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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  滿意度： 

          1=很不滿意 (0.7%)   2=不太滿意 (0%)    3=尚可 (7.5%)    

          4=滿意 (27.8%)      5= 非常滿意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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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安排  滿意度： 

          1=很不滿意 (0.7%)     2=不太滿意 (1%)   3 =尚可 (24.8%)    

          4 =滿意 (19.3%)       5 = 非常滿意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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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安排  滿        時間安排  滿意度：        

 

                   1=很不滿意 (0.7%)   2=不太滿意 (1%)   3=尚可 (24.8%)    

            4=滿意 (19.3%)     5= 非常滿意(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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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建議：                       校方回應：                        

1年級 緩衝時間可以再長些 輔導室: 謝謝您的建議 

1年級 希望家長日的時間能依年級

分階段進行，不然真的分身

乏術。 

輔導室: 學校官網提供各科任老師的教學計畫說明，

請家長參閱。因時間衝突不克參與年級說明的科任老

師，我們將在下學期優先安排。 

 

1年級 與級任老師的時間短 輔導室: 如有需要進一步溝通，歡迎家長另行與級任

老師約談。 

1年級 時間能再多ㄧ點 輔導室:  如有需要進一步溝通，歡迎家長另行與任課

老師約談。 

1年級 原以為科任老師也會一併參

與活動，覺得有點可惜沒有

機會認識跟了解相關理念。 

輔導室: 學校官網提供各科任老師的教學計畫說明，

請家長參閱。因時間衝突不克參與年級說明的科任老

師，我們將在下學期優先安排。 

 

1年級 教室改來改去的 有點麻煩 輔導室:  因學年參與人數較多，臨時協調更動地點，

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1年級 科任老師解說課程時希望有

更多圖片或影片供參考。 

輔導室:  感謝您的建議，轉請科任老師參考修正。 

1年級 請學校繼續專注於建構數位

學習環境 

教務處:  學校提供不少數位教材與課程設計，小孩將

率續在六年內會有不同的感受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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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建議：                       校方回應：                        

1年級 如果可以辦一場新生環境介

紹會更好 

輔導室: 謝謝您的建議，後續我們納入新生家長座談

會報告事項，以利新生家長認識學校環境。 

1年級 建議請校長規劃適當時間為

小一新生家長講解 108課綱

的內容，以減少家長的憂

慮。 

輔導室: 校方將視需求即可行時間著手舉辦課綱說明

會,確定日期後會再行通知全校家長 

2年級 想更曢解課綱 輔導室: 學校陸續辦理家長研習宣導，或上網打 108

課綱或 12年國教等關鍵字，會搜尋很多相關資料 

2年級 希望可以維持現場的秩序。 輔導室:謝謝您的建議 

2年級 遇到有 2位子女就讀，分身

乏術跑兩邊，很忙 

輔導室: 學校官網提供各科任老師的教學計畫說明，

請家長參閱。如有需要進一步溝通，歡迎家長另行與

任課老師約談。 

3年級 各科任課說明地點位於教

室.參加家長非常多 

.地點非常擁擠.很多電子白

板資訊.無法看得很清楚.覺

得非常可惜 

輔導室: 因校內大型會議場地不足，所以安排學年在

教室，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3年級 科任老師說明的場地希望可

以大一點 

輔導室: 因校內大型會議場地不足，所以安排學年在

教室，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5年級 教室改來改去的有點麻煩 輔導室: 因學年參與人數較多，臨時協調更動地點，

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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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建議：                       校方回應：                        

 

5年級 

 

針對孩子們科展作業，是否

能新學期同班同學一起作，

不要暑假後要分班的同學一

起作 

 

教務處: 科展的製作並沒有限制一定要跟誰才能一起

完成，如果家長有這方面的憂慮，小孩也可以獨力完

成，不一定要小組作業 

5年級 各年級 科任課介紹地點希

望可以註明清楚地點.通知

單地點為各教室.五年級是

在五樓渲演藝廳.因不知道.

晚到.非常可惜錯過很多老

師報告.希望下學期通知單

可註明的更清楚. 

輔導室:  因學年參與人數較多，臨時協調更動地點，

造成困擾， 

敬請見諒！ 

 

5年級 

當天沒空來的家長或有 2個

小孩以上都讀蓬萊，希望學

校可以預先將導師及科任老

師的需求準備一份網路資料

那就太棒了！ 

輔導室: 學校官網提供各領域老師的教學計畫說明及

班級經營計畫，請家長參閱。 

5年級 希望日後可以依年級不同而

分開時間。 

輔導室: 為減少家長往返奔波及科任老師配合的時

間，暫時維持全校統一辦理的方式。學校官網提供各

領域老師的教學計畫說明及班級經營計畫，請家長參

閱。 

6年級 時間可再濃縮 輔導室:謝謝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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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建議：                   校方回應：                        

6年級 是否可以開放圖書館讓隨同

家長的孩子有地方等待家長 

教務處:  等待的學童統一在校門口或警衛室的原因是

統一管理，若開放圖書館，除了無人管理外，也會造

成找尋小孩的困擾 

6年級 為什麼學年服只用 200塊，

為什麼畢業旅行不能帶手

機，家長就沒加班網 

學務處:  學年服收費金額係於學校日由各班家長決議

訂定，建議可與貴班家長代表或導師確認費用相關事

宜。為確保學生畢旅旅遊品質及個人安全，避免因隨

身貴重物品遺失衍生後續問題，訂定畢旅不得攜手機

之規定。畢旅前將另行公布負責畢旅活動領隊電話，

倘有聯繫學生需求可於畢旅期間聯繫或逕與導師聯

繫。 

6年級 期待更多家長參與，一起商

討孩子們的大小事，可以采

用積分方式，參與活動的家

長可以為孩子累積班內的活

動積分，透過孩子來鼓勵更

多家長參與活動 

輔導室:  謝謝您的建議。學校希望能營造多元參與的

氛圍，不要因為個別家長無法參與校務或班務的討

論，而使得孩子間接受到影響。 

我們歡迎家長提供改進的意見，也感謝默默信任老

師、支持學校的家長喔！ 

6年級 畢旅討論議程過長 輔導室:  為要獲得多數家長的共識，利用學校日討論

協議是必要的。感謝您的諒解與參與! 

6年級 建議各年級科任老師的本學

期授課大綱與內容進度，可

公佈在各班級通訊記事本

內，供家長隨時參閱學生學

習進度！ 

輔導室:  學校官網提供各領域老師的教學計畫說明及

班級經營計畫，請家長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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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建議：                  校方回應：      

6年級 六年級 4個班級一起討論事

情，時間過於攏長，導致各

班級事務來不及討論，應控

制好時間，和討論議題。 

輔導室:   為要獲得多數家長的共識，利用學校日討

論協議是必要的。感謝您的諒解與參與! 

6年級 希望學校日的時間可以改在

星期日上午舉辦 

輔導室:   經內部討論，目前仍維持週六辦理。謝謝

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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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鼓勵：      

1年級 從簡報中感受到簡老師的用心！我們會配合老師、與孩子一同學習成長！ 

1年級 很不錯，繼續保持 

1年級 師長很用心分享並使家長了解學校教學與運作 

1年級 非常肯定學校的用心安排 

1年級 校長和所有老師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謝謝您們的努力。 

1年級 能感受到校長及老師們的用心及努力。 

1年級 與學校一起學習成長 

1年級 老師都非常的專業，課程規劃都很完整。 

1年級 說明詳細，用心。 

1年級 很棒 

1年級 老師提供紙本詳盡的家長注意事項，讓無法全程參與的家長也能透過閱覽紙本通

知，而清楚明白家長該注意需配合的事項。 

1年級 校長，老師都很用心 

1年級 謝謝校長用心安排，使我們身為家長很放心孩童在校的學習成長，班級老師每天

都很細心関心全部反應在聯絡簿，非常感謝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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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鼓勵：      

1年級 活動辦的有聲有色 

1年級 謝謝老師 

1年級 各科解說很詳細 

1年級 有感覺到校長及各處室老師想讓學校、學生更好，也不斷的創新，辛苦你們了，

謝謝 

1年級 感謝各位老師們的報告，可感受到對孩子們的用心。 

1年級 各位科任老師用心設計教材，真的很棒！ 

1年級 謝謝學校為家長及孩子做了這麼多的介紹與用心的安排，讓我們教了解孩子在學

校生活課程 

1年級 校長主任老師們都很用心辦這次的活動，也都介紹的很詳盡，讓我們新手蓬萊人

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學校的人事物。👍👍👍 

1年級 老師們都很用心 

1年級 謝謝校方在學校日安排的活動，有助瞭解校方規劃的校務方向。 

1年級 能和老師互動可以更了解小朋友的學習環境和狀況 

1年級 家長能透過老師詳細的解說及認真的帶班方式更瞭解學校及増進親師生的互動！ 

1年級 謝謝學校為家長及孩子做了這麼多的介紹與用心的安排，讓我們教了解孩子在學

校生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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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鼓勵：      

2年級 謝謝師長的付出   辛苦了 

2年級 老師們都很用心，謝謝! 

2年級 可以感受校長及老師的認真與熱情 

2年級 謝謝學校及老師的校務及課程說明，讓家長可清楚明暸，謝謝！ 

2年級 謝謝學校與老師的用心 

2年級 老師很認真科任老師很仔細介紹、校長專業教育領域，很棒。 

2年級 謝謝學校及黃老師的用心，能讓我們了解課程內容及孩們的學習狀況 

2年級 級任老師以及各科任老師針對教學所做的報告都很生動詳盡 

2年級 非常感謝黃淑娟老師您如此用心地教導每一位學生，給予孩子這麼優質的學習環

境，您的努力確實深受我們的肯定和感動。 黃老師；謝謝您！辛苦了！ 

2年級 謝謝校長及老師的精心安排 

2年級 感謝學校及導師對孩子的用心 

2年級 老師們很用心，告知家長學生在校的學習內容~ 

2年級 很好很棒 

2年級 謝謝校長及各科任老師、導師費心說明，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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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鼓勵：      

2年級 老師們準備很認真 

2年級 謝謝朱老師對每位學生的細心照顧，校長認真引領學校往更好的未來發展。 

2年級 謝謝學校的用心，讓我藉著參與學校的活動了解學校的整個教學方針，也能清楚

知道這學期各個學科老師的安排，還有能直接與班上導師的互動討論，以及謝謝

導護老師及志工家長，讓我們能放心將小孩交給學校。 

2年級 謝謝此安排讓我們更加了解學校校務及孩子在學校的狀況，謝謝！ 

2年級 班級老師安排很充實 

2年級 謝謝老師 

2年級 謝謝老師對浩維的用心，老師辛苦了 

3年級 可以了解學期課程很棒，也能跟老師溝通對孩子跟家長很有幫助 

3年級 很棒，能讓家長更了解。 

3年級 很棒！ 

3年級 老師的說明很詳盡，謝謝 

3年級 老師們準備很認真 

3年級 時間上都抓得還可以。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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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鼓勵：      

3年級 謝謝老師們耐心的講解 

3年級 老師們都很用心 

3年級 感覺的出來學校和老師的用心 很滿意 

3年級 此次的科任老師教學計劃報告集中在一個班級發表，老師們不必東奔西跑，發表

期間有任何問答，所有家長均能同時獲得解說，很有效率的作法。謝謝老師們，

辛苦了！ 

3年級 謝謝學校的用心 

3年級 很好 

3年級 很棒 

3年級 謝謝陳老師的用心指導學生。非常棒的教育理念。 

3年級 老師解釋的都很詳細 

3年級 謝謝每一位老師對孩子的用心 

4年級 很用心的安排，增加老師和家長之間的互動 

4年級 詳細介紹，用心。 

4年級 感謝老師詳細的個別説明和指導疑惑，讓家長更瞭解學校狀況和孩子問題，是一

次很棒的親師互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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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鼓勵：      

4年級 很好謝謝 

4年級 很認真理解家長需求 

4年級 謝謝老師您的用心 

4年級 謝謝老師！ 

4年級 感謝學校及所有老師們的用心 

4年級 明顯感受學校以及老師對此次學校日用心經營>大多數家長熱情參與，與學校一同

成長學習 

4年級 感謝學校及老師們的用心與努力 

4年級 詹老師對於班級經營很用心，班務說明清楚有條理，帶孩子非常有耐心，辛苦

了，謝謝您。 

4年級 學校日辦得很棒 

4年級 老師們都很用心教導學生鼓勵學生 

4年級 很感謝，非常肯定學校的用心安排 

4年級 各科老師說明教學方針，有助於了解學習方向與重點。 

4年級 很用心安排，增加老師跟家長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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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鼓勵：      

4年級 體育老師代表在年級報告時，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對於家長們的提問也都很

仔細的回答，謝謝老師的用心 

4年級 希望能有更多像 Karen老師，冠月老師，幫我們教導小孩，讓家長開心、輕鬆。 

4年級 感謝老師很用心的準備資料向家長們說明 

4年級 感謝學校安排 

4年級 謝謝老師辛苦了 

4年級 感謝班級老師對孩子的用心教導 

5年級 此次的場地還不錯 

5年級 很仔細說明   謝謝老師 

5年級 這次學校日班上導師說的課程及班級活動事物很詳細，謝謝 

5年級 謝謝學校辦這個家長日，讓師生可以互相瞭解和配合.都非常好，感恩.. 

5年級 很詳細,  資料系統化的整合，很棒 

5年級 老師教學說明很清楚用心 

5年級 新任老師很用心在說明 

5年級 謝謝老師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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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鼓勵：      

5年級 今年 5年級流程很順暢，科任老師不用趕場… 

5年級 導師及科任老師們的詳細解說，讓我們感到安心、放心，也比較知道該如何從旁

協助孩子  非常好！辛苦老師們了。 

5年級 所有教師都為了小朋友盡心盡力，感謝校長及所有老師的努力 

5年級 老師都非常的專業，課程安排都很完整。 

5年級 謝謝學校的安排  辛苦了 

6年級 感謝學校的用心，讓家長和老師有更進一步的接觸 

6年級 導師和科任老師都說明仔細 

6年級 感謝班級導師對孩子的用心教導 

6年級 謝謝學校與老師的用心 

6年級 導師解說很詳細,用心! 

6年級 老師都很用心，不僅重視學業，同時重視品德教育 

6年級 辛苦老師了 

6年級 肯定並且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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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與鼓勵：      

  

6年級 科任與班老師講解的很清楚。針對畢旅是否開放帶手機的議題，投票前讓正反雙

方充分表達意見再投票，考慮的很周全，又民主。另有考慮不同意見的人的難

處，提供替代方案，面面俱到，可圈可點。謝謝。 

6年級 有幸在陳妍秀老師這班，班上氣氛和諧融洽，班親們也都熱心 

6年級 謝謝魏老師願意接手 603 

6年級 謝謝學校的安排 

6年級 感謝老師的用心安排，半天過的很充實，也很有收穫！辛苦啦！ 

6年級 老師們準備很認真 

6年級 各科老師講解詳細 

6年級 感謝蓬萊老師對於家長提問都非常詳細解答！ 

6年級 謝謝學校給我們學生這麼優質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