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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3 次主任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01 月 16 日（一）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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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頁】  

一、  二十週年校慶特刊編輯，學務主任親自督導，請同仁們多提供高見。我也

找了兩份海外臺校的特刊在參考，在台灣各校逢十都是大慶祝，請大家幫

忙集思廣益。  

二、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款的結報跟 106 年度專案申請補助，請大家多幫忙。

另外有提到，為讓老師情感更好，舉辦三天兩夜校外的教師研習，住宿費

也一同規劃申請補助，舉辦地點可以在台灣或越南的首德球場。  

三、  有關外師的評鑑，於新學期一定要再跟外籍老師充分溝通才算周延。  

四、  公佈欄請教務處規劃，各處室幫忙分擔，養成孩子看公佈欄的好習慣。  

五、  會議紀錄稍有改善，會議紀錄為歷史留下鑿痕，最重要是避免讓事情中斷，

請同仁切記。  

六、  每天提前十分鐘於三點五十下課，這個作息時間是有調整空間。請學務處

思考掃地時間要分段，人事室也要思考老師的彈性時間是否需跟著微調

7:40 就要到校。  

七、  視聽教室椅子的部分，目前跟陳志成委員商量重新包座椅皮面。  

八、  平常水電各項機具維護與復原，及平常的演練也很重要，同時也跟國泰保

險接洽，長鴻工程也在幫忙。  

九、  共同時間、領域時間蠻需要的，請教務處規劃。如果有領域時間，本校的

研習就能多辦，而且老師整個教學流暢度及時間分配，各方面都有精進空

間。將來請資深優良老師跟大家分享，PLC 應該自然形成效果最好。  

十、  提升英語活動，請國際教育中心多費心。  

十一、  有關運動代表隊，請學務處多費心，於二月份提報董事會。  

十二、  環保節能人人有責，這時候是很好的切入點。希望於寒假期間，體衛

組著重資源回收，環保節能的部分請總務處幫忙，如何節電節水。台

灣四省專案做得很好，校長也可以心得分享。目前與首德要環保紙張，

供為考卷印製之用。  

貳、  主席致詞：  

一、  今天是本學期最後一次主任會議，在此由衷感謝各位主任，這學期大家都

很辛苦，有很多建樹與挑戰，總算平靜度過。  

二、  接下來有 105 年度的結報跟 106 年度專案申請，這是學校很重要的經費來

源，這幾天大家都振筆疾書很辛苦。  

三、  5/31 前報辦師鐸獎，選拔條件為服務滿一年以上、資深、有具體優良事蹟

者。請人事多關注，我們要推薦優秀人才去角逐，而且傳愛文教基金會也

非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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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 感謝各處室於本學期的協助。  

(二 ) 目前在進行教育部 105 年度計畫案的結報跟 106 年度計畫案提報，感謝

各處室主任，資料完備後報部。  

(三 ) 休業式時，教務處會頒發各項前三名的獎學金，人數加總約三百多位，

方式請大家提供高見，另助學金會找時間頒發。  

【會計室補充】  

 105 年度教育部專案補助結報案，相關資料都已掛在 NAS，請各處室依 104

年所提報的會計科目再作修正。  

【國教中心建議】  

 智慧校園實施，學校可申請 Google for education 非常好用但要綁學校帳號，

學校需向 Google 官方申請，教師可利用“Google classroom”平台教學，

存放雲端方便使用。  

【校長回應】  

 助學金低調頒發，獎學金頒發有兩種方式，全體上台或第一名代表上台領

獎。請學務處與教務處規劃呈現井然有序而緊湊的典禮流程。  

 105 年度教育部專案補助結報案，請會計室多幫忙。因 106 年度教育部專

案申請，各處室很用力寫新計畫。新的計畫同時在結報舊的計畫，組長要

幫忙，也請會計主任作指揮。  

 106 年度教育部專案申請補助計畫書，子計畫以性質雷同依序排列，審核

脈絡較為清楚。第一~九頁我已調整過，請主任們參考修改，儘量扣合願

景與課程教學。寫計畫案一定要有學校背景，年度計畫 SWOTS 的診斷分

析，簡單的講子計畫呼應策略並且要橫向連結，聚焦學校願景與目標。我

已重新製作 SWOTS 新版，把 105 上學期的現況規劃在內。學校發展目標

作提升，第一期程三年時間實施，每年都要有超越表現。  

 150 台 HTC 平板期末收回，請教務處會同總務處落實財產盤點，也請教務

處參考向 Google 官方申請。  

 

二、  學務處：  

(一 ) 1 月 17 日下午 3:00 國小部 3 對 3 籃球決賽。  

(二 ) 1 月 19 日上午 7:50 起各班掃除及導師時間。  

1. 9:10 休業式各處室需頒獎資料，請提前送學務處訓育組彙整。  

2. 放學時間 :10:00 幼兒園放學，需搭乘交通車同學於 10:30 放學。  

【校長回應】  

 1 月 19 日的大掃除，學務處請導師一定要徹底督導。  

 休業式當天的頒獎，一定要事先演練，時間緊湊，準時於 10:00~10:30 放

學。  

 

三、  總務處：  

(一 ) 小學部大樓委託安全鑑定已於元月 /11 開標，由太平洋建築鑑定公司得標。  

(二 ) 106 年學校保衛於元月 13 日開標，因只有一家投標，延至元月 17 日中午

12 點第二次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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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週確定 1/500 申請委託。  

(四 ) 完成 105 年教育部補助款結案、106 年補助款申請。  

【校長回應】  

 本次保衛招標可採用公開邀標的方式進行，請總務處考慮人力素質要提高，

必要時關閉一個點。  

 在一般的學校，大型體育廣場都要事先借用申請，而且都有使用規範，我

們要儘快討論以落實共識、約束。晨會老師也曾經提出，是很好的切入點。

教學計畫本來就有規範場地，請教務處嚴格巡堂。廣場借用是總務處控管，

於體育中心本來就要貼使用規則，開關要上鎖。另體育老師應在旁指導基

本動作與策略。  

 

四、  輔導室：  

(一 ) 期末個案輔導會議已召開完畢，正在整理會議紀錄，準備上簽。  

(二 ) 目前正在關注學測放榜。  

(三 ) 會考的部分，準備回臺灣的學生個別找來了解情況，是否要直升還是回

臺就讀。  

【校長回應】  

 放榜結果註冊組最先知道，請第一時間告知，校長密切關注孩子升學去向

與上榜情形。  

 今早輔英科大的國際長本來要跟我們簽 MOU，因過去沒有任何交流，而

且我們學生並沒有選讀過。如果有實質合作，雙方簽署 MOU 才有意義。

目前為止，跟我們有兩個連結點，一是幼兒保育產學系，二是營隊辦理，

有想把胡志明附近學校變成一個營隊，讓孩子有互較高下的機會。  

 會考越南考場案，詴辦計畫，各位主任一致同意先緩一下。  

 

五、  國際教育中心：  

(一 ) 八年級英文課分組教學測驗及名單已完成，待研發組呈核校長後於 1 月

18 日上網公告。  

(二 ) 一至十二年級英語科教科書費明細已完成，並已於 1 月 14 日送交註冊組

最後一批八年級的繳費明細。  

(三 ) 已陸續清查學生需要調整英語分組班級的學生，並請任課教師須於星期
二 (1 月 17 日 )前協助學生完成轉組申請手續。  

【校長回應】  

 謝謝黃主任這學期的幫忙，很認真投入，但這職位很難面對。不管將來怎

樣，由衷祝福，未來這棒子交接給邱主任，也謝謝邱主任臨危受命。  

 這次註冊單發下，尤其補收書費，希望不要有任何雜音。教育部補助 11

美保險費分上下學期 5+6 兩次給付，以後投保金額一定選偶數。  

 

六、  人事室：  

(一 ) 1 月 19 日十一點召開期末越籍職工會議，假視聽教室。  

(二 ) 一月份薪資及年終獎金今天已入帳。  

 

七、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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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幼兒園：  

(一 ) 缺助理教師一名。  

(二 ) 本學期即將結束，幼兒園感謝校長的支持與愛護，並謝謝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輔導室、人事室、會計室對幼兒園的協助。  

(三 ) 寒假期間，助教跟職工要請假已排好，交給人事室。  

【校長回應】  

 請人事室主動出擊，拜訪越南當地大學中文系的對口單位，多方面努力尋

求人才。  

 

肆、  討論提案：  

伍、  臨時動議：  

【學務處】關於行事曆，學務處原定第四週中學春暉盃辯論比賽，跟教務處原定

第五週中學部演講比賽對調。  

【校長】可對調但不要衝突，另請提醒秉國組長，於段考前一週暫停社團活動。 

 

【幼兒園】下學期大型活動，可否請訓育組長告知活動辦理方向？  

【校長】學期結束前告知，好讓大家可從臺灣帶來資料素材，教學聯合發一個公

版，在群組跟大家提醒。  

陸、  散會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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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 106.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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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二十週年，為了節能減廢、彰顯特色，
建議校刊跟特刊整編合一。請訓育組趕快籌組
特刊編輯委員會一起規劃篇幅，召開籌備會
議，任務編組，避免重複作業。希望在期末時
與同仁說明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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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105.12.12 

106.01.09 

學務處 
相關處室 

已訂於 1/17 召開 20 週年校慶特刊籌
備會  

2 

2 

--教育部補助方案，各處室有任何需求請儘快提
出，較為特殊的是屬處室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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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09 早上與師大黃教授在討論，有沒有
可能本來在學校辦的備課可以在台灣來辦，這
部分納入計畫，看是四天三夜還是三天兩夜，
晚上大家還有充分時間大家作交流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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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主任

行政 

105.12.26 

106.01.03 

106.01.09 

教務處 
相關處室 

已討論中依期限報部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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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106.01.03 
國教中心 
人事室 

將與昭甄及王齡主任確認最後草案後
定案。  

2 

4 

於下學期，公佈欄一定要粧點起來，空間好好
利用。各處室與各學科定期更新，讓同學學習
看公佈欄，養成好習慣。廣播是一種公害，學
校是不主張，而且這個設施與能源可以節省下
來，儘量用公告的方式，例如公佈欄或電視牆，
把公佈欄當成學習場域。  

主任 

行政 

106.01.03 

106.01.09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規劃請各科負責訂於下學期
期初校務會議報告 
學務處：已規劃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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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106.01.03 相關處室 已轉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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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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教務處召集相關同仁一起思考，回應家委會
提案建議，是否能每天提前十分鐘於三點五十
下課，減少很多路上塞車時間。  

行政 106.01.09 教務處  
可於下午打掃時間及下課時間個縮減 

5 分鐘因應但要討論通過才可執行  
2 

7 

本校網頁一直被批評，不太好使用及下載資
料，很多的內容不管是教學資源或活動記錄可
存放於網頁，目前此項功能未呈現，希望下學
期全面改版，功能強化。  

行政 106.01.09 教務處  
預計下學期改換系統並請各處室組長 

要即時更新網站資料  
2 

8 
請總務處規劃視聽教室的椅子，也請同仁提出
建議，校長籌募。  

行政 106.01.09 總務處  已接洽陳志成委員詢價 
 

2 

9 

提醒同仁，校長室後面的小房間是檔案室，存
放重要資料，及三樓教務處的儲存室。目前堆
積了非常多文件資料與設備，雜亂無章，請教
務處、人事室、總務處去認領後存檔使用。  

行政 106.01.09 

教務處  

總務處  

人事室  

教務處：預訂寒假中請職員整理 

總務處：於寒假中處理  
2 

10 

高壓輸電變電箱起火事件：  

--垃圾場與機房這麼接近，以老鼠的習性會去咬
那些電線，一旦有火花就馬上燒起來，易燃性
嚴重性很大，考慮更換位置。  

--請總務處思考，遇到此情形，除了現場迅速進
行人員疏散，及時通報與滅火，還要有專人負
責去關總電源。  

--各處室在做校安通報，要及時、完整、人事時
地物要交代清楚。另最重要就是居安思危，我
們接續要做定期檢視。目前正與國泰保險在做
理賠溝通，但這是消極的，能夠居安思危適時
化解危機才是積極方式。  

--以此事為例寫出標準作業流程。  

--國泰保險會來鑑定，我們也很期待傾聽問題出
在哪裡，希望找一位專家提供建議。  

行政 106.01.09 
學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遵照辦理 

總務處：擬委託電力公司每個月保
養，以保持變電箱的安全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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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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程序，學生 7:50 到
校就開始打掃，導師時間縮短成 20 分鐘就夠，
這樣就有充裕的時間來頒獎，得獎照片請掛上
網頁，與家長分享。  

行政 106.01.09 學務處 已修定 
 

2 

12 

導師手冊請儘量用電子化，不另印製紙本。校
外專家有提醒，學校規章辦法很多都是舊檔
案，請各處室要更新。導師手冊請學務處一定
附上正向管教辦法。  

行政 106.01.09 學務處 已改進 
 

2 

13 

請教務處與學務處規劃共同時間與領域時間，
所謂共同時間是屬活動課程的時間，領域時間
是按照各學科，各領域的共同時間，方便老師
辦研習或者開教學研究會。希望於新學期教學
研究會落實執行。  

行政 106.01.09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因課程調整不易訂規劃於下
學期課表中但每科只能有 1 小時共同
時間 

 
2 

14 希望推廣組再提升英語活動，讓師生樂於參與。 行政 106.01.09 國教中心 
下學期將有復活節及閱讀心得書寫比
賽等活動  

2 

15 

有關運動代表隊，因 105 年動用了預備金，請
同仁從後援、經費各方面做探討，於下次董事
會提案建議。一般在台灣要成為運動代表隊或
體育專長，都要報主管機關簽核，本校是私立
學校就要報董事會簽核，還有經費支用都要列
明是屬預算、後援會，界定哪些是社團、教練
超鐘點還是指導費或獎金。  

行政 106.01.09 學務處 已定 1/16召開建體領域會議題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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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環保節能概念一直強調：  

--高壓輸電變電箱事件，更是提醒我們超載，要
環保節能且要減費，希望體衛組與總務處訂定
環保節能措施。  

--像六日從早到晚體育館燈都是亮，可以考慮是
不是學生練球都一定要排在六日。  

--在台灣冷氣機都有定時定溫，請總務處思考如
何控制，不讓學生觸碰。  

行政 106.01.09 
學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遵照辦理 

總務處：考慮每間教室加裝時間控制
器，以管制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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