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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 次主任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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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 頁】  

一、  公務車的部分請總務處加上分析。  

二、  本週九年級模擬考，傳愛文教基金會獎勵辦法屆時可啟動。如果有人達

到敘獎標準，校長會盡力爭取。  

三、  組織規程請人事室事不宜遲進行討論。  

四、  特刊不只是學務處的事，大家要幫忙，集合國文與美編老師組成團隊一

同辦理。  

五、  母親節預排五月份第一週，行事曆的編排時間儘快開會討論定案公告。

以後每學期一次辦教學成果發表，下學期是 5 月份第一週，上學期尌在

12 月底。  

六、  黃校長有分享實小國中的外師評鑑規準，以及中學部推動雙語方案，請
國際教育中心主任與教務處聯繫參考取經，外師也是任務導向，外師的

考核要定一套規準。  

七、  有關教職員考績，簡單地說，處室主任有處理到導師個案或家長反映，
都要有書面記錄，視同考績會佐證，讓考績會委員去評比。  

 

貳、  主席致詞：  

一、  傳愛文教基金會的獎勵辦法跟金額分列，龔董有部分修正，文字潤飾後

請教務處公告周知，希望對老師與學生有很大激勵作用。  

二、  學校很認真的辦理性平專業講座，接下來還有生命教育，請各處室主任

衡量讓越籍幹事參與其中，讓他們覺得來校服務是一個非常好學習場域，

能夠追求自我專業成長。  

三、  請總務處多找場地給班級練習綵排，避免跟體育課衝突，如有任何困難

處室之間多溝通協調。平常練習是不需要使用麥克風，正式綵排不只使

用麥克風，還要走台步，進入表演情境。  

四、  請主任們清楚如何進行有效的溝通，包括同仁也要指導。如有必要請安

排溝通技巧暨講座，或者用角色扮演也可。溝通技巧一定要先接納，聽

懂理解後作回應，回應的過程不能把話說死，給雙方都留有餘地，不論

是答應或是婉拒，合宜的回應都相當重要。組長有困難可求救主任，主

任有困難可求救校長。  

五、  活動排練或競賽難免會提出申請公假，此時請主任衡量核不核予，都要

清楚作出回應。  

六、  再次提醒，各處室的會議紀錄及場地復原（包括大小海報、海報架、環

境清潔、座位等等）請於三天內完成，這才是所謂的績效管理。  

七、  雅芬前會長覺得說：現在老師跟家長溝通都稍微客氣點，學校各方面尤

其是中學部都有些進步。感謝家委幫忙觀察，學生的表現都是跟導師的

督導有正向關係，請導師儘量多隨班、多陪伴，我們的努力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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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也會有感。  

八、  有關夜自習，請教務處依老師自願式排班列成課表公告，鼓勵學生參與，

且要有授課或輔導之實，鐘點費公平處理。  

參、  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 訂於 12 月 21,22,23 日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本次研習教授並將致贈學

校圖書一批。  

(二 ) 籌備 12 月 28 日傳統節慶教學成果展場佈與靜態展工作。  

(三 ) 結報 105 年教育部部補助案。  

(四 ) 註冊組與出納組確認未繳費學生之名單，並電連家長。  

(五 ) 106 學年度海外聯招報名 12/12 為學校收件截止日。  

(六 ) 本週四頒發中學部第二次段考各班前三名及進步獎。  

(七 ) 小學部各班第一名於 12/23 日中午與校長共進午餐。  

(八 ) 與出納組合作印製 105-2 全校註冊三聯單。  

(九 ) 已於 12 月 18 日辦理完成華語文能力測驗。  

(十 ) 資訊組訂本週維修電子公文交換系統與憑證驗證。  

【補充報告】  

王豫台爸爸有做空氣檢測，今天早上提到越南空氣品質 PM2.5 超標上升到

17μg/m3 左右，整個天空看起來都灰灰的，家長有建議如果越南這邊空氣品質

不好的時候，要不要通知學生盡量不要到戶外活動，或校方有任何對策跟管

制。王爸爸有介紹一個監測軟體，大概一千多塊，會請資訊組長跟王爸爸確

認。  

【校長回應】  

 教務處本週會比較忙，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觀課，同時也很感謝國北教大

教授群，不僅僅蒞校指導，還贈送圖書，真的很感動，請教務處製作感謝

狀，同時也要鼓勵孩子借閱。  

 傳統節慶成果展，因要佈置場地、綵排演練，所以要封關，請記得貼通告。

如有事先轉達體育老師尌會很周道。雅芬前會長有建議，意味這樣的藝術

表演需要音樂，如邀請門念霆老師參與或指導，感覺會更好。  

 針對 19 位未繳費的學生，有部分學生已申請助學貸款或獎助學金的可扣

除，除外很可能是呆帳，這些學生要多聯繫。  

 升學的部分要謝謝教務處與輔導室通力合作。  

 傳愛文教基金會獎勵辦法，增加一項獎勵尌是年級第一名的個人獎。  

 12/23 日中午與小學部各班第一名共進午餐，請教務處訂水果（除了香蕉

聽說孩子不愛吃），思考如何分裝一份外帶、一份內用。  

 明天校長會去辦事處，整個華測資料也一同帶過去。  

 王爸爸的部分是善意告知，校方儘量處理，必要時可能要帶特別的口罩，

健康須知請學務處多宣導。  

 

二、  學務處：  

(一 ) 12/21(三 )下午第一，二節舉行中學部羽球比賽，任課老師級導師隨班加

油。  

(二 ) 12/22(四 )16:30 舉行服儀委員會討論校服，紅 POLO 黑褲販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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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12/24(六 )9:30 舉行 105 學年度第 2 次家長委員會。  

【校長回應】  

 學校既然在辦 12/28 教學成果展，同時又辦羽球比賽，也尌說活動要疏散，

都太集中，所以場地會衝突，老師跟學生也分身乏術。行事曆定案尌是該

做要做，但仍要視實際情況作適當微調。  

 12/24 第 2 次家長委員會，每次答覆 Q&A 請主任們儘量完整答覆。有時候

是組長答覆但太簡略，請主任多幫忙檢閱。當選委員的證書屆時頒發。  

 傳愛文教基金會是 12/28 傳統節慶教學成果展的協辦單位，出錢出力，經

費已經匯進戶頭，音響從專戶裡面支，請會計室在戶頭支應。會長十七包

紅包，以十七個表演單位來發。  

 

三、  總務處：  

(一 ) 教師宿舍床墊已經全部更換完成。  

(二 ) 2/21 上午 9 點在辦事處會同顧問公司討論 1 比 500 圖。  

(三 ) 106 年火險由國泰產物承攬。  

(四 ) 小學部大樓評估案已經簽請董事會核准。  

【校長回應】  

 主任的文案綱目請再加強，要有上位的思維，提供資料必須加分析。做決

策不容易，要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做錯決策比貪污還要嚴重，這是歷史

的教訓，要牢牢記住。  

 庶務組長請假，那副庶務組長尌要代理。請阿煌接手，每天一大清早在老

師學生未尌緒之前尌要巡校園看哪裡要修補，下課也要巡包括墻外，因為

每天交通車撤退後滿地垃圾要清理，或知會富美興相關單位。  

 

四、  輔導室：  

(一 ) 本週進行性平講座研習，明天上午是家長場假視聽教室，下午是小學部

4~6 年級假曉禮堂，利用班級活動時間來進行，導師隨班，請總務處安排

職工打掃乾淨曉禮堂，也謝謝大家的參與協助。  

(二 ) 今天中午召開工作協調會，討論整個活動流程及所需設備，謝謝國教中

心提供很詳細的資料，請有收到開會通知的同仁務必參與。  

(三 ) 目前遇到的問題是沒時間辦理團體活動，團體性的活動很多都被球賽給

卡住。除了社團時間，都挪來辦球賽或其他比賽，建議下學期可騰出一

到兩個共同的時段，讓各處室可以辦全校性的講座研習或活動。  

【校長回應】  

 行事曆可空出一到兩個全校性共同的時段，方便舉辦全校性活動。  

 性平講座研習請輔導室廣邀家長參與，越多人受惠越有意義。  

 今天中午召開 1228 傳統節慶教學成果展的工作協調會，未收到通知的同

仁，請學務處補發。  

 

五、  國際教育中心：  

(一 ) 依據本校董事會 11/29 董事會會議決議 :為鼓勵環保再利用概念之實際行

動之實行，將宣導學生環保再利用之觀念，並於課程完成時回收所使用

之英語教科書給下屆學生使用。因此，使用一學期之教科書將於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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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時收回，而一學年課程之教課書，將於下學期結束時收回。小學 A

班之教課書，若學生有繳交書費將不收回，若用租借者，則於學期結束

時收回。  但有中學英師反映有一些教科書是附有線上資源可運用，但與
使用者之由郵箱綁在一起，是否能夠再次以不同帳號運用，需再確認。  

(二 ) 已於 12 月 13-14 日兩日接待新竹科學園區實驗中學國小部學生來訪，並

與本校六年級學生進行臺、越教育文化交流活動。感謝各處室之協助。  

(三 ) 期末口詴考程表已完成詳如【附件二，第 8 頁】。  

(四 ) 12/28 中國新年英語表演活動物品詳如【附件三，第 9 頁】及人力需求表

詳如【附件四，第 10~11 頁】。   

【校長回應】  

 英語教科書基於環保節能、經費的考量，是要回收再利用，另網絡資源的

部分請國際教育中心再確認，思考如何克服問題。  

 實驗中學蒞校交流活動，謝謝國際教育中心以及各處室的幫忙。黃校長極

力邀請本校各部可以互相交流，請大家參考。  

 良潔組長雖然完全沒有行政經驗但可以學習，1228 的活動規劃得到邱主任

活動總監的讚賞。學校常辦活動，大家都了解要隨機應變，活動緊湊不要

冷場，寧願精簡而不要拖長。  

 

六、  人事室：  

(一 ) 校長室秘書曾福榮於 12/16 正式離職，最近連續四天都在甄選仍未聘到，

處室主任考量推薦總務處採購幹事 -李美蓉，經過考量今天早上美蓉回覆

願任校長室秘書。目前採購幹事職缺，會計師助理已于 12/19 到職。  

(二 ) 因經費不夠要動用預備金，要簽呈董事會，12 月份薪水未能預期完成。  

(三 ) 會計師助理已內簽完畢，另送董事會簽核。  

(四 ) 園丁 -阮文魁提出一月份正式離職，在學校服務已六年，薪水太低活不下

去。  

【校長回應】  

 在人員的任用上，原則上是強調內升外補，所以有升遷的機會，儘量讓同

仁裡面尋求自願，人事室也蠻辛苦做了書面及口頭諮詢。主任們討論後一

致認為美蓉較為合適，因為要面對的人跟事是比較多元，新手比較不合適，

校長也尊重大家的意見。接下來反而要找一位採購幹事，另外一位新人尌

補給會計室當助理，讓每個人都適才適所。  

 不過學校的薪水尌呈現一個問題，助教領到 1000~1200 美，有一位很想來

研究所畢業，她的條件比助教條件更好結果只領 408 美，條件更好領的更

低，學校的敘薪制度到底是助教給多了還是幹事給少了。  

 越籍同仁薪資都有調整，其實可以給同仁發喜訊，喜事或獎勵要及時。  

 

七、  會計室：  

(一 ) 建議各處室設定一個公用信箱帳號，讓資訊能傳承。如使用私人信箱帳

號，移交不完整，會造成接交人工作上的困擾。  

【校長回應】  

 以後公用信箱帳號列入移交，請主任交代資訊組。  

 董事會有決議也是延續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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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機票採用定額補助，除了廢除原法以外，還要修訂福利辦法。整個

案請人事室審視，必要時找同仁開會討論一次修訂，提下一次董事會再

來議決。  

 董事長請會計室重編整個體育團隊年度經費需求，請學務處協助編列。

因為有些經費是源自於法的問題，而法都是行政會議通過而已，並沒有

送董事會，可是用的經費很龐大，超過校長的核決權限，所以先從經費

的角度切到法，至於球隊的發展由董事會做決定。  

 現在看起來至少有三個提案，如果預算重新修正後再說，所謂的預算尌是

預估專案補助，學校目前的預算很明顯的缺口、赤字預算，收入是低估，

經費是高估的，請教務處幫忙審視。  

 

八、  幼兒園：  

(一 ) 缺助理教師ㄧ名。  

【學務處代為報告】  

配合外師發動聖誕節捐贈玩具給孤兒院的小孩，幼兒園已經準備好捐贈物品

放置學務處，請問收集的物品處理方式與負責人。  

【國際教育中心】  

發動捐贈活動的外師，他們是陸續用自己的交通工具載走，希望學校可以安

排派車把物品運送到孤兒院。  

【校長回應】  

請總務處安排派車，在座各位請共襄盛舉，如有玩具可以捐贈。  

 

肆、  討論提案：  

伍、  臨時動議：  

【會計室】張育榕老師有反應他的機票問題。  

【人事室】尌跟劉彥廷老師一樣，他們要搭華信到台中，過年來回票要六百多塊。  

【校長】這件事情已親自報告董事長，董事長說定額補助的精神尌是通盤考量，
絕對不會為個別的問題再去訂定另外一個門檻。很多的理財之道請個別

分享，如果胡志明市飛台中有比飛桃園貴的話，那尌可以飛到桃園再坐

高鐵到台中。  

陸、  散會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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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 1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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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團體日漸增加，如買公務車還需要一名司
機，總務處再去比較租車跟買公務車哪一個划
算。  

主任 105.11.28 總務處 已經估價完成 
 

2 

2 

兩次模擬考每況愈下，中學部教學品質真的令
人堪憂，希望教務處與輔導室擇期邀請相關老
師召開升學輔導會議，設想精進對策，討論升
學輔導策略，包括學習成效如何提升，已迫在
眉睫。  

行政 105.12.05 
教務處 

輔導室 

已於 12 月 19 日下午召開完畢感謝與

會教師提供多項意見教務處將參酌辦

理。 
 

2 

3 
組織規程請人事主任要跟業務單位進行討論，作
矯正，組別擴了要做相對配套。  

行政 105.12.05 人事室 
組織規程修訂，另覓時間會外討論再

提行政會議討論  
2 

4 

大型活動結束後，請人事主任要與業務單位一
定要敘獎，與考核有關要公平合理，這樣才真
正達到獎勵目的跟意義。  

行政 105.12.05 人事室 
105.12.06.16 時 30 分已召開完畢達成

共識  
2 

5 

6、9、11 年級的教育旅行，請總務處會同學務
處召開檢討會議，讓帶隊的老師表達、經驗傳
承，廠商有改進空間，也讓兩個處室將來校外
教學做得更臻完美。  

主任 105.12.12 
學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12/20(二)12:10 舉行 G9G11

教育旅行檢討會 

總務處：6 年級教師已經簽完驗收單。

9、11 年級於 12/20 中午開檢討會。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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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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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事曆需要時間逐條看，無法併會，因光行政
會議要討論的事情尌很多，行事曆請教務處於
本週討論定案。  

主任 105.12.12 教務處 

因要等家委會開完後才能決定母

親節活動日期,因此行事曆可能

於 12 月底才能定案。 
 

1 

8 傳愛文教基金會已經啟動，辦法請公告周知。  主任 105.12.12 教務處 
辦法做最後審查，定案後公告

周知   
1 

9 

外師本來尌跟中師一樣，有權利義務。當老師
本來尌是任務導向，職責所在。請人事室給外
師提醒，將來定合約尌要更明確，清楚列明上
班時間、緩衝時間。請人事室經討論後明確提
供考核項目的重點給外師。  

主任 105.12.12 
國教中心 

人事室 
人事室與國教中心主任商討中 

 
1 

10 

有關教職員考績，無論表現優、甲、乙都要有
優良事跡或清楚具體實證，請大家秉公處理為
學校留住良才。  

主任 105.12.12 相關處室 
   

11 

水電計費標準，請總務處要及時處理。營業用
跟一般行政單位用的收費標準不一樣，這部分
也讓學校在公帑上節約。  

主任 105.12.12 總務處 已經行文請求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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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School Year semester 1 Regular Final Oral Test Schedule  
Day Jan 3(Tuesday) Jan 4 (Wednesday) Jan 5 (Thursday) Jan 6 (Friday) 

Grade Grade 1 Grade 2 Grade 4 Grade 6 Grade 3 Grade 5 

Class 1A、1B 1C、1D 
2A、

2B 

2C、

2D 
4S 4M 4F 6S 6M 6F 3S 3M 3F 5S 5M 5F 

Period 1 

8:10-8:50 
    

Isla 

Arvie 
              YiTing Elizabeth Emma Emma Bebhinn Elizabeth 

Period 2 

9:00-9:40 
    

Isla 

Arvie 
              YiTing Elizabeth Emma Emma Bebhinn Elizabeth 

Period 3 

10:00-10:40 
  

Elizabeth 

Bebhinn 
          YiTing Patricia Isla             

Period 4 

10:50-11:30 
  

Elizabeth 

Bebhinn 
          YiTing Patricia Isla             

Period 5 

13:25-14:05 

Emma 

Bebhinn 
    

 
                        

Period 6 

14:25-15:05 

Emma 

Bebhinn 
    

Isla 

Arvie 
YiTing Seamus Schuyler                   

Period 7 

15:20-16:00 
      

Isla 

Arvie 
YiTing Seamus Schuy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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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學成果展節目單及當天所需設備 

※所需設備如:麥克風、麥克風架、耳掛式麥克風、電腦、單槍、講桌、音樂播放等等，請詳列，並寫上數量。 

※節目長度，請老師尌學生表演長度填寫。 

序號 節目名稱 表演人員 指導老師 
節目長度 

(時間) 
所需設備 

1 新年歌曲帶動唱 
1A / 1B 
1C / 1D 

Emma Goldrick, Bebhinn Stokes 
and Elizabeth Lopez 

5 分鐘 
投影機五支麥克風架五支麥克風、三
張體育館褐色長凳、音樂播放 

2 妙語說書人: 年獸來了 
2A / 2B 
2C / 2D 

Isla Brennan, Deborah Liao and 
Arvie Artica 

5 分鐘 
投影機、2 支麥克風架、2 支麥克風、
3 耳掛式麥克風、講桌 

3 12 生肖的故事 3A Bryan Rudd 4 分鐘 
投影機、1 支麥克風架、5 支麥克風、
講桌乙臺推車 

4 大過年的，要吃甚麼? 3F / 3M 
Emma Goldrickand Elizabeth 
Lopez 

4 分鐘 
投影機、3 張曉禮堂長桌、綠桌巾*6、
9 張咖啡色塑膠椅、3 支麥克風架、3
支麥克風 

5 從初一到十五 4A Patricia Alvim 5 分鐘 投影機、2 支麥克風 

6 寫書法、貼春聯 4F Schuyler Robinson 4 分鐘 
3 張曉禮堂長桌 、3 個桌鈴、4 支麥克
風講桌、投影機 

7 來去廟裡走春 5A/5F 
Schuyler Robinson 
and  Elizabeth Lopez 

5 分鐘 
2 支麥克風 、4 支耳掛式麥克風、一
張學生桌投影機 

8 提燈籠、放天燈 5M/ 5S 
Emma Goldrick and Bebhinn 
Stokes 

5 分鐘 
1 支麥克風架、2 支麥克風、1 個籃球
講桌、投影機、音效播放 

9 中國新年的禁忌 6A/ 6F 
Isla Brennan 
and  Travis Struchen 

4 分鐘 
3 支麥克風架、3 支麥克風、1 張曉禮
堂長桌、1 張咖啡色塑膠椅、投影機、
音效播放 

10 說好話、過好年 6S Yi-ting 5 分鐘 2 支麥克風架、2 支麥克風、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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