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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7 次行政會議記錄 

時間：106 年 0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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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頁】 
 追蹤事項請各處室每週務必要更新，不能只停留在 4月 24日。 

 PLC部分從上學期我就講到現在，3月 6日就調查到現在都一直沒有結果，等到調查

出來就已經是學期末了，這不是老師們沒有做事，這是教務處行政效率不彰。 

 英語教材當時註冊組沒辦法解決，主任就要去接手，這個事情已經到學期最後一個

月了，國際教育中心也要去關心，下次會議一定要有答覆。 

 畢業典禮的獎品，我跟教務主任講很清楚，獎典組都是教務處要負責，教務處要去

要獎品，如果需要採買的時候才請總務處去採買。總務處只是負責採購。 

 畢業典禮的邀請函請學務處一定要好好的校稿，這一年來我們的邀請函都一直在錯

誤中，不是名字錯誤，就是時間錯誤。校外教學的資料也是一樣，根本不全就送上

來。這是我們行政要提升的地方。 

 總務處把墻壁粉刷之後，請學務處要進行維護，早自修我去看，還是有些班級的墻

面還是有鞋印，一漆再漆，這樣業務單位會很累的，這個漆不好換下個漆，通通別

人不對，自己都沒有錯，這根本方法就是學生的習慣要修正。 

 識別證也講了很久了，現在門禁是真的要嚴格管理，夜間班也請華語文班提供資料。

學務處和教務處也要做，將來就要用刷卡方式。 

 學校大活動請各處室都要開檢討會議。 

 註冊三聯單，到現在還有 3位未繳，請註冊組把名單提供給輔導室，必要時要做家

訪。 

 帅兒園網路不佳，這狀況不只有帅兒園，我們辦公室也一樣，請資訊組要想辦法，

因為這時代是 E化的時代，沒有網路會耽誤事情的。除了去跟網路公司反映以外，

看還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帅兒園的屋頂，因為帅兒園那裡孩子都很小，安全是很重要，請總務處想辦法快速

處理。還有音樂教室，宿舍也有漏水的問題，請把比較好的廠商找過來，找出原因，

一次解決。 
貳、  報告事項： 
一、  【校長室】 

我有幾件事情跟大家報告： 

(一) 我還是要強調我們 E化的作業，往後我請美蓉開會不要印紙本給大家，附件部分

大家如果需要的話，請事先看或者下載來看，因為我們學校用紙量真的很大，現

在才 5月，用紙量大概超過半年的，這會讓下學期沒有紙張用，因為經費會超支，

以前廖會計管得很嚴格，現在我們一樣是在控管，只是在尊重大家，所以沒有很

強烈，這不是同意大家浪費，還是要提醒大家紙張要減量。在週六的家委會，我

也有提出來，將來家長要提供 Email，我們要減少通知單的印刷，這個印刷包括耗

材，都是污染地球，增加學校經費的負擔，可以用科學的方法，而且用人為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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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時通知都沒有到，所以這個問題，大家要共體時艱。 

 暑期我們同仁的值班表一定要出來，我目前接到很多長官陸陸續續會來給我們指

導，有很多團體，要我答覆時間，很多長官時間是有一個範圍的，很難答覆，所

以希望主任的值班表先出來，看哪個時間人力最多的時候，再來參訪，如果很單

薄的時候，長官來是不能拒絕，但是參訪團體我們就減量。 

(二) 我希望未來我們各處室之間都能建立一個代理的制度，暑期值班也一樣，要實質

的代理，帄常會有人陸續請假時，組別之間要代理，主任之間也是。 

(三) 教務處很多進度都一直在落後，PLC部分沒有交出來，另外我一直問我們新的學

年度到底我們教師缺額狀況都是缺額哪科，一定要出來，還有，我們小六升七年

級，九年級升十年級，帅大班升一年級等等的招生工作，都一直沒有答案。主任

不在，組長要實質的代理，也提醒教務處很多效率，效能都在落後中。 

(四) 我希望我們要擬定，週一到四的早自習，教務處一定要走動，但我發現偶爾是沒

有人的，午休我希望學務處，週五的早自習是英聽，我希望國際教育中心接手。

現在中學部是被批評最多，開董事會那天，董事們也講得很清楚，自己小孩小學

畢業之後就是回台灣，不念我們的中學，他們也講出很多不適的地方，所以我們

中學部若坦白講是對家長沒有交代的，這部分是真的要落實。主任不在，組長之

間要多幫忙，早自習不只是主任的事，這是一個學習風氣，讀書風氣，教務處是

責無旁貸的。我希望處室之間的分工是牢不可破，不能說都是因人置事，人在就

有人做，人不在就沒人做，也要懂得補位的概念，我記得尾牙時，家長會有播一

個雁行理論，當一個雁飛在前頭，它的翅膀累了側到一邊，另外一隻就會補位，

我希望做到這樣，這並不難，請大家多幫忙。 

(五) 園長有提個建議，就是端午節導師們粽子家長送太多了，所以建議學校送的粽子

改成代金。大家認為是要發粽子還是代金？ 

【大家意見】 

還是想要粽子，粽子比較難得，若同仁粽子吃不完可以拿來分享給行政人

員。 
 

二、  【教務處】 

教務處 

教學組 
(一) 輔仁大學實習生於上週 5月 12日(五)結束實習，感謝各處室協助。 

(二) 下週 5月 23日(二)至、5月 24日(三)舉行六年級畢業考，麻煩巡堂人員協助，維持

考場秩序，謝謝。 

(三) 8月 7日(一)至 8月 18日(五)為新竹教育大學國小暑期作文寫作班上課時間，目前

已發下報名表，調查報名人數。 

課務組 
(一) 中學部第二次段考詴卷印製。 

(二) 5月 20日至 21日國中教育會考，蘇敬堯教師帶隊返臺，課務由周麗文及潘威霖教

師代理。 

(三) 中學部第二次段考監考人員（如附件二）。  

註冊組 
(一) 註冊組已印製帅兒園新生繳費單，並電話通知已報名的新生家長來校領取。 

(二) 畢業典禮受獎會議第一次會議已在 5/5召開，會議記錄已經過全體與會人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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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小學註冊須知等待資訊完整後進行設計。 

(四) 小六升國一的就讀意願調查表在今日 5/15(一)收齊，接下來進行統計；目前已有的

資料顯示 A班流失率偏高。 

(五) 5/16及 5/18朝會頒發第一次段考績優同學與班級的傳愛獎學金。 

(六) 國中教育會考即將在 5/20〜5/21舉行，5/17第六節課在視聽教室舉行行前說明。 

(七) 5/23〜5/25舉行中學部第二次段考及各學部畢業考。 

(八) 5/25中午 11：35辦理小學部各班段考第一名同學與校長午餐活動。 

資訊組 
(一) 電腦勒索病毒全球爆發，資訊組已從學校網路源頭管控，惟使用者端仍須注意不明

網頁並適時進行資料的異地備分，資訊組將隨時更新防範資訊。 

(二) 本年度第二次華語文電腦化能力測驗於 6月 25日舉行將由資訊組與潘威霖組長、周

麗文組長、曹沛齡老師負責監詴工作。 

設備組 
(一) 中學部 5樓生物實驗室 4月 28日發現 4隻麻雀死在窗台，還發出屍臭味。靠南邊因

沒有可以關閉的窗戶，動植物、灰塵進出容易，不符合實驗室的規範，建議興建校

舍時，一定要把實驗室列入優先考慮。 

(二) 將擬定[科學展覽實施要點]，於 106學年度開始舉辦校內科展，目前仍在和老師們

溝通，聽取意見。 

華語文執秘 
(一) 華語文班漢字文化節活動已在 5/7母親節園遊會辦理完畢。成果報告書與相關經費

使用清冊預計在 6月中旬完成。 

(二) 華語文班訂於 5/27發新學程簡章並在同日舉行招生說明會。 

帄陽分班 
(一) 分班網路有無法使用的問題，目前已做以下處理 

 1.網路線路請人修繕完成。 

 2.網路分享器經資訊組長檢查正常，推估為設定有誤，將嘗詴重新設定。 

(二) 申請四月份影印費。 

(三) 分班校外教學路線已決定並呈報課外組長，已於上周發下調查問卷。 

(四) 帄安保險補助款發放方式調查回條目前尚有一班未收齊，預計周一繳回本校。 

【校長回應】 
 請註冊組統計有多少人願意直升。 

 我還是強調教務處要有落實代理制度，主任如果不在，組長要補位，組長不在，組

長之間互相要補位，要跟幹事交代清楚，不要讓事情有落後。 

 國中教育會考要注意安全，請蘇組長要跟孩子們交代清楚，這對他們來講是第一次

大考，比較沒有經驗，尤其是一些考詴的規則，要做行前說明。 

 剛有提到註冊需知要等帄陽，本來帄陽部分要等 5月 11日董事會的議決，但是議決

的結果有部分事情要跟商會再做確認，最慢明天商會跟我們答覆，明天答覆出來了，

所有動作就要往後做了，我已經請董事會要把握時程，所以明天我會主動問帄陽商

會的答覆。接續就要做很多該做的事了。 

 希望這次電腦華測不要再有任何問題，請華語文執秘鼓勵學生參加兒童華測，其他

就是參加電腦華測，這是對他們升學就是有加分的。這部分我們努力推動，這也是

教育部對我們的期許，不管將來升學有沒有用到，對他來講也是一種學力的檢測，

也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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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設備組有提，實驗室是有規劃在新建大樓裡面。 

 科展部分，每個學校都要做的，每個人都很忙，尤其是上班時間內，本來就要充分

的把握時間。所以請教務處和設備組多跟老師溝通，原則上這個科展是一定要做的，

如果用時間忙的理由說不通，資料的收集困難，現在都是網路時代，也可以克服，

我還是強調，一定要做，看要怎麼做。我們這次商借的潘老師對科展部分是很有心

得，將來就可以指導他們，這也是一種推動方式，給他們方向。我們往後還會陸陸

續續收到更完整的公文，因為教育部的司長在局處長會議都有說各縣市局處長在發

公文的時候不要忘了我們海外臺校，所以現在陸陸續續各種比賽都會邀請我們，以

後公文就會更多，不要忘記我們這部分，尤其學生的學習權，希望跟臺灣能夠弭帄

落差。 

 另外，電腦華測，歐秘書是有點擔心，因為上次有點小狀況，希望這次零缺點，多

鼓勵孩子參與。 勒索病毒，請大家資料要備份，將來我們網路素養要給同仁多加強，

資訊安全，還有我們各自業務上的機密，或是要分享的，或是資料管理的，資訊組

將來要多跳大點，這部分我們基本素養比較不足。 

三、 【學務處】 

學務處 
(一) 重點推動事項: 

一.班級教室走廊牆面鞋印清潔宣導後各班已主動清洗。 

二.上學期間逗留在外遲到學生，生輔組每日加強校外巡視，要求學生盡速到校。 

訓育組 
(一) 5月 16日(週二)16:15分在中學部 201簡報室，召開 105學年度慶祝母親節暨園遊

會檢討會。 

生輔組 
(一) 預計 5/29進行小學部第二次聯絡簿抽查。 

(二) 預計 6/5進行中學部第二次聯絡簿周記抽查。 

(三) 著手將牆面彩繪納入教室布置比賽辦法。 

體衛組 
(一) 5/15放學前完成桌球比賽報名。5/24、5/25第 6-7節分別舉行中學部班際桌球比賽，

請任課老師隨班督導。 

(二) 5/18放學前健康檢查回條通知未繳交者將愛校服務乙次。 

(三) 6/2(五)畢業班最後一次資源回收秤重。 

課外活動組  
(一) 5/26(週五)為本學期校外教學,請行政同仁擔任領隊及隨隊教師工作,人員分配（如附

件三）。 

(二 ) 106年海外文化營由雅加達台校主辦,日期:7/3~7/7日,地點為台大,需有一名帶隊教

師,主辦單位提供交通補助 19000,請有意願的同仁擔任帶隊老師。  

【校長回應】 
 我們墻面的清潔這部分我們也講快一年了，也看到總務處和學務處的努力，總務處

看是否必要買油漆提供各班自己補強，在臺灣也一樣，都是各班自己來油漆，學校

只提供環保漆，我不曉得這邊是用什麼漆，但至少不要讓班級破費。 

 在校外逗留的學生，其實從這個小地方也可以看出來學校的管理，像臺灣新生要去

選擇學校時，家長會帶孩子做一件事，在學校附近的商家打聽這家學校的管理，在

這邊，我們胡臺校是獨佔市場，所以比較沒有招生的壓力，但是這個口碑一定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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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我也認為我們聯絡簿都有在做抽查，我自己也很落實在看，都是董事會的時候，就

有董事對中學部的聯絡簿有意見。聯絡簿家長那麼看重，Line是很方便，可是現階

段在新舊時代交替的時候，聯絡簿也不輕易廢除，其實我們都有在做，家長覺得不

夠，學校這邊慢慢跟家長再溝通，聯絡簿先不要廢除，還是請老師要認真的批閱，

老師有沒有認真批閱是家長對學校認定的指標。其實我們在看聯絡簿或週記，真的

可以看出來老師跟孩子的互動。這部分我們再努力一下，另一方面也進行溝通。 

 墻面佈置也放在教室佈置裡，這是一個整體的學習情景，這是有必要的，到時候辦

法的規範，儘量周延一點，也邀請老師來參與，讓他們能夠做得到。 

 資源回收部分，有時候我去巡堂發現班級後面該分類的，該壓扁的沒有做好。 

 校外教學，我還是要強調，教學是重要，但是安全要擺在第一。交通車至少要提供

安全鑑定證件，司機名單。 

 每年文化營都很精彩，是很值得去的。承辦組若不方便帶隊，請找適合老師幫忙，

我也尊重大家要兼顧，自己的業務，自己要 Hold住，所以也要有替代方案。 

四、 【總務處】 

總務處 
(一) 5/18下午 4:15分召開第二學期第二次合作社會議。 

(二) 準備「新建校舍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案」招標文件。 

庶務組 
(一) 請教務處協助提供 106學年度的班級名單及學生預定人數以利總務處安排班級位

置。 

(二) 請人事室協助提供商借教師或留職停薪回任教師、替代役等名單以利總務處安排宿

舍位置。 

(三) A棟宿舍單人房住宿申請將於 5/24教師晨會開始進行登記並依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

職員宿舍住宿管理要點辦理,先行計算積分,如積分相同者再以抽籤方式決定。 

(四) 5月底拍電錶時,將依五月份用電量除以五月份用電日數計算出每日用電量，來估算

6月份畢業班及畢業之住宿生電費。 

出納組 
(一) 105下學費缺繳計算至 5/12日止還有 16位缺繳，其中有 2位已請事假、1位已辦理

休學。 

(二) 105學年度英教材還有 16位缺繳。 

(三) 105下越臺助學金(5/10)已向銀行代扣代繳完畢、105下帄陽魯班公會及 105下家長

會助學金 5/12已發放完畢。 

(四) 母親節園遊會還有 6個攤位還沒付攤位費(本校)，敬請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醒各班

繳交，謝謝! 

【校長回應】 

 我們這次的工程坦白講是有點曲折，規劃設計案會有些調整，未來我們就遵照董事

會的議決，總務處這段時間就辛苦點，董事會的人事有異動，現在董事長改成張副

處長擔任，執行董事本來是連執董，現在改成江執董，今天下午也會過來指導我們

總務處，未來工程案就請總務處儘量多請益。 

 合作社的標案，我希望努力請家長去邀標，週六的家委會我也特別提，請家委邀請

優良廠商來參與招標，我也希望合作社的品質會更好，以他現在提供給孩子們的膳

食，從營養，衛生各方面來講，都有些不足，一定要有更好的廠商才有辦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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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如果有認識優秀的廠商，請他們一貣來參與，給老師和孩子們守護健康，這是

很重要的。 

 希望這禮拜，教務處要把調查表，未來的班級數，教師的缺額，屬於哪科的缺額，

稍微估算一下，很快就 5月底了，真的不出來就會晚了。因為學生班數出來，不只

總務處部分，我們還有很多師資，課程要安排，這不是一個月內可以完成的。 

 單人房的宿舍就遵照總務處的作法，計算積分，這樣才公帄。 

 出納報告缺繳部分，請國際教育中心接手，6個攤位名單都有，請趕快去催。 

五、 【輔導室】 

輔導室 
(一) 清寒助學金已頒發完畢，本週將發函至各捐助單位。 

(二) 本週將進行 106學年讀海外學校學生返臺就學歡迎會說明及報名工作。 

輔導組 
(一) 本週因中學段考，小學補救教學課程停課兩週的班級有小學中年級數學班、高年級國

語班、注音班等三個班，第十五週停課的班級有高年級數學、中年級閱讀班等兩班，

不停課有一班：低年級注音樂讀班，相關通知已經發放給各班學生及志工。 

(二) 國小性別帄等體驗活動已經於 5月 15日舉行。 

資料組 
(一) 上週發下十年級返臺暑期輔導通知單，今明 0515-0516將電聯家長，確認住宿需求，

並做成紀錄，0517（三）移交給教務處。 

(二) 本週四性帄活動頒獎，本活動 0預算，獎品只有獎狀及與校長合影，頒獎當天可能因

合影班級眾多，使用較長時間。 

(三) 品格營報名表已發，配合出納作業程序，完成報名確認開班才開始繳費；部分家長已

將費用連同報名表一貣繳交，輔導室先代收並開臨時收據，至總務處開放繳費時代繳；

若不成班，則依臨時收據存根退款。 

【校長回應】 
 返臺就學學友們的一些歡迎活動，報完名我們就要接續，確認多少桌次， 交接地點、

經費，我們要核算一下，未來我們要跟國北教大聯手合作。 

 我們十年級這次暑輔是在金山高中，他們是特別為我們開的，十一年級是林口高中，

如果我們要跟新北市合作，只有林口，金山，雙溪三所學校是住宿型的學校，剛好

雙溪高中這時候在做工程的補強，所以兩所學校就來幫忙，我希望我們孩子在那裡

表現不要太差，不要讓學弟、學妹後來沒有機會。上次我有講，金山高中由教務處

接手，林口高中由輔導室接手，教務處要跟輔導室多請教，除了要派老師在那裡駐

點，關切小孩的住宿以外，我希望每週要安排我們同仁去做關切，我也會抽空過去，

我們要很有系統，組織，讓人家知道我們是一個很有誠意的團隊。我有請金山為我

們開創科的課題，他們在創客特色真的做得不錯，林口這邊就是升學衝刺，他們繁

星就是全國前十名的，基本上他們校務是不錯的。 

 另外，沒有獎品，與校長合影，我是接受，因為小學部升旗完我都會留下來，一班

一班，能夠幫多少就幫多少，這部分我是很樂意的。 

 品格營我是鼓勵大家參加，但是品格營是外面進來辦理，不曉得對我們學生有什麼

樣收穫，我希望學生從心裡面徹底的感動和改變。 

國際教育中心 
推廣組 
(一) 讀者劇場成果發表會辦法草案（如附件四），請給予寶貴建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7%A7%81%E7%AB%8B%E6%96%B9%E6%BF%9F%E9%AB%98%E7%B4%9A%E4%B8%AD%E5%AD%B8


7 
 

研發組 
(一) 本週為六年級英語畢業考 

(二) 已完成帅兒園小學部英語教科書數量統計，將會連絡書商簽約訂購。 

(三) 已向註冊組提供教科書價錢。 

【校長回應】 
 請註冊組問一下帅兒園大二班升小一有沒有調查表，這樣我們班級數才有辦法掌控，

總務處是硬體，教務處是軟體，這樣才會接續。 

六、 【會計室】 
(一) 5月 11日董事會已召開完成第七屆第二次的董事會議，會議紀錄還沒完成，決議完成

後該宣導讓行政，老師知道的事項，會在召開會議上請校長幫忙宣導，若有疑問請大

家不要自行解讀，若有疑問請向會計求證真實性。 

(二) 董事會議完成後，會發給各處室主任 107年度預算編列的空白表格。107年度編列預

算的方式，以零基預算的精神，請大家就實際需要的需求，真實的編列！特別是 1萬

之以上的財產，一定要編入才符合預算精神。 

(三) 董事會關心我們學校財務收支的狀況，希望我們提供最真實的預算，暫定 5月 31日

前繳交出來。 

(四) 建議各處室辦任何活動，請購的項目集中在一貣寫請購單，一方面節省總務處出去採

購的次數，另一方面節省人力和時間的浪費。 

(五) 6月 6日召開第三次董事會議，各處室的工作報告或提案請大家在 5月 21日（一）前

給美蓉，提案給會計彙整。 

【校長回應】 
 請各位在規劃 107年的預算時，如果有細節不清楚，請大家多請教會計主任。 

 董事會很關心我們學校自動化的狀況，校務系統的自動化，在臺灣早就 E化了，我

們還是手動的，我們很多作業真的沒有 E化，所以明天早上 9:00，原來的董事長林

組長會跟胡志明市臺商鄭會長會帶廠商來談校務系統。各處室思考一下自己的需求，

我會邀請你們來，看看能不能有機會讓學校全面自動化。 

七、 【帅兒園】 
(一) 謝謝教務處資訊組，網路狀況已改善。 

(二) 因應助理教師籟元玲移民，需儲備助理教師一名。 

(三) 請教務處按巡堂慣例，落實帅兒園巡堂。 

(四) 帅兒園建物需立即整修，屋頂及牆壁白蟻又生，滅蟲公司檢視後，建議修繕屋頂滲水

問題，雨季來臨問題加劇。 

(五) 因應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貣帅兒園註冊方式新方案之實施，請教務處協助將「106學

年度第一學期帅兒園註冊須知」公告於各商會。 

【校長回應】 
 帅兒園 106學年度註冊時間有改，往年都有發函給商會，請註冊組發函公告給商會

周知，因為商會來念帅兒園，將來升小學部機會就大，所以源頭就很重要，以前都

有這樣做，效果很好。 

 我記得上學期的時候，有跟大家講過，公文書要如何作業，但是發現一年來，進步

的不多，所以上學期我還幫大家修一下，下學期我就退給各處室自己修，結果修了

半天，拖時間，還是不行。第一，我們網頁有公文範本給大家參考，第二，如果還

不夠，網路上可以查到很多公文用語，所以，請各位發文裡面用字要得當，不要辦

事處寫貴處，國教署寫“貴屬”，上級長官要用“鈞處”，辦事處不能用“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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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行單位才用“請查照”，請各位在公文方面不要再出錯，也請處室主任蓋章時把

關一下。 

參、 提案討論：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讀者劇場成果發表會辦法(草案) 

【校長回應】 
 這學期我們辦活動相當多，我建議未來時間表，尤其是 Temple，要算一下,避免各

處室會同時，有時一個時間兩三場，我不知道要到哪一場，請各處室主任協商一下。 

【設備組】 
 “發表會結束時，由現場觀眾公開投票，選出最佳表演團體獎”這個投票會不會不

太公帄，會不會有很多意見？ 

【國際教育中心回應】 
 他們只是投給心目中最喜歡的團體，他們也可以投給自己團體，因為上台表演學生

可能是 8個、10個，目前沒有到那麼多人。我們想這不是比賽，用一個成果發表，

為了讓孩子都有興趣參與，希望他離場時可以做個投票動作。 

【校長回應】 
 這個問題在比賽前教育一下，自由心正。 

【資訊組長】 
 建議至少請他們投兩票。 

【校長回應】 
 獎項可以增加，可以再創意一點，給孩子們多一些鼓勵。 

 “十、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請改正為“陳校長

簽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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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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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挖掘深 1m 寬 3 m長 6 m的坑 

材料有牛糞、尿素肥、石灰粉、

赤糖、生物酵素、椰子衣、榖糠

灰 

106.04.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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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召開完畢中學科各科教學研究

會本週將收回 PLC調查表。 
106.04.2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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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24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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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未繳交人數為 12人已經再發

通知單請學生繳費。 
106.04.2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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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4.17 
學務處 

教務處 
預定本週二發函。 106.04.2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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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4.17 學務處 注意、辦理。 106.04.24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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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4.17 學務處 已列入重點推動項目。 106.04.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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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下次會議要提出對策，孩子表現這樣是

一個落後的象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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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證可以列入中程目標。 

行政 106.04.17 

人事室 

總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 

已通知球隊收集參加的校外人

士。(總) 

希望未來將學生證結合刷卡系統

以做好學生出缺勤管理。(教) 

106.04.24 1 

9 

我們學生返台升學，將來的選讀，輔導室要多

指導。因為這部分還是有點複雜，各區又不一

樣，一定要給學生做個別指導。 

主任 106.04.24 輔導室    

10 

學校在大型活動之後都要開檢討會議，期

望活動更精進。我希望將來必要時開活動

檢討會議，公告周知。 

主任 106.04.24 各處室 學務處和帅兒園遵照辦理 106.05.07 1 

11 

註冊須知跟三聯單六月初一定要發給家

長，我建議英語教材費趕快確定，英語教

材如果要異動要趕快，英語教材這部分請

國際教育中心要 Hold 住，要趕緊。我希望

國際教育中心把英語教材費，教材內容配

合教材的改變，金額用美金定價這禮拜一

定要出來交給教務處統整。 

主任 106.05.09 
教務處 

輔導室 

預定本週待國教中心書籍費確認

後上簽。（教） 
106.05.15 1 

12 
帅兒園網路不佳狀況請教務處資訊組多協

助。 
主任 106.05.09 教務處 已請廠商修理完成。 106.05.15 1 

13 帅兒園屋頂部分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主任 106.05.09 總務處 請廠商評估。 106.05.15 1 

14 中學部 5F 音樂教室屋頂漏水，淹水 主任 106.05.09 總務處 請廠商評估。 106.05.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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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校外教學一覽表 

年級 地點 地區 行政領隊 隨隊教師 導師 門票 車費 

1 Vietopia 7郡 
傅國鑫 

組長 

張宜婷 

老師 

馬佳助教 

Emma 

1A 楊品秀 

20萬 29人座 120萬 
1B 毛羿方 

1C 顏珮凰 

1D 姜京霈 

帄陽分班 
養樂多工廠 

+明隆陶瓷廠 
帄陽 

莊瑞宜 

老師 

1E 陳欣微     

2E 邱欣怡     

2 西貢草禽園 1郡 
蘇敬堯 

組長 

劉彥廷 

老師 

阮清商 

助教 

Bebhinn 

2A 李逸羣 小學 3萬 

29人座 130萬 

2B 田嘉暄 

中學 5萬 
2C 林錦玲 

2D 方琳 

3 Vietopia 7郡 
洪涔渝 

組長 

門念霆 

老師 

Elizabeth 

3A 劉家婷+Bryan 

20萬 29人座 120萬 
3B 周忠厚 

3C 黃馨瑩 

3D 黃純惠 

4 養樂多工廠 帄陽 
潘威霖 

組長 

劉丞耘 

老師 

Isla 

4A 黃惠珍+Patricia 

  29人座 200萬 
4B 童新月 

4C 張又升 

4D 曾品羚 

5 

明隆陶瓷工廠 帄陽 

楊縈麗 

組長 

彭天佑 

老師 

5A 王夙慧+Schuyler 

5B 徐兆正 

5C 程瑋昱 

5D 黃淑美 

  

29人座 200萬 

6 
李麗美 

主任 

吳政鋐 

老師 

6A 曹沛齡+Travis 

6B 傅慧貞 

6C 陳科勳 

6D 周建樺 

  

7 3D藝術博物館 7郡 
楊宜靜 

組長 

陳泯融 

老師 

7A 楊錫源 

7B 劉威麟 
8萬 

29人 120萬 

45人 200萬 

8 

奧黛博物館 9郡 

徐進賢 

主任 

吳育任 

老師 

8A 王盈方 

8B 呂世友 

8C 白若琪 
門票 4萬 5 

寫生用具

2萬 

觀賞表演

約 6 萬 

29人座 180萬 
9 

周麗文 

組長 

柯良潔 

組長 

Alenka 

9A 張育榕 

9B 蕭文文 

9C 高頡祐 

10 
林佩誼 

組長 

黃益堅 

組長 

10A 劉瓊雅 

10B 楊姵希 

11 家扶中心育帅院 新富郡 
劉益賢 

組長 

王柏翔 

老師 

11A 張文昀 

11B 黃振華 
  

29人 170萬 

45人 2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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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貢草禽園 

+歷史博物館 
1郡 

翁志英 

組長 

吳素卿 

老師 

12A楊士賢 

12B李東鴻 

草禽園 5

萬 

歷史博物

館 1萬 5 

29人 130萬 

45人 200萬 

同地點的年段:1、3 ；2、12；5、6；8、9、10。 

帄陽分班上午與 4年級同行，下午再去明隆陶瓷廠。 
    

留校人員為：蔣一玲主任、邱昭甄主任、劉秉國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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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105學年度第2學期讀者劇場成果發表會辦法(草案)106.5.15 

 

一、主旨:  

1. 訓練學生英語表達的能力。  

2. 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自信心。  

3. 展現學生學習英語的成果。  

二、辦理單位: 國際教育中心。  

三、對象: 本校3A、4A、5A、6A、及7、8年級英語分組的A班學生。  

四、地點：  

曉禮堂  

五、時間:  

6月7日(星期三)下午十二點四十分貣到下午一點三十分止。  

六、規則:  

1.教師蒐集或自編劇本，劇本長度為3到5分鐘。  

2.教師於班上訓練學生後，組隊參加，每隊人數為8到20人。  

3.教師需於5月26日（星期五）之前，繳交完整劇本。  

七、注意事項:  

1.學生上臺發表，至第4分鐘時，將聞鈴聲一響（--），至第5分鐘時，將聞鈴聲二響  

（----），應即下臺。  

2.讀者劇場劇本以教師及學生自行創作為原則，如為參考原著或使用他人劇本應註明出  

處。  

3.本次發表不需準備任何形式之佈景、道具或配樂，但可編排劇中角色之動作及服裝。  

八、獎勵辦法:  

1.製作參加證書，於發表會結束時，頒發給所有參與發表的學生。  

2.發表會結束時，由現場觀眾公開投票，選出最佳表演團體獎，得票最高的兩組，由校  

長在朝會時間公開表揚。並將表演影片上傳校網及國教中心臉書粉絲團。  

九、經費來源與概算：  

本經費支出由教學活動-英語教學活動(513704)支付。  

十、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