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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調查動機	
依據 111 年 10 月 4 日本校「新制服運動推動委員會」會議，學生代表建議

為求決議過程落實民主機制，充分反映學生們想法與意見，由學生會與校方合

作製作調查表單，普查全校師生對校定休閒服款式、顏色、設計之相關意見，

提供「新制服運動推動委員會」決策之重要依據。	

	 	 	 	……………………………………………………………………………………

…………………	

第二節 調查目的	
為提供全校師生對校定休閒服款式設計、顏色喜好之統計數據與想法，設

計調查內容主要分為兩大主軸：	

一、為統計明瞭全體師生對於本次新制服運動（校定休閒服）款式設計及顏色

喜好度，藉此表單進行票選。	

二、藉由此表單內之開放式提問，了解全體師生對新制服運動（校定休閒服）

之建議與想法，調查統計數據將完整提供「新制服運動推動委員會」參

考，並公開透明讓全體師生知悉。	

	 	………………………………………………………………………………………

………………	

第三節 調查流程	
經學生會與校方溝通討論及表單內容設計後，本會於 111 年 10 月 7 日 18 時

於社群平台發佈此調查表單，並透過學務處、學生會及系科學程學會的公告與

宣傳，於 111 年 10 月 14 日 18 時關閉表單，經七天問卷調查時間及二天彙整統

計問卷調查資料數據作業時間，於 111 年 10 月 16 日完成此問卷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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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採Google表單調查方式執行，填答者需登入學校信箱才能進行回

答，以此方式避免校外人士冒充本校師生填寫表單，問卷內詳細問題檢附於附

錄一	

	

一、第一部分就填答者學制、學院、年級進行調查。	

二、第二部分就現有之七種顏色、兩種款式進行票選，另加入開放式回答，供

填答者發表其他建議。	

三、第三部分就夾克顏色進行票選，另加入開放式回答，供填答者發表其他建

議。	

四、第四部分就 POLO 衫細節設計進行票選，另加入開放式回答，供填答者發

表其他建議。	

五、第五部分就立領設計以開放式回答，供填答者發表建議。	

六、第六部分就校定臂章進行票選，另加入開放式回答，供填答者發表其他建

議。	

七、第七部分以線性刻度及複選題進行新制服運動相關問題調查，另加入開放

式回答，供填答者發表其他建議。	

八、如該題設有以上皆可選項，統計時將於該題每個選項增加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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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結果	
	

第一節 全校師生	
本問卷於填答期間全校師生共計九百六十二人填答，相關統計圖表檢附於附錄

二，開放式回答之調查結果檢附於附錄三	

	

一、填答者學制	

填答者學制分佈彙整如下。	

	 人數（人）	 百分比（％）	

四技一年級	 478	 49.7	

四技二年級	 187	 19.4	

四技三年級	 62	 6.4	

四技四年級	 99	 10.3	

二技一年級	 50	 5.2	

二技二年級	 8	 0.8	

五專一年級	 30	 3.1	

五專二年級	 10	 1	

五專三年級	 5	 0.5	

五專四年級	 6	 0.6	

五專五年級	 6	 0.6	

碩士班一年級	 5	 0.5	

碩士班二年級	 2	 0.2	

教師	 8	 0.8	

職員	 6	 0.6	

總計	 962	 100	

表 3.1.1：填答者學制分布表	

	

二、填答者院別	

填答者院別分布彙整如下，餐旅學院 418 人佔比 43.5%，觀光學院 246 人

佔比 25.6%，廚藝學院 165 人佔比 17.2%，國際學院 119 人佔比 12.3%，教

師 8人佔比 0.8%，職員 6人佔比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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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2：填答者院別分布表	

	

三、上衣顏色	

根據上衣顏色票選結果彙整如下。	

	

1. 最喜愛的三種顏色：知性白、曜石黑、沉穩藍。	

	 人數（人）	 百分比（％）	

知性白	 661	 28	

星宇灰	 278	 11.6	

文風青	 39	 2	

時尚粉	 27	 1	

高餐綠	 296	 12.4	

沉穩藍	 428	 18	

曜石黑	 637	 27	

總計	 2,366	 100	

表 3.1.3：全體師生最喜愛的三種顏色票選結果	

	

2. 您認為校定休閒服提供幾種顏色選擇較合適：兩種。	

	 人數（人）	 百分比（％）	

一種	 417	 31.3	

兩種	 466	 35	

三種	 450	 33.7	

總計	 1,333	 100	

表 3.1.4：全體師生校定休閒服提供幾種顏色票選結果	

	

	

	

	

	

	 人數（人）	 百分比（％）	

餐旅學院	 418	 43.5	

觀光學院	 246	 25.6	

廚藝學院	 165	 17.2	

國際學院	 119	 12.3	

教師	 8	 0.8	

職員	 6	 0.6	

總計	 9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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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性白：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241	 33.8	

長領寬滾邊	 472	 66.2	

總計	 713	 100	

表 3.1.5：全體師生知性白長短領票選結果	

	

4. 星宇灰：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172	 45.1	

長領寬滾邊	 209	 54.9	

總計	 381	 100	

表 3.1.6：全體師生星宇灰長短領投票結果	

	

5. 文風青：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53	 27.6	

長領寬滾邊	 139	 73.4	

總計	 192	 100	

表 3.1.7：全體師生文風青長短領投票結果	

	

6. 時尚粉：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59	 31.6	

長領寬滾邊	 128	 68.4	

總計	 187	 100	

表 3.1.8：全體師生時尚粉長短領投票結果	

	

7. 高餐綠：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252	 58.7	

長領寬滾邊	 177	 41.3	

總計	 429	 100	

表 3.1.9：全體師生高餐綠長短領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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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沉穩藍：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319	 59	

長領寬滾邊	 222	 41	

總計	 541	 100	

表 3.1.10：全體師生沉穩藍長短領投票結果	

	

9. 曜石黑：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407	 59.2	

長領寬滾邊	 280	 40.8	

總計	 687	 100	

表 3.1.11：全體師生曜石黑長短領投票結果	

	

四、夾克顏色	

根據夾克顏色票選結果彙整如下。	

	

1. 顏色選擇：深黑最高，深藍次高，墨綠第三，銀灰第四。	

	 人數（人）	 百分比（％）	

深藍	 307	 24.2	

深黑	 635	 50.1	

銀灰	 151	 11.9	

墨綠	 173	 13.8	

總計	 1,266	 100	

表 3.1.12：全體師生夾克顏色投票結果	

	

2. 校定夾克提供幾種顏色選擇較合適：一種。	

	 人數（人）	 百分比（％）	

一種	 586	 43.8	

兩種	 341	 25.5	

三種	 410	 30.7	

總計	 1,337	 100	

表 3.1.13：全體師生夾克提供幾種顏色選擇投票結果	

註：本項調查結果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擴大新制服運動委員會決議更

正為：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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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OLO 衫細節設計	

根據 POLO 衫細節設計票選結果彙整如下。	

	

1. 領口滾邊：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468	 40	

捨棄	 703	 60	

總計	 1,171	 100	

表 3.1.14：全體師生 POLO 衫領口滾邊投票結果	

	

2. 領口『NKUHT』字樣：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385	 34.6	

捨棄	 728	 65.4	

總計	 1,113	 100	

表 3.1.15：全體師生 POLO 衫領口『NKUHT』字樣投票結果	

	

六、校定臂章設計	

根據校定臂章設計票選結果彙整如下。	

	

1. 校定臂章設計：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525	 44.4	

捨棄	 658	 55.6	

總計	 1,183	 100	

表 3.1.16：全體師生校定臂章設計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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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定休閒服意見調查	

根據表單問卷內容相關校定休閒服意見調查結果彙整如下。	

	

1.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您認為校方是否需要增設更多置衣櫃：普遍需要。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需要	 137	
19.2	

不需要	 51	

尚可	 190	

80.8	需要	 172	

非常需要	 412	

總計	 962	 100	

表 3.1.17：全體師生增設更多置衣櫃線性調查結果	

	

2.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認為校方是否需要增設更多更衣空間：普遍需要。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需要	 115	
17.6	

不需要	 54	

尚可	 158	

82.4	需要	 158	

非常需要	 477	

總計	 962	 100	

表 3.1.18：全體師生增設更多更衣空間線性調查結果	

	

3.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您認為校方勸導期維持多久較適合：一學期。	
	 人數（人）	 百分比（％）	

一學期	 668	 58.6	

一～三個月	 320	 28.1	

其他	 151	 13.3	

總計	 1,139	 100	

表 3.1.19：全體師生勸導期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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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是否同意爭取可於特定集會穿著：普遍同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237	
31	

不同意	 61	

尚可	 195	

69	同意	 137	

非常同意	 332	

總計	 962	 100	

表 3.1.20：全體師生是否同意爭取可於特定集會穿著線性調查結果	

	

5. 您對於校定休閒服混搭制服之意願：普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361	
47.5	

不願意	 97	

尚可	 184	

52.5	願意	 105	

非常願意	 215	

總計	 962	 100	

表 3.1.21：全體師生校定休閒服混搭制服線性調查結果	

	

6. 您對於穿著校定休閒服上體育課之意願：普遍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443	
59	

不願意	 125	

尚可	 172	

41	願意	 82	

非常願意	 140	

總計	 962	 100	

表 3.1.22：全體師生穿著校定休閒服上體育課線性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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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對於校定休閒服可送洗衣房送洗之意願：普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104	
13.1	

不願意	 22	

尚可	 150	

86.9	願意	 112	

非常願意	 574	

總計	 962	 100	

表 3.1.23：全體師生校定休閒服可送洗衣房送洗線性調查結果	

	

8. 您認為校定休閒服上衣可接受之定價區間：NT$300	~	NT$500	
	 人數（人）	 百分比（％）	

NT$300	~	NT$500	 726	 75.5	

NT$500	~	NT$700	 78	 8	

NT$700以上	 27	 3	

其他	 131	 13.5	

總計	 962	 100	

表 3.1.24：全體師生休閒服上衣可接受之定價區間投票結果	

	

9. 您認為目前校方提供之三種購買選項，您較偏好哪一種：學校訂製。	
	 人數（人）	 百分比（％）	

學校訂製	 421	 37.3	

班級訂製	 329	 29.1	

個人自備	 202	 17.9	

以上皆非	 178	 15.7	

總計	 1,130	 100	

表 3.1.25：全體師生三種購買選項偏好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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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11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	
本問卷於填答期間 111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共計五百五十八人填答。	

	

一、填答者學制	

111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填答人數共計 558 人，佔總填答人數 58%。	

	 人數(人)	 百分比(%)	

四技一年級	 478	 49.7	

二技一年級	 50	 5.2	

五專一年級	 30	 3.1	

總計	 558	 58	

表 3.2.1：111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填答人數表	

	

二、上衣顏色	

根據上衣顏色新生票選結果彙整如下。	

	

1. 最喜愛的三種顏色：知性白、曜石黑、沉穩藍。	

	 人數（人）	 百分比（％）	

知性白	 397	 27.4	

星宇灰	 140	 9.7	

文風青	 24	 1.7	

時尚粉	 14	 1	

高餐綠	 206	 14.2	

沉穩藍	 268	 18.5	

曜石黑	 400	 27.5	

總計	 1,449	 100	

表 3.2.2：新生-最喜愛的三種顏色票選結果	

	

2. 您認為校定休閒服提供幾種顏色選擇較合適：三種。	

	 人數（人）	 百分比（％）	

一種	 99	 17.7	

兩種	 137	 24.6	

三種	 175	 31.4	

其他	 147	 26.3	

總計	 558	 100	

表 3.2.3：新生-校定休閒服提供幾種顏色票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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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性白：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145	 32.7	

長領寬滾邊	 299	 67.3	

總計	 444	 100	

表 3.2.4：新生-知性白長短領票選結果	

	

4. 星宇灰：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96	 41.2	

長領寬滾邊	 137	 58.8	

總計	 233	 100	

表 3.2.5：新生-星宇灰長短領投票結果	

	

5. 文風青：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33	 25.6	

長領寬滾邊	 96	 74.4	

總計	 129	 100	

表 3.2.6：新生-文風青長短領投票結果	

	

6. 時尚粉：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39	 30.2	

長領寬滾邊	 90	 69.8	

總計	 129	 100	

表 3.2.7：新生-時尚粉長短領投票結果	

	

7. 高餐綠：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164	 55.4	

長領寬滾邊	 132	 44.6	

總計	 296	 100	

表 3.2.8：新生-高餐綠長短領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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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沉穩藍：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210	 61.4	

長領寬滾邊	 132	 38.6	

總計	 342	 100	

表 3.2.9：新生-沉穩藍長短領投票結果	

	

9. 曜石黑：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254	 57.9	

長領寬滾邊	 185	 42.1	

總計	 439	 100	

表 3.2.10：新生-曜石黑長短領投票結果	

	

三、夾克顏色	

根據夾克顏色新生票選結果彙整如下。	

	

1. 顏色選擇：深黑最高，深藍次高，墨綠第三，銀灰第四。	

	 人數（人）	 百分比（％）	

深藍	 180	 23.6	

深黑	 390	 51	

銀灰	 82	 10.7	

墨綠	 112	 14.7	

總計	 764	 100	

表 3.2.11：新生-夾克顏色投票結果	

	

2. 校定夾克提供幾種顏色選擇較合適：一種。	

	 人數（人）	 百分比（％）	

一種	 330	 44.1	

兩種	 210	 28.1	

三種	 208	 27.8	

總計	 748	 100	

表 3.2.12：新生-夾克提供幾種顏色選擇投票結果	

註：本項調查結果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擴大新制服運動委員會決議更

正為：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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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OLO 衫細節設計	

根據 POLO 衫細節設計新生票選結果彙整如下。	

	

1. 領口滾邊：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298	 42.7	

捨棄	 400	 57.3	

總計	 698	 100	

表 3.2.13：新生-POLO 衫領口滾邊投票結果	

	

2. 領口『NKUHT』字樣：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256	 38.5	

捨棄	 409	 61.5	

總計	 665	 100	

表 3.2.14：新生-POLO 衫領口『NKUHT』字樣投票結果	

	

五、校定臂章設計	

根據校定臂章設計新生票選結果彙整如下。	

	

1. 校定臂章設計：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314	 39.8	

捨棄	 388	 60.2	

總計	 702	 100	

表 3.2.15：新生-校定臂章設計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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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定休閒服意見調查	

根據表單問卷內容相關校定休閒服意見新生調查結果彙整如下。	

	

1.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您認為校方是否需要增設更多置衣櫃：普遍需要。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需要	 56	
13.8	

不需要	 21	

尚可	 113	

86.2	需要	 117	

非常需要	 251	

總計	 558	 100	

表 3.2.16：新生-增設更多置衣櫃線性調查結果	

	

2.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認為校方是否需要增設更多更衣空間：普遍需要。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需要	 45	
12	

不需要	 22	

尚可	 94	

88	需要	 111	

非常需要	 286	

總計	 558	 100	

表 3.2.17：新生-增設更多更衣空間線性調查結果	

	

3.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您認為校方勸導期維持多久較適合：一學期。	
	 人數（人）	 百分比（％）	

一學期	 414	 74.2	

一～三個月	 83	 14.9	

其他	 61	 10.9	

總計	 497	 100	

表 3.2.18：新生-勸導期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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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是否同意爭取可於特定集會穿著：普遍同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128	
30.5	

不同意	 42	

尚可	 117	

69.5	同意	 79	

非常同意	 192	

總計	 558	 100	

表 3.2.19：新生-是否同意爭取可於特定集會穿著線性調查結果	

	

5. 您對於校定休閒服混搭制服之意願：普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178	
41	

不願意	 51	

尚可	 119	

59	願意	 70	

非常願意	 140	

總計	 558	 100	

表 3.2.20：新生-校定休閒服混搭制服線性調查結果	

	

6. 您對於穿著校定休閒服上體育課之意願：普遍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245	
59	

不願意	 84	

尚可	 109	

41	願意	 40	

非常願意	 80	

總計	 558	 100	

表 3.2.21：新生-穿著校定休閒服上體育課線性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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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對於校定休閒服可送洗衣房送洗之意願：普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45	
10.6	

不願意	 14	

尚可	 71	

89.4	願意	 66	

非常願意	 362	

總計	 558	 100	

表 3.2.22：新生-校定休閒服可送洗衣房送洗線性調查結果	

	

8. 您認為校定休閒服上衣可接受之定價區間：NT$300	~	NT$500	
	 人數（人）	 百分比（％）	

NT$300	~	NT$500	 446	 79.9	

NT$500	~	NT$700	 48	 8	

NT$700以上	 20	 4	

其他	 44	 8.1	

總計	 558	 100	

表 3.2.23：新生-休閒服上衣可接受之定價區間投票結果	

	

9. 您認為目前校方提供之三種購買選項，您較偏好哪一種：學校訂製。	
	 人數（人）	 百分比（％）	

學校訂製	 259	 39.1	

班級訂製	 224	 33.8	

個人自備	 104	 15.7	

以上皆非	 75	 11.4	

總計	 662	 100	

表 3.2.24：新生-三種購買選項偏好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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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生、全體師生投票結果對照	
	

一、填答人數	

	 人數（人）	 百分比（％）	

新生	 558	 58	

非新生	 404	 42	

總計	 962	 100	

	

二、上衣顏色	

1. 新生投票結果：知性白、曜石黑、沉穩藍。	

	 人數（人）	 百分比（％）	

知性白	 397	 27.4	

星宇灰	 140	 9.7	

文風青	 24	 1.7	

時尚粉	 14	 1	

高餐綠	 206	 14.2	

沉穩藍	 268	 18.5	

曜石黑	 400	 27.5	

總計	 1,449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知性白、曜石黑、沉穩藍。	

	 人數（人）	 百分比（％）	

知性白	 661	 28	

星宇灰	 278	 11.6	

文風青	 39	 2	

時尚粉	 27	 1	

高餐綠	 296	 12.4	

沉穩藍	 428	 18	

曜石黑	 637	 27	

總計	 2,36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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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認為校定休閒服提供幾種顏色選擇較合適	

新生投票結果：三種。	

	 人數（人）	 百分比（％）	

一種	 99	 17.7	

兩種	 137	 24.6	

三種	 175	 31.4	

其他	 147	 26.3	

總計	 55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兩種。	

	 人數（人）	 百分比（％）	

一種	 417	 31.3	

兩種	 466	 35	

三種	 450	 33.7	

總計	 1,333	 100	

	

3. 知性白	

新生投票結果：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145	 32.7	

長領寬滾邊	 299	 67.3	

總計	 444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241	 33.8	

長領寬滾邊	 472	 66.2	

總計	 7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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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星宇灰	

新生投票結果：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96	 41.2	

長領寬滾邊	 137	 58.8	

總計	 233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172	 45.1	

長領寬滾邊	 209	 54.9	

總計	 381	 100	

	

5. 文風青	

新生投票結果：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33	 25.6	

長領寬滾邊	 96	 74.4	

總計	 129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53	 27.6	

長領寬滾邊	 139	 73.4	

總計	 192	 100	

	

6. 時尚粉	

新生投票結果：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39	 30.2	

長領寬滾邊	 90	 69.8	

總計	 129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長領寬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59	 31.6	

長領寬滾邊	 128	 68.4	

總計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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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餐綠	

新生投票結果：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164	 55.4	

長領寬滾邊	 132	 44.6	

總計	 296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252	 58.7	

長領寬滾邊	 177	 41.3	

總計	 429	 100	

	

8. 沉穩藍	

新生投票結果：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210	 61.4	

長領寬滾邊	 132	 38.6	

總計	 342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319	 59	

長領寬滾邊	 222	 41	

總計	 541	 100	

	

9. 曜石黑	

新生投票結果：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254	 57.9	

長領寬滾邊	 185	 42.1	

總計	 439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短領細滾邊。	

	 人數（人）	 百分比（％）	

短領細滾邊	 407	 59.2	

長領寬滾邊	 280	 40.8	

總計	 6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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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夾克顏色	

1. 顏色選擇	

新生投票結果：深黑最高，深藍次高，墨綠第三，銀灰第四。	

	 人數（人）	 百分比（％）	

深藍	 180	 23.6	

深黑	 390	 51	

銀灰	 82	 10.7	

墨綠	 112	 14.7	

總計	 764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深黑最高，深藍次高，墨綠第三，銀灰第四。	

	 人數（人）	 百分比（％）	

深藍	 307	 24.2	

深黑	 635	 50.1	

銀灰	 151	 11.9	

墨綠	 173	 13.8	

總計	 1,266	 100	

	

2. 您認為校定夾克提供幾種顏色選擇較合適	

新生投票結果：一種。	

	 人數（人）	 百分比（％）	

一種	 330	 44.1	

兩種	 210	 28.1	

三種	 208	 27.8	

總計	 74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一種。	

	 人數（人）	 百分比（％）	

一種	 586	 43.8	

兩種	 341	 25.5	

三種	 410	 30.7	

總計	 1,337	 100	

	

註：本項調查結果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擴大新制服運動委員會決議更

正為：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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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OLO 衫細節設計	

1. 領口滾邊	

新生投票結果：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298	 42.7	

捨棄	 400	 57.3	

總計	 69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468	 40	

捨棄	 703	 60	

總計	 1,171	 100	

	

2. 領口『NKUHT』字樣	

新生投票結果：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256	 38.5	

捨棄	 409	 61.5	

總計	 665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385	 34.6	

捨棄	 728	 65.4	

總計	 1,113	 100	

	

五、校定臂章設計	

1. 校定臂章設計	

新生投票結果：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314	 39.8	

捨棄	 388	 60.2	

總計	 702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捨棄。	

	 人數（人）	 百分比（％）	

保留	 525	 44.4	

捨棄	 658	 55.6	

總計	 1,18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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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定休閒服意見調查	

1.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您認為校方是否需要增設更多置衣櫃	

新生投票結果：普遍需要。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需要	 56	
13.8	

不需要	 21	

尚可	 113	

86.2	需要	 117	

非常需要	 251	

總計	 55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普遍需要。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需要	 137	
19.2	

不需要	 51	

尚可	 190	

80.8	需要	 172	

非常需要	 412	

總計	 962	 100	

	

2.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認為校方是否需要增設更多更衣空間	

新生投票結果：普遍需要。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需要	 45	
12	

不需要	 22	

尚可	 94	

88	需要	 111	

非常需要	 286	

總計	 55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普遍需要。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需要	 115	
17.6	

不需要	 54	

尚可	 158	

82.4	需要	 158	

非常需要	 477	

總計	 9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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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您認為校方勸導期維持多久較適合	

新生投票結果：一學期。	

	 人數（人）	 百分比（％）	

一學期	 414	 74.2	

一～三個月	 83	 14.9	

其他	 61	 10.9	

總計	 497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一學期。	

	 人數（人）	 百分比（％）	

一學期	 668	 58.6	

一～三個月	 320	 28.1	

其他	 151	 13.3	

總計	 1,139	 100	

	

4. 校定休閒服實施後，是否同意爭取可於特定集會穿著	

新生投票結果：普遍同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128	
30.5	

不同意	 42	

尚可	 117	

69.5	同意	 79	

非常同意	 192	

總計	 55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普遍同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237	
31	

不同意	 61	

尚可	 195	

69	同意	 137	

非常同意	 332	

總計	 9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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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對於校定休閒服混搭制服之意願	

新生投票結果：普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178	
41	

不願意	 51	

尚可	 119	

59	願意	 70	

非常願意	 140	

總計	 55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普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361	
47.5	

不願意	 97	

尚可	 184	

52.5	願意	 105	

非常願意	 215	

總計	 962	 100	

	

6. 您對於穿著校定休閒服上體育課之意願	

新生投票結果：普遍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245	
59	

不願意	 84	

尚可	 109	

41	願意	 40	

非常願意	 80	

總計	 55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普遍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443	
59	

不願意	 125	

尚可	 172	

41	願意	 82	

非常願意	 140	

總計	 9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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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對於校定休閒服可送洗衣房送洗之意願	

新生投票結果：普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45	
10.6	

不願意	 14	

尚可	 71	

89.4	願意	 66	

非常願意	 362	

總計	 55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普遍願意。	

	 人數（人）	 百分比（％）	

非常不願意	 104	
13.1	

不願意	 22	

尚可	 150	

86.9	願意	 112	

非常願意	 574	

總計	 962	 100	

	

8. 您認為校定休閒服上衣可接受之定價區間	

新生投票結果：NT$300	~	NT$500。	

	 人數（人）	 百分比（％）	

NT$300	~	NT$500	 446	 79.9	

NT$500	~	NT$700	 48	 8	

NT$700以上	 20	 4	

其他	 44	 8.1	

總計	 558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NT$300	~	NT$500。	

	 人數（人）	 百分比（％）	

NT$300	~	NT$500	 726	 75.5	

NT$500	~	NT$700	 78	 8	

NT$700以上	 27	 3	

其他	 131	 13.5	

總計	 962	 100	

	

	

 	



 32 

9. 您認為目前校方提供之三種購買選項，您較偏好哪一種	

新生投票結果：學校訂製。	

	 人數（人）	 百分比（％）	

學校訂製	 259	 39.1	

班級訂製	 224	 33.8	

個人自備	 104	 15.7	

以上皆非	 75	 11.4	

總計	 662	 100	

全體師生投票結果：學校訂製。	

	 人數（人）	 百分比（％）	

學校訂製	 421	 37.3	

班級訂製	 329	 29.1	

個人自備	 202	 17.9	

以上皆非	 178	 15.7	

總計	 1,1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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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次針對全校師生進行校定休閒服款式、顏色及設計等意見問卷普查，問

卷填答人數計 962 人，其中 111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填答人數計 558 人，佔填答

總人數 58%，問卷調查數據仍具有一定參考價值，其中開放性之意見調查，師

生意見回答數，針對上衣顏色建議計 6則、上衣材質與款式建議計 11則、夾克

顏色與款式建議計 7則、長領細節建議計 8則、立領細節建議計 11則、臂章設

計建議計 19則、休閒服定價建議計 7則、其他意見計 58則。	

由上述數據統計，可見師生們對於新制服運動（校定休閒服）推動，心中仍

存有許多的想法與意見，此次問卷普查，在全體師生皆明瞭調查目的之情況下進

行，相較於僅學生代表出席「新制服運動推動委員會」所表達之意見，問卷統計

數據及資料更具公信度。	

建議「新制服運動推動委員會」，除將此次投票結果納為決策之參考依據外，

並參閱附錄三所統整之意見與建議，了解全體師生的想法後，針對問卷所提意見

及建議，給予妥善的回應與說明，以利未來新制服運動（校定休閒服）的推動與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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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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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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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問題分類	 師生回應摘要	

上衣顏色與建議	

1. 白色看起來很透。	

2. 橘色。	

3. 奶茶色。	

4. 藍灰色。	

5. 莫蘭迪色系。	

6. 深色衣服不好配卡其色褲子/裙子。	

上衣材質、款式與建議	

1. 一般 T-Shirt領子。	

2. 不要領子。	

3. 不要	POLO	衫，希望可以排汗 T恤。	

4. polo	領不好看如果要改休閒服，可以選擇一

個顏色的圓領T就好。	

5. 舒適的材料做成的襯衫。	

6. 要有女生可以穿的短褲不是褲裙、希望能增

加短褲及長褲，因為不是每個	女生都喜歡穿

裙子，而且運動時也比較方便不易走光。	

7. 衣服可以統一有領子或是沒有領子，個人偏

向女生衣服沒有領子，領口可以採微	V	領設

計，這樣給人的感覺不會過於制式，男生的

部分可以維持有領子。	

8. 制服可以換顏色(不是說運動服)若制服再設計

好看點是不是就會比較多人穿，可以參考國

外英國那邊的制服。	

9. Polo	衫不符合現代年輕人穿著，穿起來很老

態。	

10. 如休閒服是讓學生在體育課穿，那麼應該是
方便運動的款式，而不是此兩款高領子的；

其次褲裙裝做運動也太不方便了，不是每個

女生都喜歡穿裙子，學校應該讓同學們穿自

己的運動衣上體育課，尊重同學們的意願，

本來學校的制服已經「多樣化」，不必再推出

多一款，增加學生與家長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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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議可以換個版型，或者可以設計體育課時
也能夠穿著的衣服，因為多功能體育館屬密

閉室空間，幾乎都是沒有冷氣的，所以穿上	

polo杉，會相當的熱；建議可以將另一件還

沒收到的裙子，改為一黑一卡其，這樣在搭

配上，也比較多選擇。	

夾克顏色、款式與建議	

1. 白色。	

2. 莫蘭迪色系。	

3. 深卡其色，呼應卡其褲做搭配。	

4. 希望開放便服外套，可依個人需求穿厚或薄

外套。	

5. 樣式建議改成棒球外套。	

6. 希望開放系外套，系外套是為學校代表科系

衣物非便服，能讓大家自由的穿著。	

7. 希望維持原樣式外套。	

長領細節建議	

1. 不要領子，不適合運動。	

2. 長領設計容易留有汗漬清洗不方便。	

3. 領子用長袖就好不要短袖。	

4. Logo	可設計在胸口或背後。	

5. nkuht字樣可保留，這樣才會有別於其他服

裝。	

6. 也許可以有繡上去的校徽在正面。	

7. 過多花俏的設計看起來不乾淨俐落。	

8. 袖子的版型可選擇比較寬鬆的，而不是鬆緊

的，這樣穿起來會比較輕鬆，如果要有領口

滾邊的線條，建議可以再細一點不要這麼

粗。	

立領細節建議	

1. 會勒脖子不舒服，建議可量一下每個人的脖

圍，設計寬鬆一點。	

2. 容易留下汗漬。	

3. 容易塌掉、領子不挺。	

4. 不要有扣子及領子。	

5. 也許可以有繡上去的校徽在正面。	

6. 有領子的衣服很熱，小白的圓領比較好活動

也比較透氣舒服。	

7. 看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穿起來感覺也不舒服。	

8. 立領不像學生，較成熟感，故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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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以改成	V	領修飾臉型，以高雄炎熱的天氣

也比較涼快舒適。	

10. 比 polo衫領子好看。	
11. 領子需更高才能防曬。	

臂章設計與建議	

1. 做工及車縫品質需提升。	

2. 字體需更改，手寫的字體感覺更貼近現代的

風格。	

3. Logo	字體需調整成較小尺寸。	

4. 不要 Since1995，NKUHT可保留。	

5. 校徽、1995	刪除。	

6. since1995	的字體好像可以再稍微小一點會更

好。	

7. 臂章以校徽取代感覺更清爽。	

8. 臂章與領子旁的NKUHT擇一即可,不然兩邊

都有會很像囚犯。	

9. 黏貼方式，自由選擇是否要有臂章。	

10. 臂章本身是好看的，但不適合放在運動服
上，可以放在其他紀念品或高餐商品上。	

11. 臂章不太需要，沒有必要什麼都凸顯是高
餐。	

12. 沒必要在臂上在繡上校名，畢竟高餐這麼有
名，看衣服就知道了。	

13. 這種深色衣服徽章顏色就可以是白色；亮色
衣服如白色可以是黑色徽章、藍色和綠色可

以是白色等或是直接改成校徽不留字，留字

會顯得比較花俏及突兀，單純桂冠校徽比較

簡潔。	

14. 維持原來的就好	沒有必要改變。	
15. 有點多餘，縫線不是很好看。	
16. 本身的設計跟理念就不符合，如果要更休閒
還不如學生自行設計更了解我們要什麼或是

取消休閒服只保留制服，在高餐我們是學

生，不是像工作人員，臂章的設計很不合

理。	

17. 制服可以單純一點，不用搞得像棒球衣贊助
商那樣。	

18. 不像高中生，那乾脆直接把我們變成社會人
士?我覺得完全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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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這還不錯	又對上學校的歷史文化。	

休閒服定價建議	

1. 希望可以降低價格，由於我們這次是第一

屆，採購量可能不像學長姐的小白小綠可以

多叫貨，價格高還是可以理解的，但還是會

覺得我們的休閒服和學長姐的運動服價格落

差有點大。	

2. 維持原樣式運動服。	

3. 無購買意願。	

4. 150元。	

5. 200元。	

6. 250元以內，需與之前小白差不多售價。	

7. 300元。	

其他意見	

1. 取消休閒服並維持運動服。	

2. 建議開放科系服及系外套。	

3. 請學校把這筆經費省下來，用在更好的地

方，拜託了。	

4. 說多都是累，完全不接受學生的看法，那做

表單讓我們填有什麼意義。	

5. 高餐綠已經是高餐的代表色了，突然換新的

制服怕是會影響大眾對高層學生的識別度，

另外，以上服裝看起來並沒有比較舒適，設

計又特別老氣，支持原校服。	

6. 親愛的陳敦基校長您成為我們學校的校長後

一點都不尊重學生的想法，校定休閒服這些

東西的打版在暑假自己開會弄出來，請問有

哪位學生真的喜歡這些衣服嗎，我們來高餐

前全部都知道要穿制服了，為什麼不維持原

本的就好，況且你花那麼多時間在改良這套

衣服上，我就請問這些衣服真的有更顯現出

餐旅業的專業水準嗎，還是只是越做越四不

像，學校還有很多需要關心及解決的議題，

這個休閒服意義真的不大，學生們都完全不

能理解為什麼要推行新制服的改良，搞得大

一他們校歌比賽也沒制服穿，這樣真的有比

較好?請問您真的有把學生的意見聽進去

嗎?Dcard	論壇上全部都是反對制服的聲量，

會議紀錄內的六成-七成同意是哪裡來的數字?

校內師長也不敢替我們發聲，因為跟校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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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面，到時候職涯發展上受限制被針對我

們也沒辦法幫那些老師，既然都開了這個表

單拜託好好看看學生的意見，說有在聽取學

生的意見事實上就只是一言堂而已。	

7. 為什麼就一定要改版呢?把我們大一跟其他學

長姐分開來比較好嗎?不管是顏色還是款式，

都很像在公園看到的阿公阿嬤會穿的，這就

是所謂的與社會接軌嗎?搞不懂誒。	

8. 超醜!希望學校可以改回原本的運動服，休閒

服的顏色及設計真的讓人買不下手，大一新

生入學前完全不知道會改版，在網路上看到

學校的衣服覺得很酷很新奇也很好看，入學

才知道自己根本穿不到，還要穿改版的休閒

服，真的很無語，也希望學校可以多多傾聽

學生的意見，休閒服的部分希望學校再三考

慮，或者再由下一屆新生開始改呢，提早讓

新生知道此事項！	

9. 我覺得新版的校定休閒服根本不適用於現在

的學生，版型看起來難看又老氣，還不如原

本綠色短褲搭配白色T恤。學校根本沒有參

考過學生的意見就強制推行新制服，就我所

知，目前從大一至大四的同學們對新制服的

反彈聲量很大。校長所謂的新制服運動，不

知道出發點為何，如果只是把制服從舊的版

型換成一個新的版型，大可不必如此，況且

這款又醜又老氣。	

10. 高餐一直有穿制服的傳統是好的，但是是要
讓學生明白為何要維持穿制服的傳統才是重

點，而不是舊制服換成新制服，換湯不換

藥，脫褲子放屁。到時引起更多學生的反

彈，又何必如此呢？	

11. 一直以來小白跟綠褲就是高餐的標誌，也覺
得沒有必要再重新做一套休閒服，這樣還需

要再重買，對快畢業的學長姐來說根本沒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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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餐代表色就綠色，添加其他顏色只會看起
來很雜亂很醜，不然就直接用原本的小白小

綠，或開放系服，然後女生麻煩推出黑短褲

好嗎，褲裙一點都不好，加那一片有問題嗎	

13. 我覺得服裝的部分，對於女生來說深色的比
較方便，也謝謝學生會為我們爭取，讓學校

聽到學生的聲音，辛苦了！	

14. 休閒服真的不必要，可以沿用目前現有的運
動服就好，不然又要等很久才可以穿到制

服，我們的洗衣費不就白費了嗎？	

15. 上學希望可以以舒適的衣服為主，制服在正
式活動時穿就好。	

16. 沒有比原本的小白運動服好看，失去原有的
高餐特色我覺得不是什麼好主意。	

17. 繼續穿小白的話可以直接省去開公聽會及分
析問卷資料的時間，都開學一個月了新生們

都還在穿便服。	

18. 我覺得做新的休閒服應該也沒有解決到校長
一開始提出對運動服的問題，反而因為推出

這麼多顏色讓校園變的更亂，那還不如直接

開放我們穿系服系外套，推出這麼多顏色跟

奇怪的規定真的有讓學生比較方便嗎，沒有	

吧，下課時間已經夠短了還要繞過草皮到遠

方的教室，現在還要多換衣服這個步驟，租

屋的同學上課還要多帶一套衣服，而且這個

款式跟顏色真的醜到不行欸，完全沒辦法接

受，希望校長及老師們可以站在學生的角度

想一下，不要一直想要做一些奇怪的事。	

19. 身為快畢業的學生，完全不會穿到新改制的
制服，但還是希望學校能夠多聽聽學生意

見，網路上及身邊的同學、學弟妹沒有人想

要穿著新改制的制服，為什麼要多花這筆錢

穿上五顏六色不好看、不舒服的衣服？原本

的制服已經能夠展現學校特色了，新增這樣

的休閒服能肯定學生真的不會穿。	

20. 既然都開放休閒服了，而且似乎會做好幾項
不同款式供學生選擇何不直接開放便服？覺

得新制休閒服真的跟便服沒兩樣，甚至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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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舒適度還比較高，這樣休閒服的訂定真的

有突顯高雄餐旅大學的專業度、國際化嗎？

我想這是所有高餐學生想要表達的疑問，我

如果身為小港居民，只會覺得高餐好雜亂，

光是制服樣式、顏色就花花綠綠，不要說是

餐旅大學，餐旅幼稚園真的差不多，校長不

知道會不會聽進去學生的意見，但還是想把

自己的想法打出來，今天不說，明天不說，

之後校長也不會理學生了吧，學校不是以學

生為主的教育殿堂嗎？最後決定事情都是老

師占大多數的席位，不知道只覺得高餐新校

長讓人好失望，只想把學生壓下去而已。	

21. 建議可以穿舊版的小白配小綠的運動服，原
本的運動服就很好看也很統一，加上很多人

都在入學前買好衣服了，而且我真的*100覺

得小白超級無敵世界好看，所以拜託拜託拜

託可以不要換嗎，而且而且而且我繳了洗衣

費，然後休閒服都還沒有決定下來，這樣一

路到寒假的話，我都沒有衣服可以給洗衣坊

洗，如果制服下來之後要每天穿高跟鞋配制

服的話，我的腳會支撐不了每天穿高跟鞋，

我很想穿舊的運動服...	

22. 維持原版就好，新的休閒服根本是在抹殺新
生的權益。當初說需要更換的人現在也穿不

到新版休閒服，反而是我們新生需要去承擔

後果，根本不合理。	

23. 沒一個好看的，21世紀了年代不一樣了，不
要總是用著傳統來束縛年輕人的想法跟意

見，相信學校過半的學生都反對這次的新制

服運動，那為何學校沒有聽聽我們的聲音？

而是在暑假通過了這次的新制服運動？是否

有審核上的弊端跟遺漏？	

24. 休閒服著實不太好，有領衣服在高雄炎熱的
天氣下根本不透氣且難受，認為應該繼續穿

小白。	

25. 您好，我覺得顏色搭配是一個問題，但最大
的問題是「並不是所有穿搭都適合將衣服扎

起」，除了顏色像公園裡揮灑汗水的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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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起衣服更像	 80	年代的審美。by	the	way，

依個人調查現在的一年級新生們多數更傾向

於維持	 110	年之前的舊版，我覺得可以維持

現況不作更改，再幫忙請校方慎重思考，「不

是新的就一定好」，謝謝你們。	

26. 我覺得沒必要去用衣服來規範學生，都已經
有制服來代表學校了，既然學校都指定休閒

服了，為何不讓學生自己選擇要穿的衣服就

好，再者領子的設計在高雄每年夏季的情況

就會很難受，難道學校還要再去列一堆休閒

服穿法的規定嗎？每次教官為了抓服儀搞得

很忙，學校也總是遭到質疑，對教官跟學生

雙方還有學校都很難熬。說真的這次的方案

讓我對學校感到失望，設計成這樣，我不覺

得好看相信學校也知道。	

27. 我覺得可以不要廢除小白小黃，校長說因為
穿著小白小黃沒有專業的感覺，但在我們眼

中以及校長所謂的業界看到我們目前改版的

休閒服，也並不一定是有專業化的感覺吧。	

28. 考慮過學生想不想穿嗎？行政人員最好也都
穿。	

29. 不要強迫舊生更換，就算之後我們再升二技
也不能強迫再買新制服。	

30. 剛剛公園散步的阿公跟我說選粉紅色，他說
他都這樣穿。	

31. 請退回休閒服方案，原本運動服已經具備專
業與休閒性，不必在花費這些錢，去改一個

學生們都反對，老師也不支持的休閒服。身

為一間學校，最重要的理當為學生，而校長

您不顧師生反對，一意孤行的執行休閒服的

方案，我相信學生們對於此將會十分不滿，

對於購買新休閒服的意願也將不會太高，如

此一來，將造成兩輸的情況。修改現有制服

固然重要，但希望學校能真正的採納學生們

的意見，而不是學校一意孤行的討論。	

32. 不要五顏六色希望穿衣自由。	
33. 個人認為制服照舊就好了，不需要改！現在
的制服才是最好看最棒的，建議如果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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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善一下精誠樓的設備，或是修廁所馬

桶（EX：G棟），沖馬桶的時候每次都很怕馬

桶水噴到自己...不然就是馬桶周圍都是水，很

不衛生，有錢增設更衣室的話，不如增設打

掃阿姨的休息室，讓阿姨們空閒的時候有地

方可以好好休息，吃飯的時候也不用在樓梯

間吃。	

34. 按照的原本的很就好了！我就不懂了，經費
花在對的地方好嗎?校長，您是對的人，但請

您做對的事好嗎？您為我們爭取的資源大家

有目共睹，對我們學生來說，您絕對不是可

有可無的存在。但本來大家就不願意換校

服，現在來投票根本沒意義，就是在強制我

們配合學校的政策，什麼是三新政策呢？電

梯跟廁所修一修，宿舍也弄好一點就好啦，

沒事改學校衣服幹嘛啦，改了看起來真的沒

有比較專業，拜託學校民主一點，台灣是民

主國家，應該讓大家投票決定要不要改，而

不是直接叫大家投什麼新制服喜歡的樣式，

是想透過這種方式讓我們直接默認嗎？	

35. 舊的比較好看…弄這個不如直接開放可以穿
系服、系外套，希望不要只是說說然後都堅

持己見。	

36. 原本的小白就很好了，不用再花錢設計休閒
服，不僅服儀難統一，還會失去大家對高餐

的好印象。	

37. 這個並不是重點，重點是為什麼又要改，穿
體育服又沒有說不好，而且我們這屆新生從

來都沒有說要改休閒服，是你們校長說要改

的，幹嘛不要你們這些師長穿，既符合你們

年紀也符合你們這些老氣又醜陋的美觀，而

且為什麼要我們學生穿呢，既難看也沒什麼

意義。	

38. 其實休閒服比之前的運動服還不方便，運動
服不管什麼時候都可以穿，但休閒服卻要換

來換去的，上體育課要換自己的衣服真的非

常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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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建議直接取消這項愚蠢的政策，如果學校
沒錢了可以直接說，看是要請政府增加補助

還是怎樣，但不要再以奇怪名目要求學生購

買沒意義的校定商品，明明已經有校定運動

服跟制服了，到底有什麼必要性的理由一定

要有休閒服這樣東西的存在，如果是校方人

員自己喜歡，那麻煩請校方自己規定老師自

己愛穿去穿，學生已經有制服了真的不必。	

40. 休閒服沒有明確的意義，體育課如果還要換
衣服會造成學生的困擾，我是來學習，不是

來參加變裝的。為了一套休閒服，讓學生無

法接受，站在校方的立場，這樣真的是你們

所期望的嗎？我通常不太會有意見，但針對

學校休閒服，我感到不理解，學生也表明意

見了，但學校卻沒有採納，那討論的意義何

在，何必浪費雙方的時間，透過這件事表體

現出的只有學校根本沒有聆聽學生意見的事

實！學校或許會有自己的立場，但如果校內

已經決定好要換衣服，又何必多此一舉說會

以學生的意見為主，讓學生有希望後又一直

用各種理由搪塞和回覆我們的發言和提問？

我只能說，如果不能讓學生對學校產生認同

感和共鳴，只會讓學校一年比一年爛而已，

希望高餐不會有那一天，因為我當初想進來

高餐讀書，是認為我能夠以高餐為榮，如果

真的要改，就以現在的運動服更改材質。	

41. 本身是休閒服，為何還要去混搭制服，我還
是覺得學校需要多花時間去思考、更新。	

42. 我明白新校長剛上任很想搞一堆改革，畢竟
誰會不想成為被記得的那個？但是我真的覺

得沒有必要浪費全體學生、老師和行政人員

的時間。如果學校真的那麼有錢那就請校長

花在更有意義的地方，比如說改善學校的硬

體設備，尤其是學校不止一個大樓的電梯都

有問題，包括行政大樓的也是。而且都已經

定案要換校服了才來問學生對於校服設計的

想法不覺得很可笑嗎？我們根本沒有想要換

欸，而且每個配色都那麼醜，是真的有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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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專業的請教過嗎？真心覺得穿出去都覺得

丟臉，真是謝了。	

43.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有新制服運動，已經開
學一個月了新生還是沒有規定校服可穿，那

為什麼不直接採用原始小白小綠褲就好了。

而且對於上課穿著也比較方便之外那也是大

家熟悉的校訂服了就不需要再修改。新制服

追蹤到現在的狀況是學生非常不願意購買及

穿著，希望學校能夠正向的和學生進行討

論，藉由表單確定過半數以上的學生是不同

意的，那就不要再繼續採用新制服運動，這

樣是很不尊重大家而且也會感覺很不被重

視。	

44. 希望可以落實以大一學生意見為主，不要作
秀，學校上級可以再花多一點時間和學生溝

通，希望有實品展示，圖片只能看出個大	

概，謝謝。	

45. 拒絕休閒服，還我高餐運動服。	
46. 拜託不要新制運動服，原本的運動服就很好
看了，就算經費很多(教育部給國立的經費至

少是私立的三倍)也不用這樣亂花錢吧，還有

那個夾克出來後學校內真的會很亂先不要拜

託，系外套抓嚴一點就好了。	

47. 配色很奇怪，不要繫皮帶，做一般的運動服
就好，穿休閒服上體育課根本不合理，怎麼

會有人上體育課穿裙子跟不是運動褲的褲

子，這樣會有褲子破掉跟走光的風險。	

48. 十分不理解為何校方希望在短時間內決定並
推動，兩年前校方不願接受系服給出的理由

為缺少高餐辨識度，如今卻推出各種顏色之

休閒服還希望盡快定案？真心的希望學校能

多聽聽學生的聲音，而不是一而再的讓學生

失望，也謝謝學生會及各系會的努力，你們

辛苦了。	

49. 麻煩請老師主任也都要穿，既然要統一，那
就大家一起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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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一穿著才會像高餐的學生，過多的色系，會
讓校外人士混淆，反而不容易辨識高餐的特

色。	

51. 如果校定休閒服的推動是指將原有的運動服
取消，新設計、新生產校定休閒服，那麼以

我的觀點來看其實不大必要，因為這好比如

把樹砍掉後，為了環保又重新種植樹木。	

52. 衣服設計沒有完善，得不到大家的同意，如
果今天設計的好看，誰不會同意呢，在抉擇

方面沒有想的很清楚。	

53. 還是希望學校能多採取新生的意見，畢竟這
些衣服是要給我們穿，而不是給校方和校長

穿，不然給我們填再多這樣的表單也是毫無

意義！	

54. 希望真正的聆聽學生意見，不要打著為學生
著想的名義但其實擅作主張，開了公聽會卻

照著自己的想法走，這樣沒有開的意義。其

實這些更改後並沒有比之前來的更佳，不如

多點心思放在廚藝科，規定要照學校服儀

走，	卻沒有完善的更衣室，置物櫃，都擠在

小小的廁所裡，非常的沒有人性化。	

55. 餐管已經有了廚服，服技服，制服，現在又
有休閒服，然後上體育課又換體育服？這樣

不會太麻煩嗎？上課又不是什麼換裝比賽。	

56. 有必要這麼急著推動新制服運動嗎？很多政
策不可能快推動成功，要開很多會去協調並

權衡利弊，卻讓現在的大一生每天都在問什

麼時候衣服會決定好，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先

設定什麼時候要改版好，卻是臨時告知 111	

年入學的要穿，甚至制服只是稍微改版，雙

十連假上衣都還沒發，是不是導致校園環境

更加混亂，一堆穿便服、制服、運動服的人

維持一個多月了。如果確定要改為什麼不一

開始就告知說大一生不用買小白小綠，這是

不是變向飢餓行銷，把之前賣不出去的庫存

趁這次消耗殆盡，員生社卻只有張貼說若新

制服出來後不接受舊版運動服退貨，訊息傳

遞上要更精確一點，不要一直給很模糊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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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如果延後到	 112	年再改版，是不是就沒

有這個問題了。我同意要改衣服這件事，但

不先好好寫企劃書規劃時間，認為這件事會

很快結束，在做這個重大政策之前應該要知

道會有很多聲音，全校	3000	多位學生不可

能全部滿意吧，何況這次是幾乎全校反彈，

雖然我們是學生，但多納入學生的意見不是

更好嗎，可以找到師長們看不到的盲點。希

望這件事能盡快先到第一階段，不希望到學

期末大一生還在穿便服戴名牌。	

57. 適合學生活動的運動褲竟然沒有了，變成制
服長褲、制服裙、制服短褲、制服褲裙？還

分卡其色跟黑色？這麼多種是要幹嘛？一件

適合運動的運動褲還比較實在！而且就算真

的想改良校訂服好了，也選一些較符合高餐

的代表色吧……即使自己快從高餐畢業了，

這些改變並不會影響到我，說實在其實根本

不甘我的事，但大家都還是希望能夠捍衛高

餐的形象及品質，不捨得看到自己的母校變

成這樣……拜託學校多做些有意義的事吧！	

58. 休閒服應該是給學生「舒適」考量設計的，
但褲子跟裙子的部分看起來	就很不方便，還

要另外帶衣服來換，這樣上課也很不方便，

大包小包的很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