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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 次主任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01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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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頁】  

一、  特刊部分，每週都要有進度，而不是永遠已邀請編輯委員中。  

二、  外師的部分，家長跟老師都認為小學部英語課真的太多，相比之下越語課

相對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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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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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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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主席致詞：  

一、  105.12.28 傳統節慶暨教學成果展，總算如期完成，也得到掌聲。不管是場

地、時間安排或是節目內容，感謝大家全力支援，通力合作。  

二、  教職員考績是落實考核，大家也看到今年的模式，校長並無參與投票，都

是經過充分討論，包括如何作票決，最重要的是尊重民主機制，投票結果

見真章，而且充分探討什麼原因會有優甲乙。考核最重要的是第一實考，

第二公帄公開議決，而且是不具名投票。其實這次評比有發現，越籍職員

工們大致來講表現很好，但是在考核上，以學校的立場當然要有點區隔，

而不是給人家的感覺是大放送，本來就無法盡如人意的情形，請主任儘量

跟自己夥伴探討、安慰。為了更了解越籍同仁以往的考核狀況，請人事主

任提供這三年來越籍同仁的考核分佈比例及當時的會議紀錄。以考核結果

來看，優等比例有增加，其實也是有點從寬，思考中還是有考量整體的提

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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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晨會在會議前常常在作公開的徵詢大家的意見，可是書面的提案都沒呈現，

反在當天舉手發言，這樣造成會議時間難以控制，請學務處再辛苦點收集

大家的意見。上次教師晨會就有提到英語教科書的部分，為了讓大家更清

楚了解，於過年前我親自寫了一封信跟大家說明背景。一方面是拜年，二

方面是公開再次說明原委。這部分在當天有說明是程序的問題，董事會的

議決，如家委會的議決與董事會的議決有異，當然要再提交董事會討論議

決。  

五、  01/06 尾牙，吳會長希望校長呈現對新年度的期望，至於舞台的佈置吳會

長會請員工來幫忙，可是本校的同仁也要在現場指導。因本次活動是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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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福利，建議人事主任在現場指導。校長想了兩句話請大家給予高見“接

軌國際  點亮海外臺校，適性揚才  培育南向箐英”，這是對學校與老師的

期許。  

六、  會議紀錄要更謹慎、要順語意，因關心校務的同仁都會預覽。接下來各處

室簽辦公文時，請人事要求各處室個資安全管理，尤其涉及個資或針對老

師的建議要如何簽辦。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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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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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建議大家提供資料時，除了完整的資訊，也幫忙加上簡單的統整分析，依

據比例數據做進一步討論。  

參、  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二、  學務處：  

(一 ) 12/28 傳統節慶教學成果展，動態展演感謝各處室協助及工作小組的合作

圓滿完成。  

(二 ) 元月 4 日中午 12:10 學務處辦理，校長與班聯會的對話，邀請教 .學 .總 .

輔處室主任參加。  

(三 ) 學務處為學生能養成遵守上課時間對任課老師的尊重，訂定福利社開放

時間 : 

1. 晨間 7:00~7:50。  

2. 每節下課休息時間。  

3. 午休時間 :國小部 11:30~12:10。  

        中學部 12:00~12:25。  

 備註 :如有特殊情形報生輔組依個案處理。  

【補充說明】  

 有關 0106 尾牙場地佈置，學務處也可協助。傳統節慶當天佈置的燈籠也

可物盡其用。  

 特刊的部分已擬初稿。  

【校長回應】  

 大型活動剛辦完，教、學、輔及各處室都累到，如有餘力歡迎同仁一起

去幫忙，原則上佈置突出喜慶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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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總務處：  

(一 ) 1/9 上午 10:00 小學部大樓委託安全鑑定乙案開標。  

【校長回應】  

 評選委員名單要一週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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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室：  

(一 ) 本學期期末個案輔導會議陸續召開，國高中將於下週召開完畢。這次採

取一對一的方式，有需要再請家長參與。  

(二 ) 升學輔導到 12 月 30 告一段落，接著學生要準備學測。  

【校長回應】  

 學測即將上場，但學校考試氣氛沒那麼明顯。  

 

五、  國際教育中心：  

(一 ) 已通知八年級學生及家長將於 1 月 11 日舉行英語科分組教學測驗，並於

1 月 18 日公布分組名單。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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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  

 1 月 11 日舉行英語科分組教學測驗是早上時間隨堂考。  

 

六、  人事室：  

(一 ) 人事的部分，有關考核、薪資會簽時，建議資料放進公文封封起來，再

夾進黃色卷宗夾代表機密件。  

【校長回應】  

 像這種公文資料最好是親送，下次請參考台灣密件的公文彌封方式。  

 

七、  會計室：略  

 

八、  帅兒園：  

(一 ) 缺助理教師一名。  

【補充報告】  

 感謝輔導室於上週完成學習情況評比建議，也已交給家長。  

 

肆、  討論提案：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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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 10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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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邀請編輯委員中 

 
1 

2 

外師本來就跟中師一樣，有權利義務。當老師
本來就是任務導向，職責所在。請人事室給外
師提醒，將來定合約就要更明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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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中心：已收集資料完成，將於本

週定案。  
2 

3 

學校公佈欄分配各學科，每月更新，讓孩子學
習看公佈欄，對孩子將來人生職場上也有幫
助。  

主任 105.12.26 相關處室 
依照指示辦理並於下學期初教學研究

會列入議題討論並分配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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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處室 

請各處室於 1 月 6 日下班前提報檔案

請放在 nas-00uploard 的 106 年專案補

助資料夾內 
 

1 

5 

上週有提醒大家會議紀錄請三天內完成，事項
有它的必要性，因為很多事情對下就要執行，
尤其晨會，請主任轉知組長提高效率。  

主任 105.12.26 相關處室 
教務處：依照指示辦理 

學務處：已轉達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