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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5 次主任會議 
時間：106 年 04 月 24 日（一）14:1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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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頁】  

一、 落葉堆肥這部分已經拖了很久，最後還是回到原點。謝謝富美興管理局，請總務

處把地點選好再來動土，除了要有效果以外還要注意要觀瞻。 

二、 英文科 PLC請國際教育中心幫忙，希望每一科都要有亮點，但是要起而行，不能

停留在原點。 

三、 週六開特色課輔班請找出原因，做改變，把跟家長溝通帄台建置起來。 

四、 追蹤事項第 6和 7一樣，做成議案，在下次家委會討論。 

五、 外訂餐飲要讓孩子愛護自己基於健康的理由，愛護環境，自然而然的來做選擇和

調整，讓孩子知道學校的期待還有因素背景。 

六、 母親節和畢業典禮請學務處要先做好活動前的溝通，千萬不要做事後的改變。母

親節和畢業典禮要各有各的特色，需要跟去年有些區隔但是精彩之餘還要記得主

題。 

七、 聯絡簿我們是看重的，老師的批閱確實有些不妥，認真的老師要給他肯定，需要

補強的老師也給他提醒。 

八、 光華國小的教材請教務處推廣善用，語文的學習的學習是要帄日日積月累，絕對

不是一蹴可幾，所以營造語言學習氛圍讓學生樂在閱讀，效果一定會出來，學生程

度一定會提升。 

九、 母親節希望每個環節都要兼顧到，像我們 1228的教學成果展就做得不錯，在台下

看到台上井然有序，就是幕後的工作同仁是環環相扣的。 

十、 畢業典禮的獎品教務處先設計小卡片，一邊邀請一邊加減或增加獎品、獎項。 

十一、 總務處粉刷的墻壁，我們先針對已經粉刷完的墻面作要求，總務處再排進程完

成，目前靠教室這邊已經粉刷完，有腳印很明顯，導師提的問題請學務處再去溝通。 

十二、 開會時主任都在會場，所以當組長在簽核的時候，主任自己都要清楚，希望主

任在公文書這部分再加強，大家看到公文簽核若有一點異樣，需要補強，就要警覺

到。會議記錄就要照實寫，而不要去改變，要通知其他同仁，要據實來寫，會簽的

時候路徑也要追蹤一下，組長要教，主任警覺度要高一點，因為主任監督的都是多

面向的，還要肩負給一些同仁做帶領，教導的角色。各處室若有任何班級活動競賽

請會國際教育中心，當時我們議決是請推廣組來翻譯競賽規則。 

十三、 學生證 e化的部分這是未來的趨勢，列入我們發展計劃中，在台灣已經做很久

了，我們進度是落後的。 

貳、  主席致詞：  

一、 我由衷的希望我們在座的主任們除了要堅守本務以外，你還肩負和領導與管理多

元的角色，所以希望主任對自己和對帶領組長一定要呈現專業而且要有高度。很多

基本功我還看到有些不足的，所以專業要呈現，高度是強調在思維上，要有上位的

思維，不要只停留在自己的角度，要將心比心，多些同理心，相信這樣事情會很圓

滿。專業、高度、智慧、溝通，我要講的是這段時間狀況非常多，火花四射，這段

時間我都忙在救火、滅火，實在有點分身乏術，希望主任們不只帶領團隊還要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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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校長做左右手，所以要呈現你的溝通長才，要呈現智慧判讀，有很多特殊狀況需

要做智慧判讀的，這個智慧就是你的經驗加上你的專業，所以由衷希望大家多幫忙，

很多事情溝通清楚就不會把事情一直放在心裡或造成誤會與紛爭。 

二、 4月 25日 6:30我們胡志明商會鄭會長邀請我們參加華航總經理交接的場合，地

點在老華僑餐廳，我跟他說我請主任去，各位同仁有誰可以代表去一下。 

 

參、  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上週三(4月 19日)已辦理完成自然科趣味競賽；並於週四和自然科教師研討自然

科 PLC之架構及進行方向。 

(二) 今日(4月 24日)將收回母親節靜態成果展報名表，展出地點設在小學部圖書館及

一樓走廊。 

(三) 5月 3日開始有輔仁大學見習學生 8位加指導教授 2位共計 10位將蒞校進行 2週

的見習，5月 3日上午 8點 20分至流程規畫如附件。 

(四) 本週開始由李幸茹老師代理 9AB二班數學課 9C班請李東鴻老師任課。 

(五) 4月 25日辦理中學部自然科作業抽查。 

(六) 預計 4月 25日完成小學部成績結算並頒獎。 

(七) igt系統已經可以連線至學校，待整個系統測詴完成後即進行教育訓練。 

(八) 6月 25日將進行 106年第二次電腦華測。 

(九) 據 105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考核會議中有教師提出上學期觀課活動之教師是否需

給予嘉獎之獎勵？ 

【校長回應】 

 自然科趣味競賽，我去看發現老師們在評分可以再嚴謹一點，獎項也可以再增加。

明年就要往科展來做，週六面談的潘老師對科展也很著力，他可以來幫忙作指導，

分享也很好。 

 母親節靜態是教務處負責，動態是學務處負責，希望各處室都能合作無間。 

 輔大實習生的部分，未來還會有其他大學陸陸續續來做實習所以我們要規範好，

將來有大學來實習時也能夠再就緒，要跟輔導老師講清楚到底我們職責在哪裡，

帶領見習老師要怎麼來做互動。 

 igt系統要規劃分批教育訓練，將來我們就會有自己的教學網站。 

 觀課老師嘉獎之獎勵的問題，觀課其實是老師的權利也是老師的義務，如果當為

例行的事情就不應該嘉獎，當成特別事情當然就要嘉獎。觀課結果有些可以有些

不可以。而且觀課很久教務處才給教授觀課資料，也沒有做後續追蹤，這點我們

需要改進。 

  學務處： 
(一) 5月 4日(四)中午 12:15舉行畢業典禮第二次籌備會，地點：中學部 3F視聽教室。 

(二) 4月 26日(三)舉行教師晨會。 

(三) 中學部教室走廊牆面鞋印，體衛組已通知各班 4/30前清洗乾淨，5/1起列入生活

教育扣分項目，學務處機動巡視隨時發現並立即發導師改進單。 

  【校長回應】 

 母親節和畢業典禮兩個大型活動很緊湊的接在一起，學務處會很辛苦，但是職員的

分工和掌握相對重要，請主任多費心，也不要讓家長操心。 

 墻面的鞋印從我來講到現在，終於看到學務處對這部分有著力，我還是要強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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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品格教育的根本，要談品格教育之前要從生活教育來著手，我們要從很基本

的來推動，希望環境的維護要讓孩子養成習慣，用競賽的方式就是他律，期待將來

會變成自律。 

二、  總務處： 
(一) 4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10:00與 PCM優選廠商議價。 

(二) 準備校舍新建工程委託設計案上網招標。 

(三) 4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2:00臺達電蒞校。 

 

【校長回應】 

 PCM得標廠商請總務處注意一下，越來越進入專業的階段，請總務處多請教林董事長，

他對這部分是很專業。 

三、  輔導室：  

(一) 4月 26日(三)16:10召開本學期性帄會議。 

(二) 4月 26日(三)社團時間輔導室舉辦生命教育中學部創造性舞蹈比賽。 

(三) 小學部性別帄等闖關活動延至 5月 11、12日舉辦。 

(四) 國中升學輔導部分目前在確認欲返臺就學學生的學區，以便提醒學生辦理學區變

更事宜。 

【校長回應】 

 性別帄等闖關活動延後部分，當時在規劃時可以再周延一點，但是臨時來做機動的

調整也很好，但是盡量要避免，明知不可為，勉強為之也不好，這也是行政這邊在

考驗你的經驗跟機動力。 

 我們學生返台會考，還是要提醒老師為孩子做衝刺，因為對他們來講是返台升學，

還是要給他們一個美好的學習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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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國際教育中心：  

(一) 本週進行小學部說故事及朗讀比賽。 

(二) 外師留任意願調查已完畢，留任意願調查表已全數回收。 

  【補充報告】 

(一) 上週作業抽查，有些部分老師的作業，他們的批改家長反映非常的不專業，有點

隨興，我們已經拍照，也會跟老師做對談。 

(二) 文藻大學有傳簡訊來問有關跟我們簽訂實習老師的部分。 

  【校長回應】 

 文藻大學部分，教務處跟國際教育中心會同一下，不要重複的聯絡，窗口可以單一，

但是大家可以分工合作。 

 外師的作業批閱，家長的反映都不會空穴來風，我們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當

我們發現就要給外師具體的建議，然後追蹤，家長會看到我們的努力，最重要的是

會回應在孩子的學習。 

五、  人事室：  

(一) 週三教師晨會辦理 5月份慶生會，壽星有陳佳穎、方琳、傅蕙貞、楊姵希、張文

昀、林桂萍、王珍珠、賴潔賢、阮文意、賴氏清賢等 10位同仁。 

  【補充報告】 

(一) 這週五要開替代役會議，因為學務處和輔導室的替代役有些建議的意見。例如學

校行政若需要他們協助需要跟他們講更具體，更細節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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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回應】 

 替代役老師的心情我們是可以體恤的，反過來思考我們在交代事情的時候可以做

到的為什麼不做好一點。替代役老師就是未來的老師，我們就像輔導者一樣，應

該要給未來的老師很清楚未來職場上的一些學習，這是我們大家需要改進的部分。

今年的替代役確實表現不錯，我覺得要給他們掌聲。 

 

六、  會計室：  

(一 ) 週三會計師到校查核 105 年度會計帳。 

 
七、  帅兒園：  

(一) 帅大二班助理教師預定 4月 25日到職，謝謝人事室協助。 

【補充報告】 

帅兒園一切行政與教學事務皆遵守學校規定辦理，公開合法。對帅兒園園務不實之指控，

盼校方查證事實，勿狂勿縱，以正視聽與紀律。 

【學務處回應】 

 關於這件事情，園長當初提出來有跟我事先商量過，我們也派惠敏去場勘。後來周

建樺老師提出意見，他有他不同的看法，後來我也有跟他溝通，建樺老師堅持要在

晨會時間提問，也有跟園長做了溝通和說明。 

【校長回應】 

 晨會資料我很晚拿到，主任有給我，我有看到建議，當時我有問主任，這部

分如何來回應，是不是主任或園長這邊有請他轉達的，主任當時說園長會找

其他方式來回應，我有說裡面幾點不能先做回應嗎?主任是有困難，所以我

主席致詞後，我有針對我所知道的回應，當時我有明白講晨會是小學部和中

學部會議，不是園務會議，我不希望把晨會當成園務會議來討論，我也有請

他做個修正，周老師有請人事主任拿來一疊資料包括大簽，我請人事主任收

回去，我說個人事務個人來處理，個人來表達，不應該來代表表達，從內容

裡面我也跟人事主任講很清楚，大一班也有不周延的地方，所以有修正的空

間，這部分就面對問題。晨會是大家都有表達的空間，我認為我回應了就不

應該再有後續，而且還打斷我的話。身為人師不能這樣。當時我有跟他說，

希望將來晨會時間不要提這樣的事。 

 學校在大型活動之後都回開檢討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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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都在說清楚,講明白。如果問我這個會

議，周老師要不要參與?他要用什麼身份來參與?我認為他把教學本務處理好

就好。個人的事個人自己發言，有時轉達過程會失真。最後，我有個期望，

為了避免一些轉口或是大家的一些認知或者溝通上有些錯誤的訊息，建議帅

兒園園務會議公開上網，因為有組長做會議記錄，校長都以身作則，大小會

議就公開透明的，讓人家無話可說。 

肆、  討論提案：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 10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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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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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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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內協調時間辦理。 106.04.24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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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議案於下一次家長委員會

議討論。 
106.04.24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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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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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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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集中在一個組。畢業典禮我希望精

彩、溫馨。 

行政 106.04.03 學務處 
職已協助每週二次定期畢業會

協調工作事項。 
106.04.24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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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簿、週記、班會記錄，教師

晨會再加強宣導，請導師多關

注。 

106.04.24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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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4.17 教務處 

請小學部及國文科列入叫學及

作文指導使用並將在近期規劃

國語文課後寫作指導班。 

106.04.24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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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4.17 學務處 要在分工辦理。 106.04.24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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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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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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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4.17 學務處 已列入重點推動項目。 106.04.24 1 

17 

小學部電腦教室有兩個螢幕去年 8 月剛

裝就發現破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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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4.17 教務處 
感謝麗文老師設計表格，並已經

製定教室使用登記規範。 
106.04.24 2 

18 
各處室競賽活動要提供給國際教育中心，翻譯

給外師，尤其是Ａ班的。 
行政 106.04.17 

教務處 

學務處 
轉知學務處各組辦理。 106.04.24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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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4.17 

教務處 

國際教

育中心 

目前規劃中。 106.04.24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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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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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