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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01 次主任會議紀錄 
105 年 08 月 15 日 

時間：105 年 08 月 15 日（一）13:00 

地點：校長室 

出席人：詳見簽到表 

主席：江校長家珩               記錄： 鄧惠敏 

壹、 主席致詞 

一、 各位主任大家好，今天是第一次召開主任會議。主任組長同是主管，在學校儘量不

要有階級之分的感覺，用名稱來定位，以後改名為「主任會議」。 

二、 主任團隊到齊後一併發給兼職聘書，發聘書過程萬般期許，各位接聘書也是有非常

多擔待。不管是承擔或付出，這個過程對大家來講是另外一種服務、也是一種成就。

請大家調整心情，各位都是資深主任，希望帶領過程都能夠很順遂。 

三、 離開學不到兩個禮拜，開學前置作業請各處室儘快就定位。 

四、 歐秘書已傳 line 確認，0824 國教署署長蒞臨本校，行程安排先參觀丁善理紀念學

校。 

                                                                                      

貳、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教務處於 8/15~8/26 和新竹教育大學辦理 2 週作文營隊課程,並訂於 8/15 上午舉行

開課典禮,感謝各單位的協助。 

【校長指示】 

 六位新竹教大的志工，服務時程會跨到開學一週，各處室有頇人力請安排協助，

這是志工們的成長學習機會。 

 對學生來講，作文也是語文表達，非常重要一環，將來也會回應到升學考詴。請

教務處督導學生的學習態度。 

(二) 8/22 至 8/25 的教師研習課程配當如附件一。 

【校長指示】 

 將來公告的部分必頇是確定版本、呈現結果。班級經營與活化教學工作坊（三）

請柯良潔組長經驗分享，也請教務處列明柯組長的主題。 

(三) 註冊組報告目前積極準備 8/26 早上 11：00 的「註冊會議」，有關導師名單及教

室配置圖表等與學務、總務處互相溝通協調已取得相關處室協助，提供資料並彙

整成製作註冊手冊，另外註冊當天麻煩會計室聯絡銀行人員收款事宜。 

【校長指示】 

 以後學校有任何獎補助，請教務處確切傳達、處理。因註冊組長是新任，請蔣主

任多督導、提點。 

(四) 設備組報告事項 

1. 境外教師研習，教育部交代 3 件事： 

(1) 針對海外教師，教育部設有典範教師獎勵辦法。每校可以報名 2 位，每一年度

選出 8 名老師。今年度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並沒有報名，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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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 

 學校一定有優秀老師參選典範教師，非常值得大家做楷模學習，請教務處查證報

名時間，未來一定要推薦人選。 

(2) 教育部從今年開始將舉辦學生暑期返台座談研習，學校要注意報名參加。 

【校長指示】 

 學生暑期輔導課校長已商借國立臺南一中、新北市立綜合高中，北部南部各一所，

以後對口單位要提早作業。 

 將有返台座談或參與新北市的營隊（包括文化、體驗、服務學習）一定要把握機

會，請各處室把需求要項列明，趕快作下一步合作簽署。 

(3) 教育部將推廣華語文教育，培訓幼兒園華語文教育師資。 

2. 教育部每一年上學期期末將舉辦"歡迎返台讀書的學生座談"。 

3. 台北市教育局提供"臺北酷課雲"平臺 cooc.tp.edu.tw，供學生、老師、家長隨取即得

的數位服務。 

4. 新北市提供"新北市親師生平臺"，大家可以上網交流學習。 

【校長指示】儘量連結國內資訊平台讓老師作自我充實。國立學校、新北市立學校都分

設有學科中心，對中學部老師都有幫助，請教務處都掛在網頁平台。 

5. 教科書預計 8/18~19 送達越南，聽候辦事處指示，前往抽書送文化部檢查和提領。

若胡志明市規定市區道路白天不可以行駛貨車，書下班後才能送達學校，請總務處

職工加班支援卸貨。 

6. 本學期教科書送達時間較晚，書送到後將徵求志工幫忙發書。 

【校長指示】將來如有同樣服務學習時間稍微延後點，孩子也成長、學校也有人力，才 

能達到雙贏。 

(五) 2.8/16(二)已完成新生暨恢復原級學生考詴。 

(六) 8/29 開始，預計規劃竹教大志工學生進行行政實習，屆時可能會以兩人一組的方

式，進行輪替，再麻煩各處室幫忙。 

                                                                                  

二、 國際教育中心： 

(一) 推廣組：臺南一中、新豐高中預定時間組團來校，時間改為 0927 號，國際教育

中心會與兩所學校保持聯絡。 

【校長指示】臺南一中、新豐高中來校時要好好接待，讓來賓感到溫暖，才能永續合作。 

(二) 研發組：安排外籍教師因科目分組較為複雜，克服當中，若需協助請教務處多多

幫忙。 

【校長指示】中師、外師是要搭檔，若需協助請蔣主任多多幫忙。 

(三) 華文執秘：有 29 學程編班，C1~H2 總共有 24 班，原來授課老師部分已離職，也

許會動用到中學部國文老師協助。 

【校長指示】華語師資安排黃組長也很焦慮，必要時請中學部國文老師幫忙。 

                                                                                  

三、 學務處： 

(一 ) 學務處新任組長 8/16 晚上全員到齊 ,8/17 上午 10:00 舉行處務會議。  

(二 ) 8/25(四 )G7.G10 新生始業輔導各處室相關資料準備中。  

【校長指示】課程儘快安排，掛上網。本次課程的安排動靜穿插、內容活潑讓  

學生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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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105 年雙十國慶國慶 8/29 辦事處召開協調會決議 : 

1. 10/9(日 )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園遊會、承辦單位 :胡志明市台商協會、協辦

單位 :臺灣學校  

2. 國慶盃籃球賽、承辦單位 :平陽省商會、協辦單位 :臺灣學校  

3. 10/10(一 )雙十國慶慶祝酒會邀請本校社團表賽  

【校長指示】國慶一系列活動以學務處為主，各處室協助。學校扮演協辦角度

要更主動。 

(四 ) 提請討論：  

1. 慶祝雙十國慶籃球賽場地借用方式及校園安全因應措施。  

【校長指示】 

 依照當前國慶任何相關活動需求，辦事處是主辦立場，學校是總領事館學

校，也是協辦單位責無旁貸。場地一定全面提供，學校唯一考慮空間就是

如何安排配合。 

 校園安全配套：安全 -不能夠破壞、整潔 -清理垃圾，請學務處想清楚細節

後，再與臺商協會和睦交談。  

                                                                                 

四、 總務處： 

(一 ) 教育部補助款 105 資本門 A10502 校舍建築安全維護修繕，由「大天投資建築責

任有限公司」承做。  

(二 ) 教育部補助款 105 資本門 A10504 活動中心建物暨幼兒園修繕工程計畫，由「志
德建築貿易有限責任公司」承做。  

(三 ) 教育部補助款 105 資本門 A10506 行動學習環境建置計畫，由「信寶蘭責任有限

公司」承做。  

(四 ) 教育部補助款 105 資本門 A10507 教室老舊電腦汰換計畫，由「建欣科技有限公

司」承做。 

(五 ) 教育部補助款105資本門A10508教學設備改善計畫(班級教室投影機建置計畫)，
由「建欣科技有限公司」承做。 

(六 ) 教育部補助款 105 經常門 B10511 自然增班教室設備增購計畫，由「Thanh Phat

公司」承做。 

【校長指示】 

 以上六個標案進行順利，請總務處驗收從嚴。  

 另外兩案會同會計室爭取招標時間，儘快上網公告。  

 開學前全校總安檢、設施保護、美化校園，總務處儘快展開。工程收尾注

意安全。  

                                                                                 

五、 輔導室： 

                                                                                  

六、 幼兒園： 

(一) 幼兒園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主題課程。  

1. 大班 

(1) 快樂ㄧ班（開學適應） 

(2) 超級運動會（身體操控） 

(3) 飛行大探險（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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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過新年（文化體驗） 

2. 中班 

(1) 好朋友（開學適應） 

(2) 健康小超人（身體操控） 

(3) 交通工具叭叭走（科技應用） 

(4) 冬來了年來了（文化體驗） 

3. 小班 

(1) 我上學了（開學適應） 

(2) 身體動ㄧ動（身體操控） 

(3) 車子嘟嘟嘟（科技應用） 

(4) 新年快樂（文化體驗） 

(二) 幼兒園 105 學年度幼教師職務分配。  

1. 大ㄧ班導師黃雅婷 

2. 大二班導師陳怡靜 

3. 中ㄧ班導師馮琦羚 

4. 中二班導師林婉玉 

5. 小   班導師陳佳穎 

(三) 感謝總務處於暑假期間，進行幼兒園設備設施維修及更新。 

(四) 謝謝總務處已將幼兒園在台採購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材書籍，全數運抵學
校。 

(五) 謝謝人事室協助徵聘幼兒園助理教師、清潔工。 

【校長指示】發動同仁推薦人才。 

                                                                                  

七、 人事室： 

(一) 修正本校教師聘約、代理教師聘約引用條款及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修訂後簽核。 

【校長指示】針對辦事處教育組來文，引用條文時敘寫脈絡要正確。 

(二) 0818 新進教師研習計畫，規劃一天的時間進行。 

【校長指示】 

 研習不要形式化，該做的還是要做，經費預算主動詢問會計，研習讓老師心裡安

定，認識喜歡大環境，這樣才能留住老師。 

 課程建議請資深同仁分享這幾年來的生活、如何熬過陌生及不適應的經驗，心理

建設很重要。研習課程要有廣度、深度、最重要是溫度。 

(三) 依照行事曆 0822 是新進教師及職員薪級審議，擬成立敘薪審議委員會，名冊已

上簽，預計 16 點 50 分召開。 

【校長指示】儘量安排在上班時間，讓大家於下班後休息、恢復體力。另請新進老師

儘量配合時間提供資料為紀律。 

                                                                                     

八、 會計室： 

 

叄、討論提案：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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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至 8/25 的教師研習課程配當 

◎ 第一、二天 

時間 8 月 22 日(星期一) 8 月 23 日(星期二) 

8:30~8:50 報到 

9:00~10:20 台灣創課教育機

器人到偏鄉教案

分享 

東石高中 

林東成老師          

順發 3C 電

腦公司 

鄭志強、李光

榮先生 

華語文教學部落格建置實務(一) 

1.網上溝通與學術資料展示及分

享實務簡介 

2.Google Document 雲端檔案和

資料夾應用 

3.Google Picasa 雲端相簿編輯與

分享 

邱奕智老師 

【鼎捷軟件(越

南)責任有限公

司系統規劃師】 

10:40~12:00 

12:00~13:20 午餐 

13:20~14:50 班級經營與活化

教學工作坊(一) 

林國楨教授     

劉秀嫚教授     

分組上課 

班級經營與活化教學工作坊(二) 林國楨教授     

劉秀嫚教授     

分組上課 

14:50~15:10 休息 

15:10~16:40 班級經營與活化

教學工作坊(一) 

林國楨教授     

劉秀嫚教授     

分組上課 

班級經營與活化教學工作坊(二) 林國楨教授     

劉秀嫚教授     

分組上課 

16:40~17:00 意見交流 

備註  

◎ 第三、四天 

時間 8 月 23 日(星期三) 8 月 25 日(星期四) 

8:30~8:50 報到 

9:00~10:20 華語文教學部落格建

置實務(二) 

1.網頁界面之個資保護 

2.日曆與地圖應用於部

落格實務 

3.協作平台與 Picasa 進

階操作實務 

邱奕智老師

【鼎捷軟件

(越南)責任有

限公司系統規

劃師】 

華語文教學部落格建置實務(三) 

1.協作平台導覽列設定 

2.協作平台好用小工具示範實例 

3.協作平台相關功能設定綜合實

務 

4.第三方功能或程式碼加入華語

文網誌實務 

邱奕智老師 

【鼎捷軟件(越

南)責任有限公

司系統規劃師】 

10:40~12:00 

12:00~13:20 午餐 

13:20~14:50 班級經營與活化教學

工作坊(三) 

林國楨教授     

劉秀嫚教授     

分組上課 

陳校長偉泓經驗分享會(或柯老

師經驗分享) 

丁善理中學校長 

(柯良潔老師) 

14:50~15:10 休息 

15:10~16:40 班級經營與活化教學

工作坊(三) 

林國楨教授     

劉秀嫚教授     

分組上課 

校長校務溝通對談會 本校江校長家珩 

16:40~17:00 意見交流 

備註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