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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8 次主任會議記錄 
時間：106 年 06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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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頁】 

一、 資源回收講了一年，拖了半年才動工，希望主任思考到底要請專家來指

導還是要自己來取經，或者想出工法，因為學校也沒有那麼多 80萬越

幣來運落葉，我們要把垃圾變黃金。 

二、 註冊三聯單校對完請教務處趕快發，如果沒有修正就不用提董事會。 

三、 帅兒園屋頂部分，分兩級：緊急處理的禮拜六已經處理完，我已經打電

話感謝林水利總經理，明天簡董來我希望有點時間來談我們帅兒園屋頂

要怎麼來做，我們教育部補助款也有經費，我覺得暑假一定要動工。 

四、 5F音樂教室的屋頂也一起關心。 

五、 暑假值班表我已經又看到了，終於出爐了。 

六、 7月 18日次長來，值班的主任要加強，我希望他去年來和今年來看到的

要有所不同。 

七、 我們國小一年級和帄陽帅兒園大班的入學說明會要發通知。 

八、 先修班我們要思考家長的接送確實也沒錯，所以有時候也要傳承過去的

經驗，創新很重要，但是傳承過去的經驗也很重要。 

九、 暑期作業本來就是要做的，希望要做得有意義點。 

十、 巡堂部分，我們都在處理缺點部分，也要處理優點部分，要給老師一個

鼓勵。 

十一、 教育部補助款已經核定下來了，請各處室趕快把需求和規格提供給總

務處做標單，來得及開學用，不要越拖越晚，會很可惜。 

十二、 暑期營隊會很多,我算有 9個營隊，教務處只寫 8個，還有林口沒有

算進去，請主任要有校長的思維，站在校長角度就要所有事情講清楚，

統計清楚，現在你統計只是教務處知道的，但是沒有考慮我們還有一個

林口高中，所以大家寫的資料我都要幫大家修，尤其是董事會的資料，

數字錯，還有錯字。 

【帅兒園】 

往年暑假會有海外教師研習。請問今年會有海外教師研習嗎？ 

【校長回應】 

有兩種，是我跟國教署申請的，請晨會時間業務單位跟老師說明一下 。 

十三、 帅兒園的開心農場，請總務處跟龍捲風反映，因為我們對他們非常友

善，他們應該也要對我們友善，更何況長期的租用是免費的，只做除草，

一定要跟他們講校園的安全和秩序要維持，還有人數，請他們稍微節制

一下。 

貳、  主席致詞： 
一、 感謝大家留任，雖然我知道接下來的任務更艱鉅，感謝大家為臺校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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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請大家跟我一起回想我們當時尾牙時家委會有播一個影片，雁行理

論，我要跟大家做分享，我相信大家看了影片後，應該會有一些心得，

我自己的心得是：從裡面，我看到牠們相互的扶持，相互的補位，還有

團隊的合作，一群雁子飛出來時，牠們的隊形是整齊的，而且牠們各個

的位置都很井然有序，所以都能夠團隊合作，相互扶持，都能夠隨時補

位，我覺得這是我自己很期待的共享領導。各位在主任的角色也是領導

者，雖然你的另外一個角色也是被領導者，我也是一樣，我也是領導者，

也是被領導者，我希望一起共享領導，我們多分享。另外有幾句話跟大

家來勉勵，在領導角色，我希望大家做到兩句話：專業服人和以誠待人。

我覺得專業跟誠懇絕對有辦法當個非常稱職的領導者，我看非常多例子，

自己走過來，深深的感觸，另外，各位不要忘了自己是領導者，同時也

是管理者，所以管理的角色也是兩句話跟大家勉勵，一個是傳承創新，

我們臺校 20年了，需要傳承，可是創新也很重要，另外就是使命必達，

我會講這兩句話就是，我們主任在某些地方，還可以再展現出來，尤其

是使命必達，有時任務很艱巨，但是你的智慧，經驗一定可以突破的，

不能遇到某些狀況時就拐彎或選擇放棄、逃避。我覺得這部分對一個領

導或管理者來講，是蠻忌諱的。一年來大家都很辛苦，我希望未來一年

能夠更有效率，能夠樂在其中。 

二、 我們要精算員額，有時我跟資深老師談到學校員額，尤其是這兩、三年，

我們的處室、組別，還有我們的員額、薪資待遇，加上我們人事費的負

擔，一句話，我們需要縮編，以我們學校現在的規模，坦白講，小學部

24班，帄陽先不要算，中學部 14班，這樣的規模，我們 7個處室，17

個組別，還有配副組長，我覺得這樣超過私立學校的編制。所以新的學

年，照這學年一樣，還是要縮編。我希望新的學年，要有辦法做整併，

比如說，國際教育中心這一年還要存在因為邁入第三年的計劃，研發組

存在，推廣組可能就要裁併，這一年我看推廣組在所以組裡面負擔最輕，

很多事情校長都幫了，所以這個角色是不會存在。禮拜六我有跟黃益堅

組長溝通，我覺得他在國際教育中心這邊也充滿期待，也有很多抱負，

所以就請他先幫忙一年，還有跟他講華語文要帶過去，越文也是，簡單

說學校今年三語優勢特色，他這一年要幫忙做展現，要寫出英語提升的

評估報告，他也接受，這角色是很挑戰的。所以各處室就要開始精算自

己處室的員額。目前為止我們組長就確定了，教務處剩下教學組和註冊

組，人事要把新主任背景，簡歷給新任董事長了解。請教務處、學務處、

人事室要趕快精算員額，中、小學老師，到底要聘幾位，缺額要先出來。 

我希望最慢 6月底教師甄選簡章要出來。 

三、 工程進度表，剛剛張董事長 line給我說明天處長要親自來指導我們的

董事會，關心校務，所以他很關心工程進度表可不可以在董事會裡面做

報告。 

四、 請大家將來要做任何文稿，包括會議手冊、邀請函、簽呈、計畫，要多

校對。不只不能有錯別字，而且要美觀，格局要夠，最主要是要有品質，

再來也要有品味。“臺灣”的“臺”一定要是正體字，教育部有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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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經是好幾年了。 

五、 10月 4日臺大團隊要來跟我們孩子面對面，本來他們排禮拜五，後來我

跟他們講排禮拜三下午，周班會時間，請寫在行事曆裡面。我們很多事

情我們已先預知就要寫在行事曆，不要讓人家感覺是臨時起意。 

參、  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 6 月 6 日 (二 )上午 8 時 30 分開始辦理申請國中部年級實驗班學

生會談。  

【校長回應】 

 明天這場學生面談希望大家在面談時，挑態度，不是挑程度。成績跟

態度是各 5:5，這 5:5你們明天在問時,希望學生有信心，配合學校，

尤其很多課外時間，要付出的。所以我還是強調，態度跟程度是各 5:5，

態度面談時你們要問出來的，他要付出，要承擔壓力，要配合學校的

要求，尤其是課外時間。董事會我也報告配合推動 108課綱，所以要

成立特色班，很多特色課要在這個特色班詴行。原則上，人數我也沒

有預設立場，20~30人，這班孩子態度要比別人好，做表率。 

二、  學務處： 
(一 ) 6 月 7 日 (三 )舉行本學期第九次教師晨會。  

(二 ) 6 月 8 日 (四 )上午舉行中學部班聯會主席選舉，下午 16:15 簡報

室舉行校外教學參觀活動檢討會。  

(三 ) 6 月 11 日 (日 )上午 8:10 起舉行 105 學年度國小及中學部聯合畢

業典禮，並請各處室依工作職掌全力協助。  

【校長回應】  

 6月 8日，班聯會主席選舉，我希望班聯會的主席也要選對人。 

 6月 11日畢業典禮，我強調那是學校非常重大的慶典，尤其是畢業生，

他們為自己的畢業舉辦典禮，我也希望能夠別開生面，所以請學務處

多跟畢聯會、畢業生溝通，當天他們一定要有一些表率。因為他們的

表率，後面的學弟妹要傳承的，學校這次已經非常高度的尊重，完全

沒有干預，幾乎都沒參與，所以他們要為畢業典禮全權來做承擔。 

三、  總務處： 
(一 ) 5/31 合作社委外經營案已順利決標，本周與得標廠商簽約。  

(二 ) 預定本周「新建校舍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計畫」案上網公。  

(三 ) 準備教育部補助款招標事宜，請相關處室提出需求，以利估價

招標。  

(四 ) 帅兒園屋頂脫落木板已於 6/3、6/4 清除，後續整修估價後處理。

配合畢業典禮布置。  

【校長回應】  

 合作社招標終於換廠商了，新的廠商有很多的藍圖，有一個多半月的

施工期，我覺得總務處要跟他們談清楚，時間要搭配好，讓他們能夠

在開學前結束，而且他當時在當場承諾的都要做到，包括不鏽鋼的餐

盤，消毒，還有要做成像 7-11超商的模式等等，還有菜色，雖然他有

很多履約的經驗，但是他對象都是工團，第一次做學校，學生除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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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衛生以外，營養也要均衡。這一點要講清楚才能簽約，還有罰則

一定要加在合約。我們沒有包含他們員工住宿的部分。 

 教育部補助款標案，希望各處室把需求和規格提出，讓總務處做標單，

趕快搶時間招標，因為有時候招標不是那麼順利。 

 帅兒園屋頂，我剛剛有講，6月 3日已經處理完，明天請簡董給我們功

法上的指導，或請他推薦一些工辦來。 

四、  輔導室： 
(一 ) 境外返臺歡迎會報名人數持續追蹤中。  

(二 ) 感謝學務處協同家訪輔導室個案無故缺曠課之學生。  

(三 ) G11 同學至林口高中參加暑期輔導持續保持聯絡。  

(四 ) 本週開始 G11 升學輔導，並邀請家長參加。  

【校長回應】  

 返臺歡迎會報名人數要做確認，我們自己是承辦學校，人數不能難看，

人數確認完我們考慮訂交接典禮的場地。 

 無故缺曠課之學生我希望學務處要提醒導師，一定要隨時通報，人數

要掌握，另外三個學生從頭到尾一直沒有交學費，要追到，不然我們

對學校沒有交代。 

五、  國際教育中心： 
(一 ) 本週三英語讀者劇場發表，歡迎大家到場觀賞。  

(二 ) 本週五英語外師面詴，除口詴外，亦頇詴教。  

【校長回應】  

 讀者劇場或是外教小尖兵，未來主推，但是都是要長期經營，培訓，

絕對不是一蹴可幾的，所以指導的老師要先懂。 

 外師面詴，原則上，專長加語文，我們過去都聘語言老師，坦白講，

對學生的學習是有些侷限。 

六、  人事室： 
(一 ) 各處室如有敘獎尚未發布者請週三下班前陳核完畢送人事室，

預計 6 月 16 日下午召開年終考核會。  

(二 ) 越籍職工薪資由銀行入帳，可否比照中華民國籍教職員每月核

給 2 小時銀行假？  

(三 ) 代理教師陳欣微已取得教師證，擬於主任會議召開第 3 次敘薪

會議，自 6 月 5 日起改敘 190 薪。  

【補充報告】  

(四 ) 7 月份的壽星總共有 10 位，擬於 6 月 7 日教師晨會辦理慶生。 

【校長回應】  

 越籍職工因為每年有 12 天休假時間，就利用休假時間去銀行辦業務，

不需要給 2小時銀行假。 

七、  會計室： 
 

八、  帅兒園： 
(一 ) 謝謝總務處維修帅兒園屋頂。  

(二 ) 105 學年度帅兒園畢業典禮暨才藝表演及學習成果展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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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三 ) 畢業典禮請總務處協助事項：  

1、6 月 14 日前公告「活動中   心 6 月 23、24 日封館」。  

2、6 月 23 日請完成：  

       會場清潔  

       鋪設地墊  

       座椅排放 -帅生 146 人、來賓 300 人  

       音響配置  

       燈光架設  

3、6 月 24 日請配合：  

       音效燈光管控  

       麥克風配置 -4 支麥克風  

       場地清潔  

       場地復原  

       賀禮簽收與擺放  

       交通規劃（家長停車）  

(四 ) 6 月 24 日 08:00-11:00 畢業典禮敬邀各處室主任協助接待來賓。  

(五 ) 缺廚房清潔工一名。  

【校長回應】  

 週六林水利總經理幫帅兒園做清除的工作，這部分我們準備感謝狀，

畢業典禮來發，這份心意要表達。 

 帅兒園畢業典禮請各位主任多協助，當天要做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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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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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回收落葉堆肥從 2 月 10 日講到現

在，總務處一直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最後

還是回到自然工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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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2.10 總務處 

目前適值雨季,日前落

葉堆肥的坑洞已積滿

水,而該區地勢低窪排

水不利,頇先外租電動

抽水馬達及排水管,將

水抽到其他區域方能

買大帆布(內置於坑洞

上形成防水層),開始

加入堆肥原料 

106.06.05 1 

2  
註冊頇知跟三聯單六月初一定要發給家

長。 
主任 106.05.09 

教務處 

國際教育

中心 

國際教育中心已將英

語教材費給註冊組，A

班英語教材費另收，有

特殊需求學生也已通

知註冊組。 

 

教務處積極進行中。 

106.06.05 1 

3  

帅兒園屋頂部分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帅兒園的建築安全我們利用暑假思考要怎樣

補強，等到蓋帅兒園新建校舍也要一段時間。 

主任 
106.05.09 

106.05.22 
總務處 

帅兒園屋頂下方之塊

掉落之木板上星期六

已拆除,屋頂修繕部分

也已請人估價中。 

建築安全補強方式研

擬規劃中。 

106.06.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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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學部 5F 音樂教室屋頂漏水，淹水 主任 106.05.09 總務處 

中學部屋頂漏水,實屬

上方屋瓦有破損,已請

人來估價了 

106.06.0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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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6.05.22 人事室 已經完成 106.06.05 2 

6  外師甄選部分請國際教育中心協助。 主任 106.05.22 
國際教育

中心 

1.本周五開始進行外

師面詴甄選。 
106.06.05 1 

7  
辦「國小ㄧ年級入學說明會」，請邀請帄陽帅

兒園大班一起來，我們要同等關照。 
主任 106.05.22 教務處 

依照帅兒園的建議於

畢業典禮當日辦理並

邀請帄陽帅兒園家長

一起參加。 

106.06.05 1 

8  

5 月 19 日就辦完 106 年國中課程說明會，

當天就跟家長講馬上就會發意願調查，結

果沒有發，讓家長來催，請行政單位以後

要說到做到，不然就不要說。 

行政 106.05.29 教務處 

已經調查完成目前報

名學生剛好 31人送校

長簽核後即公告。 

預定 6/6上午 8:30辦

理學生面談 

106.06.05 1 

9  
先修班日期，要延後到 6 月 30 日，以後

請教務處規劃要完整、周延。 
行政 106.05.29 教務處 

本年度已經製發調查

表調查，並於下年度改

進。 

106.06.05 1 

10  

各學科都要給孩子暑期作業，不要太多，

也不要都沒有。讓孩子在暑假能夠做個時

間管理，也能夠自主學習。 

行政 106.05.29 教務處 

小學部已於 5月中即

請各班導師安排並陸

續送印中。 

106.06.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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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部已於上週五發

通知給老師填寫暑期

作業。 

11  
巡堂，優良的沒有看到公告周知，不夠好

的也要個別會簽。 
行政 106.05.29 教務處 

巡堂優良及待改進部

分均已個別發送通知

單給導師。公告週知部

分正研議中。 

106.06.05 2 

12  

各處室的需求和規格請趕快列出，讓總務

處來得及做標單，把握時間讓學生和老師

開學時就可以用。 

行政 106.05.29 各處室 
學務處已辦理。 

教務處積極辦理中。 
106.06.05 1 

13  
暑期營隊請各處室開出來讓總務處方便

安排。 
行政 106.05.29 各處室 

輔導室: 

品格營 7月 3-5日。 

家扶中心活動 7月 29

日。 

 

教務處：將各營隊時間

及型態列表給總務安

排。 

106.06.05 2 

14  

帅兒園種的金橘樹、木瓜樹被人破壞，請總

務處了解一下是哪個保衛值班，這個破壞

是要一點時間，請問保衛在做什麼？ 

行政 106.05.29 總務處 

已通知當日執勤保衛

加強注意,且請警衛有

發現租借場地的球隊

進入教學區要制止。 

106.06.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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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帅兒園          106.05.31 

105學年度畢業典禮暨才藝表演及學習成果展實施計畫 
一、 活動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4日星期六 08：00 – 11：30 

二、 活動地點：帅兒園、活動中心 

三、 活動規劃： 

學習成果展          08：00 – 11：30於各班教室 

畢業典禮暨才藝表演  09：00 – 11：00於活動中心 

四、 工作職掌分配： 

組別 負責人員 工作內容 協助人員 備註 

召集人 江家珩 校長 實施計畫核可   

總策劃 陳秀玲 園長 活動規劃、統籌   

典禮組 楊品秀 老師 

門念霆 老師 

劉家婷 老師 

1. 主持 

2. 協助頒獎 

劉美英  幹事 

劉璨瑜  實習教師 

 

表演組 

展覽組 

陳佳穎 老師 

馮琪羚 老師 

林婉玉 老師 

黃雅婷 老師 

陳怡靜 老師 

1. 才藝表演 

2. 教學成果展 

賴潔賢  老師 

黎芳草  老師 

余慧芬  老師 

阮氏黃淵老師 

籟元玲  老師 

 

總務組 李麗美 主任 

蘇美雯 組長 

1. 支援各項行政業務處理

活動所需之物品採購、

借用等相關事宜。 

2. 協助會場布置、還原與

器材搬運。 

3. 協助邀請函寄發。 

4. 會場整潔維護、場地恢

復。 

5. 協助交通規劃。 

6. 協助告知任課老師及張

貼通知活動中心封館事

宜。 

王珍珠  幹事 

 

 

場控組 余慧芬 組長 

張明煌 副組長 

音效管控、麥克風配置 

場地佈置 

潘姿汝  實習教師  

接待組 蔣一玲 主任 

徐進賢 主任 

李麗美 主任 

邱昭甄 主任 

接待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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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齡 主任 

會計組 陳美連 主任 經費審核、核銷 黎氏金鶯組長  

攝影 程瑋昱 老師 活動拍攝 潘姿汝  實習教師  

 

五、經費運算：                                               單位：越盾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說明 

場地布置費 式 1 5,000,000 5,000,000 舞台裝飾品 

 

六、活動內容：如流程表 

 

七、經費支應：由學校相關活動經費支應 

 

八、本計畫經籌備會討論通過，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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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帅兒園 

105學年度畢業典禮暨才藝表演流程   106.05.31 

時間 活動內容 配置 備註 

08：30 ~ 

08:40 

活動中心預備 
10分 

活動中心 

08：55 典禮即將開始，請各位來賓就坐，謝謝! 3分  

09：00 

~09：40 

﹝畢業生進場﹞ 

   「主持、園長、共 2麥克風」 

1.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帅兒園 105學年度畢業典禮 

典禮開始 

2. ﹝成長的回憶﹞畢業生獻唱感恩曲(唱完:敬禮、謝

謝) 

(唱完:請大家拍拍手給畢業生鼓勵) 

  (校長、老師、爸爸媽媽和小朋友手牽手、心相連、

永遠不分離) 

「主持、園長、校長、共 3麥克風」 

3. 校長的祝福 

(講完:請大家拍拍手謝謝校長)「收回校長麥克風」 

4. 頒發畢業證書及獎狀 

恭請 校長頒發畢業證書 

   (立正、敬禮)頒發(敬禮)(謝謝)(帅生走下台回座

位) 

   請大家拍拍手謝謝校長！ 

 「主持、會長、共 2麥克風」 

5. 頒發家長會禮物 

大一班代表王宥爲、大二班代表許凱翔 

※恭請  家長會長吳明穎          頒發禮物 

(拍拍手歡迎 家長會長) 

  （立正、敬禮）頒獎（敬禮）(謝謝) 

請大家拍拍手謝謝會長！(向右轉 起步走) 「收回會長

麥克風」 

  「主持、帅生、共 3麥克風」(帅生麥克風置定點) 

6.在校生代表致歡送詞(音樂)， 

  (站定位後)在校生代表程于恬、黃柏樺 

  (講完:好棒的在校生，大家拍拍手)「帅生自己將麥

克風歸定點」 

7.畢業生代表致答謝詞(音樂)，  

  (站定位後)大一班代表鄭允翔、大二班代表郭佳青

「帅生自己   

40分 

召集人 

江家珩 校長 

 

 

總策劃 

陳秀玲 園長 

 

 

主持人 

陳秀玲 園長 

楊品秀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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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麥克風」 

  (講完:謝謝畢業生，拍拍手)「收回帅生麥克風」 

8.禮成 

 接著進行精采的才藝表演   

09：40 

~10：30 

才藝表演開始(2麥克風) 

現在舞台上準備的是，陳佳穎老師指導的小班小朋友 

(站好定位)掌聲歡迎 小朋友的表演 

1. 愛無限 

(立正、敬禮、預備)下音樂 

表演完畢(敬禮、謝謝) 大家拍拍手謝謝的小朋友精彩的

表演 

拍照囉!12拍 22拍 32拍)(向右轉) 

再次拍拍手謝謝小朋友精采的表演! 

10分 
小班 

陳佳穎老師 

 2. 寶島曼波 10分 
中一班 

 馮琪羚老師 

 3. 加加油 10分 
中二班 

林婉玉老師 

 4. 地球寶貝 10分 
大一班 

黃雅婷老師 

 5. 最棒就是你 10分 
大二班 

陳怡靜老師 

10：30 

~10：50 

6.老師謝謝您(敬禮、謝謝老師、kiss) 

7.歡送畢業生(請爸爸媽媽移駕到中間走道迎接畢業

生) 

  (畢業生由舞台前方階梯下台，師長立兩旁抱抱歡送

→爸媽 

   →帅生走完→師長走向家長致謝!) 

20分 

畢業生獻唱 

黃雅婷老師 

陳怡靜老師 

會後叮嚀： 

  謝謝各位來賓、家長熱情參與，本次活動在此劃下完美的句點，請各位來賓、家

長移駕帅兒園參觀「學習成果展」及「帅兒成長紀錄片」，謝謝! 

 06月 26日(星期一)至 30日(星期五)大、中、小班正常上課，06月 30日(星期五)休

業式 10：00放學。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小學     2016年 08月 29日註冊、開學。 

                        帅兒園  2016年 08月 29日報到(帅生不到校)，08月 30日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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