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家長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7 年 0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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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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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
壹、 家長會長致詞:
校長、各位主任、委員、班代大家好！
本人擔任會長，感各位委員、家長代表在這兩學期的支持與照顧，感謝校長
在學校做了很多事情，感謝主任們非常辛苦，希望這個團隊越來越好這是我
的盼望，家委是付出與奉獻，各司其職在崗位上，盡自己的責任，說跟做事
不一樣，說的天下無敵，做得無能為力，手腳無力，本人在上學期做得不是
很好，我當會長，會盡心盡力去做，協助學校。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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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利用假期關心校務，昨天有預見大未來導覽小尖兵的培訓，今天我
們有一群老師默默的耕耘參與課程研習，召開會議，讓學校更精進，今天校
務報告從簡，會議有手冊供各位委員們參閱，兩個重點報告:
一、去年本校著力在校園文化的基礎工程，今年邁入深度廣度、扎根的工
作，所舉辦的活動，與往年有所不同，尤其，一整年的課程規劃希望能點亮
台校課程特色，12 年國教不只是從小學到高中的課程，而是縱向深度加強，
橫向的連結，我們的步調很新、很快的，著力推動晨讀英聽、閱讀，科展科
普新知，每個孩子的天賦不一樣，深具信心激發孩子的潛能，這學期與廣達
基金會策略聯盟，請與眾不同的兩位大師，帶動胡臺校孩子專注的學習，本
次蒞校指導的曾老師，是台中教育大學博士候選人，昨天與我分享，他走訪
海外台校，覺得我們胡臺校的學生，與其他海外台校的學生是與眾不同，一
般台校學生做不到的三個議題，而在本校混齡分組中，大哥哥大姐姐會帶動
弟妹，但是有一點需要補強的是，我們的孩子在語文表達、用字遣詞方面，
在表達上的層次不夠高，為了提升學生語文表達與閱讀理解，我們推動閱讀
便是好的開始，資策會 AI 課程與小校聯盟，地球村的概念最新的課程，用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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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的方式與世界接軌，感謝傳愛文教基金會，在 4 月份聘請台灣補教界的大
師，5 月份是數學、物理、化學在補教界的泰斗、大師蒞校指導，將與本校老
師的教學結合，有翻轉的空間，讓老師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敬愛的老師！
二、工程部分:原訂呈報教育部的計畫，是 6 月份拆除，8 月份開始建造，
為錯開雨季，提前在 3/22 設置圍籬，萬事俱備，學校已經做好前置作業，
3/26(週一)林副總親自來學校說明原因，表示無法與學校簽約合作此工程，
因為協孚公司已經賣給越南資方，公司名稱還是協孚公司，但是沒有水電工
程項目，又因公司虧損之故，新公司不願意承接本校工程，第一時間學校已
經報告董事長，發文到教育部，3/29(週四)中學部朝會跟中學部學生說明工
程無法動工原因，後續不再贅述，依法定程序進行，審視標單，4/4 重新起標，
面對解決問題，感謝家長通力合作，晴雨天放學配套措施以學生安全為考量，
我再次感謝各位家長支持校務，我們的團隊很努力，相當盡力，每天很奮力
跟時間賽跑，感謝大家！

叁、副校長致詞:
感謝大家支持校舍改建工程，因應工程施作之故，交通路隊及機車和行人，
進出校園動線改變，側門警衛在 4/1 日已經撤崗，晴天上、放學路隊維持現
狀，請多支持，雨天會調派總務處職工，打開後門，與先前家長可以將車子
開進校園接送學生。縱然工程完工後，也無法有原有車子的雨天通道，學校
會做周延規劃，檢視調整雨天交通動線的安排。

肆、會務報告:
大家要同心協力我當會長的心態，盡我的能力去做，我認真在做事，呼籲
大家要同心協力，大家要一起討論，要有所回應，有能力的人繼續來做，針對
事理來做，對的就去做，說得多無益，每個委員用服務的心態，來服務學校，
大家要改進，要去做。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會費預支表
一、現有家長會費 2018/03/18

170,454,182 越盾

二、預計 106 學年度下學期家長會收入

110,000,000 越盾

三、預計兒童節及青少年禮物(預計 1080 人)

97,000,000 越盾

四、預計畢業生禮物(預計 200 人)

20,000,000 越盾

五、預計端午節送教職員(預計 144 人)
2

9,000,000 越盾

六、預計雜支

10,000,000 越盾

預計家長會費移轉至 107 學年度

144,454,182 越盾

高委員:合作社供餐在食材飯菜的量，用餐的時間，劉老闆非常有誠意，
出錢又出力，是學校硬體設備不足或是合作社本身的問題，我們支持他用心
做，一個便當 35,000 越盾的價位，食材採購、食材是否合理?

伍、意見交流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家長委員會議意見交流
一、二年 B 班
建議：

提案人：黃曉君

1. 2 年級升 3 年級英文是否有要實施分班?是否有明確的實施辦法?
2. 是否可以加強廁所的清潔，增加一個電風扇讓廁所教通風。
說明：無
回應 1：國際教育中心
英文教學仍將維持現行三年級以上分組教學的設計，分組標準以本
學期的成績為依據。
回應 2：總務處
已請職工定時清潔廁所，並且開啟電風扇讓廁所通風。
二、二年 A 班
提案人：劉青天
建議：
1. 家長大會開會可否分開，國小、國中、高中，目的增加效率及縮短時間。
2. 英文課可否開放家長參觀了解，以便課後回家方便教學及配合老師。
3. 有關校舍新建關係國小部教學品質及安全問題，可否讓家長了解學校處
理方案為何?
說明：無
回應 1：學務處
因為學校行政業務有其一貫性及整體性需要說明，且本校家長子弟多有
橫跨 2 或 3 個學部，未免多數家長舟車勞頓，故歷年來皆合併一次辦理為宜。
回應 2：國際教育中心
老師們的教學設計是較長期的規劃，會依據班級學生的背景知識及特性
調整教學策略，國教中心會主動觀察老師的上課情形，主動回饋給老師，尚
沒有規劃家長觀課。如果家長有需要與老師討論學生的學習情形，可與國教
中心聯絡，會安排合適的機會讓家長與任課老師討論。
校長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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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尊重老師的專業自主權。
回應 3：教務處
(1) 施工期間會影響運動場地的使用，因此學校已經進行操場的整修，目
前已近完工，希望給同學足夠的運動空間。
(2) 在其他課程的教學上，教務處會請老師秉持認真教學與負責的態度，
維持教學品質。
回應 3：總務處
在圍籬未完成施工前，會先以拉警帶區隔並安排專人注意學生的活動安
全，並加強宣導學生不要跨越。施工人員著統一的制服進入校園，時間也會
與上、放學錯開，圍籬完工後，學生與工區完全分開。也要求施工單位，有
大的噪音施作盡量避開上課時間。
三、六年 B 班
建議：

提案人：楊閩如

1. 學校的午餐費，請福利社每月先開繳費單據。
2. 六年級期中考以及畢業考離太近：是否可以延後一個禮拜。
3. 學校保衛示是否能聘任會講中文的保衛，應考慮有些家長不會講越文無
法溝，以致保衛自動放行家長進入。
說明：無
回應 1：總務處
小學部由老師在班級統一收費，會請老師在聯絡本上登載收費訊息。
回應 2：教務處
學校對於畢業考的規劃是考量到畢業考後教師必須閱卷、給成績、結算
畢業成績，結算 6 年總成績、給出畢業獎勵獲獎同學名單、整理學生個別資
料等等，這些作業都需要給教師時間，因此畢業考時間不能訂得太晚；再者
行事曆的排定係經校務會議通過也不宜臨時更動，望家長諒解。
回應 3：總務處
目前保衛公司並無會說中文的保衛人員，學校會公告門禁管理通報流程
請保衛依流程處理。
校長結論:
若打電話 102 分機未接聽時，我會轉請 104 分機，有會說越語的幹事馬上
處理。
四、幼大一班
建議：

提案人：林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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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午餐改為自助餐式(中、小學)。
說明：
1. 現行午餐每餐三道菜，學生遇到不喜歡吃的就不吃，家長與老師也無法
要求，不吃的菜到掉也浪費。
2. 學生無法選擇菜色，故每天只吃一、二道菜，甚至吃白飯，營養不足。
3. 高年級食量較大，恐菜量也不足。
4. 詢問過十全團膳老闆，他也建議採用自助餐方式。
回應：總務處
學校目前無足夠的場地提供學生一起用自助餐式的午餐；會請導師指導
學生要營養均衡，不要挑食。福利社供餐會依據年級的食量，增減菜量。
總主任再回應:
孩子不偏食，均衡營養的菜單，若飯量不足，合作社馬上處理。
校長結論:
由護士來檢視菜單，是合適的人選，菜色變化、班際之間會勻用飯菜的
用量，請家長勿擔心。
五、三年 A 班
建議：

提案人：林世峰

1.午餐餐碗筷，清洗攜帶事項。
說明：
1. 用餐完後於校內清洗置放教室
※省去每日攜帶。
※衛生問題(無法立即清洗的油漬)。
回應：總務處
目前兩班共用一座洗手臺，若讓兩班學生排隊洗碗，恐會耽誤學生午
休時間，再者若學生讓菜渣、飯渣流入水管中，容易造成水管阻塞，基於上
述原因洗手台不宜讓學生清洗餐盒。建議用完餐先用衛生紙擦拭，再帶回家
中清洗。
校長結論:
請各位家委幫忙宣導，上學期合作社老闆，送每位學生一套不鏽鋼餐具，
帶回去洗，洗手台是 2 班配置一套，孩子在學校不一定洗得乾淨，排隊洗餐具
等待很久時間，會影響學生午休以及飯後做潔牙的時間。
六、十年 B 班
提案人：楊聲鴻
建議：
1.上課時間手機的管理方式。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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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有效的管制手機，避免影響上課。
回應：學務處
已規劃手機管理辦法，提交家長委員會討論，確定後實施。
七、一年 C 班
建議：

提案人：張家齊

1.午餐菜色過於單調，建議增加菜色。
說明：
1.家長有反應菜色過於單調，請加強其菜色。
回應：總務處
已於本月的午餐檢討會，請合作社每月菜單由護士審查，並要求符合營
養均衡及菜色多樣化。

陸、臨時動議
一、 家長委託學校英檢報名事宜。
國教中心回應:
英檢報名在 6 月，因幹事離職很多事情需交接，人手不足之故。
校長結論:
能盡力協助英檢報名事宜，在人力調配替代役和助教請他們協助處理。
二、 提升英語教育已經有 3 年了成果在哪裡?需要檢定評估學生英文能力。
國教中心回應:
上學期已辦理五個場次的意見交流會但是家長報名了五十多位卻只來六
位，即便如此，回條上反應意見的家長人數仍有二三十位，所有的意見我
們都羅列出來並且綜合師、生的意見做了一份質性調查報告。這學期我們
也做了另一份量化問卷調查，資料已整理完畢，文字說明還未完成，待完
成後會陳給校長批示。初步觀察兩次調查的結果非常類似，家長與學生的
看法截然不同，因此未來要以家長看法為主或是以學生看法為主必須審慎
評估。如果課程設計是以學生為中心，那麼學生的意見就比較重要，反之
亦然。
三、 教育部提供的助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正 條款明訂 80%由教育部提撥 20%由學
校自籌 近幾年來 在助學金委員會的修正條款中明文規定 助學金的發放
必須得接受家訪的條件下才能考慮是否給予贊助，因此已經由先前的 60 幾
位學生減至目前的 26 位學生 學費欠繳情況也大幅下降故而建議「是否將
106 學年度下學期家長會所贊助的助學金 3500 萬越盾轉移給學校 20%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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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項，可減輕校務成本負擔」？
表決:贊成 10 票。
通過 106 學年度下學期家長會所贊助的助學金 3500 萬越盾轉移給學校 20%
的自籌款項。
四、 胡台校外籍生的建校基金已多年未見調整 目前的方式是入學時繳交 1500
美元後就不須再繳交直到畢業/結業為止 因此，是否可建言董事會酌量增
加建校基金的金額 如：300-500 美元的範圍。
表決:贊成提案董事會。
五、 新生入學時學業程度與品格表現，學校是否有做檢測。
建請學校研擬新生入學的辦法。
六、 建議成立家委會內規「紀律與協調委員會」
。
表決:贊成 9 票，「紀律與協調委員會」細節請大家就討論。

柒、提案討論:
胡志明市台灣學校學生攜帶手機管理要點(草案)。
校長結論:
在台灣的學校手機管理因校別宜沒有標準答案。
一、 參考各學校手機管理成功案例。
二、 縱使有辦法要做滾動式修正，不採取高壓式管理，應該讓孩子自律，
統一管理失去教育意義。
三、 教育孩子讓他知道手機的用途和意義，引導正向的使用，手機原是通
訊工具引導正向使用成為學習的工具。

捌、散會: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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