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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04 次主任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0 月 11 日（二）9:3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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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首先謝謝大家，10/09 升旗典禮、雙十晚宴孩子的表演、還有一系列活動，

這一連串的大型活動，各位的努力是值得的，掌聲得來不易，都靠團隊協

調合作，同仁們相互支援。  

二、  列管事項再作提醒：  

(一 ) 請注意日期，有些事項過了一段時間就要報告成果或執行情形。  

(二 ) 網頁的部份有改版，各處室進一步填充和完善新版網站内容與個人簡歷。 

(三 ) 下回學測、英聽測驗，教務處更要提早作業，清楚推薦帶隊老師，規劃安

排。讓家長清楚知道學校有在張羅此事，而不是任由學生自行返臺應考。 

(四 ) 七年級的英語教材，有反應說中師的英語教材太淺，而外師卻太深，調整

取得一個平衡點。  

(五 ) 轉學生業務從教務處出發，知會相關處室予以配合，多加關心。  

(六 ) 週六營隊，場地是可以克服，場地需求放在經費需求。學校場地的確很小，

請學務處要多功能思考。  

(七 ) 有關 7A、7B 空間調配乙事，有否更明確或替代的方案，會計主任建議開

班會，輔導主任建議做問卷調查，總務處衡量處理，敘寫。  

(八 ) 漏水的問題及將來工程併案考量：  

1. 宿舍門口 -寒假施工。  

2. 漏水 -平常要檢視，尤其下雨天。  

3. 校門口坡坎太大 -幼生從校車下來，又背東西又爬大坡坎，本週起有愛心

小天使看顧，請總務處思考克服。  

貳、 主席致詞 

一、  本次在教育部開會，有兩個重點：  

(一 ) 個資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年底前完成訂定，列入訪視重點，及新年度

經費補助依據。  

(二 ) 教育部 05/20 有服儀規定來函，應以舉辦校內公聽會、說明會或進行全校

性問卷調查等方式，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循民主參與程序訂定服儀相關

辦法，不得將服裝儀容作為處罰依據。本校在開服儀委員會，類似公聽會

而已，學務處思考是否具有代表性。  

二、  一直期待把臺灣 PLC 教師專業社群帶入學校，請柯組長大力推廣 PLC,多

年來是跨校社群種子。目前為止外師配合度很好，鼓勵臺籍英文老師熱衷

參與度，跟外師相互融合。  

三、  有關寒暑假行政同仁輪值表請人事主任安排，以利購買機票。20 號以後機

票大幅增加，機票方面希望能為學校省點經費。目前為止只有三位是 20

號以後出發，若不在允許範圍內購票，則頇個別溝通或專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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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傳愛教育基金會，目睹龔董和吳會長很積極，希望待會各處室都能提

出，強調事情有輕重緩急，把最要緊擺在前頭，尤其要緊扣學習風氣。如

有硬體資本門之需求也一併提出，好讓傳愛基金會的家委代表能夠排序。 

五、  英語教學週五開會，家長非常注目，開學一段時間還是陸續有些聲音跟期

待，教務處跟國際教育中心的相關夥伴一起面對，教務處發通知單，同時

邀請相關老師參與。  

六、  校園光纖網路，需求迫切，一定要建置起來，花小錢買教育品質或行政效

率是合理的。  

七、  教師專業支持系統請教務處繼續推動，入班觀課。  

八、  將會開臨時董事會，積極處理紅皮書，校園需求配置就要提出。各主任大

家一起思考：  

(一 ) 新建大樓地方維持在風雨走廊後面那塊，中學部是不可能改建，現有空間

要再運用，小學部是否要改建？請總務處思考，各處室提供意見。  

(二 ) 目前校園操場空間，容納量沒辦法超過 1500 位學生。學生校園綠地是有

規範，教務處與總務處尋找法源依據。  

(三 ) 未來學生數及班級數規劃。  

(四 ) 各處室之建議跟提醒請提出，併入報告案，總務處整併：  

1. 幼兒園：設在單獨空間，避免上課互相干擾，幼生遊玩區有年齡限制。  

2. 總務處：會議室，行政辦公室，老師辦公室，廚房，合作社，廁所，公

共空間等，包括淨水塔。  

3. 教務處：普通教室，專科教室，實驗室法令要求。  

4. 學務處：學生宿舍，運動場，休閒空間。  

                                                                                      

參、 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 今日發放中學部英語科課程規劃與家長對談會通知單，預訂於本週五

(10/14)下午 5 時開始 ,當日晚餐預計對談會應會進行 1 至 2 小時達到誤餐標

準請示校長是否可備晚餐？  

(二 ) 本週為中學部期中考週請示校長中學部升旗是否停止一次？  

(三 ) 本週六 (10/15)高三學生由徐詵媛組長及楊士賢老師帶隊前往高雄參加聽

力測驗，預祝學生都能有好成績。  

(四 ) 本校網站首頁已改版完成，各處室內頁要請各位主任轉達組長進行更新及

補充資料。  

【校長回應】  

 中學部英語科課程規劃與家長對談會調查人數，提供便當，數量準確才不

浪費。  

 中學部升旗，例行性的處室主任互相協商。  

 網頁部份，台灣早就使用模組式，一併規劃在傳愛教育基金。再未更新前

請各處室把內容填充。  

                                                                                  

 

 



3 

 

二、 學務處： 

(一 ) 10/9 升旗典禮順利完成感謝各處室的協助並請提供改進意見。  

(二 ) 10/11(二 )12:10 簡報室召開 G6.G9.G11 等召開三個年段教育 (畢業 )旅行。  

(三 ) 10/13(四 )16:30 簡報室召開服儀委員會議。  

(四 ) 本校雙語班雙導師制實施要點詳如【附件二】提請行政會議確認。   

【校長回應】  

 一連串的大型活動高度肯定，應變得宜。但還有努力空間， 學生聽從口令

練習動作一致，站姿，禮貌。  

 雙導師會議紀錄要上簽。將來有關雙導師制度，請主任按原則處理。  

 請各處室提早規劃大型活動及提供流程表。  

                                                                                 

三、 總務處： 

(一 ) 準備第一次合作社會議。  

(二 ) A10503 事務管理軟體及設備採購計畫案第二次上網招標。  

                                                                                 

四、 輔導室： 

(一 ) 僑生座談會，已鼓勵校友北上參加，之後會再確認人數。  

(二 ) 感謝教務處兩位組長協助家訪工作，助學金會議已完成，後續相關事宜

也請各處室繼續協助。  

(三 ) 有關升學輔導部分，輔導室已協助部分 12 年級學生確認申請科系，後續

報名相關事宜，請教務處接手。  

(四 ) 班輔時間訂於星期四，教學組確認課堂時間後，輔導室會進班班輔。  

【校長回應】  

 僑生座談會改成校友聯誼會，明年本校承辦，由輔導室接手，各處室協助

支援。主辦單位要求設服務櫃檯、紀念品、補助車費。  

                                                                                  

五、 國際教育中心： 

(一 ) 胡台校與科園實小交流計畫草案詳如【附件三】。  

(二 ) 外籍教師 Mecho Golbe 返菲超過核定事假未歸，明顯違反契約規定，擬

會同人事室通知其解約，並另聘教師取代之。  

(三 ) 小學部英語課程正規班將於 10/17-10/21 進行期中口詴。  

(四 ) 小學部英語課程各班依學生需求陸續進行分班調整。  

【校長回應】  

 計畫通過，實驗六年級學生分散至四個班，先與導師溝通。小學部電腦教

室可多使用。  

 除了小學部之外，還有八年級現場教學之問題，思考分組教學或課堂上進

行差異化教學。  

                                                                                  

六、 人事室： 

(一 ) 有關個資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人事室負責教職員的個資，另有關學

生個資歸納在哪處室？  

(二 ) 另寒暑假主任值班天數之疑問，一學年輪值天數是 12 天還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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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回應】  

 有關個資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請各處室支援。  

 寒暑假主任值班大家溝通後提建議案。  

                                                                                     

七、 會計室： 

(一 ) 設備、工程若保固期限到期，請總務處速清理退還。  

(二 ) 機票補助辦法，96.11.30 行政會報通過之版本，請提董事會討論五 .（三）

之疑問如【附件四】。  

(三 ) 出差交通費，請依規定，按實報支如【附件五】。  

(四 ) 註冊三聯單：  

1. 請在幼兒園註冊三聯單加註清楚第三名子女免。  

2. 平安保險、家長會費、簿本費不宜列入分期付款或補助款抵扣繳，請速

重新設計註冊三聯單分項目之歸屬。  

(五 ) 若有申請教育部補助款項，如暑期行政主管研習機票。。。等補助，就

不宜再從校內預算支付。若補助款已核定，尚未撥付，請當事人先行預

借支用，俟補助款核定再行轉正。  

(六 ) 董事會開會所需之茶點、水果、便當，請總務處協助。  

(七 ) 學生學費缺繳催交，請回歸教務處處理，請導師提供協助。  

                                                                                  

八、 幼兒園： 

(一) 感謝輔導室對發展遲緩幼生的輔導與關懷 ,該生有顯著的進步。  

(二) 缺清潔工 ,增班助理教師各一名。  

 

肆、 討論提案： 

案由 1：「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師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補充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教務主任  蔣一玲  

說明：  

(一 )本學期教務處逾期初配課時依據 1040317 董事會修正通過之胡志明市臺灣學

校教師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補充辦法訂定行政同仁及教師之基本任課時數。然於此

過程中有教師及行政同仁告知尚有更新版本 ,因此教務處即調閱 104 學年度行政

會議紀錄 ,發現確實有另一討論版本且在會議中討論部分組長之兼課時數有變動，

如此，因為前後之不一致致使本學期本學期部分組長之基本時數將與 104 學年度

不同，但新討論之版本又未獲董事會通過。  

(二 )為求正本清源故教務處提出「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師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補充

辦法」修正案，本 104 學年之修正方式堤出修正案；修正部分如下 :請討論，若獲

通過則簽請校長批准後提董事會通過實施。  

(三 )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請各主任於會後了解本校組織規程及分層負責表，下週再論。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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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 10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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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教育競賽辦法-分組方式：因班級人數增

加，請學務處再作研究修正。 
校務 105.08.26 學務處 已完成第一次修正，繼續進行中   2 

2 安排巡堂外師教學，建立評鑑制度 主任 105.09.05 國際教育中心 與人事室商議中 本校教師鑑項目  1 

3 
檢查各班板擦機的可用率，為保學生衛生與健

康鼓勵使用板擦機 
主任 105.09.05 總務處 

已調查過各班的板擦，因不適合板擦機，

故老師多部使用。 
  2 

4 
有關學生宿舍改善，總務處與宿舍管理可先規

劃立案，計算所需經費。 
行政 105.09.12 總務處 窗簾部分已請廠商估價   1 

5 
學務處有很多法規修訂、檢視，如不合時宜就

應該修正。 
行政 105.09.12 學務處 已研擬中   2 

6 
申請教育部專案補助五千萬的部分，希望於九

月底申報整建計畫。 
行政 105.09.12 總務處 規畫中   1 

7 
周六英語檢定(KET 級及 PET 級)課後輔導課

程，學生有需求就要開課 
行政 105.09.12 國際教育中心 已完成擬開課簽呈 進行招生中   2 

8 校網更新及美化，具有親和力。 行政 105.09.26 教務處 

校網已改版完成。內涵部分請各處室先行檢閱

並建請各單位主管定時查閱及督導網站資料之

更新。 
 

2 

9 

教務處與學測班導師了解情況，以兩種方式： 

(一)原則上希望團進團出，學校導師陪同。 

(二)若家長陪考，就要跟教務處說清楚，寫切

結書。 

行政 105.09.26 教務處 
已完成調查目前全數學生均自行購買機票要由

學校帶隊一起住宿之學生不到 5 人。  
2 

10 

短期間就要召開教務會議，討論分組或班

級內差異化、合作學習，協助老師專業成

長。  

行政 105.09.26 教務處 

今日發通知單調查家長參加人數並訂本週五晚

上 5 點召開家長、任課教師(中師、外師)及行

政三方之對談會溝通討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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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際教育中心的教材，選材不符，以補充

教材方式去擬補。  
行政 105.09.26 國際教育中心 

選材不符學生需求的是七年級高級班的英

語台灣教材(翰林版) 教師已進行補充教

材。 
 

2 

12 
家長會因應教師宿舍，先從床墊、床架作

修繕。  
行政 105.09.26 總務處 申請 24 床，尺寸再與林建國委員商量 

 
2 

13 

龔董與家委會設一個傳愛教育基金會，主

推提升學習風氣的計畫，依照學校需求陸

續作支持。請各處室思考目前在推動工作

的過程裡，有關提升學習風氣之事項擬計

畫。  

行政 105.09.26 相關處室 
   

14 
了解有關十二年級微積分，學生跟不上程

度。  
行政 105.09.26 教務處 

本校課程規畫於十二年級係開設數學統整

與數學演習，微積分課程為包含在統整課

程中之一部分，可能與家長的認知有所

出入關於跟不上程度是否指上大學後

之學習有待釐清。但教務處會於期中教學

研究會中告知數學科教師提供教師討論並

請老師督促學生學習及檢核教學成效。 

 
1 

15 

了解、恢復，家長所提及有關英文平台，

讓家長透過此平台了解學生在校的學習

狀況  

行政 105.09.26 國際教育中心 
已通知教師透過ClassDoJo及聯絡簿與家長

積極溝通  
2 

16 
轉學生：生活方面適應、學習教材、心理

輔導，請相關處室予以配合多加關心。  
行政 105.09.26 相關處室 

   

17 

僑生說明會，請教務處安排時間舉辦。小

五以上要通知一定參與，小一到小四歡迎

參與。邀請所有老師參與，了解基本規範。 

行政 105.09.26 教務處 已於 10 月 9 日辦理完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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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家長會希望週六 8:30~11:30 學校可以開

辦：作文營隊、創客營隊、網球、數理加

強、才藝（美術繪畫）。請教務處及學務

處（網球）思考、規劃以上的付費班。  

行政 105.09.26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目前規畫辦理作文營、數理競賽訓練

營、創客營及創藝設計營。 

學務處：學校目前王求教學有場地上困難先

暫緩 

 
2 

19 

7A、7B 增班所增加的成本，提供數據呈

報董事會作議決。但增班前，總務處思考

作空間調配。  

行政 105.09.26 總務處 
已經與導師溝通，但導師覺得私人物品放

外面有失竊之虞。  
2 

20 

華語文班流失率高達三成五，召集相關老

師思考原因，了解現場老師有何困難需要

協助。  

行政 105.09.26 教務處 

在教師教學增能上辦理研習增進教師教授

華語文之知能。華語文執秘已邀請薛慕眉老

師於 10/17(星期一)以及 10/24(星期一)兩天

的下午 4:30-6:00 於 109 數位教室舉辦兩場

研習活動，可各登錄 2 小時的研習時數。

10/17 的研習主題為“華語文教學的活動設

計”，10/24 的研習主題為“漢語拼音的教學

技巧”。 

 
1 

21 

小學部屋頂漏水估價，刻不容緩要修理。

幼兒園天溝請總務處常常清理，連幼兒園

屋頂漏水整體規劃估價，分期執行。  

行政 105.09.26 總務處 已請廠商估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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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臺灣學校雙語班級—雙導師制實施要點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The Dual-Homeroom-Teacher Policy) 

 

一、依據: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These enforcement guidelines are made based on the Homeroom Teacher Policy of 

TS@HCMC) 

 

二、目的:為加強學輔工作及導師制度推行以教師法第十七條之精神，參酌本校雙語 

班實際需要，特訂雙導師制共同輔導學生及協助推動班級事務達到無縫接軌。 

    (Purpose: Based on the Article 17 of the Teacher’s Law and the needs of the Class A  

students, the TS@HCMC makes these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the HRTs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learn and adjust to this school well.) 

 

三、雙導師設置(Dual-Homeroom-Teacher Policy): 

   國小部雙語班級:3A、4A、5A、6A 等每班級設本國籍導師一人，外國籍導師一 

人共同負責該班導師工作，處理班級事務。 

(The school designates 2 of the Homeroom Teachers for each of 3A, 4A, 5A, and 6A 

classes to be in charge of the class affairs. One is Taiwanese and the other is a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四、雙導師遴選原則:(The Recruiting Principals of Class A Homeroom Teachers) 

 

(一)凡本校教師得應聘為導師，英文能力較優老師優先考量。 

(All the teachers in this school could be designated to be the HRT of Class A; the 

mastery of English language will be a requirement.) 

 

(二)以擔任該班任課教師為原則。 

(The teachers selected must be one of the subject teachers of this class.) 

 

(三)班級導師聘任由學務主任於每學年開學前一個月，遴聘校內專任教師擔任，外籍 

    班導師由國際教育中心於開學前一個月，遴聘具有輔導熱忱之外籍教師擔任導師。 

(The Taiwanese HRT will be designat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Student Affairs; the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will be designat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四)班導師以二年為一任，如因故離職則另聘專任老師接任。 

(The HRT of Class A must serve 2 year terms; school will assign another HRT if a HRT 

resigns.)  

 

(五)每位導師必頇有職務代理人，原則上同班導師為當然代理導師，導師因公假或病假

不在學校期間，另一導師需處理班事務及學生事務，使班級相關事務不致延誤。 

(Both of these 2 HRTs have to share the HRT duties in this Class A, and need to take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when the other is on the official or sickness leave.)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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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雙導師職責: (Duties of HRTs of Class A) 

(一)雙導師應對班級學生作學業、休閒、生活、生涯及人際關係做好輔導，並共同推 

    動班級相關事務。 

(Both of the HRTs have to advise all the students in this class regarding their learning 

and life.) 

 

(二)配合學校整體學輔計畫，協助相關行政業務推動。 

(Both of the Class A HRTs have to cooperate with the administrators to host the 

student-related activities and/or learning. ) 

 

(三)雙導師輔導之班級有疑義時，雙導師應先行協商處理方式。 

(The Class A HRTs have to compromise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ey are offering the 

guidance to the students.) 

 

(四)如因雙導師中，另一導師有課務或有不可抗拒之原因不在校內，無法協商時，得逕

向學務主任或國際教育中心主任共同協商處理。 

(The Class A HRTs could ask for help to either the Director of the Student Affairs or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if necessary.) 

 

(五)雙導師之外籍導師必頇參加定期朝會、座談會、教師知能研習及所有相關校務發 

    展等各項集會和活動等。 

(Both of the Class A HRTs have to attend all the important assemblies, which are 

regarding students’ affairs, including the flag ceremony on every Tuesday, PTA 

conference, bulletin board decoration contest, field day, etc.) 
 

(六)雙導師應共同出席有關個案學生輔導及權益之會議。 

 (Both of the Class A HRTs have to attend all the meetings for their HR Students.) 

 

(七)有關導師工作內容另依『本校導師服務細則』辦理。 

(See the HRT Service Rules for the detail statements of the HRT duties.)  

 

    (附件如本校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導師手冊; The Homeroom Teacher’s Handbook is  

att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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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科學園區實驗高中國小部與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國際交流課程 

壹、 背景介紹： 

一、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座落於臺灣新竹市，1983 年成立，是一所完全中學，

校內包括「高中部」、「國中部」、「國小部」、「幼兒園部」及「雙語部」。學校空拍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4PfNz9jil0 

二、 國小部有六個年級，每年級 6 班，共 36 班約 1004 位學生。每班人數上限為 29 人。學生

以華語為主，英語程度落差大。 

三、 近幾年積極進行國際交流，101 學年度與哥倫比亞 Gimnasio Fontana 學校交筆友，102 學年

度與泰國中華國際學校進行視訊交友，相關影片如下 

我有哥倫比亞的朋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Hy4gbuy1g 

四、 與泰國交朋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oswvtp4wI 

五、 國小部於 2010 年推展媒體教育，帶學生組成實小新聞台，採訪與探索校園內外事物，並

創作優質新聞為目的，完成一集一集的新聞，相關影片如下

http://140.126.246.6/xoops/modules/x_movie/index.php 

貳、 目的： 

一、 以任務導向進行本次交流，挑選「外交小尖兵」進行校與校交流。 

二、 擇定主題促使兩校學生進行對話與認識，對話主題暫訂有「自我介紹」、「認識朋友」、「學

校介紹」、「家鄉介紹」、「遊戲介紹」等。 

三、 視訊發展成熟之後，逐步拓展視野，進而進行參訪活動，帶領本校學生與實小新聞台至越

南進行交流與採訪報導。 

參、 計畫主持人：黃芳芷校長 

肆、 計畫聯絡人： 

一、 臺灣部分：國小部李素滿主任、國小部教務組長朱志青組長、國小部實驗研究組田娟娟組

長。 

二、 越南部分： 

三、 協同計畫執行：將徵求六年級導師與相關科任，將課程融入於各科。 

四、 第一階段/基本知識訓練 

日期 
台灣 

時間 
項目 內容 

11/4（五） 
12：40- 

13：20 

建立 

skype 帳號 

 實小學生每人申請 skype 帳號 

11/11（五） 
12：40- 

13：20 
視訊練習 

 實小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練習對話 

11/17（四） 
12：40- 

13：20 
視訊練習 

 實小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練習對話 

11/18（五） 
12：40- 

13：20 
出國準備 

 請導遊分享越南注意事項以前出國的

準備工作。 

12/8（四） 
12：40- 

13：20 
行前叮嚀 

 提醒雙方交流所要攜帶與留意的事情。 

 

附件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4PfNz9ji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Hy4gbuy1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oswvtp4wI
http://140.126.246.6/xoops/modules/x_movi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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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階段/視訊交流 

日期 
台灣 

時間 

越南 

時間 
項目 內容 

11/17（四） 
14：20- 

15：00 

13：20- 

14：00 
自我介紹 

 首次雙方視訊，進行自我介

紹、介紹朋友 

11/24（四） 
14：20- 

15：00 

13：20- 

14：00 
方言教學 

 台灣敎閩南語、客語，泰國敎

泰語，若有時間則唱歌 

12/1（四） 
14：20- 

15：00 

13：20- 

14：00 
學校介紹 

 介紹雙方的學校、下課活動、

上課課程等 

12/8（四） 
14：20- 

15：00 

13：20- 

14：00 
家鄉介紹 

 介紹雙方的家鄉名稱由來、家

鄉特色 

 

六、 第三階段/臺灣越南交流課程 

日期：201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 

時間 內容 進行方式 地點 

09:10-11:35 直飛胡志明市  搭乘長榮航空（BR391），飛航時間 3 時 25

分。 

 

12:00-18:00 景點參觀  統一宮、市政廳、郵政總局、聖母大教堂  

日期：2016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 

時間 內容 進行方式 地點 

08:00-08:30 相見歡  實驗中學校長致贈感謝禮 

 臺灣越南交流活動說明 

禮堂 

08:30- 

09:00 

認識越南關卡說明  胡志明市臺校學生以越南文化為主題，設置

六個關卡，讓新竹園區實小學生藉由闖關認

識越南文化。 

 08：30-09：00 為關主準備時間，一名胡志

明市臺校學生進行闖關前的說明。 

禮堂 

09:00- 

11:20 

越南文化闖通關  由胡志明市臺校學生設置六個關卡，新竹園

區實小學生闖關。 

校園 

11:20- 

11:40 

分享時間  雙方分享闖關所得，並接受實小新聞台採

訪。 

禮堂 

11:40-13:00 午餐午休  入班共進午餐、一起午休  

13:00-16:00 入班學習  實驗六年級學生分散至四個班，隨班進行課

程。 

各教室 

日期：201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 

時間 內容 進行方式 地點 

08:30- 

09:00 

認識臺灣關卡說明  新竹園區實小學生以臺灣文化為主題，設置

六個關卡，讓胡志明市臺校學生藉由闖關認

識臺灣文化。 

 08：30-09：00 為關主準備時間，一名實小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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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闖關前的說明。 

09:00- 

11:20 

臺灣文化闖通關  由新竹園區實小學生設置六個關卡，胡志明

市臺校學生闖關。 

校園 

11:20- 

11:40 

分享時間  雙方分享闖關所得，並接受實小新聞台採

訪。 

禮堂 

11:40-13:00 午餐午休  入班共進午餐、一起午休  

13:00-16:00 入班學習  實驗六年級學生分散至四個班，隨班進行課

程。 

各教室 

日期：201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 

時間 內容 進行方式 地點 

08:00-20:00 異國遊覽  胡志明市水上市場 

 特色景點參訪 

 

日期：201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 

時間 內容 進行方式 地點 

12:45-17:00 直飛桃園  搭乘長榮航空（BR392），飛航時間 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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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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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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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師上課補充說明修正案」 

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五、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授課： 

1.學校排完總節數後（全校校師含教師

兼行政人員均依規定排至最高時數時）

尚有剩餘節數，得本權責於協助行政工

作教師可酌減總節數內，依校務實際需

求酌 減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授課時數，

兼任二項以上行政職務，其每週授課節

數以所兼任行政職務擇一酌減授課節

數為原則。 

     2.行政組長的工作跨學部者的上課

堂數基本為 8堂，如果所附的責任區跨

學部者，則酌減 2兩堂。本校基本鐘點

為 8堂者為： 教務處：課務組、註冊

組、設備組、資訊組。 

       學生事務處：訓育組、課外活動

組、生活輔導組、體育衛生組。輔導室：

輔導組、資料組。 

       國際教育中心：研究發展組、服

務推廣組 

     3因負責業務跨學部：依規定鐘點數

應為 6堂者：教務處：教學組、註冊組、

設備組﹑資訊組。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組。國際教育中心：研究發展組。 

     4.小學教師兼平陽行政：17班以下

最多減八堂，考量工作量與課程需求，

建議以減 7堂為宜，基本鐘點 15堂。 

五、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授課： 

1.學校排完總節數後（全校校師含教師

兼行政人員均依規定排至最高時數

時）尚有剩餘節數，得本權責於協助

行政工作教師可酌減總節數內，依校

務實際需求酌 減協助行政工作教師

授課時數，兼任二項以上行政職務，

其每週授課節數以所兼任行政職務

擇一酌減授課節數為原則。 

1.將所有各

組的上課

時數明訂

出來。 

2.增訂平陽

兼行政的

授課鐘點。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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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師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補充說明(草案) 
1030620 董事會修正通過 

1040317 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任課節數注意事項」、「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完
全中學設置辦法」暨「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實施要點」訂定。 

二、授課鐘點費：國小部每節 40 分鐘 10 美元、中學部每節 50 分鐘 15 美元。 

三、小學部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1.導師及科任教師每週授課節數，由各校就全校總班級數及教師人數，依照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
施要點之學習節數規定，採公正公開之原則，參酌實際情形妥為編排，且應優先減授兼任導師
之授課節數。 

2.三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授課標準依照專任教師授課節數，其超時任課節數得核支超時課鐘點
費，惟代理教師倘協助行政工作，得依本說明由學校本權責酌減授課節數，減課後之授課節數
為每週應授課節數。 

3.班級活動納入導師基本節數，「綜合活動」則核實計支鐘點費，每一社團以不少於十五人為原則
始得成立。但情形特殊報經教育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中學部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1.排課應按教師登記、檢定科目及參酌教師專長排課。但實習科目、稀有科目、選修科目如不易
延聘合格師資，得聘請具有專長者兼課，節數以不超過六節為限。 

每週授課節數(每節 40 分鐘) 

科任教師 兼任導師 

22 節 18 節(小一導師 16 節) 

教學科目 
每週授課節數(每節 50 分鐘) 

科任教師 兼任導師 

國文(含選修) 16 12 

英文(含選修) 18 14 

數學(含選修) 18 14 

社會領域(含選修) 18 14 

自然領域(含選修) 18 14 

藝術領域(含選修) 20 16 

生活領域(含選修) 20 16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 18 14 

健康與體育領域(含選修) 20 16 

國防通識或全民國防教育 20 16 

選修科目、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其他類 20 16 

綜合領域類(童軍、輔導活動) 20 16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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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授課標準依照專任教師授課節數，其超時任課節數得核支超時授課鐘
點費，惟代理教師倘協助行政工作，得依本說明由學校本權責酌減授課節數，減課後之授課節
數為每週應授課節數。 

3.「班會」（班級活動）一節納入導師基本任課節數計算，其餘之「綜合活動」核實計支鐘點費，
每一社團以不少於十五人為原則始得成立。但情形特殊報經教育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4.主任輔導教師(輔導主任)及專任輔導教師依規定不必授課以專任為限。但學校如因課務需要頇
由主任輔導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兼課，其兼課基本節數分別比照處主任及教學組長每週任課節
數辦理；俟其授足兼課基本節數後，始得按超過部分報支兼課鐘點費。 

五、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授課： 

1.學校排完總節數後（全校校師含教師兼行政人員均依規定排至最高時數時）尚有剩餘節數，得本

權責於協助行政工作教師可酌減總節數內，依校務實際需求酌 減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授課時數，

兼任二項以上行政職務，其每週授課節數以所兼任行政職務擇一酌減授課節數為原則。 

2.行政組長的工作跨學部者的上課堂數基本為 8 堂，如果所附的責任區跨學部者，則酌減 2 兩堂。

本校基本鐘點為 8 堂者為： 教務處：課務組、註冊組、設備組、資訊組。 

   學生事務處：訓育組、課外活動組、生活輔導組、體育衛生組。輔導室：輔導組、資料組。 

   國際教育中心：研究發展組、服務推廣組 

3 因負責業務跨學部：依規定鐘點數應為 6 堂者：教務處：教學組、註冊組、設備組﹑資訊組。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國際教育中心：研究發展組。 

4.小學教師兼平陽行政：17 班以下最多減八堂，考量工作量與課程需求，建議以減 7 堂為宜，基
本鐘點 15 堂。 

 

學校班級數規模 協助學校行政可酌減總時數 

17 班以下 0~8 

18~26 班 0~8 

27~35 班 0~12 

36~44 班 0~12 

45~53 班 0~16 

54~62 班 0~16 

63 班以上 0~20 

六、教師基本鐘點數核計方式 

1. 依據上述說明三~五表列小學部、中學部各科教師專任及導師每週任課時數表核計。 

2. 任教兩科以上不同基本授課時數，應依每科目應授課時數 × 該科授課時數 ÷ 總授課時數， 

   計算出每科目應授基本授課時數（小數點取二位），再將不同科目應授基本授課時數加總即 

   為該位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尾數以四捨五入核計。 

3. 小學部跨部任教(中學部) 應依在中學部每部擔任職務之(每週應授課鐘點數 × 該科授 

   課時數÷ 總授課時數)×小學部鐘點費÷中學部鐘點費，計算出在中學部應授基本授課時數（小 

   數點取二位）後，再依在小學部擔任職務之每週應授課鐘點數 × 該科授課時數 ÷ 總授課時 

   數，計算出在小學部應授基本授課時數（小數點取二位），再將不同部之基本授課時數加總 

             學校班級數 

行政類別 

9班以
下 

10~18 

班 

19~24

班 

25~30

班 

31~40

班 

41~50

班 

51~60

班 

61 班
以
上 

副校長(秘書)、處主任 10 8 6 4 4 2 0 0 

研發、註冊、訓育、體衛組長 11 11 9 8 6 4 2 0 

上述各組外編制內各處室組長 12 12 10 10 8 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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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為該位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尾數四捨五入以小學部鐘點核計。 

4. 中學部跨部任教(小學部)在小學部擔任職務之每週總授課鐘點數合併中學部總授課鐘點數 

   計算，再依在中學部擔任職務之每週應授課鐘點數 × 該科授課時數 ÷ 總授課時數，計算出 

   在中學部應授基本授課時數（小數點取二位），再將不同部之基本授課時數加總即為該位教 

   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尾數四捨五入以中學部鐘點核計。 

 

七、每週授課總時數－每週應授基本授課時數＝每週超時授課時數。 

    超授鐘點費計算方式： 

1.非跨學部教師：每週超授時數 × 該教師所任教學部每節鐘點費=每週超授鐘點費 

2.跨學部教師：(每週授課總時數－每週應授基本授課時數)X 該教師所任教學部每節鐘點費＝每週超
授鐘點費 

八、鐘點費發給方式：教師每週授課節數依照本說明第三~七點原則排課並計算後，視為每週應授基 

    本節數。凡超過應授課基本節數之授課時數，確認每週超授鐘點數，得依每週超授鐘點數，按 

    月核支超時授課鐘點費。超時授課課程並應明確標示於課程表。超時授課節數應由教務處註記 

    於課表中，並以平均分散於每日註記為原則。 

    1.可支領超授鐘點情形 

      (1)實際授課之超鐘點課堂。 

      (2)國定假日未實際上課之超鐘點課堂。 

      (3)學期開始與期末未滿一週的超鐘點課堂。 

      (4)於例假日辦理節慶活動，補假當天的超鐘點課堂。 

      (5)教師有實際參與學校舉辦的校外教學期間之超鐘點課堂。(含校外參訪、教育旅行及留校 

         照看未參加活動的學生等。) 

      (6)學校未實際上課之段考期間的超鐘點課堂。 

    2.不可支領超授鐘點情形 

      (1)畢業班上課週數結束後之任教畢業班教師的超鐘點課堂，若總時數低於教師基本授課節數 

         ，不得再支領超時授課鐘點費。 

      (2)科任教師未參與校外教學期間，未時際授課的超鐘點課堂。 

      (3)因公差假、公傷假、長病假、婚喪假、產(前)假...等，以公費課務排代，未實際授課之 

         超鐘點課堂。 

      (4)非國定假日，因天災、假日前夕交通疏散等因素停課期間，未實際授課之超鐘點課堂。 

    3.超授鐘點註記原則 

      (1) 以平均分散於每日註記為原則。 

      (2) 以學部高者優先註記。 

九、學校於編排課務時，倘關於協助行政工作教師之授課，應經主管會議通過實施。 

十、學校排定之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應於校內公告周知。 

十一、專任教師每週任課節數應依規定辦理，如有未依規定除追繳溢領鐘點費外，失職人員並予議處，

本注意事項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二、本補充說明奉  校長核可，陳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