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2017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十二屆家長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2017 年 11 月 01 日(週三) 上午 9:00

地點：本校二樓會議室

主席：吳崇至會長

與會人員：家委代表林佳穎、楊美惠(林佳穎代)、王淑敏、曹 虹、林倩如、

黃慧玲、吳崇至、田洪靜、龔加賀、余蕙慈、王 玲、張宜敬、王美文、趙祈

泯、曲兵兵、黃佳慧、梁曉紅、周春霖、林仲美、詹蕙菁、陳秋平、張冬生、

藍雅秀、郎 勤、羅惠雯、熊意卿、王德豪、莊鈴嘉

紀錄：熊意卿（28人）

主席致詞:各位家委們好，首先謝謝各位家委撥空來開會，更感謝兩位校長能

參加並了解家長們的訴求，解答家長的問題；為達到親師生良好交流環境，

我們上海台商子女學校高爾夫球友，擬定在 12/20(三)12 點于旭寶高爾夫球

場與上海閔行台商球隊舉行交流友誼賽，請學校有興趣的教職員及家長們踴

躍報名，希望借助活動中能加強親師生更好的交流，對學校的活動更加支持！

也請大家通知班上有興趣的家長參與活動。

中學部陳校長致詞:

兩位會長以及全體家委們早上好，第一次正式在會議上跟大家見面，從到校

就職至今，看到家長們對學校目前最緊急的有三個問題，1.校車 2.制服

3.ESL，我會承諾大家能盡快改善也歡迎家長們隨時來和學校溝通。

幼小部陳校長致詞:

陳校長、會長及各位家委好，首先在這裡感謝家委會對學校的支持，家長會

是家長與學校溝通的良好平台，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能為建立更好的學習環境

而努力合作。有關家長們對於 5 點放學及幼兒園人力吃緊的問題，我們增加

鐘點工的時間，另外也已經呈上董事會增派人手的建議，希望能盡快解決這

些問題。

學務處劉主任:

1. 根據教育部公函副知，只要是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符合出生滿 6個月

以上至國小註冊就學前之幼兒，或符合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為我國國

小、國中、高中學生都可以申請公費流感疫苗接種，目前待衛福部函覆教

育部後，依教育部正式公函再做詳盡通知。

2.希望家委會安排活動時盡量不要和學校的時間有重疊。



3.為因應上海地區氣候偏冷，學校為維護同學保暖及整齊穿著的考量，同意

在冬令期間(原則為 10 月至隔年 4月初)正裝部分可穿著藍色牛仔褲，唯不

得有破損、補丁、漂染或插繪圖案等，然原制服之男生西裝長褲及女生格

子褲裙仍屬標準服儀可以穿著，請各位家長配合，謝謝

各組工作報告:

1. 活動組: 由於原王玲組長事務繁忙，改以熊意卿接任活動組組長的任務，

希望各位組員多多支持與幫忙，這次萬聖節支出總共 4051.23 元。接下來

是聖誕節，我們將找相關處室協調活動計劃及執行往年親師挑選教師聖誕

禮物及決定開始布置的時間，並且繼續傳承許願卡的活動。

2.財務組:

（1）本期的期初餘額是人民幣 463，429 元，本學期的會費收入截至開會日

是 124，326 元，總金額是 587，755 元，尚未收有 701、1102、1201、

1202、1203。

（2）費用申請,請填寫請款單，並附上明細及發票或收據。若在淘宝採購請

拍下明細。請二位會長簽名後，轉交財務部付款。若需要用匯款，請填

好帳户明細，謝謝！

3.閱讀組:我們已經挑選好這學期需新購的書單，也啟動幼稚園的借書方案並

告知老師們，國、高中部我們也規劃了許多活動，等和主任商議後即可執

行。

4.餐飲組:我們希望可以從設計菜單起開始改善,讓學生吃到喜愛又營養的餐

點。

5.交通組:

(1).校車故障、拋錨共二起：

10/13 日校車#16 下午放學校車拋錨,10/16 日校車#51 家長反應 51 號車

上午在開往銀冬路上壞掉了。

(2).加強校車師傅、阿姨服務態度及行車安全意識：

10/12 日校車#4 家長反應阿姨當下處理事件態度不好,10/13 日校車#23

家長反應阿姨當下處理事件行為不負責任,10/27 日家長反應 50號校車，

每站開車時，師傅都沒有等車門關就開走了;請學校交通組於例會上務必

再加強師傅阿姨服務態度、基本工作守則，以及行車安全意識。

(3).使用未有校車證備用車共二起：10/18 日校車#6 該車師傅因生病請假，

由備車及代班師傅代班，但派出的備用車車身沒有學校的校名 logo 及校

車安全證。10/25 日校車#53 該車師傅因離職，新師傅尚在辦證中，現派

備用車接送小孩上、下學，但備用車身沒有學校的校名 logo 及校車安全

證 ; 同時家長建議如果校車師傅或阿姨要換人的話，請安排ㄧ天或兩天



的跟車交接，避晚中間過程可能因為阿姨不熟微信&路況或是網路不及時，

擔誤了接小孩。

(4).加強宣導校車阿姨「隨車日誌」確實填寫：請學校交通組務必再加強宣

導「隨車日誌」之功用，若孩子未遵守乘車秩序、不聽勸 , 阿姨務必填

寫至隨車日誌 , 讓學務處轉交導師或家長知曉規勸 ; 且校車阿姨必須

依據當日車上狀況據實填寫，切勿累積一段時日才填寫，否則就失去隨

車「日」誌之功能，亦失去了處理事件的即時性。

(5).家長接送區因上下學尖峰時間停車位緊張，故建議學校能與新加坡學校

協調如何在不影響新加坡校車通行且能緩解我校校門口交通情況下擺放

交通錐，一來可以避免車子併排臨停，二來也可以避免車子進行迴轉。

(6).綜合以上，家委會交通組有幾點建議事項：

A家委會交通組持續紀錄並統計校車事故或拋錨比率，籍此希望校方早日

督促交通公司徹底落實車輛自我安檢制度，同時學校總務處也應落實

車輛安檢抽查機制，以確保校車安全。

B強烈建議學校能有明確的態度解決問題，也能重視學生交通問題而不是

漠視，並應建立完善的制度規範、培訓機制及突發事件的應急措施。

臨時動議:

1.根據學校的回覆因應學生因校車故障、拋錨時可自行搭車回家或上學,請問

有車資申請報銷流程嗎?

2.請學校能就國、高中 5 點 25 分放學一事開個說明會；例如：費用增加？

3.針對日前櫻桃班學生因在單槓處玩，不慎撞上柱子導致頭部撕裂腫漲,希望

校方能夠包個保護套；上課時間老師可以協助看護，另外下課或放學時間也

希望學校也能夠派員照護。

4.遊樂設施故障為何只簡單拉個黃色布條?希望進行修繕。

※相關提議部分已在回覆單說明，其他補充待下次會議統一說明。

下次會議時間：2017 年 12 月 5日 上午 9點



20171101 家委會第二次會議前提問事項暨校方回覆

1101

制服問題好像一直都沒有改善，有沒有一套作業流程，學生家長對學校，學

校對廠商，而不是學生家長對廠商。

學務處：以下針對各班提問制服問題統一回應如下

一、 已邀約現行廠商到校洽談，處理家長提問相關問題，將於 11 月 1 日會

議中向家委們說明。

二、 歡迎並請推薦優良廠商或家長有生產制服經驗者，參加學校制服招標

作業。

櫻桃班

今天櫻桃班在幼兒園前面遊樂場玩單槓的時候，頭不小心撞到單槓旁的柱子

導致頭部腫包及撕裂傷，提議是否可以將柱子包一圈保護墊，以便保護小朋

友安全。

總務處：謝謝家長建議，納入未來規劃參考，並請老師加強學生活動安全教

育。

503

我班有 5 位同學尚未拿到已付款之校服，請問學校與校服廠商之間的問題何

時能得到解決，同學們何時能拿到已付款之校服。謝謝。

學務處：同前

201

1、ESL 家長老師面談會，只有 10 到 15 分鐘，整個就流於形式，我們對 esl

教法，內容陌生，也存在害怕與不適感，希望有更多時間和方式讓家長更深

入瞭解，放心安心。

國際教育處：請家長放心，除已辦理的課程說明會、學校日、親師晤談，未

來在 12 月 26 日~29 日還會舉辦 Observation Week 觀察週，家長可以詳細了

解實際的上課情形。家長也可以利用聯絡本與外師溝通，此外每週發行的週

報也可知道課程、進度、作業等資訊更多時間和方式讓家長更深入瞭解，放

心安心。

國際教育處：請家長放心，除已辦理的課程說明會、學校日、親師晤談，未

來在 12 月 26 日~29 日還會舉辦 Observation Week 觀察週，家長可以詳細了

解實際的上課情形。家長也可以利用聯絡本與外師溝通，此外每週發行的週

報也可知道課程、進度、作業等資訊。

2、ESL 已半學期，一年級時孩子回家每天早晚聽英文 CD，每課唱英文歌曲，

書寫作業。換 ESL 課程後無書本，無 CD，作業也比較隨性。家長感覺很不踏

實，擔憂這種教育方式的效果。

國際教育處：加拿大安省體系的教育要訓練小朋友具獨立學習的責任和能力，

週間和週末的作業都有詳細的規劃，加拿大的課綱配合教學軟體、電子書和

數百本的補充教材是比單一 CD 來得更深更廣。歡迎家長在觀察週來深入了解



本課程的優點。

3、10 月 24 日學校《延長放學時間》的說明中有提到，維持現狀，但需配合

中學部放學時間，幼小部下學期作息時間也會跟著調整，是不是用調整作息

時間的說法就不用徵求家長意見了？到時候直接校方發布了？希望學校還是

做個實際的調查，譬如：每天放學時間以及才藝班的開設內容等，聽聽孩子

及家長的想法。

幼小部：11/1 學校會與家委會溝通討論，家長如果有好的建議，可以先提報

給家委。

4、校車的問題：台商來到上海，大部分都是租房子，住哪裡會綜合考量小孩

上學方便性與出門到家的時間。

（1）根據校網公佈的校車路線與上車時間(也是前一年的歷史經驗)，利用暑

假踩點校車路線，最後選擇 6:50 上車的點，多花 2000 元房租，舉家搬家，

希望小孩能多些休息時間，可以從之前上車 6:05 分改善到 6:50 分。結果開

學後，校車馬上調整路線，調到 6:25。這讓家長無所適從，也沒有資訊判斷

該住哪裡。（2）按照開學時有貼出來的申訴管道，申訴 e mail ,與總務主任

電話，根本沒用，完全石沈大海，完全沒反應。請問校方家長該依照什麼來

判斷校車時間？出現問題校方誰來處理？

總務處：

(1)每學期學生轉出入近百位，致使學生居住地多有變動，因此校車路線與時

間皆會有些許調整，煩請家長諒解，未來朝固定站點方向努力。

(2)校車相關疑問煩請致電交通組 62217006#8108

501

請學校重新審視校服問題

校服廠商長期缺貨，以致交貨期過長，讓許多家長在外尋找類似服裝款式，

已失去原本規劃統一校服的意義了。請學校提出並執行解決辦法。

學務處：同前

303

1、由於現在學校周遭工程不斷，灰塵多，建議學校要適時灑水減少灰塵

2、因故校車無法正常出勤，學校派出備用車車身沒有學校 logo、校名及校車

證 3、基於孩子的校園安全考量，建議學校後門家長接送區應增設罝監控設備

總務處：

(1)金輝路上目前上午已有工程單位固定灑水，揚塵過多時建議戴上口罩因應

(2)備車因無固定行駛路線，因此無法申請校車證於該車。

(3)謝謝家長建議已於全校監控系統規劃納入，近期施工。

701

家長反映 16 號校車安全隱患重大，二周壞了三次，學生只能自己搭乘交通工

具回家，請問出租車費用能報銷嗎？

總務處：該案已發文交通營運公司要求改善，若車輛拋錨，交通公司無法派

出備車接送孩子，始可向其索賠往返交通費用。



1102

1、開學就訂購的制服及書包，已經過二個月 至今還都無法發下。不知廠商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請校方善盡監督管理之責。

學務、總務處：學務處同前，總務處訂購書包之存量均能正常供應。

2、16 号校車在 10/9 這週一周壞 3 次，交通組説要給調查結果，但至今搭乘

16號校車的家長反覆問都置之不理，目前孩子搭的還是這部故障連連的校車。

校車壞了校車阿姨沒在第一時間通知等著接孩子的家長，請交通組正視此問

題，應將不合適的跟車阿姨撤換掉。

總務處：該案已發文交通營運公司要求改善，亦已於 10/18 召開交通安全會

議，重申隨車阿姨工作要求規範。

102

有家長想詢問關於這次 EslB 班老師臨時換代課，希望校方盡速有效率的處理

此事，畢竟這事涉及學生的受教權益，而且 esl 課程學費所費不貲，我們希

望學校趕快協調具備同等資格資歷的老師。謝謝

國際教育處：感謝家長的關心與支持，國際班一年級 B 組外師因緊急情況須

趕回家中，希望一切能平安渡過早日回來，在這期間另一位外師會立即辦理

簽証到上海，同時會請具豐富經驗並熟悉安省課綱的老師代課。衷心感謝發

起鼓勵支持卡片的熱心家長以及所有的小朋友。

103

由於學校附近施工工地以及運土石卡車已經嚴重造成學校前路面塵土飛揚；

每天上下學時空氣污染嚴重，同時也擔心影響到孩子們進行體育課以及戶外

活動時的呼吸健康，希望學校看是否能與施工單位進行溝通，避免土石車經

過學校路段，繞道而行：或請學校進行路面灑水等其他措施，減少大型塵埃

顆粒飄散。感謝您！

總務處：金輝路上目前上午已有工程單位固定灑水，揚塵過多時建議戴上口

罩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