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小學生家長會 

參與學校各項會議代表名單 

會議名稱 姓名 職稱 候補代表 備註 

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 陳東瑋 會長 陳正玄 副會長 

校務會議 陳東瑋 會長 陳正玄 副會長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陳東瑋 會長 徐慶鐘 副會長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陳東瑋 會長 黃純琪 副會長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陳東瑋 會長 陳正玄 副會長 

校長遴選浮動委員 

(次年度校長任期達 4年或 8

年之學校) 

陳東瑋 會長 徐慶鐘 副會長 

校長遴選候補浮動委員 

(次年度校長任期達 4年或 8

年之學校) 

陳正玄 副會長 黃純琪 副會長 

友善校園推行委員會 

(家長會長為當然代表) 
陳東瑋 會長 陳正玄 副會長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行委員會 

(家長會長為當然代表) 
陳東瑋 會長 黃純琪 副會長 

編 班 委 員 會(7人) 

家長會長、 

1~6年級各 1位代表 

家長會長 陳東瑋 會長 徐慶鐘 副會長 

一年級 陳億乘 委員 陳昶穎 委員 

二年級 黃玉萱 委員 洪偉洲 委員 

三年級 謝欣樺 常委 葉志良 委員 

四年級 梁加珍 委員 陳重燊 常委 

五年級 陳麗雯 委員 蕭琦蓉 委員 

六年級 陳迺莊 委員 陳葆婷 委員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9人) 

英語領域 羅經承 家長代表 藍靜莉 委員 

語文領域 羅經承 家長代表 謝欣樺 常委 

數學領域 陳俊宇 家長代表 梁加珍 委員 

社會領域 葉志良 委員 林秉萪 委員 

自然與生活

科技 
陳億乘 委員 胡尉雯 常委 

藝術與人文

領域 
蔡育蓉 委員 陳麗雯 委員 

健康與體育

領域 
陳昶穎 委員 吳育嫻 常委 



綜合活動

領域 
黃玉萱 委員 黃堃誠 委員 

特殊教育

領域 
李湘婷 家長代表 吳婷婷 委員 

午餐供應委員會 

(7人) 

 陳正財 常委 陳億乘 委員 

 黃純琪 副會長 陳重燊 常委 

 徐慶鐘 副會長 陳葆婷 委員 

 陳麗雯 委員 陳迺莊 委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2人) 

 陳東瑋 會長 陳正玄 副會長 

 葉志良 委員 唐劍秋 委員 

午餐監廚代表 

  (星期一~星期五每天 2 人) 

星期一 徐慶鐘 副會長 黃純琪 副會長 

星期二 黃純琪 副會長 徐慶鐘 副會長 

星期三 黃純琪 副會長 陳麗雯 委員 

星期四 黃純琪 副會長 徐慶鐘 副會長 

星期五 黃純琪 副會長 陳麗雯 委員 

校務會議代表(12人) 

 

  家長會長特教、幼兒園 

  至少 1名    

 

   1~6年級各 1~2位代表 

家長會長 陳東瑋 會長 徐慶鐘 副會長 

特教代表 吳婷婷 委員 李湘婷 家長代表 

幼兒園代

表 
陳俊宇 家長代表 蔡倖宜 委員 

一年級 陳億乘 委員 葉志良 委員 

二年級 黃玉萱 委員 陳昶穎 委員 

三年級 蕭琦蓉 委員 謝欣樺 常委 

四年級 梁加珍 委員 陳正玄 副會長 

五年級 
江怡汭 

 
家長代表 陳正財 常委 

六年級 陳東瑋 會長 胡尉雯 常委 

教科書評選委員會 

(6人) 

1~6年級各一位代表 

一年級 陳昶穎 委員 陳億乘 委員 

二年級 祁義民 家長代表 葉志良 委員 

三年級 蕭琦蓉 委員 陳重燊 常委 

四年級 蔡育蓉 家長代表 謝欣樺 常委 

五年級 朱珍妮 家長代表 胡尉雯 常委 

六年級 陳重燊 常委 吳育嫻 常委 

畢業生特殊市長獎審議委員

會(4人) 

陳東瑋 會長 黃純琪 副會長 

陳正玄 副會長 謝欣樺 常委 



(為求公平，六年級家長代表不參與) 陳重燊 常委 胡尉雯 常委 

徐慶鐘 副會長 吳育嫻 常委 

需

2

女

3

男 

家庭教育委員會 

(4人) 

陳昶穎 委員 洪偉洲 委員 

黃玉萱 委員 葉志良 委員 

陳正財 常委 陳重燊 常委 

黃純琪 副會長 徐慶鐘 副會長 

特教推行委員會(1人) 吳婷婷 委員 李湘婷 家長代表 

性別平等委員 

(會長、女 1人) 

陳東瑋 會長 陳正玄 副會長 

黃純琪 副會長 胡尉雯 常委 

交通安全委員會(1人) 陳迺莊 委員 陳葆婷 委員 

學生輔導工作(男 1人) 陳正財 常委 陳重燊 常委 

課外社團審查委員會 

       (4 人含會長) 

陳東瑋 會長 黃純琪 副會長 

陳正財 常委 陳重燊 常委 

謝欣樺 常委 胡尉雯 常委 

黃玉萱 委員 藍靜莉 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