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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6 次行政會議 

時間：106 年 04 月 17 日（星期一）14:10 

地點：二樓簡報室  

出席人：詳見簽到表  

主席：江校長家珩                                        記錄：李美蓉  

壹、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一第 8 頁】  

貳、  報告事項：  

一、  【校長室】  

追蹤事項： 

 資源回收落葉堆肥從 2 月 10 日講到現在，總務處一直有不同的想法，我也尊

重，但是最後還是回到自然工法，我真的很恭喜。務實一點還是比較好。借助
機器不是唯一的方式，尤其是買不到，問不到的時候，還是回到自然工法。希

望總務處起而行，繼續列管。 

 PLC 部分我也很希望解除列管，從 3 月 6 日到現在，主任有說國、英、數陸陸
續續在成立了但是我沒有看到任何產出或會議記錄，這個要有進度的，不是成

立就好，譬如說 PLC 討論什麼主題，規劃怎樣的活動，一起研發什麼教材或者

教學有什麼創發，這些都是產出。所以一開始要成立要坐下來談，我們會開幾
次會議，每次會議大概就有幾個主題，預計會有哪些產出，需要什麼資源，這

些相對的權利義務，已經兩個月了，要有產出了。舉例說國語文，我們高中學

測低於底部的成績，是我們 5 科考科裡面最低的，所以 PLC 要成立起來推動閱
讀。推動閱讀，老師要先來，行政再補強，因為學生的前途不能等待的。學務

處對導師的角色也要明確。 

 週六開特色課輔班，我們已經努力過了，但是也要思考為什麼每次都開不成班，
為什麼資訊沒辦法完整的傳達，我覺得除了把會議結論，調查結果上網公告以

外，還要思考以後要怎麼跟家長建立一個很好的溝通帄台，在家委會一定要提

出來，等家委會開完，就可以解除列管了。 
 在很短的時間怎樣給孩子自主學習能力，這也是 107 課綱的精神，這也可以放

在 PLC 裡面的一個主軸。 

 現在我們各處室都在辦各種比賽，希望大家可以創意思考。 
 越文課除了教師管理，家長滿意度也不高，請教學組和主任多關心，不要讓家

長都反映同樣的問題。 

 各處室、各組辦理的活動請各位提供給美蓉整理，安排行程，我會盡量參與。 
 外訂飲食最好要先給師生宣導健康概念，愛護學校環境。學務處可以先跟導師

溝通，請導師跟學生傳達，這也是家長的期望。 

 接下來會有母親節，畢業典禮的大型活動，請各處室多幫忙學務處。 

 資源回收室請保衛固定時間開關燈，我們作為老師要以身作則。 

校長報告： 

 首先是做人事佈達： 
(一 ) 美蓉除了接任校長室秘書以外，也兼任文書的工作。 

(二 ) 黃益堅老師暫代註冊組長，黃老師現在又是華語文執秘，每週又 20 堂

課，又兼一個組長，實在很辛苦，所以課務要調整，依法行政。黃老師
現在手上還有華語文的工作，所以註冊組的工作請主任再調配一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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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工作主任關心和組長來做，周邊的事情大家分攤一下，怎麼共工體

時艱。 

謝謝兩位能夠臨危受命，我不希望竭澤而漁但是學校借重你一定是良才。 
 我最近看大家的簽呈或校外公函，以前覺得大家都在成長中，所以我比較少退，

可是這學期我覺得不能這樣出去了，所以我就退了，請主任要多擔待，我退的

是提醒主任沒有把組長帶起來。尤其有些組長是我們資深的組長。過去我們被
辦事處罵了很多年，我來之前聽到很多，我希望我來之後不要有這種問題。國

教署也是我們的上級機關，怎麼可以寫“請查照”呢？有很多公文是很制式的，

不要連很制式的公文都寫不好。第一就要寫依據，第二才檢陳你的資料，對上
級就盡量寫“檢陳”，對帄行就要寫“檢附”。另外，有時候校內的簽呈我也

看不懂，重點部分要註明清楚，這都是基本功力。還有，會議通知的格式我已

經有給過大家，當時惠敏當文書組長還掛在網頁上，請大家參考。我們在這部
分一直沒有被肯定，所以要趕快急起直追。 

 我們學校有教育部核定的組織規程，可是我們的組別沒有按照規程走，真的是

自行一套，你們的工作內容跟規程真的是天馬行空，完全不一樣。教務處，學

務處都有，這個問題從我來就發現到現在，大家都沒有動作，眼見學年就過了。

請大家效率要出來。這件事情，人事主任要當主導者，各處室主任要一起來共

襄盛舉，把這件事情導正。 
 最後就是我的期許，107 課綱現在在台灣也是在吵得沸沸揚揚，是不是會準時

上路看起來部長有鬆口，延後一點點，但是我們已經落後 5 年了，我們的課表

停留在 20 年前，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一樣老舊，主任要跟老師們講，尤其是
科召，組長，都是當領導者，要帶領做要有教學新思維。總是要有一些創方，

不能停留在原點。我相信各位主任都會做得到，我們要把台灣最新的訊息，發

新的做法帶過來。 
 

二、  【教務處】  

教務處  

(一 ) 有關教師專業社群 PLC 實施計畫如附件請參閱上週並已完成國文科、數學科、

社會科有關 PLC 之宣導。這週將持續辦理英語科及自然科之宣導。  

(二 )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信函 LOGO 自行改過如下若各處室有需要請參用。檔案放
在 nas－－01 Public Data 內，檔名為 logo(如附件)  

(三 ) 5 月 3 日開始輔仁大學實習學生及教授到校見習 2 週，共有 6 位小學部實習

學生及 2 位中學部實習學生，帶領的老師如下: 小學部一年級楊品秀老師，
二年級林錦玲老師，三年級劉家婷老師，四年級童新月老師，五年級黃淑美老

師，六年級傅慧貞老師。中學部輔導 1 傅國鑫組長，輔導 2 周麗文組長，並預

計 5 月 3 日上午 8 時 20 分辦理見習學生與教師之歡迎會。  
(四 ) 今日上午已製作帄陽帅兒園大班生升小一之調查表，將請帄陽分班莊瑞宜老

師協助調查。  

 (附件二) 
教學組  

(一 ) 上週 4 月 12 日(三)至 4 月 13(四)為小學部期中考，感謝各位巡堂人員協助，

維持考場秩序。 
(二 ) 文藻外語大學英語夏令營，目前報名人數約為 23 人。 

(三 ) 輔仁大學實習生預計於 5 月 3 日(三)至 5 月 12 日(五)至本校實習 

課務組  



3 
 

(一 ) 徐詵媛老師課務由李幸茹教師代理。 

(二 ) 04/19(三)12:10-13:50 於活動中心進行自然科學趣味競賽，國中參賽同學下

午第 1 節公假參賽。 
(三 ) 母親節教學成果展報名作業於 04/24(一)截止。 

註冊組  

(一) 目前英語教材費缺繳 23人(含休學生 1人)，未完成註冊程序者 19人(含分期 11人)。  

(二) 今日(4月 17日星期一)將報出助學金請領學生名冊。  

(三) 中學部成績結算已完成，小學部期中考成績輸入截止後即開始結算小學部成績。  

(四) 國中教育會考已拿到准考證，學生返台住宿已完成預訂，目前安排交通事宜中。 

資訊組  

(一) 105學年度老舊電腦及資訊設備進行報廢造冊。  

(二) igt系統因為對外網路固定 IP尚未綁定而無法正確連線，已請總務處協助聯絡越南

電信商給予修正。  

設備組  

(一 ) 本週進行故事接龍活動，從 4 月 17 日(一)~4 月 21 日(五)為期 5 天。 

華語文執秘  

(一 ) 華語文班預定在 5 月 7 日(日),母親節園遊會當天推出下學期招生簡章。因為

簡章中必頇註明上課時間，因此請求學務處協助，盡早決定下學期家長日、國

慶升旗、校慶等三大重要活動的時間點，以方便簡章的設計。 
(二 ) 華語文班預定在 5 月 20 日(六)辦理招生說明會，介紹下學期開設的班別與課

程。 

(三 ) 晚間注音班已經在上週三(4 月 12 日)開課。書法班、台語班、成語造句寫作
班以及職場華語班目前都有人詢問或報名，預期也將陸續開課。 

(四 ) 國立暨南大學有意與本校合作，以臺校做為暨大境外教學資源中心的據點，

同時做為越南赴台留學學生的先修課程授課地點以及華語師資培訓地點。目前
雙方還在溝通階段，未來若能確定合作方案，暨大將會派員來校簽訂 MOU。 

【校長室回應】  

 教師專業社群這部分我就不再重複說明，希望教務處戮力推動。 
 王主任有帶光華國小的教材，非常可貴，希望大家善用，讓更多人可以分享到。 

 我們的 logo 本來是用新明體，通常新明體很少做標題的，沒有力氣，所以必

頇要調整字型，通常是標題要用顏楷，但很多系統沒有顏楷，標楷體是比較普
遍，我們慢慢要導入 SIS 系統的概念。 

 接連會有些大學來我們這裡實習或辦營隊，原則上都放在教務處統整，除了語

文的營隊以外，請國際教育中心也協助參與。 
 英語的 PLC部分就交給國際教育中心。希望這個部分變成典範，因為起動最早，

我有特別請託過。 

 帄陽分班部分，目前我們學校還跟帄陽商會做最後努力，能夠續辦就鼓勵續辦
但是於法不合的話就不能勉強行事。這會影響到我們帄陽帅兒園大班調查，所

以我們再看看我們努力的結果。 

 文藻外語的夏令營，請國際教育中心協助。 
 自然科學的數位競賽很有趣味，學生很喜歡，老師很辛苦，要準備的資料很多。 

 IGT 系統請總務處協助資訊組。 

 謝謝黃執秘，除了週六上午開課以外，還利用夜間多開專業課程，等於說做些
新的嘗詴，這部分我是很肯定，我也希望在座組長，除了你例行業務以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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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方面還有什麼要更新或創發的都可以來思考，讓你業務品質或廣度上能夠

提升。 

【註冊組補充報告】  

 每次學生成績都會有錯，我們會讓學生請老師到教務處填成績更正表，我們依

據這張表更改學生成績。但是老師沒有來更正，所以學生成績無法更正。所以

我想當發每班成績的時候，會把成績更正表印在成績單的背面，讓學生發現有
錯時，自己找老師更正後，拿到教務處。 

【校長室回應】 

 這部分讓學生自己處理不是很理想，老師在這部分謹慎度提升還有空間，很多
家長也有反映，我們老師在評量這部分專業度有需要再提升。 

 

三、 【學務處】 

學務處  

(一 ) 運動代表隊轉型運動社團於 4/14(五)集合各球隊學生公開說明完成。 

訓育組  

(一 ) 105年學年度母親節慶祝大會暨園遊會,積極練習表演節目、寄送貴賓邀請卡、

邀請家長參加活動及回條於 4 月 27 日回收統計人數。 

(二 ) 預計 4 月 28 日(週五)下午 4:15 在中學部 201 簡報室召開畢業典禮第二次籌
備會議,並於每週二、五與畢聯會商討相關細節及進度會報。 

生輔組  

(一 ) 上周進行中學部聯絡簿周記抽查，本周進行小學部聯絡簿抽查。 
體衛組  

(一 ) 小學部 5-6 年級班際桌球比賽，5 年 B 班與 6 年 C 班分別榮獲分组第一名。  

(二 ) 本校排球隊聘請 Lê Anh Duy 擔任指導教練，指導學生時間為 4 月 12 日至 6
月 30 日上班日中午 12:00-12:55。 

(三 ) 4/19 星期三 16:20-17:20 舉行健康講座研習，地點 3 樓視聽教室。 

課外活動組   

(一) 畢業紀念冊初稿完成,小學、國中、高中部畢冊樣本印製中，帅兒園樣本已完

成。 

(二) 已完成母親節慶祝活動及園遊會攤位設置發文。 

(三) 4/18 日下午 16:20 召開校外教學籌備會。 

【校長室回應】  

 運動代表隊的轉型家委會和董事會都蠻有共識的，都希望學校能夠五育均衡發

展，所以在這個部分要稍微做調整、導正，讓孩子做時間管理，這部分還是要

跟孩子說清楚，董事長也同意稍微緩衝，所以這學期我們還是給孩子調適的時

段。 

 母親節分工還要再細，要沙盤推演，哪個環節還需要哪些人補強，要提出，不

要到現場亂成一片。 

 畢業典禮獎品部分，在邀請函中設計小卡片，說明贈送禮物、聯絡人、出席人

數，請對方回函。 

 畢業典禮請學務處要審核節目水帄和內容，要溝通在前，不要修改在後。 

 這學期看聯絡簿感覺老師只是簽名，這部分很重要，請學務處多關心。 

 昨天去 RMIT 看男排球和女排球比賽，我們孩子表現可圈可點，努力空間是有

的，但是任何比賽沒有所謂的公帄，我們女排碰到體育高中，從幾個動作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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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應該不是普通的高中，我們男排是可以選就，其中動作比較好。學校真的

很著力，昨天現場老師到了十幾位，大家都很關注這個賽，學校也給孩子很多

成長的空間。男排雖敗猶榮，我們男排年紀比較小，能夠有亞軍成績也不簡單。

要告訴孩子，比賽是個很好的學習，勝敗是兵家常事。 

 畢業紀念冊請學務處審查共同頁的部分，這屬於孩子跟老師還有學校共同的回

憶，儘量做大方一點，不要太帅稚。 

 

四、 【總務處】 

總務處  

(一 ) 4 月 18 日下午 2:00 本校「新建校舍專業營建管理」案截標。2:30 開資格 
(二 ) 4 月 20 日上午 9:00 本校「新建校舍專業營建管理」案開評選會。 

庶務組  

(一 ) 上週已完成消防警鈴測詴，A 棟宿舍消防警鈴有問題無法偵測到煙就啟動警
鈴，將於 4/19(三)8:30 再行測詴一次，如有眷屬在宿舍的請事先告知，如果

再有問題,便聯絡廠商前來維修，以維護住宿老師的安全。 

(二 ) 利用每星期六粉刷中學部牆面，上週六已完成三樓~四樓，預計下周六全部粉
刷完成。 

(三 ) 本週開始更換合作社的紗窗。 

(四 ) 上週開始廁所又有學生抽許多衛生紙弄濕後往牆面丟，非常浪費又破壞環境
整潔,請學務處協助再加強跟學生宣導。 

(五 ) 中學部晚間課輔班，吃完的便當常丟到廁所的垃圾桶內，造成垃圾桶滿出來，

然後面紙再丟在垃圾外，進到廁所又髒又臭，是否可以請教務處協助跟課輔班
老師溝通，讓學生晚上用完餐後便當集中處理。 

【學務處回應】  

 這件事是我們學務處發現的，告訴總務處，也告訴生活輔導組，學生是把衛生
紙沾水然後丟，這部分我們目前還沒抓到是誰做，我們會去做宣導。我們發現

也緊急討論，加強巡囉。 

【校長室回應】  

 其實這可能是孩子的情緒或者衛生習慣，學務處可以從衛生習慣來導正。 

 總務處粉刷之後，學生又踩鞋印。體衛組也可以把這部分列入生活競賽特色加

分重點，如果孩子這個壞習慣不導正，以後回台灣或升國際大學會讓人唾棄的。
得獎班級牆壁是髒的。從上學期到現在學務處都沒修法。我已經跟學務處拜託

很多次，牆面和環保教室後面的垃圾分類。希望學務處下次會議要提出對策，

孩子表現這樣是一個落後的象徵。 
【庶務組補充報告】  

(一) 小學部電腦教室有兩個螢幕去年 8 月剛裝就發現破損。 

【校長室回應】  

 及時發現就要送修，而不是讓後面的人看到還在追前面的問題，這是老師負責

任的做法，任課老師下課之前就要檢視才能離開，這是使用教室的規則。開放

學生用的機器設計簡單就好，不用太複雜。請麗文老師提醒使用這間教室的老
師和學生，後續總務處要思考固定方式。 

 

五、 【輔導室】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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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越臺助學金及魯班公助學金於本週發文。 

(二 ) 感謝同仁們協助輔導室小學部身障體驗及中學部性帄闖關活動，下週進行中

學部生命教育創性舞蹈比賽，也請同仁協助。 
輔導組  

(一 ) 於 04/14(五)舉辦小學低年級生命教育特教身障體驗活動，活動感謝六位義

工媽媽的熱心協助，擔任活動志工，15 位高三學生擔任關主，及輔導室全體
動員支持，活動圓滿完成。 

(二 ) 輔導室補救教學活動正依規劃進行中。 

(三 ) 小學三到六年級生命教育繪圖比賽辦法已經發放，預定於４月 28 日截止收
件。 

資料組  

(一) 感謝蔣一玲主任、蘇敬堯組長、劉秉國組長、呂世友老師、陳泯融老師、吳
育任老師、劉丞耘老師協助擔任 04/12 國中組性帄體驗闖關活動關主或、感謝

總務處、學務處、王柏翔老師協助籌備，活動已順利完成，將針對關主老師發

現同學性帄觀念較不確實的部分，提醒任課老師融入課程，進行加強。 

(二) 2017 品格營已上簽，將比照校內各項營隊辦理規定，不發給工作津貼，若活

動有盈餘則入學校帳。 

(三) 正在登錄各項心理測驗成績，因小學部期中考，延至本週補測施測日缺席學
生。 

(四) 本週預計借用九年級各班上課時間約 10 分鐘，確認各班要返臺升高中職的學

生名單；另發通知單提醒學生及家長有關辦理變更就學區相關事宜。 
(五) 一般大學/科技大學 個人申請上榜名單 

陳鈺婷-真理大學財務與精算學系財務資訊組（大學個人申請） 

王易霖-開南大學應用日語系（大學個人申請） 
賴宗立-環球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科大個人申請） 

(六) 八年級性向測驗擬延期到五月初舞蹈比賽完成後，再利用綜合活動課施測，

以便留給學生充裕的練習時間。 
(七) 請各位使用數位教室 109 的同仁，不要將桌板放下，因為桌板支持的油壓桿

故障，固定有螢幕的桌板容易猛力倒下，造成使用者或設備受傷（最近有一臺

螢幕損壞，推測可能是此原因） 
 

六、 【國際教育中心】 

國際教育中心  

(一 ) 中學英語演講比賽已順利完成，感謝總務處的協助，比賽照片及影音花絮會放在國際

教育中心粉絲專頁，本週將進行頒獎。 

(二 ) 下週舉辦小學英語朗讀及說故事比賽，歡迎各位蒞臨指導。 

推廣組  

(一 ) 請各處室活動規則訂定之後，能與國教中心聯絡，方便即時翻譯給 A 班導。 

(二 ) 上週完成中學部演講及復活節活動，將於本週週會時間頒獎，並於下週舉辦

小學部演講及說故事比賽。 

研發組  

(一) 本周進行小學英語作業抽查。 

(二) 已收齊外師留任意願調查表。 

【校長室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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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處室競賽活動要提供給輔導室，翻譯給外師，尤其是Ａ班的。 

 外師留任或聘任問題，最近我一直問但是沒有答案出來，希望教務處一起來思考一下

我們中學和小學部新學年的師資預備。 

 

七、 【會計室】 

八、 【人事室】 

 我們總務處職員林桂萍 3 月 1 日到職補文書組鄧蕙敏的缺，但因為她無法適應會議紀

錄，現在簽代理國際教育中心的缺，簽請校長核可。3 月 27 日調到國際教育中心補韓

玉蘭的職缺。 

【校長室回應】 

 學校職工有職員和組長，原則上組長是內升外補，一定要優先我們同仁先內升然後再

外補，剛進來就擔任組長，沒辦法負重也沒辦法勝任。 

九、 【帅兒園】 

(一 ) 缺助理教師一名。 

參、 提案討論： 

105學年度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草案) 

 原則上這是老師的共同體，他們可以共同備課，共同分享，一起做出教育產出，教材

也可以研發，很多用途，這是在減輕老師的壓力。第四項“本辦法陳請  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改時亦同”。我們都有行政會議通過，右上角通過後請註明年月日，請修改。

如果沒有意見，修訂後通過。 

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要點(草案) 

 三點變成四點，有完整一點，實施要點我要講一下，通常沒有主旨說明，這是寫簽呈。

第二是把說明改成依據，有教育部的法要先優先寫，才寫到本校的，“依循統一”就

不用了。修正之後，右上角要註明哪個會議通過。修訂後通過。 

校園門禁管理辦法(草) 

【華語文執秘】 

 建議教職員和學生都要有識別證。學生如果刷卡出勤時間都會出來，訪客就是申請臨

時識別證。 

【學務處】 

 學生點名系統，這部分我們學務處也有思考過，但是會用到很大的經費，將來會和教

務處一起來思考。 

【校長】 

 教職員、兼課老師識別證由人事室做。訪客、外租場地由總務處做。 

 學生部分可以列入中程目標。 

 第四之十“經警衛人員聯繫者確行政聯繫窗口確認後，始得進入校園。”文字方面需

要修正。 

 “捌、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請註明行政會議通過，經董事會

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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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 106.04.17 

編 
號 

決議內容或指示事項 會議 日期 
執行單
位 

執行情形 更新時間 
管制情形 
1:繼續管制 
2:解除管制 

1 
資源回收尤其是落葉部分，我們就買碎葉機，台
灣這很普遍，碎葉當有機肥，將來幫我們種很多
植栽，剛好解決垃圾的問題。 

行政 106.02.10 總務處 

因為在淘寶網購物若運送到越南，

萬一機器有瑕疵，恐退貨又是一番

周折，暫時以自然工法解決落葉問

題。 

106.04.17 2 

2 

PLC不管是小學部、中學部均要成立，才可以共備

或者研發課程，但是人選要先確定。不管是小學、

中學 K到 12的設計，至少 1到 12，垂直性的這一

部分要做到。 

行政 106.03.06 教務處 

已經辦理國文科數學科社會科之

PLC 討論會議,本周將再進行自然

科及英文科之討論。 

106.04.17 2 

3 

週六開有特色的課輔班，再重新調查，上
網公告，然後強力宣導，在各種會議都宣

導，課程盡量開有趣味性的、有特色的。 

主任 106.03.13 教務處 
已經重新調查人數,還是不足無法
開班；往後思考於課後開班並做規
劃。 

106.04.17 2 

4 
我們要怎樣讓孩子在很短的時間內有所進步，

要怎樣引導學生自我管理的自主學習。 
行政 106.03.20 教務處 請老師們在課堂宣導並指導學生。 106.04.17 2 

5 
教學組和課務組陸續都有辦比賽，希望再有創

意一點，讓孩子有創意的啟發。 
行政 106.03.20 教務處 列入下學年計畫辦理。 106.04.17 2 

6 

臺灣是有週班會，至少一個月一次，是全校性

的週會。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思考利用長點時間

跟學生宣布一些問題，不然升旗時間都很匆

忙，怕耽誤學生上課的時間。請學務處要思慮

這個問題。 

行政 106.03.20 學務處 辦理中 106.04.17 2 

7 
班級電腦常常接觸不良，可能這跟操作有關係， 

請資訊組多指導使用方法。 
行政 106.03.20 教務處 

班級電腦操作方式及說明有放在校
網,另外再利用時間辦理教師及學
生研習宣導。 

106.04.17 2 

8 

巡堂有看到四年級，越語老師在上課，把

學生罰站在走廊，那時候已經快十點了，

天氣熱，孩子一頭汗。原因是因為學生從

開學到現在都沒有課本。老師要罰也要考

主任 106.03.27 教務處 

已經知會越語課任教教師,並且已
經將缺少之課本補給學生並告知老
師和學生叮嚀要將課本帶回家並善
用。 

106.04.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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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學生的體力，而且這個學生從開學就

沒有課本了，應該儘早處理。請教務處要

主動去關心一下，也跟越語老師宣導不能

處罰學生站在走廊，頂多在教室裡，不要

影響孩子的授課權。 

9 請各處室提供比賽活動時間表給美蓉整理 主任 106.03.27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國際教
育中心 

已於上次主任會議提供。（教） 

辦理中。（學） 
106.04.17 2 

10 

課輔班調查結果還是沒辦法成班，我們已經盡

力了。未來要討論將來跟家長通訊方式。我想

列入下次家委會的提案。 

行政 106.04.03 教務處 於下次家委會提案。 106.04.17 2 

11 

外訂餐飲，建議學務處要先廣為宣導，一定要

講清楚，然後嚴格執行，我們對孩子更要這樣，

讓孩子懂得說理與教導，告訴他們為了守護健

康。 

行政 106.04.03 學務處 執行中 106.04.17 2 

12 
越語課程家長反映比較多，希望教務處多給越

語老師一些提點。 
行政 106.04.03 教務處 已經知會越語課任課教師。 106.04.17 2 

13 
我需要了解為甚麼英語教材有 25個還沒繳。請

落實到底。缺繳的孩子我們再持續關注。 
行政 106.04.03 教務處 

英語教材費目前衛教者 23位,經電話

聯絡大都回應不知道並應允繳納。 

建議再發一次繳費單給學生帶回交給

家長請家長繳納。 

106.04.17 1 

14 

母親節和畢業典禮都是訓育組負責，我建議將

來各處室的工作職掌一定要參照我們的組織規

程，學校有一套教育部核定的組織規程，可是

現在我們各組工作規程都不相干，不一樣。連

續兩個月，兩個大活動都集中在同一組，這也

是風險集中，主任不一定參照以前的，要做滾

動式的修正，儘量工作要均勻，要防備作業，

行政 106.04.03 學務處 已分工執行 106.04.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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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集中在一個組。畢業典禮我希望精彩、溫

馨。 

15 

聯絡簿或週記抽查結果要給導師，因為看班會

的記錄，有些是導師自己寫的，從頭到尾沒有

記錄，沒有主席，中學部也有些是空白的。 

行政 106.04.03 學務處 
教師晨會加強宣導落實班會紀錄，導

師應指導學生填寫 
106.04.17 2 

16 

資源回收室每天晚上燈都是開的，門也是開

著，上次有建議固定的時間開放，請總務處跟

保衛提醒燈和門不要連夜開著。 

行政 106.04.03 學務處 已公告資源回收室，固定開放時間 106.04.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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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學年度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草案)106.04 

 

一、目的說明： 

(一) 定義:「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PLC」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所組成，

持有共同的信念、目標或願景，為致力於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而努力不

懈地以合作方式共同進行探究或問題解決的團體。 

(二) 目標:增進教師同儕的專業成長。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目標在增進教師同儕的專業成長，而教學專業自主的

提昇，除了仰賴教師自身不斷反省與改進外，亦需教師間專業對話；分享與討

論學科專業、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學習與評量等相關議題。由於各

學科領域的內涵及教學方式殊異因此教師可聚集校內同領域、跨領域教師或校

外夥伴學校教師一起組成一教師專業社群。 

二、辦理方式： 

1.教師可自行組織專業學習社群，以 3人以上為原則，並推舉一位教師擔任

召集人，向學校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書」。 

2.學習社群進行方式可包括：主題探討（含影帶、專書）、主題經驗分享、

校外專題講座、教學檔案製作、教學方法創新、教學媒材研發、新課程發

展、行動研究、協同教學、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標竿楷模學習等。 

3.進度規劃：於執行期限內，每學期社群活動次數不得少於 4次，頇於 6月

30日前執行完畢(本學期因新成立故調降次數為 3次)。 

4.每社群頇於每次活動結束後 1週內提出社群紀錄。 

5.社群記錄應包含：時間、地點、量化資料與分析（如：社群參加人數、滿

意度調查）、質性資料與分析（如：歷次活動或會議記錄、研發之課程或教

材教法、教師專業成長提升與學生學習成效之客觀分析、學校組織文化之

改變，或教師需求滿意度分析等）、相關照片(每次 2張)及 1場專業學習社

群活動影音檔(15~30分鐘)。 

三、經費補助辦法： 

1. 經費補助相關規定，依本校報教育部「106學年度補助案」辦理。 

2. 社群申請表提出後送教務處經校長同意後，依實際執行情形辦理請購。 

四、本辦法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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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申請書 

 

社群名稱  

社群類型 
□年級別  □學科/領域/學群  □學校任務  □專業發展主題 

□其他(請註明：) 

召 集 人  聯絡電話  E-mail  

組成目的 

 

 

 

 

需學校另支

援項目 

 

社群成員 

姓名 任教科目或年級 

  

  

  

  

  

  

一、年度目標： 

 1. 

 2. 

 3. 

 4. 

二、預定進行方式（可複選）： 

□教學觀察與回饋  □主題探討（含專書、影帶）  □主題經驗分享   

□教學檔案製作    □專題講座□新進教師輔導□標竿楷模學習     

□新課程發展□教學方法創新□教學媒材研發□行動研究 

□共同備課□同儕省思對話     □案例分析□專業領域研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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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期進度規劃（至少 3次）： 

場

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五、預期效益與檢核方式： 

預期效益 具體檢核方式 

  

  

  

  

  

 

六、學習資源： 

教師專業成長相關書目 與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相關說明 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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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校園門禁管理辦法(草) 

壹、依據：教育部編印之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 

貳、目的：巡查學校環境，維護校園安寧，管制人員進出，確保師生安全。 

叁、門禁管制時間：週一～週五:上學時間上午 7:15~8:00 及放學時間下午 3:50~4:20 開放外，其餘

時間均實施門禁管制，下午 4:20~6:00學生及家長只出不進。 

肆、門禁管制要點：上班時間本校教職員工以外之人員進出，頇依以下規定辦理： 

除以上人員外，其餘訪客均需在訪客登記簿上登記，並且以個人證件換發訪客證，經警衛人員聯

繫者確行政聯繫窗口確認後，始得進入校園。 

一、長官貴賓：立即通報校長室秘書或主任知悉，並儘速安排招待貴賓。 

二、董事會貴賓：憑總務處核發之董事會識別證出入校園，並立即通報校長室秘書。 

三、家長會常委：憑總務處核發之家長會識別證出入校園，並立即通報校長室秘書。 

四、學校志工：值勤時間內憑總務處核發之志工服務證出入校園。 

五、家長：憑總務處製發之家長識別證，並立即通報校長室秘書，轉知擬接洽之處室行政人員，

引導進入校園。 

六、訪客：憑總務處製發之訪客識別證，並立即通報校長室秘書，轉知擬接洽之處室行政人員，

引導進入校園。 

七、施工人員：由總務處製發之廠商識別證交予到校施工之廠商，警衛室得視狀況需要採登記換

證方式進入校園，並告知施工人員校園全面禁菸規定。同時通報校長室秘書，轉知總務處行

政人員，引導進入校園。 

八、夜間推廣教育班及課輔班的家長欲進入校園，需事先由業務承辦單位提供名單及照片給總務

處製作識別證，保衛檢查識別證後，始可進入校園。 

九、夜間非本校教職員欲進入校園參加球隊練習，也需事先由業務承辦單位提供名單及照片給總

務處製作識別證，保衛檢查識別證後，始可進入校園。 

十、寒暑假辦理營隊時，營隊服務人員需事先由業務承辦單位提供名單及照片給總務處製作識別

證，保衛檢查識別證後，始可進出入校園。 

除以上人員外，其餘訪客均需在訪客登記簿上登記，並且以個人證件換發訪客證，經警衛人員

聯繫者確行政聯繫窗口確認後，始得進入校園。 

伍、門禁管理注意事項： 

一、上午 7:15~8:00上學時間校門敞開，校園導護老師此時需巡視校園，以維護已到校學生的安

全。 

二、8:00以後警衛關閉前門之大門及小門，學生及所有訪客(含長官貴賓、董事會貴賓、家長會

常委、學校志工、家長、訪客及施工人員)一律由前門管制進出，訪客必頇在警衛室登記並

換証，側門只允許學校教職員及合作社工作人員、合作社進貨廠商亦頇押證件始可進出。 

三、若警衛聯繫不上受訪者時，請訪客自行以手機聯繫，警衛確認受訪者所在位置後，才能放行。 

四、中午送便當時請集中於中學部及小學部之指定處，勿讓家長直接送到班級。若要拜訪老師，

則依訪客登記程序辦理。 

五、放學（下午 3點 50分）前 10分鐘，禁止車輛進出，以維護學生放學路隊安全。 

六、本校為全面禁菸場所，訪客不得在校園抽菸。 

七、禁止攜帶寵物、貓、犬等動物進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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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禁止赤膊、衣衫不整、穿拖鞋或奇裝異服者進入校園。 

九、家長於上課期間不得任意進入校園。家長送交學生學用品時，請註明班級、姓名後交予警衛

人員，由警衛人員轉知學務處行政同仁通知學生自行至警衛室拿取。 

十、家長於放學時間接送學生，應至校外之家長接送區等待，禁止任意進入校園及班級。 

帅兒園家長欲提早接送學童，頇通報校長室秘書，轉知帅兒園後由帅兒園教師帶學童到校門

交給家長，不可開放家長進入校園。 

十一、門禁時間大門應該關閉，若有車輛進出，應由警衛開門並且引導停車或駛出校園，如需送

貨到各處室，送貨路徑遇有學生上課應避免，或由警衛協助指揮交通避開學生後始得駛入。 

十二、警衛職責主要為門禁管理，應駐守警衛室。警衛除指定時間巡邏時或處理門禁偶發事件外，

不得擅離崗位。 

十三、全校教職員工於上班期間外出，均需填寫外出登記。 

十四、校園開放時間: 

(一) 上課日:上午 7:15~8:00、下午 3:50~4:20。 

(二) 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不開放，除事先有租借場地，並核對總務處製發之球隊識別證

後才能放行，惟警衛頇請租借場地之球隊人員依規定位置停放車輛。 

(三) 寒、暑假:本校辦理營隊活動時，開放時間比照上課日辦理。 

陸、學校辦理校際交流活動，如運動會、親職教育活動、班親會、家長會議、國際學校球類聯賽、研

習活動等，則由主辦處室通知警衛室，另依專案門禁管制措施辦理。 

柒、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捌、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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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要點(草案)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備註 

三、愛校服務規定： 

1.大過需經 45次的

愛校服務；小過

15次；警告 5 次，

一次只能銷一個

過。 

2.愛校服務負責人

於每次愛校服務

時觀察學生表

現，合於標準則簽

註日期。 

3.愛校服務日數期

滿後將申請表送

回生輔組，經學務

處核可後，即完成

銷過手續，並將申

請表發回學生存

查。 

 

三、愛校服務規定： 

1.大過需經 45次的

愛校服務；小過

15次；警告 5 次，

一次只能銷一個

過。 

2.愛校服務負責人

於每次愛校服務

時觀察學生表

現，合於標準則簽

註日期。 

3.愛校服務以 30 分

鐘為一次計算，可

於午休及課後進

行。 

4.愛校服務日數期

滿後將申請表送

回生輔組，經學務

處核可後，即完成

銷過手續，並將申

請表發回學生存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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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要點(草案) 

壹、主旨：為使學生改過遷善，給予機會消除不良紀錄，建立銷過統一流程，特訂定本辦法。 

貳、說明：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八條訂定，依循統一銷過流程，期許學生確實改過。 

參、辦法： 

一、凡欲銷過的同學應至學務處生輔組登記後，持申請表向導師提出申請，導師同意後方開始進

行銷過觀察或愛校服務，並於該學期完成，不得累計至下學期。 

二、觀察規定： 

1.大過需經 36週的觀察；小過 12週；警告 4週，一次只能銷一個過。 

2.導師每週觀察學生表現，合於標準則簽註日期。 

3.達到銷過時間後則將申請表送回至生輔組，經學務處核可後，即完成銷過手續，並將申請

表發回學生存查。 

三、愛校服務規定： 

1.大過需經 45次的愛校服務；小過 15次；警告 5次，一次只能銷一個過。 

2.愛校服務負責人於每次愛校服務時觀察學生表現，合於標準則簽註日期。 

3.愛校服務以 30分鐘為一次計算，可於午休及課後進行。 

4.愛校服務日數期滿後將申請表送回生輔組，經學務處核可後，即完成銷過手續，並將申請

表發回學生存查。 

四、凡有下列情況者，應予以取消銷過資格： 

1.銷過觀察期間有違反任何校規者。 

2.同一學期，重複觸犯同一校規者。(累犯) 

五、若有特殊狀況，得另行召開學務會議決定之。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