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6 次主任會議記錄 
時間：106 年 05 月 09 日（二）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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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頁】 

一、 第四項我希望教務處回報有沒有更新資料包括註冊費和英語教材，有

繳和沒繳的，因為董事會要報告。 

二、 畢業典禮獎品和邀請函請教務處和學務處儘快完成。 

【教務處回應】 

 因目前畢業典禮邀請卡還沒有，先用公文模式發函到各單位。 

三、 第八項門禁管理，請人事室進行做教職員識別證 

【人事室回應】 

 上次教師晨會已經有報告，正在收集相片中。 

【教務處】 

 晚上作業輔導家長等接孩子是否需要發進入證或發通知

單。 

【輔導室】 

 早上遲到的學生，如果有門禁管理，看自行接送的學生遲到

是否要登記,尤其是自行接送的學生。 

【校長回應】 

 針對課後輔導家長，請教務處和學務處研究一下要如何處理。

學生遲到的部分，在臺灣，都要在門口登記在簿子，生輔組

每個禮拜都要檢查，如果太多次要通知家長，這部分需要做

很清楚的管控。 

四、  第九項返臺升學尤其升高中就有點複雜因為每個考區不一樣

的。 

【幼兒園】 

 有一個小孩從幼兒園念到九年級的家長和一個 6 年級的家

長，他們的規劃可能以後大學不回台灣念，他問我我們學校

有沒有協助這方面的申請。如果有的話，這方面是否學校可

以多宣傳一下讓家長知道。 

【校長回應】 

 事實上升學是多元的升學，國內國外都一樣，我們同等關照，

這方向就不會變的。 

五、  第十項，大型活動各處室都一樣，開檢討會議讓下一次活動

更精進。 

 

貳、  主席致詞： 
一、 5月7日母親節慶祝大會和母親節的整個系列活動要謝謝大家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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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在圖書館看到學生的多元作品展演，真的蠻好。那天的人

真的很多，椅子都排出來都不夠坐，接待貴賓從門口進去都很擠，

這問題下次大型活動我們要思考。 

【幼兒園】 

 像母親節活動，應該主角是家長，但是怎麼我們老師讓學生

坐中間，以後是否考慮換一下，讓家長坐在中間。我有參加

一些國際學校的大型活動，其實都以家長為主。 

【校長回應】 

 這部分我們開檢討會議，讓畢業典禮減少缺點。母親節那天

活動中心真的很熱，又很吵。我會跟大家分享怎麼維持學生

安靜的方法，尤其是高中生。 

二、 董事長有交代 5月 11日的董事會，PCM部分總務處要寫書面資料出

來，提案就是執董的人事案，會計主任要做出來。幼兒園陸生管控，

幼兒園和教務處配合來寫提案。 

三、 小學部的安全鑑定定已經出來了，謝謝總務主任去找專業來指導我

們這個鑑定結果報告。原則上有三個部分有立即性要改善的：小學

部 203A，高年級老師辦公室和水塔底下。我今天親自去看了，203A

是放美術的一些作品，高年級老師辦公室有幾處瓷磚有破裂，補起

來，我又問他們有沒有鋼筋祼露的情形，他們說是沒有。我看瓷磚

鋪起來不是很平，請總務處去敲敲是空心還是實心，這部分要觀察

一下。 水塔部分我們再來看要怎麼補強。這部分要以安全為第一。

雖然其他地方沒有立即性的違建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當時興建

時有點偷工減料，跟圖面沒有完全吻合，所以我們要做好安全管理。 

四、 合作社標案請趕快做出來，從四月份到現在，家委會已經跟我提很

多次了。希望六月底前能夠完成交接。 

五、 六年級的說明會，家長也有在問，我們不只關心六年級升七年級還

要關心九年級升十年級，平陽部分我們再等 5月 11日董事會的決

議。 

六、 我還是很關心九年級教育會考衝刺，三個班的成績差異蠻大，讓我

很不放心，普遍多不理想。我從上學期看到這學期，從小學部看到

中學部段考成績，我看的不一定是個人，我看的也有班級整體成績，

我在簽呈上 Hold住一些班級，教務處多關心一下他們需要什麼協助，

為什麼他們那麼明顯落後其他班，一點點落後，我們都能夠接受，

但是標準差那麼大，又明顯落後其他班那個顯然要探討了，如果小

學部成績就這麼差怎麼可以上中學部，差距越拉越遠，這都可以從

成績裡面讀出來，組長要把統計分析出來，主任要去關心。從一班

一班來看，從他的標準差，看到他的成績，我們無意說要去苛責老

師，完全是站在關心和陪伴或者是怎麼來協助。 

七、 高中部的暑期輔導，高一升高二在金山高中，高二升高三是在林口

高中，也是最早確定的，包括住宿，包括輔導課。林口高中麗文組

長來帶，金山高中教務處看誰來帶，學務處也要協助學生的生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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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務處派人時再跟麗文組長溝通一下林口高中的模式。主任再

來做任務編組。臺灣高一升高二是不開的，金山是特別為我們開的。 

八、 畢業典禮要開始規劃，我還是要強調時間從 8 點到 12 點真的很長，

各位思考一下，要精彩，經典而不是在吵雜。這禮拜有開董事會和

家委會，請大家多幫忙。 

參、  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培生自 5月 3日蒞校實習 2週,定本週四 5月

11日下午 4時 10分辦理實習成果分享會,請各位主任一起與會。 

【補充報告】 

 註冊頇知是否可以先送，三聯單先發，英語教材是代收代付，

後面再來收，因為等教材費出來註冊就會變成很慢，還有註

冊頇知需不需要送董事會還是董事長簽核就可以。 

【校長回應】 

 輔大實習成果分享請主任一定要參與，我也很希望他們能夠

給胡臺校一些回饋，這畢竟是第一班，也邀請導師參加。 

 註冊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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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天我又跟

翁董講清楚，請他把孩子留下來，因為教材會加深加廣，因

為他是對英語課程不滿意的，導師我說也會調整。所以他願

意留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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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問註冊頇知需不需要送董事會還是董事長，董事會

是提案，董事長是簽核，如果沒有什麼異動，就送董事長，

如果有異動需要討論才送董事會，這就是程序，大家自己要

清楚，也不要為難董事長，但是如果都沒有異動，那就送董

事長。 

 

二、  學務處： 
(一) 5月 7日母親節活動感謝各處室協助與共同合作順利完成，擇日召開工

作檢討會。 

(二) 5月 10日上午 7:30召開本學期第 7次教師晨會。 

(三) 5月 13日下午 2:00在中學部 3樓視聽教室召開本學期第 2次家長委員

會。 

【校長回應】 

 母親節的工作檢討會要邀請相關同仁到場，聽聽他們的聲音，

因為接下來是畢業典禮，更複雜，更大型的活動。 

 家委會的資料大家要預先做準備了，記得班代也要通知，不

要只通知家委。請各位主任要準時來開會。 

 

三、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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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新建校舍委託規劃設計案已於 5/3上網公告，預定 5/30下午 2時

截標。6/2上午 9:00召開評選委員會。 

(二) 合作社招標案預定 5/11上網招標，5/22下午 2：00截標，5/24上午九

點召開評選委員會。 

(三) 預定 5/18下午 4:15召開合作社會議。 

【校長回應】 

 評選委員會應該會更多人參與，請總務處多跟董事長請示，

那部分我們需要更謹慎來處理。 

 剛剛我提的 PCM 整個過程要在董事會的資料呈現，把它寫在

總務處的績效報告。 

 

四、  輔導室： 
(一) 5月 12日(五)中午 12時頒發家長會及魯班公清寒助學金。 

(二) 本週暑期品格營開始進行招生。 

(三) 5月 14日(日)上午越南慈濟功德會於本校活動中心辦理三節活動。 

 

五、  國際教育中心： 
(一) 小學部英語競賽得獎同學於本週二朝會時間進行頒獎，中學部英語閱讀

心得比賽於本週四中學朝會時間頒獎。 

(二) 協助班聯會 05/30(二)辦理臺韓兩校聯合策略遊戲。 

 

六、  人事室： 
(一) 幼兒園越籍職工林氏秋雲在 4月 24日滿六個月所以要打考核，5月 1

日就開始實施。 

(二) 需要聘幼兒園助教，廚房清潔工各一名。 

【校長回應】 

 缺人的部分請人事室要趕緊補人。 

 

七、  會計室： 
(一) 5月 11日上午 9：00召開董事會。  

1. 校務工作報告  請 Mail給文書組長。 

2. 提案 請 Mail給會計。 

(二) 董事會決議追蹤事項 

1. 表格會 Mail給各處室主任。請大家就自己業務，填寫執行狀況，說

明完成過程。 

2. 平陽分班請教務處填寫。 

 

八、  幼兒園： 
(一) 網路狀況天天不佳，急需改善。 

(二) 因應助理教師籟元玲移民，需儲備助理教師一名。 

(三) 請教務處按慣例，落實幼兒園巡堂。 

(四) 幼兒園建物需整修，屋頂及牆壁白蟻又生，滅蟲公司檢視後，建議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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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滲水問題，雨季來臨問題加劇。 

【補充報告】 

(五) 目前幼兒園教室不夠，是否能多配兩間小學部的教室給幼兒園。 

(六) 是否學校能發文通知臺商幼兒園註冊時間。 

(七) 是否能優先中華民國籍先註冊。 

【教務處回應】 

 需要看後續新生人數，再來做教室分配。 

 網路部分上次資訊組長告知外面線路有問題，會再請資訊組

長處理。 

 巡堂部分請各位主任轉知自己的組長要去幼兒園巡堂，也有

註明在巡堂紀錄表上。 

【校長回應】 

 參考調查表的數據，再做空間分配和教師甄選。 

 先發文通知商會註冊時間，中華民國籍先優先案請定提案送

董事會。 

 網路狀況請教務處多協助。 

 屋頂部分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輔導室】 

 中學部 5F 音樂教室屋頂也有漏水、淹水情形，那間都放一

些最貴的樂器、設備在裡面，但都很潮濕和淹水，這是以前

加蓋的，其實不太適合當教室。 

肆、  討論提案：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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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 106.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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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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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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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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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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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辦理。（幼+學） 106.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