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日會議紀錄 

主席:江家珩校長                                  司儀:張  韻組長 

地點:活動中心                                     紀錄:楊縈麗組長 

時間:107年 3月 18日   上午 10:00-12:00 

出席:如簽到表 

頒獎: 

1. 林水利總經理在寒假期間，學校操場及司令台整理。 

2. 黃怡銘董事長在寒假期間，中學部冷氣維護。 

壹、董事長致詞: 

   校長、副校長、林會長、各位主任、老師、家長、所有貴賓、同學大家早！ 

今天是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日，很高興來參加，歡迎各位看看學校，關心校務現況，

告訴大家，江校長到胡臺校有一年多，學校有很大的改變，在學校的軟硬體，校長帶給學

生學習環境、學習資源，從台灣帶來胡臺校很多教育資源，爭取很多計畫和經費，我每次

看到學校的會議記錄，學校的事務十分繁忙，校長會考慮到大小事情，如學校的落葉堆肥，

校長親自巡堂，做得非常仔細，告訴主任如何執行，也十分辛勞，希望大家多多關心學校，

支持學校、校長、副校長，大家的辛勞，感謝大家！ 

貳、江執行董事致詞: 

    校長、副校長、林會長、各位大家早！ 

今天與董事長同行參與學校日會議，代表胡志明市辦事處對學校的關心與支持，這兩年來

江校長主持校務蒸蒸日上，學生成績突飛猛進，若有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我們會盡力支

持，感謝各位！ 

参、校長致詞:  

       張董事長、江執董、林會長、副會長、各位師長、各位爸爸媽媽，大家早！ 

一、謝謝各位利用假日來關心校務，相信大家最期待的未來學校的藍圖；什麼時候動土什麼時

候蓋好，讓我們的孩子有優質的學習環境，今天親師通溝通的意見比較少，報告時程比往

例增加一點時間以校務發展報告為主，今天我會把重點放在校舍新建工程，還有時間再分

享校務發展，這個期待及將實現，預備金年 4/10 動土，展現學校新的風貌，得標是有口碑

的富美興協孚公司，整個工程經費是新台幣 1 億 5000萬，很榮幸的得到教育部，創海外台

校最大一筆的補助經費新台幣五千萬元，在在呈現我們越南胡台校是重中之重，新建學校

工程風格的改變永續安全，滿足可能增班的需求，晴雨操場籃球場，專科教室有 9間，其



面積是一般教室 1.5 倍大，騰出 3間教室做多功能的使用，因應未來時代符合 12年國教的

需求來規劃，6間教學資源中心，讓老師好教，學生好學，大小空間，滿足學科教學的需求，

動態、靜態皆宜。 

二、大家期待的中央廚房，在餐飲方面更健康安全，有 2間廚房是供給幼兒園和福利社使用，

學生現有 50個床位不敷使用，未來有 116個床位，預留舍監的住宿空間，是套房有乾溼分

離，有 4 星級的設備，感謝寶佳建設捐贈內裝設備，老師宿舍現有 37 間，未來 63間宿舍

供老師使用，幾乎九成的老師入住，有特殊情形申請外宿，老師宿舍蓋好後，可以節省老

師宿舍補助費用，可以減輕學校財務的負擔，應該把學校的經費用在設備刀口上，師生在

學校健康、平安的互動，提昇校園文化，含有幼兒園空間教室和辦公室。 

三、感謝本校簡智明董事也是僑務委員，幫忙校園做了 3期的規劃，歷經董事會與校舍空間需

求會議多方研議，將校園整體規劃藍圖區分為二個期程興建：第一期工程涵蓋專科教室、

教學資源中心、綜合風雨球場、幼兒園與師生宿舍，第二期工程為小學部教學大樓，若事

經費許可第三期工程是多功能的小巨蛋運動場，至於第 2、3期工程何時興建，有賴於各位

家長們的支持。 

四、 來校第一年是軟體工程基礎建設，第二年是在教學與課程加深加廣的扎根，走出校門與世

界接軌，將來與廣達基金會遇見大未來的佈展，引進台灣 AIC課程，學校不能落後，傳愛

文教基金也會邀請台灣的補教界、藝術界來胡臺校，透過數位平台無遠弗屆展現學校的亮

點，數位平台的搭建提升孩子的視野，呈現有素養的世界公民，點亮台校與世界接軌。 

五、 引進資源進學校，教育部國教署特派文化老師，做專業性推廣校園閱讀文化，今年 5月份

教育部會勘教育會考的場勘，從場勘-試辦-正式會考，有計劃的一步一步的鋪陳，與世界

國際接軌，往前衝刺，適性揚材，請大家對校務的支持，共同攜手合作茁壯成長，讓孩子

有美好的未來！ 

肆、副校長致詞: 

       張董事長、江執董、校長、林會長、副會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大家早！ 

 每天站在校門口迎接同學們上學，看到帶有睡意走下交通車的可愛孩子，心中總是不捨與

佩服， 不捨孩子們長途通勤的辛苦，佩服孩子們堅定上學的毅力。 

經過十年的等待，在董事會與校長的努力下，教育部補助了 5,000萬元，加上學校自有資金，

投入 1億 6,000 萬元來興建宿舍、幼兒園教室與專科教室等兩棟大樓，工期 400個日曆天，預

定於四月十日舉行開工典禮。 

新校舍可提供 116個學生床位，4人一間寢室，每層樓有洗衣間、茶水間與交誼區，內部設

計完善，可以提供更多長途通勤孩子們的住宿機會，有助於學習品質的提升。此外，幼兒園的

教室數達 8間，每間教室皆依教育部的設備標準規劃，並有家長接送車道，很值得家有幼兒的

家庭期待。 



為配合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的教育新趨勢，新校舍的專科教室採多功能、具彈性的設

計，同時擁有圖書閱讀、數位行動學習、表演、實驗及創客等功能，是新一代的教室設計。 

在完成新校舍興建的過程中，我們將以學生學習為重，會設法降低各項干擾，然而些許的

不便及干擾仍難避免。例如：因著側門封閉產生的校園單一進出口採取的新交通疏導方案、機

車不入校園方案、小學部原有活動空間的減少，合作社的遷移、校內動線的調整及落實門禁管

理等等措施。 

 各位親愛的家長，讓我們帶著對未來會更好的期盼，齊心協力支持學校各項因應方案，有

您的幫忙與體諒，我們將共同形塑學校「和諧共好」的新風氣，因為「有夢最美，築夢踏實」。 

伍、處室校務報告: 

  一、教務處: 
(一)本學年度教務處工作四大目標如下: 

     1.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辦理各項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2.辦理多元化活動、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3.拔尖扶弱、成就每一個孩子。 

     4.承繼海外台校使命、推動華語文拓展國際視野。 

    (二)第二學期將辦理之工作如下: 

    1.校內教師自主性進修研習。 

     2.國中教育會考業務。 

     3.與數位教具（互動白板系統、實物投影機、藍芽喇叭）完成，並已加設及更新校園無線 

       網路系統。 

     4辦理華語文學程班，推動華語教育。 

     5.推動教師專業社群(PLC)活化教學。 

     6.補救教學、學習扶助，小學部第 8節輔導課。 

     7.推動校內科展小論文與閱讀心得寫作比賽並參加全國小論文與閱讀心得比賽。 

     8.辦理教學成果展。 

     9. 辦理全校 106學年度僑生升學說明會。 

     10.辦理各項學生比賽及藝文活動從活動中學習，豐富學生視野。 

     11.與大學進行策略聯盟提供實習教師到校實習機會並為教師、學生帶來清新活潑之教室風 

        景。 

(三)107學年度實驗班仍比照 106年度實驗班招生方式規劃，甄選時間另行公告。 

(四)107學年度大學入學榜單。 

二、學務處 

    目  標:化理念為實踐---從學務活動做起—培育優質臺校人 

一、培育有智慧的同學---對事務判斷是有想法、有作法、更有理念。 

二、培育懂學習的同學---對生活禮節懂得學習精進，提升品德教育。 

三、培育能付出的同學---做到對班級服務，到校園服務將來為社會服務。 



    四、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上放學家長車輛接送區域調整通知。  

    五、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自三月十九日起「家長接送學生機車禁入校園」通知   

     為配合本校興建校舍工程之施作，自 3 月 19 日起開始架設施工圍籬，原有側門 

      因為施工區域封閉，全部師生皆由大門進出。為保護全體學生上、放學期間之  

      安全，家長接送學生之車輛皆禁止進入校園。為提供以機車接送學生之家長臨時停 

       車之需求，本校在面對大門右側(中學部大樓側，參考下方圖示說明)圍牆外之人行道， 

       設有家長機車臨時停放區(本校會有標示提醒)，請由臨時機車停放區附近之機車引道進 

       入停放區，並特別注意在人行道上行走的學生與行人，感謝您的配合。 

    注意事項： 

1. 雨天請學生自備雨具步行進入或離開校園。 

2. 請禮讓人行道上步行之學生。 

3. 虛線為機車臨停動線。 

4. 實線為學生步行路線。 

5. 學生早自習時間為 7：50AM。 

三、總務處 

  (一)寒假期間完成工程(作業) 

 

編號 工程項目 備註 

1 學校圍牆外人行道整修 富美興公司協助 

2 網球場拆除 協孚公司 

3 合作社搬遷施工 十全團膳公司 

4 中學部冷氣清洗 成銘冷凍空調公司 

5 教師宿舍、學生宿舍財產盤點  

6 小學部 309、310地板磁磚更新  

   

  (二)106學年第二學期開學後工程(作業) 

 

編號 工程項目 備註 

1 操場、典禮台整修、校門口美化 林水利總經理 

2 學校圍牆外人行道上機車引道 富美興公司協助 

3 合作社搬遷施工 十全團膳公司 

4 本校校舍 1/500 變更已完成 107年 02月 26日核准 

5 教師、學生宿舍完成搬遷 預定 107年 03月 18日完成 

6 教師、學生宿舍財產搬遷至倉庫 總務處 

7 興建校舍工程圍籬工程施作 預定 107年 03月 22日開工 

8 興建校舍工程 預定 107年 04月 10日開工 

 

 



四、輔導室 

 

 

 

 

 

項目 工作內容 

清寒助學金 

1.清寒助學金學生申請資料統計及整理。 

2.召開助學金會議。 

3.申請同學家訪。 

4.確認通過名單。 

升學輔導 

1.高三僑生、外籍生海外聯合申請及各校獨招事宜。 

2.高中部備審資料比賽、升學講座。 

3.國中生涯輔導及綜合課程規劃。 

4.國三升學輔導。 

補救教學 

1.補救對象為小學部有特殊需求資源的學生 

2.期初前測、期末後測作業。 

3.與家長進行會談。 

各項測驗 
1.G1瑞文式圖形測驗。 

2.G4瑞文式圖形測驗。 

特教工作 

1.特殊需求學生個別課程(IEP)。 

2.個案鑑定計畫實施。(資賦優異及特殊需求) 

3.特殊需求個案觀察及輔導。 

4.特殊升返臺就學輔導安置 

諮商輔導工作 

1.親師生輔導諮商作業。 

2.學生輔導資料卡相關作業。 

3.國中生涯輔導手冊檢核作業。 

4.國高中小學生認輔作業。 

5.新轉生輔導座談作業。 

各項會議 

1.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2.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 

3.助學金會議。 

4.認輔會議。 

5.性平會議。 

6.IEP會議。 

各項活動 
1.生命教育才藝競賽活動 

2.性別平等影展活動 

其他交辦事項 
1.校內大型活動支援。 

2.其他交辦事項。 



六、國際教育中心 

七、幼兒園 

幼兒園 

序號 項目 工作內容 

1 教保會議 107 年 1月 19日訂定學期教保實施方案。 

2 主題課程研討會 107 年 1月 19日訂定第一主題課程目標。 

3 擬定實習教師,實習方針 
107年 1月 25日與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及屏東科技

大學之指導教授達成實習方針協議。 

4 幼生健康檢查 
期初 107 年 2 月 28 日潔牙保健及視力保護檢測,

並將檢測結果通報家長。 

5 清查幼生註冊繳費情況 107 年 3月 2日全園幼生皆完成繳費。 

6 母親節活動第一次籌備會 
107 年 3月 6日完成表演節目規劃與教學成 

果展實施計劃。 

7 畢業紀念冊 107 年 3月 7日完成估價與製冊規劃。 

8 期初疑似特殊生通報暨學習規劃 
於 107 年 3月 9日完成通報,協同輔導室擬 

訂輔導計劃。 

9 學校日家長手冊 107 年 3月 10日完成。 

   一、幼兒園中二班導師職由林冠華老師擔任. 

   二、本學期幼兒園實習教師 

       高雄樹德科技大學: 阮秀儀、柯文秀、林湄淇。 

       屏東科技大學:盧鈺紋、李奕儒、張文齡、阮聖筑。 

   三、本學期幼兒園畢業典禮為 2018年 6月 23日(星期六)上午 09:00至 11:30. 

項目 工作內容 

英語教材評選 

1. 由 macmillan公司提供英語教材樣本。 

2. 請外師根據教材內容提出看法。 

3. 英語科教學研究會決定下年度用書。 

4. 四月底簽訂購書合約。 

英語教師聘任 

1. 3月初，發續任意願調查。 

2. 4月底以前簽訂續聘教師合約。 

3. 5、6月份進行新進教師甄選。 

英語基礎班閱讀計畫 

1. 4-6月試用 Achieve3000 閱讀系統。 

2. 6月底接受 Achieve3000 評估報告。 

3. 決定是否繼續採用 Achieve3000 閱讀系統。 

其他活動 

1. 配合廣達文教基金會「遇見大未來」活動以及三長會議，甄選

優秀學生培訓為學校文化大使。 

2. 持續與 RMIT接洽，探討合作項目。 

3. 接待新南向交流計畫的來訪學校。 

4. 申請加入 2018亞洲學生交流計畫。 

5. 擬定校內模擬聯合國活動草案。 



陸、會長致詞: 

        張董事長、江執董、校長、副會長、各位主任老師、各位家長，大家早！ 

今天是胡臺校學校日，感謝主任、老師們的辛苦，秉著家長的一份子，多多幫忙校長，協助學校 

事務，感謝熱心的家長幫忙，大家都是教育的合夥人，共同協助學校，讓孩子有一個好的學習環

境感謝大家！ 

柒、意見交流: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日家長意見交流 

一、1年 C班     提案人:劉依萍 

建議： 

     1.英語課是否有規劃如越語課程分班上課?若考量過是什麼原因沒施行?。 

說明： 

     1.因學生反應上課秩序的維護老師就需花許多時間，或是太吵無法聽清楚 

       老師的授課內容，可能同學個別程度的差異，不懂老師的表達易造成學 

       生上課無法投入。 

辦法: 

1. 分級分班有助學生學習，對初級的班級配予懂中文的老師協助外師，協助學生的學習。 

2. 另針對程度初級的學生給予輔導，輔導學生了解外師的上課內容及跟上 

進度。 

回應:國際教育中心 

國小一年級英語沒有規劃能力分組授課。 

花時間維持課堂秩序是教師的責任，也是教師課堂領導力的展現。體育課、美術課、數學課、國

文課都有班級學生程度不一的問題。每一個班、每一門課都有教室秩序管理、學生程度不一的問

題，但是這些都不能構成分組上課的理由。分組上課按規定是八年級以上因成就、興趣、性向、

能力等差異所採用的適性化學習。走得慢不代表走不穩、走不好、走不到。 

家長所提的分組授課意見已經列為日前所發出的「全面提升英語教學成效計畫檢討問卷」中的問

題之一，我們會尊重問卷調查的結果作為未來英語課程的規畫依據。但是這一個學期國小一年級

不會再做變動。 

 

二、2年 A 班    提案人:詹雅雲 

建議:英文教室設立 

說明： 

回應:國際教育中心 

在日前發出的「全面提升英語教學成效計畫檢討問卷」中有一個問題是關於 ESL英語教室的設立。



待問卷回收完畢，做完統計工作之後會把統計結果公告。若多數親、師、生都贊同設立專用教室，

國教中心自然會上簽陳給校長建議未來設置英語教室。反之，若多數人反對設置，國教中心就不

會提出建議。 

三、3年 D 班    提案人:蔡智如 

建議: 

1. 英語全面提升實施至今三年，是否請學校針對不同年段舉辦親師座談會，進而檢討並提出

改善方案。 

說明： 

回應:國際教育中心 

上學期已經辦理兩次家長的意見交流會，但是家長出席並不踴躍，這個學期不再辦理意見交流會，

依據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之決議，改以問卷方式做調查。問卷調查的結果會公告給家長知道。 

 

王雅芬會長意見：就我所知中學部的課發會在上學期開過，小學部的課發會開過了嗎？ 

國教中心：課發會是由教處處召開。 

教務處：上學期因為課程調整已經召開會議，本學期還會另外召開中學及小學課發會。 

 

四、7年 C班     提案人:施宜新 

建議：學校是否依照學計畫的進度如期授課,而非因其他因素影響，而導致考試 

      範圍縮減。 

說明： 

回應:教務處 

1. 本校教學計畫係教師於學期初即訂定完成,考試範圍亦於教學計畫訂定時即規定好。 

2. 上學期 7年級確實有發生因教師教學求好心切，希望班上每位同學都學會、學好，而導致未

達考試進度且經教學研究會議同意而更改期中考試範圍之情形。 

3. 教務處已經通知國文科教學研究會要謹慎訂定教學進度及計畫本學期切勿再重蹈覆轍。 

 

五、2年 D班     提案人:古明弘 

建議：小學男生廁所需要維修，都壞光了。 

說明： 

回應:總務處 

 於 107.03.05檢查小學部男生廁所，發現有 3個小便斗的感應器故障，已經請職工更換感應器，

未來會加強檢修。 

 



六、3年 C班   提案人:蕭云茵  

建議：學校午餐可否提供菜單供家長參考。 

說明：因小孩回家吃晚餐時，常說學校午餐才吃過什麼菜，晚餐又一樣。 

回應:總務處 

學校每月午餐的菜單已經掛在學校網站→總務處→營養午餐，歡迎上網瀏覽。 

 

七、4年 A 班    提案人:林淑娟 

建議:廁所衛生 

說明：廁所清潔不足，常常有異物且發出臭味。 

辦法:請加強打掃頻率，並向學生宣導如廁後，能盡量維持廁所之清潔養成好習慣。 

回應:總務處 

     已經請職工加強打掃，也會宣導學生如廁後，養成沖水的習。 

 

八、4年 A 班    提案人:林世廣 

建議:上課時間家長需要送東西或其他緊急到了校門口，常不得其門而入因守衛無法溝通，雞同

鴨講。 

說明：建議建立到校訪問 SOP，臨時亦必須考慮，設立專門連絡窗口，其他大會上說明。 

回應:總務處 

    請警衛打電話到 102分機，由專人溝通來訪原因。 

 

家長補充：因為我們到校時，警衛聽不懂，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打到哪裡去，我想應該要建立一

套有效的機制如打給誰，接通後保衛應該待到固定的地方由特定的人接待，並進行處理，這樣才

可以達到服務家長的目的。因為常有沒有下文的狀況。 

總務處回應：關於訪客聯絡斷線的狀況，總務處會進行討論，把改進方案公告於校網。 

家長會長意見：就像各位道別個公司也需要登記，我們希望各位家長可以把放低自己，遵守規定。 

 

九、3年 D 班    提案人:蔡智如 

建議: 

1. 雨季即將來臨，校門口容易積水，學校對於積水問題是否有因應對策? 

說明： 

回應:總務處 

    校門口積水原因，是因為馬路之路面墊高，雨水一時無法宣洩。目前校方考慮用木棧墊高，

讓學生行走。 



總務處再回應:再積水地方用欑板墊高讓學生行走，歡迎家長提供寶貴意見。 

十、9年 B 班    提案人:陳俊良 

建議: 

1. 福利社結帳區太小，學生結帳時排隊等太久，延誤用餐。 

2. 福利社調帳價格機制? 

說明： 

回應:總務處 

    目前合作社有搬遷的新位置，結帳區會改善。價格部分需依據附約第 10 條，販售單價不得

高於超市或零售店面之平均價格 10%。 

 

十一、幼大二班    提案人:徐鈿明 

建議: 

1. 增強學生電腦程式設計能力，未來幾年機械人將全面取代人力，學習電腦程式設計能力，

才能全面提升學生自主能力。 

說明： 

回應:幼兒園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幼兒園課程大綱,共分為身體動作與健康、認

知、語文、社會、情緒、美感六大領域 ,培養幼兒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

想像創造、自主管理的六大能力；感謝貴家長的建議,將依據課程大綱訂定之宗旨將電腦學習先

備概念融入課程活動中。 

 

十二、6年 A班     提案人:張銍暘 

建議：請學校明確說明 7年級實驗班教課課程情形。 

說明： 

回應:教務處 

107 學年度實驗班之規劃和 106學年度相同，將以英語能力提升，英劇展演，自然科提升及科展，

數學能力測驗(AMC)為授課重點再輔以童軍、綜合活動等課程進行。 

 

捌、 臨時動議: 

 一、我是 6c家長： 

(一)我常常到學校來，我發現學校的圍牆旁比較沒有人走的地方，真的很多垃圾，比起來很 

多越南學校的環境非常的整潔，我們學校的環境及廁所都比不上，我希望學校可以改

進。 



(二)我建議學校應該注重體育，之前學校有很多的校隊，可是現在都沒有了，把一切都注重 

在課程上，我覺得不妥，因為現在學生都沒有升學壓力，可以參加運動團隊。雖然老師

反映學生參加校隊之後下午常會睡覺，但是我覺得應該可以要求學生如果參加校隊下午

不可以睡覺，球場應該畫線，讓孩子多運動。 

   校長說明: 

     (一)圍牆周遭清潔與美觀，行政會報是列管的項目，總務處庶務組長每天撿垃圾，可能司 

機製造的垃圾太多所致，學校每個月垃圾清運費用很可觀，校內落葉做堆肥垃圾減量。 

     (二)代表隊說明，董事會是最高指導單位，之前學校代表隊很多，以中學部學生數比例， 

   超過一半都是代表隊的成員，之前本校運動校隊高達 17隊，且都用中午時間練習，這 

   樣造成學生午餐都無法正常進食，影響學生的健康，董事會全面檢討代表隊的鐘點費、 

   交通費等，年花費高達百萬，經過董事會議決：『運動校隊全面回歸社團，遴選出男籃、 

   男足為本校二個代表對，』經過一年的發展，這二個代表對的比賽成績毫不遜色，本 

   學年開始我們把運動社團化，並鼓勵學生課餘多運用課堂設施，經過一年效果越來越 

   好，學生下午睡及上課有很有進步。 

     (三)因為工程的關係，我們原來上體育課的地方變成工地，現在我們已經把操場重新施工， 

把場地鋪平，然後活動中心也可以用作運動場地，我們也會把場地重新畫線，等到新校

舍完工之後，再重新規劃。 

     (四)全面發展全方面學習，全方面自主課業學習是全球的趨勢，學校是非常看重課業的發 

展，德智體群美體五育並重，如何安排課業學習，讓孩子自主學習，我們在會議上做很

多的說明，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樣樣課業都很棒，。所以我們特別拜託林水

利總經理幫我們整修操場，使我們有更棒的場地；寶加建設捐贈新建宿舍的內裝設備等。

我當過全國體育總會的副理事長，我知道體育的重要性，學校很有心的在這一個區塊上。 

 

二、陳文一同學家長： 

        之前住宿生的家長，之前住宿生都有安排晚自習，但是因為本學期因為工程的關係需要 

    搬到校外，不知道是否會安排住宿、晚自習。 

   教務處補充： 

 之前晚自習上學期都是由教育部補助款支應，下學期都是由學校支出，因為款項相當龐  

大，因為現在住校外那些學生人數不多，且因蓋校舍人資金較緊，無法支應。 

   校長說明： 

有關夜自習的部分，一年夜自習的鐘點費超過百萬，上半年由教育部專案補助，下半年

由學校支應，攤開來讓大家知道台北學校收費平價，但是支出很高，胡臺校將經費上的

運用在其他教育上。之前有 65位學生住校，我們為學生辦理晚自習，本學期因為學生

住在校外，且現在住在學校的附近，且人數比較少，無法規劃晚自習，敬請家長見諒！ 

 

 三、家長建議：上課的時候可以將所有學生的手機收集然後送到一個指定處所保管，放學前 



      才發回，家長老師都知道現在手機對孩子的影響很大。 

   教務處回應： 

     之前我在台灣的時候，上學時會有一個整理箱，學生把所有的手機放在箱子內，放在學務 

     處，下課領回，效果很好，我們會討論。 

 

四、家長建議： 

       有很多學生外定便當，也有一些學生由家長送便當來，我想知道是否可以將小學生的便 

     當統之送到小學部來，不要讓孩子中午走到保衛庭去拿，下雨的話很不方便也危險。 

     學務處回應：因為下週開始小學側門就封起來了，我想所有便當可以提早送到指定地點， 

     我再請職工推到小學部來。 

 

五、家長建議： 

    之前有反應幼兒園要裝監視器，不知道進度如何？ 

    幼兒園園長回應： 

    因為新幼兒園校舍將於明年 9月就會啟用了，所以到時再裝，因為是一筆很龐大裝設費用。 

 

六、校長說明: 

       因為 3月 22日開始設圍籬，4月 10日開工，因為所有老師學生都已經搬離，為了校園安 

    全，夜間場地不便外借，因為學校只有保衛在，警衛功能又不好，為了不要有工安意外，所 

    以不外借場地，敬請見諒！ 

 

玖、散會: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