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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4 次主任會議記錄 

時間：106 年 0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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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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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報告事項：  

一、  【校長室】  

(一) 請各處室官方公文的編輯格式與版面要著重，例如標題、排版、縮排、上下左右要

對稱。參考 APA格式。條文、辦法、計畫各有不一樣寫法體例。 

(二) 校慶 20週年的紀念特刊，謝謝學務處領軍的編輯小組，知道有些老師覺得這是增

加他的工作，所以除了誠摯感謝之外，還要誠摯的提醒大家要共襄盛舉，擔當重任

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所以各位主任若有聽到一些負面的話，請給他們一些增強。 

(三) 學校現在也在做一些變革，變革就會有很多的火花，也會有人不滿意，可是要人盡

滿意真的不容易。所以當你們聽到一些怨聲載道的時候也是要跟他們做回應。沒有

無法解決的事情，所以請各位主任多擔待一下。比如部分組長本來是 6堂的鐘點，

現在變成 8堂，這都是有背景的因素的。溝通、協商沒有結果的時候，到最後只能

到董事會做議決。很多問題可以提出來但是要理直氣和，我們都要以身作則，聽到

問題就要來面對。我們要去做導正，要跟他們講背景因素，不要讓他們氣在心裡頭。 

(四 ) 上週看到小學部四棵老樹的樹葉，本來綠綠的，現在看起來就沒有力氣，

禮拜一看到的樹就枯掉了，要趕快搶救。老樹陪伴我們這麼久，砍掉心裡還

蠻難過，那也是很多孩子的共同回憶。 

(五 ) 請總務處要管控燈的問題，按照固定的時間開關，巡堂時常常看到小學部，

上室外課，學生不在只剩教師一人，全部燈都亮，冷氣也開，教室的燈有分

幾排燈，應該只要開自己坐的那一排就好，老師要以身作則，晚上一些老師

也在教室，燈全開著，這也是一種浪費。走廊的燈也不用太早開，保衛四點

多就開了，要看天氣，天還亮就不用先開。 

(六 ) 今天巡堂有看到四年級，越語老師在上課，把學生罰站在走廊，那時候已

經快十點了，天氣熱，孩子一頭汗。原因是因為學生從開學到現在都沒有課

本。老師要罰也要考慮到學生的體力，而且這個學生從開學就沒有課本了，

應該儘早處理。請教務處要主動去關心一下，也跟越語老師宣導不能處罰學

生站在走廊，頂多在教室裡，不要影響孩子的受教權。 

(七 ) 我們一直宣導要環保，多用 E 化，我們的通知單一直一直在印，問題是有

發但是沒通知到。中學部是一個例子，感覺都沒收到訊息，家長一直反映。

所以請學務處把跟家長通訊方式列入家委會工作報告，因為接下來家委會還

是要開兩次，上次家長反映學務處沒有通知班級代表，所以還是要再開一次。

這次開會要列入報告，請家長代表建議看怎樣跟學校建立一個橋樑，節省學

校的紙張。盡量用 Email 或 E 化，尤其是中學部。 

 

二、  【教務處】  

(一)  04/12 (三)、 04/13 (四)小學部期中考，麻煩各位命題教師於本 04/01 (六)前

繳交答案及題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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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4/03 (一)第 21屆大墩美展送件截止，如頇相關活動簡章歡迎至教學組詢問。 

(三)  04/10 (一)第 48屆世界兒童美術展送件截止，如頇相關活動簡章歡迎至教學組詢

問。 

(四)  04/20 (四)中午，小學部讀經抽背。 

(五) 小論文作品預計上傳 6篇。 

(六) 故事接龍報名於 4/3~4/5，4/10~4/11。 

(七) 請任教 G12的老師將第二次僑生考詴 4/10~4/11模擬詴卷交至課務組。這次只有 6

名參加僑考，考場會在 3F的視聽和團體諮商室。目前還在規劃中。 

(八)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師每週授課節數編排 ，週三會跟導師說明。教務處還在考慮

資訊是否要上網公告。 

【校長回應】 
 各處室要思考報告裡面年、月、日的統一寫法。 

 教務處要推動段考審題的制度，因為之前發生很多問題。 

 學生反映學校推動美術或美感教育太少，鼓勵參展但不鼓勵表演藝術比賽，可為和

不可為，美術老師要衡量。 

 請各處室提供比賽活動時間表給美蓉整理，時間允許我都會過去關心。 

 12年級僑考場地請各處室協商一下，看如何做最順暢。考場要有 3 間：詴務中心、

考場、休息區。桌子要全新，請總務處協助。教務處要管制好學生和僑考專區。 

 我們的授課節數都按照教育部的規定，只是基本授課多兩節而已。上不上網那不是

必然但是要跟老師，尤其是組長更要說清楚。教務處晨會要宣布,也要 Email給老師

知道。 

 

三、 【學務處】 

(一) 家長會祝賀本校同學 3/29青年節及 4/4兒童節禮物已送到學校。 
(二) 3/29(三)上午 7:30舉行教師晨會，下午 16:15召開 20週年校慶特刊訪談說明會。 

(三) 3/30(四)下午 16:15召開獎懲委員修訂條文會議。 

(四) 4/1(六)補上課學生上放學交通車完成通知。 
【校長回應】 
 禮物都是會長送的，理論上要請會長來發，但是會長現在人在日本，請學務處聯絡

會長。 

 20週年校慶特刊的採訪時間，會長跟許會長的時間一樣，是 4/1～4/6。 

 4/1 的補課，教務處和學務處都有通知學生，但是沒有告知學生是補哪天。所以要

公告清楚是補 4/7的課。 
 

四、  【總務處】 

(一) 本周 PCM上網招標。 
(二) 準備 PCM需求說明會。 

【校長回應】 
 3/24董事長有跟 1/500顧問公司和建築師三方會談，有交待幾個重點，總務處要記

起來著手： 

 PCM招標一定要快。 

 處理建築師的評選，把評選委員會成立起來。 

 這兩個要雙管齊下，希望在 6/20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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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公司要我們現在和未來成長空間的數據請總務處盡快提供。 

 國際司有 email來請我們趕快接續興建工程申請補助的計畫，包含經費概算表。四

月初總務主任回臺，請親自把公文送去。 

 

五、  【輔導室】 

(一) 清寒助學金家訪已全部完畢，擬於下星期三召開第二次助學金會議。 

(二) 高三個人申請大學及科技院校榜單皆已放榜，今天開始進行模擬面詴。 
(三) 畢業學長大學生涯分享座談會擬於 03/31(五)下午最後一節課進行。 

(四) 明天下午 03/28(二)16:10會開輔導委員會議。 

 【校長回應】 
 建議未來模擬面詴建立人力資料庫。老師還是要搭配，老師還是專業的，家長這邊

的專業是比較在職場上或學生具備的特質，老師部分是教一些應對技巧。這樣分工

會比較好。 

 

六、  【國際教育中心】 

(一) 本週小學英語期中口詴、下週英語期中考。 

(二) 國際教育中心英語文各項競賽辦法於本週公告。 

【校長回應】 
 請提供活動時間表給美蓉，時間允許會去看給大家加油。 

 

七、  【會計室】 

 

八、  【人事室】 

(一) 中學部楊老師建議 106 學年度起，臺灣籍教職員機票補助 480 美金/

學期，於每學期第一個月直接匯入帳戶，無頇檢據核銷。 

說明: 

〈一〉因 106 學年度起，臺灣籍教職員機票為定額補助，無頇依票面

價錢核銷，建議無頇檢據核銷，而是於第一個月與薪水匯入帳戶。(當

學期新進教師於第三個月後匯入)。 

〈二〉為簡化行政流程，建議比照臺籍教職員住宿補助、外籍教師機

票補助方式，直接入帳，無頇檢據核銷。 

【人事室 會計室回應】住宿補助無頇檢據核銷，為現行行政院規定；

機票核銷現行法規仍需檢檢據核銷，人事室可將同仁之提議提案列入

董事會審議，但請人事室彙集優缺點俾報告簡化行政程序之所祈。 

〈三〉除不可違抗之因素，教師個人因購買機票衍生之相關問題，及

無法於預計時間返校任職之問題，應由教師個人自行負責。 

【人事室 會計室回應】 

 105.12.29 第六屆第 14 次董事會議臨時會修正通過胡志明市臺灣

學校中華民國籍教職員福利措施辦法第七條「編制內我國籍教職

員每學期由學校提供臺灣-胡志明市來回機票定額補助 480美元。

搭乘之航空公司由同仁自行訂購，依規定期限檢附合法憑證申請

補助核銷，學校依市場機制定期檢討補助金額，若有增減變動需

要，專簽董事長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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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通過辦法若欲修正，需再提董事會審議通過。 

(二) 小學部老師建議請全額補助八月單程返越機票建議案，說明如下： 

〈一〉學校將從 106學年度起實施每學期機票補助 480美元的新辦法，

配合新制每學期購買來回機票，八月底桃園-胡志明，1 月底胡志明-

桃園，半年票票價不斐。（附件一、二、三） 

〈二〉從金額上看單程票真的不便宜，但是搭配月票或季票，僅僅兩

個回合價差就高達 664 美元。新舊制度的過渡階段，民國 106 年八月

購買單程返越機票，搭配民國 107 年起 寒假/暑假皆購買來回月票或

季票，一年度機票補助 480X2=960 美元 與 1010 美元相差僅 50 美元，

懇請 鈞長考慮全額補助八月單程返越機票，讓定額補助的美意能充

分展現。 

【人事室回應】 

 人事室於 3 月 27 日上午至長榮航空網站購買 106 年 8 月 21 日桃園

-胡志明市單程票價 13482 臺幣；來回票價 14520 臺幣〈回程 107

年 1 月 27 日〉，同時上中華航空網站購買 106 年 8 月 21 日桃園-

胡志明市單程票價 12082 臺幣；來回票價 9238 臺幣〈回程 107 年 1

月 27 日〉請參考。 

 學校將設單一聯絡人與華航、長榮航空，隨時轉達特惠訊息，如下

週長榮航空將有季票特定航班〈下午時段〉可更改日期之促銷價 268

美元。 

 

【校長回應】 
 審查「106學年度教師員額編制及教師甄選事宜」，審查要改議決或研議，我們是私立

學校，所以只是初審，後面還有董事會。業務報告要寫清楚，讓老師清楚自己的角色。 

 第二個提案如果不檢據，會有甚麼後遺症？ 

  

【校長回應】 
 還沒修法之前，還是要依照辦法來檢據。如果當成福利，列入薪水就不會再有這些

問題。 

 修法時要註明清楚，研習就需要檢據，如果接受教育部的補助就不應該再有學校的

補助。研習也是老師的義務。人事室 6月份董事會就要提出修法。朝向不檢據，但

是要把例外寫好。 

 行政因為公務回來時間不一樣，會延伸 50美元改票手續費，請各處室主任趕快邀聘

組長。如果是因為公務因素就由學校付。若是個人的因素，就個人付。 

 剛剛有跟長榮總主任請益，他不認為學校要補助單程，來回是會有特惠價。大家要

清楚航空公司訂價的原則。來回的特惠價會比單程的划算。所以不要用單程。我有

問他怎樣給老師們充分的選擇，或是買到特惠價，原則上他會把特惠的訊息 line給

我，我再把這個訊息轉達給主任與老師群組。週三晨會跟老師宣布。 

 

九、 【帅兒園】 

(一) 缺助理教師一名。 

(二) 樹德科技大學家庭與服務系助理教授鄭舒丹，4月 14日蒞校訪視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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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帅兒園戶外遊樂設施蜂巢一組，雙道溜滑梯一組，攀爬架四組,帄衡桿兩組，搖船

一組，共九件。已使用 18年，器材破舊，危及使用者安全。上週會同庶務組會勘，

將進行報廢。 

【校長回應】 

 學生安全最重要，遊樂器材該退役就要退役。 

 

參、 提案討論：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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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 10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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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從淘寶網購置，價錢 435 美元，

不含運費(CN¥6/公斤) 
106.03.27 1 

2 
未來機票的定額補助，請人事室與會計室思考一
套簡單有效方案。 

行政 106.02.20 人事室 
會計室 

收集老師因購買機票所產生問題，

所提 2 個建議案，提請討論。  
1 

3 
同時也請人事主任與 2 位老師説明，提前告知可
能有超額教師 行政 106.03.06 人事室 開完教評會後告知。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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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排定時間表自 4 月開始向老師們

宣導成立。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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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上週收回調查表這次仍然因人
數不足無法開班。調查結果請教務
處先回應前會長和副會長。 

 1 

6 
外訂餐飲,學務處要思考用甚麼方式引導和對

校外廠商的管理。 
行政 106.03.20 

學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已彙整校外廠商提供越南
政府核發合格證明，並公告學校網
頁讓學生訂外食參考。要先從導師
著手，導師要有健康概念，給孩子
宣導健康和環保的常識。總務處要
協助學務處。 

 1 
 

7 
我們要怎樣讓孩子在很短的時間內有所進步，

要怎樣引導學生自我管理的自主學習。 
行政 106.03.20 教務處 利用晨會時間及朝會集會時間向學

生宣導。 
 1 

8 
教學組和課務組陸續都有辦比賽，希望再有創

意一點，讓孩子有創意的啟發。 
行政 106.03.20 教務處 

本學期辦理中學部趣味科學競賽，
下學期比賽規劃將朝向趣味多元進
行設計。 

  
1 

9 
12 年級雖然一半以上榜了， 但是教學還是要

正常化。 
行政 106.03.20 教務處 目前依此原則進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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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化學實驗室要很慎重的處理， 總務處按照設備

組的需求或嚴重性來排優先順序， 如果預算允

許，可以做補充維修。 

行政 106.03.20 
教務處 
總務處 

感謝總務處已施工完成。建議總務
處下學年度，各課提出需求，開學
要召開【設備採購會議】。 

 2 

11 

各處室檢視一下，進出表單是否有雙語，建議

可以刻個章讓保衛可以看，但是也請總務要指

導保衛，最近換的保衛表現沒有以前好。各處

室有客人來訪，要統一窗口，通知美蓉管控進

出訪客。 

行政 106.03.20 總務處 已經告知守衛統一窗口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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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於 5/17(三)利用中學部班會
時間舉行週會及各項事務宣達。 

 1 

13 
班級電腦常常接觸不良，可能這跟操作有關係， 

請資訊組多指導使用方法。 
行政 106.03.20 教務處 

現在新購置 IGT 雲端播客系統,由
資訊組於辦理播客系統研習時一併
列入。我們目前的軟體跟廠商的不
符，所以廠商會把軟體灌好，送回
來，預計這禮拜會好。測詴完會開
辦老師的研習。 

 1 

14 
請資訊組提供 6 臺電腦給輔導室做查詢專區，

這是有必要的。 
行政 106.03.20 教務處 

已整理電腦中，但小學部的電腦年
限有 5-6 年之久,是否使用請再斟
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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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助理教授 鄭舒丹 
 

106/04/14(五) 拜訪行程 
 

時間 行程 備註 

09:30am 抵達胡臺校 先拜會校長/園長 

10:00am~ 

10:30am 

拜會江校長與陳園長 與長官(校長/園長) 討論

學生實習狀況 

10:30am~ 

11:00am 

與實習輔導老師討論實習生 

(劉燦瑜與潘姿汝)之實習狀況 

 

11:00am~ 

11:30am 

與實習生討論實習狀況  

11:30am~ 

12:00pm 

觀察實習生實習狀況  

12:00pm- 訪視結束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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