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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師晨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年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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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校長家珩                        紀錄：劉秉國組長 

伍、 主席致詞 

一、 3/5親師懇談日，謝謝各位導師與家長獲得很好的交流，可惜的是報名的人雖多但來的

人沒那麼多；到教室的很多有 332位家長，但到活動中心的只有 102位。有些班的學

生並未交回條，不算少也有 100多份，請導師再關心一下，有些家長都不知道，且用

紙本發通知其實不環保，在台灣都是Ｅ化。 

二、 高度肯定節電表現很好的班級，節能減碳是時代趨勢，也要教孩子提升愛惜的環境意

識，針對節能表現好的班級我們還在思考怎麼鼓勵。 

三、 再次提醒也拜託導師，早自習是學習的黃金時間，看到各班表現不一致，有些班很進

入狀況，有些班導師在但學生各行其事，其實利用這時間可以做很多事，例如週五英

聽，就是培養語文學習很好的情境，告訴孩子帄常要日積月累，而不是到考詴前才調

整課程，要矯正孩子的學習態度；若導師多關切，班上同學表現就出奇的好、若不關

心，播放時孩子就做各的事，有的吃早餐、有的聊天睡覺，要教孩子時間管理，請導

師在這部分幫忙，尤其是中學部。 

四、 3/17翁董誠摯地邀請大家參加晚宴，希望同仁多出席，撥空參加，希望能將人數衝到

60位以上。 

五、 師鐸獎不只自願參加，同事可以互相推薦、推選，這是當老師的最高榮譽，不只教育

部敘獎，傳愛基金會也有獎勵。 

六、 巡堂時看到，中學部趴睡情形很多，請老師去關切背後原因，是家庭因素、還是作息

或身體狀況，積極一點了解背後原因。 

七、 希望教學研究會要日趨嚴謹，做專業對話、內容專業充實，不宜太草率，教學研究會

是老師重要的對話空間，應該每次段考前或後召開，一學期 3~4次，有良好的基礎才

能談教師專業成長。 

八、 感謝總務處清理牆面鞋印，要養成學生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請導師嚴格要求，學務

處也要多督促。 

九、 服務學習志工是我們極力倡導的，要多鼓勵學生參加，學生可從中學習甚至改變學生，

讓學生有不同的體驗；像徐弘毅擔任小太陽志工，利用晨間幫帅兒園學生提重物，弘

毅父親告訴我孩子的確有改變了，與弟弟相處改善很多，也變得有禮貌，從幫助別人

中學習人生道理，柏滔也即將加入行列，請導師多鼓勵學生參與志工，學務處一定不

吝於認證工作的。 

陸、 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本週 03/16(四)中午，小學部讀經抽背，麻煩老師提醒抽背的學生，謝謝。 

(二) 下週 03/22(四)下午 14:00至 15:10小學部二至六年級，辦理朗讀比賽，另外參賽報名

表於今日(3/15)放學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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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04/01(六)小學部期中考答案及題目卷繳交，麻煩老師們幫忙，謝謝。 

(四) 04/03(一)第 21屆大墩美展送件截止，如須相關活動簡章歡迎至教學組詢問，麻煩老

師鼓勵學生參加，謝謝。 

(五) 04/10(一)第 48屆世界兒童美術展送件截止，如須相關活動簡章歡迎至教學組詢問，

麻煩老師鼓勵學生參加，謝謝。 

(六) 學生繳交學費尚有困難者，麻煩導師協助學生至註冊組填寫學費繳交分期表。 

(七) 3/16(四)國中教育會考報名。4/10(一)、4/11(二)為高三僑考。 

(八) 3/20(一)開放成績系統。 

(九) 106年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比賽報名截止日期為 3月 20日(一)，請尚未繳交的班級注

意時間，模擬賽將於 3月 23日（四）上午 7時 30分至 11時舉行。 

(十) 本學期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投稿日期，至今天 03月 15日中午 12：00止，目前已成功

上傳 13篇。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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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天，請把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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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發給各班圖書館週故事接龍比賽辦法，歡迎各班踴躍組團參加。 

(十三) 2月份圖書借閱概況表，歡迎大家參閱。  

(十四) 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請繳交電子檔。 

(十五) 0328-30為中學部第一次段考，考程及監考人員如附檔，請中學教師繳交考卷。 

(十六) 0322下午第 1節中學部演講比賽，地點在曉禮堂，高中各班請到場觀賽，國中僅

參賽同學公假出賽。 

蔣一玲主任：請參閱書面，其他補充如下 

1. 期中考卷繳交期限小學 4/1、中學 3/17，請準時繳交。 

2. 大墩美展送件日請注意。 

3. 國中會考 3/16報名，由一位行政人員帶隊返台考詴。4/10、4/11是僑考，有 6位同學

參加。 

4. 3/20開放成績系統。 

5. 感謝老師指導小論文，篇數已達標。 

6. 請老師多鼓勵學生閱讀。 

7. 3/31師鐸獎送件，請有意願的老師洽詢，也請各科與年段召集人推薦，辦法公布在校

網。 

 

二、 學務處 

(一) 放學後教室門窗請導師確認上鎖避免學生在回教室逗留。 

(二) 請導師告知同學帄日零用金不要帶太多，避免遺失或被其他同學拿走，造成個人損

失。 

(三) 巡堂時發現較多問題的是學生趴睡，請任課老師能即時給予學生糾正，避免失去學習

機會。 

四.學務處陸續發現中學部小學部同學有情緒管理問題，看見老師都很耐心處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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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感謝導師們的辛苦，協助這些孩子的健康成長。 

(四) 3月 11日 下午 2時於中學部 3樓視聽教室,召開本學期第一次家長委員會會議。 

(五) 3月 15日 下午 1時至 2:45分在活動中心,舉辦本校第二屆春暉盃辯論比賽-決賽(流程

如附件)。 

(六) 請畢業班導師提醒同學，要在畢業前完成改過銷過以及愛校服務次數，否則將會扣留

畢業證書。愛校服務時間為一到五中午 12:20開始。 

(七) 小學部 1-2年級班際跳繩比賽報名表，請於 3/20(一)放學前繳回體衛組。 

(八) 小學部 3-4年級班際 5人制足球比賽報名表，請於 3/20(一)放學前繳回體衛組。 

(九) 請導師協助督導班上同學做好資源回收分類。 

(十) 3/15(三)會發下各班優良學生繳交照片及請父母寫鼓勵的話給孩子的通知,請導師轉交

給各班優良學生。 

徐進賢主任：如書面，補充幾點 

1. 近日陸續有學生發燒嘔吐，請導師多注意及追蹤，並即時回報學務處。 

2. 放學要確認教室門窗關閉，避免學生回教室逗留，離校時忘記關閉電源。 

3. 巡堂常發現有同學上課睡覺，請老師糾正制止。 

4. 最近有些同學有情緒管理問題，請導師多多關心，協助輔導，必要時簽請輔導個案輔

導。 

5. 今日有春暉杯辯論賽及模範生照片繳交通知，請導師協助。 

 

三、 總務處 

(一) 3/17(五)上午 9:00召開新建校舍專業營建管理 PCM評選委員第一次會議。 

(二) 本周裝設步道旁灑水系統。 

(三) 2月份小學部用電量最少的班級是 3B、6B、6A；中學部用電量最少的是 8A、8C、7B。 

(四) 本周職工利用假日油漆中學部牆面。 

(五) 近日保衛檢查小學部時，發現導師辦公室常有沒有鎖門之情況，請各位老師最後離開

辦公室時務必要記得關冷氣、關電及關門。 

(六) 近日保衛檢查中學部時，有發現幾間教室都未關門，有私下請導師協助宣導學生務必

要記得關冷氣、關電及關門。 

(七) 操場附近目前所種植的韓國草很漂亮，唯要維持並不容易，原土生之雜草去除急需要

志工協助，因此可以請導師們協助宣導需要志工服務時數的學生，可向總務處登記並

協助除草工作。 

李麗美主任：補充報告幾點 

1. 2月份用電最少的班級，小學為 3B、6A、6B，中學為 7B、8A、8C，以後我們會每個

月統計鼓勵大家節能。 

2. 操場新鋪設的步道長了很多雜草，利用放學後請學生擔任志工來拔草。 

 

四、 輔導室 

(一) 輔導室第一次助學金會議已完成，目前已確認家訪名單，請老師協助將家訪通知收回，

輔導室會儘快安排家訪時間並通知家長。 

(二) 對於班級個案，輔導室會積極與老師保持合作，也請老師協助營造友善校園，協助學

生能融入環境，大家一起努力，幫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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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救教學班上課已經進行第二週了，請各位導師幫忙請學生準時上課，如果有任何問

題請通知輔導室，謝謝 

(四) ＜中學部＞ 本週六 9:00-11:00，有 RMIT 及 MCPHS （麻省醫藥大學） 招生代表到

學校介紹國外升學管道，已發出報名資料到 7-11年級各班，請導師同仁協助宣導，

邀請同學及家長到校了解，並歡迎同仁參加。 

(五) ＜十年級＞ 已於家長日宣導有關選組輔導有關事項，說明簡報檔在校網上，麻煩轉

知，歡迎同學、家長下載參考。 

(六) ＜中學部＞ 已於本週一完成中學部期初認輔會議，感謝導師與認輔教師同仁的辛苦，

個案有狀況請即通知認輔老師及輔導室，謝謝！ 

(七) ＜十年級＞ 正在為性向測驗施測缺席的同學補測，預計下週完成後將施測結果向導

師及同學解釋。 

(八) ＜七年級＞ 由於本週綜合活動課共同時間，觀賽辯論決賽，智力測驗延到下週，利

用綜合活動課舉行，感謝老師們諒解。 

(九) ＜一年級、二年級＞預告下週將利用綜合課施測瑞文氏彩色圖形推理測驗施測，時間

將與導師同仁個別確認 

邱昭甄主任： 

1. 第一次助學金會議已確定家訪名單，請導師協助回收通知單。 

2. 周六有 RMIT及麻省醫藥大學來招生說明，請導師協助宣傳，歡迎學生參加。 

 

五、 國際教育中心 

(一) 請中學部各班老師協助星期五早晨英聽播放，三月初開始實施以來，部分班級學生雖

到校，但沒有進班英聽，請導師協助宣導。國教中心每星期五早晨都會去巡視，若有

任何問題播放的問題，請與巡視的人員反應。 

(二) 本週三發放劍橋英檢調查表，為節省紙張，每班發放 5張報名表，若有需要請聯絡國

教中心幹事索取，謝謝。報名截止日期為 3/21下週二，繳交時請依考詴類別繳交，

Starters交予助教 Yuri，Movers交予助教Maccy，KET/PET/FCE交予幹事玉蘭。 

(三) 提醒中學部外師繳交段考考卷。 

(四) 提醒小學部外師繳交英語期中考口詴與筆詴詴卷。 

(五) 中學部英語閱讀心得書寫比賽辦法如附件。  

邱昭甄主任： 

1. 請導師協助宣導週五早自習進班聽英聽，我們會派人巡視有狀況請告知。 

2. 今日會發英檢調查表，每班發 5張，若需要請至國教中心拿。 

 

六、 人事室 

(一) 106年 6月的年票已發下原訂來回之電子機票旅客行程收執聯，如要由學校統一訂票

同仁，請於電子機票旅客行程收執聯正面簽名押日期確認，並寫下預訂日期與航班，

送回人事室玉英處彙整統一造冊辦理：如欲自行訂票，請與皇茶旅行社的嫦萍小姐聯

絡，電話-5404177 Email-hoangtra203@gmail.com。 

(二) 同仁六月返台機票如果有特殊情況者，請寫報告敘明原因專案簽准，以防人事更迭損

失個人權益。 

 

mailto:Email-hoangtra20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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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計室 

 

柒、 意見交流 

【楊士賢老師】12年級有重補修及課輔，用電量較多，納入競賽並不公帄。 

【校長回應】競賽只是目前的規劃，目前仍採鼓勵的方式，不一定會納入競賽，會用肯定獎

勵的方式。台灣重補修或課輔都有另外安排教室，請行政同仁參考。 

 

【周麗文組長】建議可收集家長 Email方便連絡家長，有些回條學生根本沒給家長看，家長

也不知道。 

【校長回應】在座老師一起思考這個問題，像很多家長問為何帄日下課或週六不辦課輔或營

隊，其實我們都有調查，但都很少人報名所以沒成班，結果家長都不知道，可見有很多孩子

沒把調查表拿回家給家長看。導師來衡量一下，以班為單位如果家長能接受，就幫忙收集 Email

給行政團隊，這樣可以少發很多紙本通知，可以少砍很多樹，發通知單結果也沒通知到，這

很浪費，導師可以徵求家長同意。 

 

【劉彥廷老師】1.小學部是否可恢復服儀檢查？ 

       2.後門車棚有很多腳踏車停放，但都是課後或放假才用到，老師早上來機車

位置不夠就往外停到球場旁，影響到學生活動，可否將腳踏車移放到其他位置。 

【徐進賢主任回應】已規劃小學部服儀檢查，近期會宣布並執行。 

【李麗美主任回應】已有老師反應過，本想將腳踏車移到教師宿舍旁，但要做遮雨棚，要再

研議，建議暫時疏散到中學部停放，若中學部也無空間，我們再找給老師停放機車的空間。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