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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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掃時間學生走出校外問題，除了門禁之外，應該先回溯到導師管理層

面，導師應有一套管理措施，要求學生還沒有打掃完畢就不可以離開學

校，也不是要求導師當千手觀音，而是平時的班級經營管理就要規範學

生，門禁是最後的一道關卡，當然也要加強管理。 

2、 所以，不是要求導師全面督導或圈禁學生不准外出，只是希望導師也要

盡一份心力，先做好班級管理及規範學生生活作息，重申，門禁同時也

要加強嚴格執行學生的出入管理，希望大家一起做好管理及規範學生的

工作。 

《吳美鶯老師說明及建議》 

1、 我們學校通常打掃時間分二次，一次在「午餐後、午休前」的整理，一

次在第 7節後，而且垃圾量最大的時間點就是早餐及午餐後，建議可以

把打掃時間合併調整到「午餐後、午休前」，這樣子也方便值週導師在

檢查環境清潔打分數。 

《黃毓琳老師說明及建議》 

1、 打掃時間調整到「午餐後、午休前」這個議題，其實之前教師會也曾提

出討論，但後來考量夏天(5、6月)在中午打掃外掃區的學生會非常熱，

後來就中止這個提案了，提供參考。 

《校長回應說明》 

1、 「午餐後、午休前」的打掃時間，就交給各個導師們善用管理學生環境

清潔。 

2、 至於議案還是回到討論打掃時間在第 6節後及第 7節後舉手表決，並採

多數決。 

(1) 贊成打掃時間在第 6節後者，有 2票。 

(2) 贊成打掃時間在第 7節後者，有 29票。 

決 議： 

1、 本修正案再議。 

2、 請業務單位依據表決結果研議，另外午休時間及打掃時間的長短問題，

一併交付通盤檢討研議，再提到期末校務會議討論。 

肆、 臨時動議(含意見交換)：(略) 

伍、 散會  (下午 4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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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花絮 

 

 

 

 

 

 

 

 

 

圖 1、全體同仁參加會議 

 

 

 

 

 

 

 

 

圖 2、業務單位提出說明               圖 3、學生班聯會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