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家長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中學部 3 樓視聽教室
主席：林建國會長

司儀、記錄：楊縈麗

列席: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國教中心主任、
幼兒園長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 17 人，已到 14 人。
壹、 頒發家長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當選證書。
貳、 家長會長致詞:
校長、各位主任、委員、班代大家好！感謝各位抽空參加 106 學年度第一
學期第三次家委會，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會議，溝通校務，辛苦了，謝謝大
家！

參、 校長致詞:
建國會長、副會長、各位委員、代表、同仁們午安，大家好！
一、 教育部 106 年 11 月 10 日臺教文(六)字第 1060155225 號核定本校興建校舍
工程補助款新臺幣 5000 萬元，學校於 11 月 10 日召開評選會議，11 月 11 日
召開工程招標說明會，預定 12 月 1 日上午 9 時公開評選，由中央貿開集團
協孚(股)公司得標，於 12 月 4 日與 7 日分別召開工程協調會議，目地清楚
的排定施工期程，三方的搭配，尤其是安全配套措施；丁善理紀念國際學校
是富美興公司的傑作，實力、口碑都很好，我們都很欣喜，萬事具備等候 1:500
文件核定下來後，取得建照，日期暫定最早是 107 年 3 月 3 日拆遷動土，慢
則是 6 月 22 日，待建照核可後，再協調開工日期。
二、11 月 4 日到教育部說明攸關校舍工程規劃事宜，當時十萬火急，後來能敗部復
活謝謝總務主任的協助，在很大壓力下我們真的扛起來了這個任務，這一年來
胡台校是基礎扎根的工程，尤其在課程研發、12 年國教、課程總課綱、教師的
增能、在教學上的創發、學校特色的亮點做展現、創校的宗旨、怎樣讓華語文
教學深耕，每一件都是有生命的，共同努力達成，12 年國教課程相關配套教育
部補助款，在 11 月 30 日前提報教育部計畫，中長程學校計畫在今年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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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就啟動，告訴各位很多工程，在信譽專業沒看到的業務，我們都在
著手，各位針對我們專業辦學的理念可以放心，尤其是在三長會議回來，相信
大家都是肯定我們胡臺校會有新的發展，教育部國際司張副司長提到:『五所學
校的校務報告，胡臺校最令人感動，所做的事情都是扎根的工作』
，因為我們所
做的事都是跨世紀的工作，相信學校應有新的進展、新的亮點展現，各位身為
胡臺校的家長要感到欣慰，很感動的，同樣的報告，別於其他四所臺校的報告，
請大家放心，若有任何雜音比照四所臺校的作法，到家長會長、委員提建議就
打住，讓學校能夠很專心的辦學，其他的學校也是這種作法，很羨慕！家長會
提供的獎學金，傳愛文教基金會的獎學金，越台獎學基金會的助學金，林登益
董事長提供的獎學金，在 11 月 19 日廿周年校慶運動會捐贈，感謝大家！
四、目前學生總人數 1065 人，五所臺校之冠，逐年成長過程需要有危機意識，至今
只剩 4 位學生未繳學費，分期繳交 9 人，持續關切追蹤，這是公平正義的事。
五、早上是華語文班第 31 學程的結業典禮，寫字比賽頒獎，華語文教學推動中華文
化，胡臺校的學生參加華語的檢測，參加華語文檢測能力受肯定，別於其他四
所臺校，點點滴滴同仁的辛勞，相信大家會慢慢的感受得到，謝謝大家！

肆、 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工作重點:
(一) 校內教師自主性進修活動及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PLC。
(二) 教師專業知能提升，特色課程研發工作坊。
(三) 與大學策略聯盟，提供準教師實習機會。
(四) 智慧教室建置。
(五) 推動晨間閱讀。
(六) 推動校內科展、讀書心得、小論文寫作。
(七) 辦理補救教學學習扶助及課輔進階班。
(八) 高三畢業生升學狀況(統計至 11 月 28 日) 。
(九) 推動華語文拓展國際視野。
(十) 辦理 106 學年度僑生說明會。
(十一)辦理慶祝 20 週年校慶靜態教學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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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項學生營隊及藝文活動。
(十三)特色課程研發。
(十四)其他例行性工作。
教師增能:
(一)105 年 12 月 24、25 日教師公開觀課。全校 69 位教師參加。
(二)106 年 2 月 24 日、25 日兩天辦理教師 105 學年度臺越課程發展研討會(教師
專業成長知能研習)參加人數 170 人。
(三)106 年 8 月 22~25 日辦理 igt 雲端播客系統、新世紀的教與學教師專業成長
營及丁善理紀念中學參訪。
(四)106 年 9 月 24 日辦理傳愛系列講座三場(丁澤民副校長)。
(五)106 年 10 月 27~30 日邀請新北市教育局課程研發團隊蒞校辦理工作坊，全校
教師均參加人數達到 159 人次。
學生學習:
(一) 本學期高中部參加全國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報名 6 篇，獲獎 5 篇(特優 1 篇,
優等 2 篇,甲等 2 篇)。
(二)校內科展於 12/11~15 日舉辦。
(三)辦理補救教學學習扶助及課輔進階班合計 7 科 12 班。
(四)辦理傳愛講座及科展指導講座。
(五)小學藝文活動及讀經活動。
(六)20 週年校慶靜態教學成果展。
(七)107 升學狀況計 21 已有大學(臺大 9 人, 交大 1 人,政大 1 人,臺科大 3 人,
雲科大 5 人,虎尾科大 2 人)
學生學習(106 年科展)
學生學習(106 年讀經)
課程研發:
(一)建置智慧教室一間，推展行動學習。
(二)特色課程研發。
(三)校本課程三語並重。
(四)校定選修。
(五)各項檢定(中、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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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終為始，訂定課程目標
展望:
創新思辨、自主學習、尊重關懷、放眼國際、國際接軌、領航海外。
結語:協利同行，走入 12 年國教。
二、學務處:
(一)10/19-11/21 辦理文化教師傳統文化課程。
(二)11/07 辦理幼兒口腔塗氟潔牙宣導。
(三)10/11-11/17 編制 20 周年校慶特刊。
(四)11/19 辦理 20 周年校慶運動會。
(五)SISAC 女排比賽 U19 榮獲第三名、男排第二名。
(六)10/30 SISAC 羽球聯賽 U19 榮獲男子雙打第三名、混和雙打第四名。
(七)12/5-12/8 辦理 9 年級教育旅行。
(八)12/6-12/8 辦理 6 年級教育旅行。
(九)12/7-12/10 辦理 11 年級校外教學。
即將辦理活動:
(一)12 月 18 日起志工媽媽至國小部實施潔牙教育。
(二)12 月 22 日傳統節慶教學成果展彩排。
(三)12 月 29 日傳統節慶教學成果展。
三、總務處:
(一)已完成工程:
1.合作社增設雨棚。
2.幼兒園前地面整修。
3.全校飲水機水質檢測。
4.興建校舍工程上網公告。
5.興建校舍工程招標登報。
6.興建校舍工程投標廠商。
7.興建校舍工程開標(資格標)。
8.興建校舍工程評選會議。
9.興建校舍工程申請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5000 萬元。
10.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師、協孚、1/500 顧問公司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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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辦理中:
1.1/500 細部設計變更案預定 107.01.29 完成。
2.教育部 106 年補助經費成果報告報部核銷：
四、輔導室:
(一)本學期重點工作寒
1.助學金相關事宜。
2.高三學生升大學之升學輔導概況。
3.辦理傳愛系列講座活動。
4.不同年級各項測驗。
5.實施特殊教育專案。
6.實施小學部午間補救教學。
7.輔導室各項諮商輔導與諮詢服務。
(二)助學金相關事宜
1.本學期助學金作業除教育部補助外 已完成發放，感謝 105 學年度家委會捐贈助
學金 7000 萬越盾。
(三)高三學生升大學之升學輔導概況:
1.本屆高三學生共 47 人，僑生 32 人、一般生 8 人、港澳生 1 人、外籍生 3 人、
外交子女 2 人、陸生 1 人。
2.僑生獨招本校錄取人數: 臺灣大學 9 名、台灣科技大學 3 名、雲林科技大學 5
名、虎尾科技大學 2 名，共 19 名。
3.政大僑生學校推薦:錄取 1 名。
4.特殊選才(無僑生資格之一般生):錄取交通大學 1 名。
(四)辦理傳愛系列講座活動
1.生命教育徐茂瑋老師講座已辦理完畢。
2.12 年國教莫恆中課督學生及家長專題講座已辦理完畢。
3.性別平等陳鈞嗣家長、教師講座已辦理完畢。
4.12 月份待辦理張榮輝校長性別平等講座系列及中學部資訊與未來世界講座、蔡
秀玉老師班級經營講座兩場。
(五)不同年級各項測驗
本學期各量表施測如下，皆已施測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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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12 學系探索量表施測。
2.G7 智力測驗施測。
3.G9 興趣量表施測。
4.G10 興趣量表施測。
5.G11 學系興趣量表施測。
(六)實施特殊教育專案
1.本校目前鑑定通過學生共兩位，鑑定為疑似生一位，安排 IEP 相關課程給有需
求的學生。
2.小學部及幼兒園疑似生已陸續安排家長到校開會，輔導室除提供協助外，也給
家長適當的建議，希望家長一起關心孩子的成長。
(七)實施小學部午間補救教學
1.小學部補救教學共開設 5 班，小一注音符號班、低中高年級國語、 數學 4 班。
2.本學期除已有之測驗外，陸續採購相關測驗題本，協助檢測學生學習狀況。
3.感謝高景銘委員提供協助輔導室運送相關測驗，以便協助學生。
(八)輔導室輔各項諮商輔導與諮詢服務
1.本學期各項諮商及輔導工作持續進行中，9 月份 258 人次，十月份 184 人次，
十一月 189 人次。
五、國際教育中心:

序號
1
2
3
4

業務執行

業務內容說明

國小英語 EPBL 課
國小英語 EPBL 課程教授 MS Office 與 windows 應用程式。
程
國小英語閱讀課
國小英語課程調整 2 節課為英語閱讀課。
程
九月 22 日參加韓國學校舉辦的三校展演，由 4A、5A、6A 與
三校展演
7C 等四個班個同學參加演出臺灣小吃、后羿與嫦娥、各國美
食介紹、英語演講以及英語歌唱。
極積提升英語聽力能力，在中學部第一次段考辦理英語科聽
英語聽力
力測驗。

5

推動 IELTS 雅思 輔導學生取得英文能力證明以利大學升學，因此開設雅思課
課程
後輔導班，共 28 名學生報名上課。

6

英語正音

針對國小中、低年級的學生開設週六英語正音班提升英語初
學者的發音能力，共 13 名學生報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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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企合作

8

國際交流

與微軟教育方案 Achieve3000 達成合作協議辦理英語閱讀能
力提升計畫，並自下學期開始實施，實施對象為小學三至六
年級基礎班的學生。
協助校長接待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嶺東科技大學、屏東科技
大學等來訪學校人員。
12/12、12/13 接待竹科實小來訪師生。
與 RMIT 合作英語進階課程。
與胡志明市科學大學合作編程營隊。

計畫名稱：國際教育發展計畫
工作項目

說明

107-B04-1

 校園全面建置中英越三語標示。

建置國際化校園環境

 建置英、越語網頁及外籍教師專用的行政系統。

107-B04-2

 建設 ESL 專用教室，全面 E 化教學，以平板、

整建 ESL 語言教室

電子書及 APP 上課。
 開設英語授課的東南亞文化、藝術、史地課程並

107-B04-3
開發國際課程

取得 AP 認證。
 開設國際議題課程，針對時事做即時性融入課程
教學。

107-B04-4

 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開設 AP 授權課程。

國際課程認證
107-B04-5

 定期辦理與臺灣教育機構的文化交流活動。

補助國際交流

 補助交換學生及教師。

107-B04-6
獎勵國際活動

107-B04-7
校內模擬聯合國活動

 獎勵及補助教師參加研討會議。
 獎勵及補助學生參與國際競賽、海外體驗、國際
志工等活動。
 培訓學生參與模聯活動。
 舉辦校內模擬聯合國活動。
 培訓本校志工支援模擬聯合國活動。
 舉辦國際模擬聯合國活動。

107-B04-8
國際模擬聯合國活動

 培訓本校志工支援模擬聯合國活動。
 培訓學生參與及舉辦模擬聯合國活動。
 補助海外臺校學生參與本校舉辦之模擬聯合國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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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幼兒園:
(一)幼兒園前廣場已重新鋪設水泥，改善路況及行的安全(謝謝總務處)。
(二)幼中二班缺導師一名，人事室仍持續徵聘中。
(三)感謝熱心家長(家長要求匿名)，贈送聖誕糖果給幼兒園及小學部每位學生。
(四)幼兒園中庭破損課椅(16 年前家長捐贈)，已提出請購，待核可後即進行採
購。

伍、 意見交流
106-1 學年度第三次家長委員會議意見交流
一、四年 D 班
提案人：陳志成
建議：學校應著重五育發展，改善自然社會教導方式，吸引學生快樂學習。學
校能強化五育並重不因為全面提升教育政策而影響學生應有的學習本
質，同時要改善教學方法對海外僑校的教育方式。
說明：
1. 家長反應，學校自推動全面英文提升教育政策後，對自然、社會這兩科在教
導熱誠，似乎與國數英主科差異甚大，從學生考詴的成績好壞，可以反應到
學生對自然社會的認知，大多是似懂非懂的現狀，由其在越臺校的學生(新住
民)對臺灣文化，地理環境等的認知，更是非常有限，若無法在強化教導學生
(新住民)更難理解。
2. 我們知道「自然科」是輔助小朋友成長，對基本百科知識的認知，而非「社
會科」是影響學生品格倫理塑造及台灣的地理文化培育重要教材，我們是不
能忽略的。
回應：教務處
目前自然與社會兩科除了導師任課之外，尚有科任老師任課，相信教學熱誠
與對學生的指導應該不輸給國語、數學；況且今年更是首開先例辦理國中、
小學生的科學展覽，請家長支持學校的用心。另外為了使家長更放心，教務
處會再利用小學各年級學科會議時間告知老師家長的疑慮並實踐在教學
中。
二、二年 E 班
提案人：蔡耀陽
建議：多增加學童課外閱讀的能力及興趣，將閱讀視為一種習慣。
說明：
每週固定讓學童有課外書及帶回閱讀。
回應：教務處
目前在推動閱讀方面,學校的措施如下:
(1) 中、小學部推動晨間閱讀活動,利用早晨學生到校後的早自習時間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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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靜閱讀，小朋友可以就班級書箱挑選課外讀物閱讀或是至圖書館借閱
圖書均可。
(2)每月推動並辦理小學部讀經活動。
(3)各班級辦理每月借閱排行榜鼓勵閱讀。
(4)不定期的讀書心得及讀報活動等。
綜合以上,感謝家長對閱讀活動的關心，教務處會再向老師宣導並鼓勵學生多
讀書養成學生樂讀閱讀的素養。
三、一年 A 班
提案人：張茵甄
建議：
1. 小學一樓廁所打掃時間是否能調整？
2. 自接家長摩托車是否可統一停在靠近操場旁?
說明：
1. 有一天朝會看到正在打掃，整地都是泡沫，學生有滑倒之慮。
2. 大多數的摩托車都停在校門口右側，少數會騎到幼兒園沙坑前的停車場，
可是學生下課大多數都會經過此處，造成摩托車很容易撞到學生，動線
不妥請在評估。
回應：學務處
1.已與總務處協商將打掃時間延後至第一節上課時間打掃，以維護幼兒安
全。
2.已向家長宣導並請保衛上放學期間勿再讓家長停放摩托車於幼兒園區，
以維護學童上放學安全。
四、六年 C 班
提案人：游幀絃
建議：
1. 住宿生是否晚自習時間到 09:00，晚點名提早到晚上 09:45，就寢 10:00
入睡，嚴格查勤就寢狀態。
說明：
1. 中小學生需要較多睡眠，晚自習到晚間 09:20 稍為過晚，影響孩子的睡
眠是否造成白天上課精神不濟！
回應：學務處
本校住宿生生活輔導公約中規定如下：
21：20~22：00
22：00
22：30
07：00

宿舍盥洗時間
晚點名
寢室熄燈
起床盥洗

若學生準時就寢，每日睡眠時間約為 8.5 小時，已請舍監嚴格督察，務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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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生熄燈後即就寢，本學期會多了解學生白天上課學習狀況，於下學期討
論是否需調整，並於生活輔導公約中調整時間後實施。
五、二年 D 班
提案人：游曉雲
建議：
1.可增設操場的 PU 跑道。
說明：
1.只要下過雨，隔天操場草地就是濕的，有必要增設 PU 跑道。
回應：總務處
1.PU 中文稱聚酯 （Polyurethane，簡稱 PU）
，是人工合成的一種高分子俗稱
PU 塑膠，在製造 PU 塑膠時在預聚體加入發泡劑，使 PU 塑膠內含有許多氣泡，
就成為 PU 泡棉。根據研究 PU 在長期日照下會有異味；PU 的施作和毀損時
維護費亦偏高；因 PU 覆蓋無法排水，容易造成積水，在雨季時會影響使用
時間。
2.基於 PU 對人體有不良的影響；再者施作的成本較高，一條四百公尺的 PU
跑道，施作工程高達四、五百萬臺幣起跳，且使用期限不到十年，平均一年
的施工費用約五十萬臺幣。而且，PU 跑道的彈性就是藉由最上層的橡膠顆
粒在支撐，在跑道的使用上面，最快剝落的，就是橡膠顆粒。一旦顆粒剝落
（圖 1），一來沙石便卡在縫中加速跑道的損壞。二 來跑道的失去橡膠的彈
性，使用者在上面奔跑就如同在水泥地面一樣，如此就會造成膝蓋的損害。
目前不予考慮。

六、幼大一班
提案人：林水利
建議：
1. 幼兒園教室裝設監視器。
2. 交通車應制定車齡、車況檢查表。
說明：
1. 幼兒因表達能力不足，應加裝監視器輔助，至少小班能安裝。
2. 交通車有法規令規定年限，若無法達到，應提出現實車況報告，以利學
童安全。
回應：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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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幼兒園教室將設監視器，請幼兒園評估可行性，再請廠商估價。
回應：學務處
1. 學務處於每學年開學後會請阿草幹事檢驗交通車，依規定須為 10 年內車
輛，近期內將再請司機繳交車籍資料並核對是否確實。
七、一年 B 班
提案人：黃怡銘
建議：
1. 學校即將改建，希望能針對淹水問題也做出改善，否則改建完畢依然淹
水，
實在功虧一簣。
2.本人從事空調行業，願提供學校寒暑假一年 2 次的全校空調免費保養。
說明：
回應：總務處
1.排水問題會請建築師、施工廠商將排水溝渠完整規劃。
2.感謝黃委員的熱心協助，安排保養詳細日期，總務處再與您聯繫。

陸、 臨時動議
一、 目前家長會費大半是補助清寒學生獎學金。
建議:建議取消，以利家長會費之運用。
決議:由家長會長決定之。
二、 家長會費目前是以家庭為單位。
建議:以學生為單位收取家長會費。
決議:贊成以戶數單位有 5 票，以學生為單位 8 票，建議普查後實施。
三、 期末尾牙聚餐辦理方式，在學校舉辦、在餐廳舉辦。
決議:在校內外舉辦，委員沒有意見。

柒、散會: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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