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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暨外語部 

所屬處室 問題及建議 

教務處 

外語部 

1. 英語課程 

甲、彙整在校日常用語，讓學生可於週二、週五英語日，開口練習。(三甲) 

答: Students speak English to their class mates and teachers during class time on a 

daily basis without any problems. Yoder Bilingual Academy also published a 

“Remedial English” book for students who have no English ability. It this book, 

they will be able to learn useful English phrases and sentences for classroom 

use. 

【多數學生和同學與老師之間進行英語交談是毫無問題的，如想更精進，

有得學校曾針對沒有英文基礎的學生出版英文輔導書，在這本書中，學生

能學到有用的英文片語及句子，以利在課堂上使用。】 

乙、單字表勘誤後加上單字定義予學生學習用。(三甲) 

答: As most words in English have more than one meaning, it will inevitably happen 

that only certain translations are given.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is to our 

attention. We will adjust the translations where needed. 

【由於大多數英文有多種釋義，翻譯上難免會出錯，往後我們會更加檢查

與確認，謝謝家長的告知。】 

丙、教學進度不用趕，待學生吸收後再進行下一單元。(三甲) 

答: The teacher sets the pace of teaching to take the ability of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into account, as we have a set curriculum to complete for the year. If 

the teacher finds that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cannot keep up, the curriculum 

will be slowed down (or vice versa.) 

If specific students have problems, the parents are welcome to have a meeting 

with the English teacher or English director, so that we can work on a plan for 

students who have specific problems. 

【老師在編排教學進度時會依學生的能力去進行教學，如發現大多數的學

生聽不懂，在課程上我們將會放慢，如只有少數學生聽不懂，歡迎家長向

老師或外語部主任提出，我們將針對少數聽不懂的學生安排補救教學的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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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民英檢: 

甲、有得是雙語學校，學生全民英檢通過率卻極低，請學校重視此項國內語言證

照，將英檢課納入平日課程，並比照 LA 課依程度分組，務求畢業時至少通過

初級以上，且業務人員必頇清楚考試報名期程，切莫擔誤學生權利。(九 A) (七

A) 

答: 本校學生英文程度落差較大，若將英檢課納入平日課程容易造成學習上的

衝突，如：有人已通過中級初試，即將進入中級複試，有人卻仍頇參加初級初

試等。只要學生在英文學習上達到水平，意欲參加 GEPT，學校必會請外師特

別加以輔導。本年度 GEPT 的檢測已全部報名完畢，十月份會公布下年度的報

名及考試時間，教務處將密切注意，依時為學生選擇適當的考試，鼓勵其報名

並輔導應考流程。 

乙、外師皆採用國外英文教材，對於本國會考的英文內容並不熟悉，學生寫作文法

較弱，可否於七年級時在外語課程中加強文法。(七 A) 

答: As “7A” is not and English clas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is question. 

Our English groups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7 International – An English course, aimed at the highest proficiency 

students. They do an American curriculum (which includes grammar.) They 

are also issued with local English textbooks, which is self-study.  

 7 Advanced – An English course, aimed at students who are more advanced 

than public school students. They do an American curriculum (which 

includes grammar), written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hey are also issued with local English textbooks, which is 

self-study. 

 7 Standard – An English course, aimed at the lowest proficiency level. They 

use the local English textbooks with the local, prescribed grammar, 

vocabulary, etc. They also use a Grade 3 American textbook as extra 

material, but the local curriculum is still the main focus of the course. 

【英文分組前都會依學生的英文能力去進行分組，在國際班的學生，都是

英文程度較高的孩子，教授的課程是依美國課程內容進行編排其中也包括

語法，另外會搭配本國英文課本，輪替教授。而在英文進階班的學生，雖

然程度沒有比國際班的學生好，但其程度比其他公立學生來的優秀，在課

程內容上，會比公立學校來的艱深和先進，相同地，我們也會搭配著本國

英文課本輪替教授，而在標準班的學生，英文水平沒這麼好，所以在課程

內容編排上，會依本國教材內容為主外籍教材為輔來進行教授語法與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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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所屬處室 問題及建議 

學務處 1. 繡學號:(家長對繡學號的相關疑問) 

答:在校園經常拾獲學生遺失的物品，而很少有孩子來認領，甚為可惜，且無
法得知物主是誰，方便老師進一步個別教育孩子。此情形歷經兩年餘討論，
終於決定衣服繡學號(不繡姓名)，保溫杯、玩具等硬體用具使用「姓名貼」
標示。 

尚未繡學號且家長不方便送繡者，可以交由學務處代為辦理。(請備妥已書
寫姓名及學號後五碼字之紙條，與待繡衣服裝入塑膠袋) ，待繡好學號請
學生取回後，由學務處向學生統一收取費用，以支付廠商(費用為每件 25

元)。 

2. 服裝儀容: 

甲、抗紫外線有色眼鏡，因學生有點散瞳劑故醫師建議學生配戴，是否請校方考慮
調整服儀規範? (八 A) 

答:可以，有健康顧慮者不受此限。 

乙、夏天炎熱，學校制服材質不佳，男同學穿著制服打球，更造成悶熱不舒服，建
議夏季制服長褲可否改成短褲?(七 A) 

答:將討論研議。 

3. 交通安全: 

甲、放學時間校門口過於壅塞，應避免人車爭道，並注意學生安全(七 B) 

答:將加強人力疏導。 

乙、文化路與長春二路交會路口，忠孝路與長春二路交會路口，希望請義交或是其
他人力資源協助交通指揮。(三乙) (八 A) 

答:除第一週及最後一週外，本校分三段放學，正常情況下校門口有人潮的機
會將大大降低，不過我們會密切注意視狀況加派人力以維持順暢。 

4. 獎懲及志工時數: 

甲、本校學生嘉獎及志工服務時數比例過低，對超額比序積分不利，是否能多予以
學生獎勵及安排校內志工服務時數(八 A) 

答:已決議，調整標準多獎勵學生。 

乙、 獎懲紀錄、幹部名單，請學務處提供家長表單明細。(九 B) 

答:兩周後提供有關超額比序之現有積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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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業: 

甲、國中畢業旅行，可否移至會考後舉辦? (八 A) 

答:於本學期內討論決定。 

乙、已經九年級家長希望不要再有其他活動，跨年晚會九年級不要再參加。(九 B) 

答:適時予學生抒發情緒及展現學生創意對升學輔導是利大於弊其中表演項目
九年級將酌予降低，以七八年級為主力。 

6. 體育組: 

甲、家長希望體育課所從事的運動不要太過激烈。(二乙) 

答:課程內容將斟酌調整且注意學生體能差異，以培養好的運動習慣，以及基
礎體適能為主。  

7. 衛生組: 

甲、請學校聘請清潔工協助倒垃圾，掃廁所。 

答:國小部之廁所由專人負責清潔，但教室、走廊等則由小朋友負責打掃，以
來培養孩子勤勞及愛乾淨的好習慣。 

8. 學校餐飲: 

甲、飲食用油之品質報告請公告於網頁上，餐點請多魚肉、少肉、少加工。(三乙) 

乙、希望下午點心，避免加工食品、油炸食物。(三乙) 

丙、學校營養午餐過於油膩。(七 B) 

答:  

1.經現場了解。龍和餐廳回覆本校午餐點心均使用沙拉油，廠牌為大統益公司
生產之美食家沙拉油，請家長放心。 

2.已轉知龍和餐廳，改善午餐點心，以清淡健康為原則，少肉少加工，避免油
炸等。 

(國中部) 
 每學期開學初舉辦模擬考，以檢測同學學習成效並辦理校際排名。(八 A)  

答:每學期開學初舉辦九年級模擬會考之升學方案目前已實施。 

 可否成立課後作文班加強學生寫作能力。(八 B)  

答:上去年學期及暑假均已安排寫作課程，再評估如有頇要，考慮在下次寒暑假安排
寫作課程。 

 請學校針對十二年國教舉辦座談會。(八 B) 

答:俟政策成熟穩定後，再安排家長及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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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所屬 

處室 
問題及建議 處理情形 

總 

務 

處 

1. 學校餐飲: 

甲.飲食用油之品質報告請公告於網頁 

   上，餐點請多魚肉、少肉、少加工。 

   (三乙) 

乙.希望下午點心，避免加工食品、油炸 

   食物。(三乙) 

丙.學校營養午餐過於油膩。(七 B) 

本案與吳主任協調，請貴處協處。 

 

2. 學校環境設備: 

甲.定期執行校園消毒以驅蚊。(二甲) 

乙.希望學校比照公小，增購手提音響提 

   供老師及志工媽媽使用，以訓練小孩 

   傾聽能力。(四乙) 

丙.開學前請確實做好設備的檢修及增 

   購，以免延誤老師的進度以及讓學生 

   失望。(四乙) 

丁.冷氣風扇太多塵汙，請學校確實做好 

   維修及清潔，若學校人力不足，可請 

   清潔公司定期清潔，以確保空氣乾 

   淨。(四乙) 

3. 出納:  

本校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費次數過多，

是否能夠先行規劃整合一次收費。(八 A) 

 

甲. 本校校園消毒均定期實施，本次 

預定 9月 20、21日實施。 

乙.本案如附記。 

丙.爾後總務處確實管制教學設備需 

   求，提早完成檢修或增購，以免 

   影響教學進度。 

丁.教室風扇、冷氣濾網預定 9月 20、 

   21日實施。 

 

附記：請檢討實際需求提出申購，奉校長核定後，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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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車 

所屬處室 問題及建議 

交通車 1. 校車務必準時，切勿提早出發，也請隨車老師電話通知。(九 A)  

答: 本組將持續向各交通車司機宣導及要求務必確認時間到點才能開車，勿以個人

手錶時間為標準，致學生、家長與交通車司機之時間有落差，也請家長務必提前 5

分鐘到達接送點，隨車人員及司機不另行(電話)通知遲到學生。 

2. 學生交通車單程往返學校與家中，若耗時 1.5小時至 2小時，應重新檢視路線路況

的規劃;另，上下車點與下車時間宜取公平性，不宜住家遠距者下車為最後不變動，

如此，長期不公平;應該輪流變更下車地點以維公平。 

答: 經調查耗時 1.5小時車程之交通路線應為特區線，其餘皆在 60分鐘左右(內壢

線除外)，而特區線上、下點分佈其中以中正特區佔 50%為最廣，假日飯店週邊佔

25%，主要幹線(文中路)佔 5%，南崁地區佔 20%，如接送點將南崁地區移除後，時間

將會趨於合理，唯南崁地區僅 4位學生搭乘(其中一位學生後續僅星期一、五搭乘)，

尚未達開設此路線之門檻，未來將視該區域人數規劃南崁線接送路線；另上、下車

時間順序，原則是先遠後近、先近後遠，以整體交通路線花費時間為考量，為避免

接送時間耗時過久，影響其他學生權益，請家長配合定點接送，不得要求司機繞道、

脫離主幹線、進巷道…….等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