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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師晨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年 2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7：30 

貳、 地點：曉禮堂 

參、 出席人：詳見簽到表 

肆、 主席：江家珩                                           紀錄：楊縈麗 

伍、 主席致詞 

一、 各位主任、老師大家早安！在校務會議中第 6 張 PPT 簡報校舍新建工程圖，在晨

會中跟各位報告。新建校舍工程，在今年年中備齊相關文件向教育部申請工程補

助款新臺幣五仟萬，教育部依據工程進度核實後撥款給學校，在上學期請董事、

建築師與相關同仁，進行三次校園空間規劃會議，於 106 年 1 月 9 日小學部教師

室安全鑑定開標，現在正做教室安全鑑定，小學部教室是台商捐助興建，若安全

鑑定是危樓則依據程序向捐贈者說明不能繼續使用的原因，鑑定安全則暫不拆除；

去年 12月 18日會議中林董提起簡董事(建築師)本校中學部大樓也是簡董事所設計

的藍圖，剛好一體成型。 

二、 總務處目前積極準備 1:500 紅皮書(臺灣建照申請)，所花費時間需要很多，校舍興

建工程 PCM 開標後，屆時工程進度會與時並進，校舍帄面、鳥瞰圖跟各位說明解

釋，因建蔽率的問題受限制，不同角度的考量規劃小巨蛋為胡臺校的地標，很多

大型運動場所，未來校園的規劃是動靜分明、人車分道。 

三、 暑假在台灣北區教師研習，教育部國教署已經保留 22 個名額給本校老師，這是很

棒的研習請各位老師踴躍參加報名，此次參加研習的老師是種子老師，返校後分

享。 

四、 操場的整治工程進度非常迅速每日一驚，感謝銘驊精密有限公司郭總每天派人視

察進度，此工程以郭總為主、昶永公司袁總為輔，學校沒有出任何經費，這龐大

經費是由兩位企業家負責，感念兩位對教育的付出。 

五、 操場整治工程背景說明: 

(一) 空間利用--動靜分明。 

(二) 環境教育—原來的樹木只是修剪並沒有砍掉，雜草叢生，去蕪存菁，除舊佈新、

圍籬彩繪、欄杆是多層次的矮籬，採原生種的植物種植更美觀，鳳凰樹是季節性

的植物一定要種，是環境教育亦是生命教育的學習。 

(三) 帅兒園的走道已經清除完畢，修補好了，草皮尚待操場工程一起施作。 

(四) 多功能操場規劃，我們只提出需求，尊重專業，典禮臺向右到中間，樓下是辦公

室、儲存室，大型活動在操場。 

(五) 福利社設置油水分離設備，若有餘力再協助本校水電檢視-變電箱等設施。 

(六) 球場、操場整治、校園安全、景觀規劃都一手包辦，我們要珍惜校園裡的一草、

一木、一物。 

(七) 翁董感謝要宴請各位老師，週五、六、日哪時間較適合，請向人事是表達再轉達

給校長。 

(八) 2月 17日台大科普團隊參訪，鼓勵學生踴躍參加，有一堂課幫老師做教師專業團

隊輔導，非常優質的教學團隊，SSIS 師資穩定異動少是偉泓校長輔導的，偉泓校

長很有心來強化我們教師團隊，上回小六學生與竹科實驗小學交流胡台校，在語

文方面還不錯但在科普和創意上少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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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24.25 將有 3 場校內研習，請老師踴躍參加，全國教師研習時數帄均已達 47 小

時，以此標準來看待我們還有相當差距，此次 3 位講者專家名嘴有校長、主任、

主任教官，有非常優質的教育理念、專業，來本校老師、學生、家長研習同步成

長，了解課綱強化閱讀與溝通，聚焦取得共識與臺灣、世界接軌。 

陸、 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感謝老師們的支持使教務處各項工作能順利進行。 

(二) 本次報名「夢的 n次方，點亮每盞光」宜蘭場研習的老師達 22位，謝謝大家支持。 

(三) 教務處於 2月 24日及 25日(下週)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知能研習，時間地點如[教師

參加研習場次登記表](附件)，請各位老師填妥登記表於本週五(2月 17日)下班(4

點 10分)前，交給教學組幹事碧詩。 

(四) 下週 2/23(四)前，麻煩欲申請教師課後進修班的教師，至教務處繳交申請表；預

計參加校開越語班的教師，至教務處報名。 

(五) 已發下第一週(02/13-02/17)暫行課表，麻煩需調整課表教師，至教務處填寫調課

單，請於本週 02/17(五)下午 4:30前填具調課單，務請有關調動課務之教師親自簽

名。 

(六) 2/24(五)前繳交，教學計畫、教研會會議紀錄，麻煩老師於教研會議裡，討論各

年段召集人、以及段考命題教師，並將電子檔放於 public→00→02教務處→02教

學組→01教學計畫上傳區/03分科教研會記錄上傳區，謝謝。 

(七) 本學期預計會進行教學成果展，麻煩老師可以將這學期的教學作品保存，作為下

學期教學成果展的作品，謝謝各位老師。 

(八) 已發放 105-2教育部獎學金申請表，2/22(三)為申請截止日。 

(九) 學生繳交學費困難者，請家長至教務處註冊組填寫學雜費分期繳款單。 

(十) 0226(日)舉辦本年度第一次華語文電腦化測驗，考試時間從 07:30-12:00，計有三

個場次共 63名考生。 

(十一) 今發下 106年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比賽報名表，對象為小學部高年級，正

式比賽日期為 0330(四)，校內模擬賽日期為 0323(四)，每班可報四名，請各班

於 0320(一)放學前繳回報名表至教務處資訊組，再麻煩國語、電腦老師協助融

入課程教學。 

(十二) 承上點，實施辦法與歷年考古題放置於 ts_NAS:\03Material\國際小學生電腦創

意寫作，請參閱。 

(十三) 宣導作業電子化，減少學生作業的紙本列印輸出，節能減碳做環保，另外也提

醒同仁切勿讓學生使用辦公室設備列印個人作業。 

(十四) 本學期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投稿日期：106年 02月 01日至 03月 15日中午 12：

00止，參加作品請於 3/10洽圖書館確認上傳。尚有 23天，請把握。 

(十五) 本學期小論文寫作比賽投稿日期：106年 02月 01日至 03月 31日中午 12：00

止，參加作品請於 3/26洽圖書館確認上傳。尚有 39天，請把握。 

(十六) 小論文寫作比賽有新的規定，請上中學生網站點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

寫作比賽格式說明暨評審要點]，[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引註資料

格式範例]，也可以參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評審疑似抄襲紀

錄]。 

(十七) 請各年段或各領域的主席儘快繳交審書會議紀錄，106學年度使用哪一版本的

教科書一定要詳細寫清楚。還有請各位老師繳交教科書評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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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0218(六)早上為高中 105-1補考，地點在中學視聽教室。 

(十九) 0223-24為 G9模擬考，G8學習成就評量。 

(二十) 請高三任教老師於 0217(五)前繳交僑生模擬考考卷。 

(二十一) 105-2中學教學研究會及共同備課時間表如附檔。 

(二十二) 105-2中學部課表如附檔 

(二十三) 僑委會來函告知數位華語文師資培訓不再給予經費補助，因此未來華語文師

資培訓將結合其他資源管道辦理。 

(二十四) 針對主管機關有意將華語文班轉型為海外語言中心，本校華語文班將逐步朝

自給自足的方向作規畫，班級規模與教學內容也將一併調整。 

(二十五) 華語文班近期內將印製第 30學程簡章給學生帶回家讓家長參考，屆時再請導

師們幫忙。 

(二十六) 新南向政策對於華語文教育的推展部分有不同於過去的思維與調整，歡迎老

師們積極了解並加入華語文推廣活動。 

二、 學務處 

(一) 本校創校 20週年校慶特刊啟動徵稿，希望老師能預先準備並請踴躍投稿。 

(二) 3/5(日)8:10-~12:00舉行本學期學校日帅兒園註冊時程說明及家長大會。(班級座談.

教學計畫說明.10-11年級升學說明.校務發展意見交流及家長大會) 

(三) 105-2班級幹部名單請於 2/17日(週五)下班前交至訓育組。 

3月 5日（星期日）第 2學期學校日暨家長大會通知單暨提案單連同回條,請 

(四) 老師發給學生,2月 23日(週四)放學前收齊回條並交回本組以利彙整。 

(五) 感謝老師配合路隊，煩請老師更新名單後於一周內繳交至生輔組，謝謝。 

(六) 105下學期班級外掃區有稍做更動，請參閱附件一，衛糾評分自 2/20(一)開始。 

(七)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資源回收管理辦法，請參閱附件二。 

(八) 愛心便當本週開始申請，於 2/20(一)開始提供，請導師協助有需要的同學，申請

表格如附件三或至體衛組領取。 

(九) 請導師幫忙提醒,本學期社團取消的同學,要在本週完成轉社手續。小學取消：足

壘社、表演藝術社、團康遊戲社；小學新增：桌遊社、電影欣賞社。中學取消：

表演藝術社、兩性翹翹板；中學新增：桌遊社、校刊編輯社。 

三、 總務處 

(一) 準備興建工程 PCM招標文件。 

(二) 總務處寒假完成工作如下: 

1. 1/19~1/25全校冷氣(不含教師宿舍)室內及室外機清洗，電風扇清洗，及各教室之

窗簾清洗。 

2. 1/19~1/23更換全校滅火器。 

3. 1/19拍全校電錶計算電費。 

4. 1/23~1/25帅兒園教室內部分修繕、消滅白蟻及帅兒園戶外遊戲廣場拆除人行步

磚、整理鋪帄場地。 

5. 1/25除非有申請者即有必要之外，其餘各空間於均進行關水、斷電及貼封條，以

保護各項財產安全。 

6. 1/19~1/21A棟宿舍露臺修繕工程及 B棟宿舍前面墊高及整帄地面工程。 

7. 1/19~2/11全校教職員之送機及接機。 

8. 2/5更換全校飲水機濾心。 

9. 2/7整理校長室之各檔案及檔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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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8整理 A棟宿舍之前換掉之床及床墊。 

11. 2/8~13整理 A棟宿舍之前換掉之床及床墊及修繕 A305與 H508教室。 

12. 2/9清理水溝。 

13. 2/10安排帅兒園實習生之接機,住宿及用餐事宜。 

(三) 2/5~2/18「孫悟空帶你學語文-國小冬令營」活動的教室、住宿、用餐及接送機等

事宜之安排。 

(四) 帅兒園教材的空運到貨追蹤及到貨運回事宜。 

(五) 2/19(日)早上 8:00~12:00全校大消毒,請住宿同仁務必於這段時間撤離學校。 

四、 輔導室 

(一) 請導師協助班上同學若有需要申請清寒助學金，請至輔導室領取申請表(小學部各

班先發兩張，中學部請申請學自行至輔導室領取)，申請日期 0213(一)~0223(三)

下午四點截止。 

(二) 0222(三)召開特推會議，開會通知會於本週發給各委員。 

(三) 感謝各位導師對學生輔導工作的用心，也請本學期有意願擔任認輔老師的同仁與

輔導室聯絡，謝謝您! 

(四) 感謝各位導師對學生輔導工作的用心，也請本學期有意願擔任認輔老師的同仁與

輔導室聯絡，謝謝您! 

(五) 補救教學後測報告將分別交給各位老師，將根據測驗結果及課業成績參加學生名

單，『依據特教法規』補救教學招收對象謹限身心障礙學生及課業嚴重落後者。 

(六) 今天發放補救教學及認輔個案調查表將發放給各位老師，請最晚於下週一（2/20)

下班前繳交（註:新生如有疑似課業嚴重落後的請提報，就生將依據課業成績、後

測結等資料，決定學生名單。因為義工招募不易，且任教教師不足，開班數及服

務學生人數必頇縮減，）。 

(七) 小學部補救教學班學生大部分都嚴重落後，需要個別化指導，『補救教學志工』

對教學成效有很大的幫助，請幫忙鼓勵學生參加。 

(八) 請各位導師幫忙觀察學生，如果疑似適應不良等狀況，請給予適當輔導，輔導無

效後請轉介到輔導室。 

(九) 有關輔導室作業模式宣導：依據教育部規定之通用作業原則，認輔個案每學期初、

期末召開個案會議，形式可能使全體一起或每班分別召開的方式辦理，接受特教

IEP個別化教育方案的學生也需開個案會議。 

(十) 本學期將安排對小學部進行疑似過動症兒童篩選，在此特別進行宣導：過動症

（ADHD）與過度好動最大的差別是過動症患者在注意力、學習、生活、人際方

面有『功能性缺損』，但好動的孩子沒有這些障礙。 

(十一) ＜十、十一年級＞昨天已發調查學生返臺參加暑期輔導意願調查表，請高一高

二導師同仁於 2月 20日（星期一）放學前，收回回條以方便統計與後續連繫，

謝謝老師協助。 

(十二) ＜高中部＞上學期備審資料餘 2名同學尚未繳交；1名 11年級生，已通知家長，

另一名 10年級生連絡家長電話不通，待與導師確認家長聯絡方式後再與家長討

論學生進路計畫。 

(十三) ＜十年級＞已領回 10年級興趣量表個別學生報表，開學後將請本處替代役同仁

利用課程時間進班解釋，及向導師解釋測驗結果的意涵。 

(十四) ＜中小學＞已運回教育部補助款購買的 29 套生命教育 DVD 影片，將清單如附，

歡迎老師們搭配課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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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中學部＞正在草擬中學部生命教育街舞及影片比賽辦法、小學部生命教育美

展、生命教育體驗闖關活動，送核定後公布。 

(十六) ＜中小學＞開學第 1-2週將陸續進班為新轉入生拍攝檔案照片，時間待學生名

單及課表確定後，個別與班上有新生的導師洽商。 

五、 國際教育中心 

(一) 5.8年級本學期分英文課進行分組上課，但因本地書商書本庫存量不足，需從臺

灣訂購，本週會發通知單給家長。 

(二) 本學期國教中心行事曆有若干修正，待修正版本全部確認完整後，會於本週五上

網公告。 

(三) 英語教科書發放。 

(四) 新生英語分級檢測。 

(五) 英語行事曆修正。 

(六) 2/17(五)臺大 K-12前瞻科技教育發展中心，將於早上九點到十一點，在本校曉禮

堂與高中部自然組學生互動，感謝教務處協助處理學生課務，以及總務處協助場

地。 

(七) 開始與外師規劃本學期中小學部英語學習活動（演講、朗讀、讀者劇場、讀書心

得等）。 

(八) 本學期將於 3/3開始進行周五早自習的英聽播放，USB(內含本學期播放音檔)會交

於各班，請各班存於公用電腦，並於週五早自習主動播放。 

六、 人事室 

柒、 意見交流 

一、各科每個月的教學研究會用什麼時間開呢? 

教務處回應:105-2中學教學研究會及共同備課時間表如附檔(附件)。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