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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0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01 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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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惠敏  

壹、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一第 9~10 頁】  

(一 ) 今年是二十週年，為了節能減廢、彰顯特色，建議校刊跟特刊整編合一。

請訓育組趕快籌組特刊編輯委員會一起規劃篇幅，希望在期末時與同仁說

明規劃。  

(二 ) 本校很多專案都被列管，其實站在教育部補助專款的角度，一定會做控管，

所以請相關處室儘快交卷。  

(三 ) 請教務處召集相關同仁一起思考，回應家委會提案建議，是否能每天提前

十分鐘於三點五十下課，減少很多路上塞車時間。  

(四 ) 下學期行事曆請教務處儘快拍版定案。  

(五 ) 於下學期，公佈欄一定要粧點起來，空間好好利用。各處室與各學科定期

更新，讓同學學習看公佈欄，養成好習慣。廣播是一種公害，學校是不主

張，而且這個設施與能源可以節省下來，儘量用公告的方式，例如公佈欄

或電視牆，把公佈欄當成學習場域。  

(六 ) 本校網頁一直被批評，不太好使用及下載資料，很多的內容不管是教學資

源或活動記錄可存放於網頁，目前此項功能未呈現，希望下學期全面改版，

功能強化。  

(七 ) 翁董贈送本校第一批 25 張椅子，急迫性先更換，因椅子都是訂製進口，所

以都要花好多時間，未來還會有第二批，也是翁董對我們的肯定。請總務

處思考椅子破舊優先換，同時規劃視聽教室的椅子，也請同仁提出建議，

校長籌募。  

(八 ) 小學部大樓委託安全鑑定今日流標，三天後可能重新開標，學校在招標這

部分其實蠻辛苦。  

(九 ) 過去於校慶就發下註冊單，這一次拖得很晚，很多細節都是概括承受，請

教務處儘快於本週發下註冊單，也掛上網清楚說明，減少家長疑慮。  

(十 ) 這陣子陸陸續續跟校外有很多互動，聽到很多掌聲，要謝謝所有的團隊，

一定是大家兢兢業業、團隊合作才能得到掌聲，這掌聲不管大或小，總是

好的開始。我們的改變與努力，大家都看到，這次的尾牙就回應過來，所

以我們要更加努力，學校才能永續發展，才能得到更多的認同。  

 

貳、  報告事項：  

一、  【校長室】  

(一 ) 高壓輸電變電箱起火，火苗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很迅速進行人員疏散，

及時通報與滅火。這次事故所有的同仁與學生都是帄安的，再次肯定大家

反應機靈、處理得宜。重大事故發生，大家除了任務分工，各司其職以外，

也請在第一時間通知校長。  

(二 ) 再次勉勵大家，各處室都有做會議紀錄的機會，也有辦大型活動的時候。

希望三天內復原場地讓下一個使用者更方便，  會議紀錄也請於三天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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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們的會議都不是大型，會議召開是為了協調工作要項，通過協商得出

決議，及時回應跟處理。學校正在起飛翻轉的階段，希望從行政同仁開始

呈現行政效能，為所有教師及學生提供周延、效能的學習服務。  

(三 ) 上週本校操場開始施工，目標就是多功能的運動場及空間充分利用，動靜

分明對學生學習更好。很感謝袁總經理、郭總經理熱心教育，其實過去多

次蒞校，學校都婉拒，這次真的是機不可失，而且本校很需要運動場。公

益性質整治本校操場工程，心存感謝，而且很周延，第一階段是清除工作，

接著綠美化、填土，還有設計師規劃，包括典禮臺也一起規劃。另外請總

務處做好人員進出的控管，包括製作識別證、告示牌等，因每一班都有十

幾個工人進出，要更謹慎周延來維護校園安全。  

(四 ) 最後提醒，校長室後面的小房間是檔案室，存放重要資料。目前堆積了非

常多文件資料與設備，雜亂無章，請教務處、人事室、總務處去認領後存

檔使用。  

【設備組長建議】  

 小學部高壓輸電變電箱起火事故，需要緊急通知，但此時所有電話都不行用，

建議放氣球或有其他可用方法。  

【帅兒園園長建議】  

 以帅兒園來講，現在有 140 個小孩，還有十幾個教職員工，那一天沒有人通

知我們，後來是人事助理急忙跑過來，問如何關帅兒園總開關，其實也不知

道怎樣關，直覺反應就是把所有開關都關起來。那是不是在這種緊急事件，

工作分配方面能否更明確，如果萬一發生這種情形，總務處可以分配人員到

不同學部把開關給關。就這次事件在開會檢討，以此事為例寫出標準流程。  

【校長回應】  

 如果是檔案室更嚴重，沒有任何機密安全，根本就像倉庫。其實每個學校都

有檔案室，而且檔案室都是文書在管理，有專用鑰匙，所有檔案還要分類，

存參年限都有規範，更何況房間太小，當檔案室使用空間不夠，請大家一起

思考。  

 緊急通知，其實中學部那時候燈還亮，電是還有，電話還可以通的。我們行

政同仁在中學部大樓，能通知就儘量通知。水火是不容，不管是出什麼狀況，

只要看到火問題都很大條，那第一時間就是要關總電源才不會爆炸，請總務

處思考，遇到此情形，除了現場還要有人去關總電源。就此事件請總務處寫

出一份緊急事件 SOP，動作規範，包括今天請總務主任與庶務組長針對這次

高壓輸電變電箱，往後可能會產生的一些後遺症，先做檢修跟防範，目前看

起來帄靜了，但不知危機藏在哪，要居安思危。  

 

二、  【教務處】  

教學主任  

(一 ) 感謝各處室協助，請再上 nas－－01Public Data－－ (105-下學期 -行事曆彙

整 )檔案夾檢視行事曆詳如【附件二第 11~12 頁】，若有處室需協調者，請

互相協調與討論，定明日 1/10(二 )公佈確定版。  

(二 ) 明日 1/10(二 ) ，下午 4:30 分召開 106 年教育部補助方案申請討論會議請相

關處室代表出席討論，會議通知已於今日 1/9(一 )上午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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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長  

(一 ) 週五 (12/30)完成小學部作文普查。  

(二 ) 下週一 (01/16)、週二 (01/17)小學部期末考，屆時麻煩巡堂人員幫忙留意考
場秩序。  

(三 ) 下週一 (01/16)國小課輔班最後一次上課。  

(四 ) 各年段小學部寒假作業，部分已經送印。  

課務組長  

(一 ) 105-2 因應 8 年級英文分組調整課表，將於學期結束前公佈。  

(二 ) 原訂 01/20(五 )高中補考日期更動為 02/18(六 )上午舉行。  

(三 ) 01/13(五 )10、11 年級開始進行期末考詴，01/16(一 )-01/17(二 )為全校期末

考。  

註冊組長  

(一 ) 1/9(一 )為藝能科、十二年級老師成績輸入截止日。  

(二 ) 1/17(二 )為期末考成績輸入截止日。  

(三 ) 105-1 學費欠繳學生剩 18 人，此 18 位學生之欠繳費用，與出納組合作待教

育部補助款扣除後印製於學生個人 105-2 註冊三聯單上。  

(四 ) 英語教材費用尚欠八年級款項，本週預計列印全校 105-2 註冊三聯單。  

資訊組長  

(一 ) 職務信箱操作說明。  

(二 ) 各單位電子資料請務必於期末離校前進行異地備份。  

設備組長  

(一 ) 製作班級借閱優勝獎狀，個人借閱排行前 3 名，將於朝會時頒發。  

(二 ) 感謝黃益堅老師指導 11A 學生參加小論文寫作比賽獲得甲等，俟獎狀收到

將安排於朝會時間公開頒獎。  

(三 ) 圖書盤點出現了一些問題，盤點系統已改新版，圖書資料約少了 6000 冊左

右，已 email 去全誼，系統工程師處理好後會告訴我們，再行盤點。  

(四 ) 已著手進行調查下學期需要的簿本需求量，再提出請購。  

(五 ) 教科書已準備運送至越南。  

【校長回應】  

 行事曆請大家依照進度在橫向協調，希望在禮拜三晨會跟大家作最後確認。

哪些事項須讓同仁先做預備，先知道的請於行事曆列明，包括教師研習等。  

 教育部補助方案，各處室有任何需求請儘快提出。今天早上與師大黃教授在

討論，有沒有可能本來在學校辦的備課可以在台灣來辦，這部分納入計畫，

看是四天三夜還是三天兩夜，晚上大家還有充分時間大家作交流及分享。  

 註冊單請儘快公告上網及發放。  

 也謝謝黃益堅老師指導學生參加小論文寫作比賽獲得甲等，也是好的開始。  

 

三、 【學務處】 

學務主任   

(一 ) 1/11 上午 7:30 舉行教師晨會。  

(二 )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程序及第二學期開學日程序詳如【附件二 -第 13

頁】，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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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長  

(一 ) 回收國 .高中部志工服務卡，登記時數。  

(二 ) 請各組將 105-2 導師手冊資料，於 01.11 下班前放置學務處訓育組 (105-2 導

師手冊 )資料夾。  

(三 ) 規劃本 20 週年特刊 -成立編輯小組 .特刊編輯計畫與實施要點 .徵稿實施方式 .

編輯進度表等。  

生輔組長   

(一 ) 105 第二學期住宿申請單已發下，繳交期限為 1/13 號，並於 1/17 公布申請
通過名單。  

(二 ) 預計於 1/12 16:30 於中學部視聽教室召開中學部德性評量會議。  

體衛組長  

(一 ) 國慶盃 3 對 3 籃球賽小學組於 1/17(二 )段考後下午舉行；高中組於 1/11(三 )

下午第一節舉行，詳細賽程已公告於公佈欄。  

(二 ) 學部班際躲避球比賽，於 1/18 上午舉行，詳細規則與報名表已於 1/5 發給

各班導師。  

課外活動組長   

(一 ) 還未輸入社團評語的社團老師，請在週三 (1/11)輸入完成。  

【學務主任建議】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程序，時程更改為：7:50~8:30 打掃時間；8:40~9:00

導師時間；9:10~10:20 休業式；10:00~10:30 放學。  

【校長回應】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程序頒獎原則上，除非認為非常有必要的，讓孩

子提早喜悅、歡喜過年，能夠及時辦完是比較好，若來不及就不要勉強在休

業式頒發。學生 7:50 到校就開始打掃，導師時間縮短成 20 分鐘就夠，這樣

就有充裕的時間來頒獎，得獎照片請掛上網頁，與家長分享。  

 導師手冊請儘量用電子化，不另印製紙本。校外專家有提醒，學校規章辦法

很多都是舊檔案，請各處室要更新。導師手冊請學務處一定附上正向管教辦

法。  

 特刊編輯小組請儘快啟動。  

 

四、 【總務處】 

總務主任  

(一 ) 1/9 上午 10:00「小學部大樓委託安全鑑定」開標。  

(二 ) 已將興建校舍藍圖轉給建築投資顧問公司，俟 1/10 報價後，上簽確認委託。  

(三 ) 本周完成 105 年教育部補助計畫成果報告、完成 106 年申請補助計畫。  

(四 ) 1/13 下午 4:30「106 年保衛公司」開標。  

(五 ) 準備「小學部安全鑑定」所需資料。  

庶務組長  

(一 ) 由於 1/4 之事故，也許受到波及之設備並不僅止於一個高壓電變電器、兩

個消防馬達及兩個自動停水控制器，通報損失設備之時間僅有兩日，透過

跟國泰理賠人員爭取，如各單位協助如有發現其他設備受到波及，請務必

於 1/10 日五點之前通報總務處，才來得及於通報截止時間前通報給國泰理

賠部，謝謝 ! 



5 
 

【校長回應】  

 1/13 保衛公司開標，大家對原有保衛的服務跟專業一直蠻有意見，希望得標

廠商會有更好的表現。  

 此次發生的緊急事故，除了很誠摯的表示感謝以外，也要提醒通報單位，各

處室在做校安通報，要及時、完整、人事時地物要交代清楚。另最重要就是

居安思危，我們接續要做定期檢視。目前正與國泰保險在做理賠溝通，但這

是消極的，能夠居安思危適時化解危機才是積極方式。  

 

五、 【輔導室】 

輔導主任  

(一 ) 確認 106 學年度報部計畫，並確認 105 成果報告。  

(二 ) 國高中小期末任輔及個案會議。  

(三 ) 聯絡 RMIT 招生處，進行高三升學相關事宜。  

輔導組長   

(一 ) 小學部認輔共有 10 名，已安排其末認輔會議，以個案會議的形式個別舉行，

會議最晚於本週舉行完畢。  

(二 ) 輔導世新採購了一批心理測驗：      

出版社 測 驗 名 稱 

心理出版社 多向度注意力測驗-題本兼答案紙 

心理出版社 中文年級認字量表  

心理出版社 國小兒童書寫語文能力診斷測驗-第二版 

心理出版社 學習適應量表-增訂版 

心理出版社 兒童寫字表現評量表：寫字困難亞型與寫字先備能力分析 

心理出版社 國民中小學社交技巧行為特徵檢核表 

心理出版社 國小學童生活適應量表 

心理出版社 國小句型理解測驗 

心理出版社 兒童感覺發展檢核表 

中國行為科學社 基本數學核心能力測驗 

資料組長  

(一 ) 生涯輔導講座、性帄宣導講座研習時數已送教師在職進修網登錄，尚在審

核中。  

(二 ) 已完成十年級學生興趣量表施測，施測時缺席的二位同學已補測，另一名
學生家長表示學生不返校，答案卡已寄回大考中心讀卡。  

(三 ) 正在進行期末認輔會議，預計下週完成，部分需要家長協助的學生，會邀

請家長參加。  

(四 ) 正在協助 10 位迄今未能提出升學書審資料的高中部同學，聯繫家長討論學

生的生涯目標。  

(五 ) 正在整理生命教育專案成果報告，完成後送核。  

(六 ) 已完成整理協助輔導室公佈欄佈置志工服務時數，本週內請學生簽領。  

(七 ) 正在檢查輔導卡 AB 表填寫狀況，提醒未能完成老師並了解其困難，設法提

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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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報告】  

 下學期行事曆，請教務處協助綜合活動課與高中導師時間在同一時間辦理，

規劃全校性共同的時段，方便舉辦全校性活動，這樣避免調代課的問題。  

 有要返臺升學的國三生，正在了解返台升高中五專相關管道規定，若需要家

長提前辦理相關文件，會發通知給家長。  

【校長回應】  

 簡單來講就是規劃共同時間與領域時間，所謂共同時間是屬活動課程的時間，

領域時間是按照各學科，各領域的共同時間，方便老師辦研習或者開教學研

究會。希望於新學期教學研究會落實執行。  

 升大學的部分，謝謝輔導室，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國中升高中的部分。  

 

六、 【國際教育中心】 

國際教育中心主任  

(一 ) 已擬定外籍教師考核表草案詳如【附件三 -第 14 頁】。  

(二 ) 105 學年度英語版英語教科書補繳書單已於 1 月 7 日已送註冊組長  。 

推廣組長  

(一 ) 與外師安排下學期 (整學期 )觀課相關事宜。  

(二 ) 與外師計畫下學期中學部英語讀書心得比賽相關辦法。  

【輔導主任建議】  

 這學期有蓋到部分學生要轉學，如這學期來不及收款，有可能教科書的錢會

變成呆帳。建議如有名單就要預先收款。  

【校長回應】  

 教務處與出納組長請儘快著手辦理，本校是私立學校定位，我們的任務就是

零呆帳。  

 除了八年級，其它年級的註冊單趕快現行作業上網公告，八年級也事不宜遲，

加緊速度，辛苦大家。  

 中師與外師的英文老師能夠相輔相成，目前為止家長跟學生都有同樣的思維，

認為學校只需要台籍的英文老師，這個觀念是比較狹隘。台灣已經非常強調

全美語授課，學生要警覺提升自己程度，提早融入國際情境，希望同仁幫忙

推廣此觀念給家長學生。  

 希望推廣組再提升英語活動，讓師生樂於參與。  

 

七、 【人事室】 

 

八、 【會計室】 

(一 ) 董事會第六屆第 14 次臨時會召開完竣。會議決議事項應辦應已簽會各處室，

請依董事會議決議辦理。  

(二 )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款支出憑證請製作一式三份交會計室，正本乙份依會計

法規定年限保存，副本乙份會計室按補助案獨立裝訂，第三份承辦單位留

存。  

(三 ) 106 年度起設立零用金制度，如果支出金額在 VND20,000,000 以下，請購

單完竣，直接向庶務組長領取現金。  

(四 ) 106 年電費將採銀行自動扣款繳納稅費 -電話費，也請美蓉協助洽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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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回應】  

 剛剛會計室提到很多作業都要簡化，是為了提高行政效能，包括銀行直接扣

繳一些費用， 取代人力作業。而且出納組長都很忙碌，常常跑很遠的銀行，

藉此節省路上的時間，更有充裕時間作業。  

 校長的核準權限只有一千美，零用金也一同調整，我是非常知法守法，所以

超過一千美一定要報董事會。會計室有所提醒請大家幫忙。  

 環保節能概念一直強調，但最近看到很多的耗材，包括水電各方面支出比以

前增加很多，也跟總務處、學務處、在朝會也宣導一定要環保節能且要減費。

尤其這次高壓輸電變電箱事件，更是提醒我們超載，而且要愛護地球，跟大

自然共生。希望體衛組與總務處訂定環保節能措施。例如中午電燈不需開，

尤其各班教室，一進教室先開窗也不一定要馬上開冷氣。水電各班的差距很

大，每天開到 16 度，學生回去就抱怨感冒了，像這樣都是非常浪費的，以

及資源正確回收。這部分人人有責，業務單位要多提醒教導、列入評分。台

灣在環保節能做的很徹底，而且是全球思維。  

 董事會會議的議決會知會各處室，請大家遵照辦理，不折不扣落實執行。有

兩項難度很高：  

 教評會設置過程，依法定比例不會調動。  

 有關運動代表隊，因 105 年動用了預備金，請同仁從後援、經費各方面

做探討，於下次董事會提案建議。一般在台灣要成為運動代表隊或體育

專長，都要報主管機關簽核，本校是私立學校就要報董事會簽核，還有

經費支用都要列明是屬預算、後援會，界定哪些是社團、教練超鐘點還

是指導費或獎金。  

 

九、 【帅兒園】 

帅兒園園長   

(一 ) 缺助理教師一名。  

(二 )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樹德科大實習學生定於 2017 年 2 月 10 日報到。  

【校長回應】  

 本校助理教師缺很久，家長也有反應，但學校薪資機構是有問題，但要調整

此結構不是那麼容易。像這次校長幹事出缺，甄選階段發現，有一位研究所

畢業很想來，她的條件比小學部英文助教條件更好，結果只領  408 美，但

小學部英文助教領到  1000~1200 美，條件更好反而領的更低。因為職位不

同，但懸殊蠻大。現在助理教師也有待遇的問題，一直聘不到人，這也是很

棘手的問題，請在座同仁推薦合適人選。  

 

參、 提案討論： 

肆、 臨時發言： 

【華文執秘】  

一、  隨著學生人數增加，以及國家都在提升調整費用，理論上水電費自然會增

加。像六日從早到晚體育館燈都是亮，可以考慮是不是學生練球都一定要

排在六日。  

二、  上次高壓輸電變電箱事件，是不是因為超載而產生的問題，還是因品質或

年限的問題。另機房旁邊就是垃圾場，老鼠出沒會不會去咬那些電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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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有這個習性  。垃圾場與機房這麼接近，一旦有火花就馬上燒起來，

易燃性嚴重性很大，可否考慮更換位置。  

三、  有關學生家長反應，英文老師只要中師不要外師，我的推測是因中學部只

看到升學的考詴，所以才這樣想。如果外師也能在升學考詴這方面著力的

話，不僅是口語上，我覺得學生的看法可以稍微改變。  

四、  行事曆的第五週 -班親會暨家長大會前面的日期是否有標錯。  

【校長回應】  

一、  在做水電支出時，都會跟同期作比較，沒有漲價的狀況之下，我們的用電

量是在增加，學生人數不過是增加三、四十個人，不應該增加這麼多水電

費用。意思是有些班級開到 16 度，家長也有反應，這些就是管理上的問

題。台灣都有定時定溫，請總務處思考如何控制，不讓學生觸碰。尤其是

水費在調漲，這是雪上加霜，此時此刻該省就省。另外用電量，一個球隊

晚上燈火通明，有時候白天還開冷氣，這部分是很耗電，在台灣用活動中

心是要提出申請。還有辦公室常常看到一兩個人，全部的燈與冷氣都開著。

請大家隨手關燈關電，人人有責，要教導孩子，尤其業務單位要主推。  

二、  高壓輸電變電箱事件，國泰保險會來鑑定，我們也很期待傾聽問題出在哪

裡，希望找一位專家提供建議。  

三、  家長跟中學部學生都提到跟外師上課都好累，學起來比較辛苦，不比小學

有樂趣。跟外師上課本來就是一個過程，期初會辛苦，程度跟上之後就能

提升，而且請外師教學偏向讀跟寫。聘外師目的是提升學生程度與競爭力，

不一定立即反映在升學的成績上，我們要給學生正確的學習態度，要有遠

見。  

四、  行事曆請教務處修正。  

伍、 散會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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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 106.01.09 

編 
號 

決議內容或指示事項 會議 日期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需要協助 

事項 

管制情形 
1:繼續管制 

2:解除管制 

1 

明年校慶逢雙十，校刊跟特刊整編成一份刊
物，節約資源，減少砍樹，也是在做地球環保
動作。校刊雖然是訓育組辦理，但要成立一個
編輯委員會，邀請國文或美編老師，立即啟動。
請各處室提前思考二十週年學校要做什麼樣的
變革，或大型活動作調整，也是脫胎換骨的機
會。  

主任 105.12.12 
學務處 

相關處室 
規劃中 

 
1 

2 

106 年度專案申請，之前我們都有溝通過，各
處室都要提報需求，較為特殊的是屬處室撰
寫，其實這部分大家都有譜，尤其預算裡面要
提報的資本門與經常門能提報專案申請就更
好。校長的薪資補貼加上同仁的年終獎金申請
專案補助。  

主任 105.12.26 

教務處 

人事室 

會計室 

明日 1/10(二),下午 4:30 分召開 106 年

教育部補助方案申請討論會議請相關

處室代表出席討論,會議通知已於今

日 1/9(一)上午發放。 

 
1 

3 

目前大家對英語、國語、越語都有同等要求，
但節數差距太大，成效怎能拉成一致。如將來
英語課減量，外師一定會作調整，實驗高中黃
校長已提供外師的評鑑，希望大家作參考擬定
評鑑基準。  

主任 106.01.03 
國教中心 

人事室 
已擬定外師考核草案 

 
2 

4 
學校公佈欄，請教務處與學務處分配，哪些是
屬各處室，哪些是屬學科，列入追蹤。  

主任 106.01.03 
教務處 

學務處 
敬悉 

 
2 

5 

目前會議紀錄的進度越來越慢，像晨會兩個禮
拜才完成。處室主任在各種會議都有書面報
告，會議當時各主任有口頭上的補充說明或加
強，希望記錄人員要據實呈現於會議紀錄，請
主任轉達給組長。  

主任 106.01.03 相關處室 敬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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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案的申請，已接近期限，請各處室主任要以
很重視的態度爭取，這是學校的大事，胡臺校
除了年度預算以外，最重要的是教育部補助，
如果再爭取不到，學校經營更辛苦。  

主任 106.01.03 相關處室 敬悉 
 

2 

7 

與翁董事長又爭取到老師的桌椅，01/04 會送
25 張椅子來校，希望總務處先思考，老師的
部分有哪些椅子殘破不堪的優先換，因都是台
灣訂製，下一批貨要等到二月。  

主任 106.01.03 總務處 

已經收到 25 張椅子，將分發給高中 5

張、國中 7 張、小學中年級 2 張、小

學高年級 3 張。 
 

2 

8 

從空間規劃會議至今 500/1 的建造申請，接下
來還要檢送資料，請總務處儘快規劃工程管理
進度。  

主任 106.01.03 總務處 
1/10 顧問公司將報價，檢送資料由顧

問公司整理，再送南管局。  
2 

9 

請學務處於期末前通知同仁，明年校刊與特刊
整編成一份刊物，召開籌備會議，任務編組，
避免重複作業。  

主任 106.01.03 學務處 規劃中 
 

1 

10 
1/9 上午 10:00 小學部大樓委託安全鑑定乙案
開標。評選委員名單要一週前通知。  

主任 106.01.03 總務處 
日後開標若需有評選小組，於一周前

通知。  
2 

11 

已著手計算 105 學年每位學生應繳之外師英
語科書費，待外師確認名單及書名後可完成繳
費名單，預計 1 月 5 日可完成。  

主任 106.01.03 國教中心 已寄給註冊組英語書單繳費明細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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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程序 

日期:106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8:00~10:30 地點:活動中心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8:00~8:50 打掃時間 各班教室及環境區域 

9:00~9:30 導師時間 各班教室 

9:40~10:20 休業式 活動中心 

10:30 放學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程序 

日期:106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 

時間:8:00~16:00 地點:各班教室、活動中心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8:00~11:00 辦理註冊  

11:10~12:00 導師時間(班級幹部選舉) 國小部 11:30 午餐、午休 

12:00~13:00 中學部午餐、午休 各班教室 

13:10~14:00 全校開學典禮 活動中心 

14:10~15:00 交通車隊編排 活動中心 

15:10~16:00 正常上課 各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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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外師考核表 

學校 (Name of the School): TS HCMC        期間 (Dur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 

外籍老師 (Foreign English Teacher): _____________           Date:        

 

         5: Excellent         4: Good         3: OK        2: Weak         1: Poor 

           (特優)             (好)            (可)           (差)           (極差) 

                       5  4  3  2  1 

1. 願意與學校中籍導師充分溝通。(10%)……………………………………….. □ □ □ □ □ 

Willing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hinese homeroom teacher at school 

2. 在會議達成協議後，能在相關事項上展現改進的努力。(10%)… …..……  □ □ □ □ □ 

Showing efforts to improve the weakness that has been discussed at meetings 

3. 能積極並持續與班級家長進行溝通。(10%)………………………….………. □ □ □ □ □ 

Willing to keep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in class 

4. 當獲知家長意見後能積極展現配合態度。(10%)…………………………. … □ □ □ □ □ 

Acting the coordinate attitude when acquiring opinions from parents 

5. 教學觀摩表現良好。 (10%)…………………………………..…..…………… □ □ □ □ □ 

Making efforts on teaching presentation and getting excellent performance 

6. 作業抽查中確實批改作業、使用聯絡簿並簽名 (10%)……………………… □ □ □ □ □ 

Precise checking students’ assignments, using the communication book in official check records 

7. 能積極配合學校舉辦之英語相關活動。(10%)…………………………….…. □ □ □ □ □ 

Willing to support English activities as required by the school 

8. 出席每次外師會議。 (10%)………………………………………………..….. □ □ □ □ □ 

Taking part in Foreign Teachers’ Meetings at the school 

9. 準時每節上課及下課。 (10%)………………………………………………… □ □ □ □ □ 

Punctual attendance in every class 

10. 符合學校出缺勤規定。(10%)……………………………… …………………. □ □ □ □ □ 

Comply with the school attendance regulations 

 

                                                    SCORE:                 

其他意見 (Comment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Academic Department Sign/Stamp Principal Sign/Stamp 

 (國際教育中心主任簽名/蓋章)        (教務主任簽名/蓋章) 

 

(校長簽名/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