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106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6年9月23日(星期六)上午九時 

開會地點：北投國小2F視廳教室 

出席人員：全體班級代表（各出席委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陳啟華會長 

列席者：翁世盟校長、各處室主任 

會議記錄：陳重燊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宣布會議開始 

校長、各處室主任及各位班級代表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106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今年我們學校的班

級代表應到104位，實到簽到的已有53位代表，另有委託書有28位，總共有81位出席人數已超過1/3，所以我現在宣佈會

議開始。 

 

二、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本次會議議程如所附會議手冊第一項的會議議程表所排定。 

     經表決結果：贊成 81 票，反對 0 票。照案通過。 

 

三、 上次會議紀錄實行報告 

會議記錄如所附會議手冊之附件一，請問大家是否有任何意見。 

     經表決結果：贊成81票，反對0票。照案通過。 

 

四、 主席致詞 

校長、各處室主任及各位班級代表大家好。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本學年度第一次的會員代表大會。今年是我參加家

長會的第七年，在這七年當中從委員、常務委員、副會長及最近這兩年擔任會長這個職務，首先要感謝家長會夥伴的支

持及學校各處室對家長會的配合與支持。再次也感謝每位委員及志工對家長會付出，對於學校所交付的事項我們都能一

一完成，非常感謝大家也請大給給所有的志工及委員們掌聲鼓勵。接下來雖然卸下了會長這個職務，但是我還是會跟各

位站在一起，繼續跟大家一起為學校而努力，謝謝大家。 

 

五、 校長致詞 

會長、副會長以及各位家長委員以及各位親愛的家長代表大家早安。首先來介紹學校的各處室主任們，學務處許家

寶主任、總務處蔡適新主任、輔導室邱俐純主任以及幼兒園郭素娟主任；另外教務處劉一慶主任今天與教學組長帶領我

們學校的同學們去參加多語文競賽，也期待這次我們都能獲得良好的成績。 

延續剛會長的談話，家長會對學校的支持跟幫助，點點滴滴真的非常的感謝。我們親師一起合作為孩子在每天的學

習上打下好的基礎跟環境，讓孩子因為我們的共同努力一步一步地往前前進。啟華會長對於學校的投入帶領整個家長會

、志工團隊對學校的幫忙真的非常多。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學校每季所發行的四季刊上，有許多的活動都有家長會、志工

團隊的幫忙與支持。向這兩年來我們都有申請到讀報種子學校，所謂的讀報教育就是班班有報紙，藉由讀報的習慣，鼓

勵孩子們閱讀而且能讓教育結合時事。那我們鼓勵小朋友來參與這項活動，其中就非常感謝家長會能提供經費讓一些積

極參與活動的小朋友有讀報下午茶與師長們起分享他們的讀報心得。我想利用這個簡單的例子就可看到在家長會在經費

運用上對學校的幫助。另外，全校的防震頭套的提供也是家長會提供經費讓全校師生都有優質的防震工具，保護我們的

頭、頸部位的安全。在總務處方面也有廁所衛生的清潔，在學期開始前家長會都提供經費請專人來打掃之後在教學同學

維護，讓我們這一兩年的廁所評鑑都是特優級；而在輔導室方面，我們關注每個孩子的需求，像清寒的早餐、家訪的訪



視、弱勢的關懷等，我們都給予這些同學在生活上、學習上的幫助。 

我想舉以這些例子主要就是感謝會長帶領委員及志工們對學校的支持，在親師合作下校務運作更加順暢，在此，請

大家掌聲再一次謝謝我們會長、委員們及志工團隊的付出。延續這樣的努力也謝謝在場每位的班級代表們，讓我們互相

支持，當然學校本身也會更努力創造出好的口碑，也希望每位家長能對學校或同學有好的成績能給予正向的支持和談論

，就像今年一年級招生我們再差4到5位小朋友就招生額，報到率已達百分之八十幾以上，所以在家長的支持之下，我們

學生人數是不斷再上升的。 

最後藉這個機會感謝家長會，會長、委員們及志工團隊的支持，學校在正向的發展下，成績一定會往前邁步，謝謝

大家。 

 

六、 家長會會務報告 

 如所附會議手冊內容。 

 

七、 提案討論 

1、 105 學年度財務決算表請審案 

說明：如會議手冊之財務決算報表。 

經表決結果：贊成 81 票，反對 0 票。照案通過。 

 

2、 106 學年度財務預算表請審案 

說明：如附件會議手冊之： 

(一) 106 學年度家長會補助校務發展預算表。 

(二) 106 學年度家長會預算表。 

(三) 106 學年度志工隊預算表 

經表決結果：贊成 81 票，反對 0 票。照案通過。 

 

3、 家長會組織章程副會長當選人數調整案 

說明：由於少子化委員人數減少，故建議副會長當選人數由五人調整成三人。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三人，由會員

代表大會就家長委員選舉之。 

本會副會長、家長委員會委員及常務委

員視學校體制依公平比例原則選舉之。 

 

第十四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五人，由會員代表

大會就家長委員選舉之。 

本會副會長、家長委員會委員及常務委員視

學校體制依公平比例原則選舉之。 

 

副會長應選人數由

「五」人改為「三」

人 

 

經表決結果：贊成 80 票，反對 1 票。照案通過。 

 

4、 募款通過案 

說明：敬請同意本會可透過募款，自由捐獻方式，增加財源。 

經表決結果：贊成 81 票，反對 0 票。照案通過。 

 



 

5、 推選校務會議代表 

 

參與會議名稱及人數 姓     名 身分別 會議時間 

教師評審委員會 

(家長會長為當然代表) 
游家棟 

家長會長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游家棟 家長會長  

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 游家棟 家長會長  

校長遴選浮動委員 

(家長會長為當然代表) 

  
 

友善校園推行委員會 

(家長會長為當然代表) 

游家棟 家長會長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行委員

會 

(家長會長為當然代表) 

游家棟 家長會長 

 

編 班 委 員 會(7 人) 

家長會長、 

1~6 年級各 1 位代表 

家長會長 游家棟 家長會長 

6 月中、 

8 月中 

一年級 林群琳 家長委員 

二年級 江子凌 家長委員 

三年級 黃莉玲 家長委員 

四年級 陳啟華 副會長 

五年級 王雪濱 家長代表 

六年級 黃世昌 家長委員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9 人) 

英語領域 王雅婷 家長委員 

學期初與 

期末 

語文領域 林群琳 家長委員 

數學領域 黃堃誠 家長委員 

社會領域 虞珊 副會長 

自然與生活科技 吳金蘭 常務委員 

藝術與人文領域 虞珊 副會長 

健康與體育領域 杜雪君 家長委員 

綜合活動領域 楊詩翎 副會長 

特殊教育領域 陳郁帆 家長委員 

午餐供應委員會 

(7 人) 

陳正財      秦家偉 家長委員 

每月一次 
陳啟華      陳世昌 家長委員 

         游家棟     王雅婷 家長委員 

         楊詩翎 家長委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2 人) 

游家棟 家長會長 

 
秦家偉 副會長 

午餐監廚代表 

(星期一~星期五每天 2 人) 

 

 

 

午餐監廚代表 

(星期一~星期五 

每天 2 人) 

星期一 
葉秋萍 家長委員 

 

  

星期二 
秦家偉 副會長 

黃堃誠 家長委員 

星期三 
陳世昌 家長委員 

葉秋萍 家長委員 

星期四 
吳金蘭 常務委員 

盧吉祥 家長代表 

星期五 
黃堉綸 家長委員 

陳郁帆 家長委員 

校務會議代表(12 人) 

家長會長特教、幼兒園 

至少 1 名 

一~六年級各 1~2 位代表 

家長會長 游家棟 家長會長 

期初與 

期末 

特教代表 李淑媛 特教家長委員 

幼兒園代表 葉秋萍 幼兒家長委員 

一年級 林群琳  家長委員 

二年級 陳正玄  常務委員 

三年級 陳正財 黃堃誠 
常務委員 家長委

員 

四年級 杜雪君  家長委員 

五年級 王雪濱  家長代表  

六年級 陳玉貴 虞珊 副會長 

教科書評選委員會 

(6 人) 

1~6 年級各一位代表 

一年級 游家棟 家長會長 

6 月中 

二年級 陳正玄 常務委員 

三年級 陳冠宇 家長代表 

四年級 王雅婷 家長委員 

五年級 杜雪君 家長委員 

六年級 黃世昌 家長委員 

畢業生特殊市長獎審議委員

會(4 人) 

(為求公平，六年級家長代表不

參與) 

陳正財 常務委員 

 
              陳啟華 副會長 

陳正玄 常務委員 

  

需

2

女

3

男 

家庭教育委員會 

(4 人) 

杜雪君 家長委員 

期初 
游家棟 家長會長 

陳碧珠 家長委員 

黃世昌 家長委員 

特教推行委員會(1 人) 游家棟 家長會長 期初與期末 

性別平等委員(會長、女 1 人) 游家棟 虞珊 
家長會長 

副會長 

上學期初、 

下學期末 



交通安全委員會(1 人) 陳正財 常務委員 每學期 2 次 

學生輔導工作(男 1 人) 游家棟 家長會長  

 課外社團審查委員會 

(4 人含會長) 

游家棟 家長會長 

 
黃堉綸 家長委員 

陳冠宇 家長代表 

蔡佩純 家長代表 

 

八、 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選舉 

1、 選監人員名冊(5至9人，身分別乙欄填寫班級代表、委員，主任等) 

於會議中由各班班級代表相互推選之。 

編號 擔任工作 姓名 職稱 備註 

1 選務人員-發選票 藍友吟 家長代表  

2 選務人員-唱票 陳郁帆 家長委員  

3 選務人員-計票 陳正玄 常務委員  

4 選務人員-整票 黃堉綸 家長委員  

5 監察人員-監票 邱俐純 輔導主任  

 

2、 選舉家長委員 

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九條規定辦理，家長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二十五人，由會員代表大

會就會員代表中選舉組成之；全校班級數四十八班以上學校（包括國小附設幼稚園），每滿十班得增置二人。 

本校目前共有普通班 44 班、特教班 3 班及幼兒園 7 班，共 54 班。 

本學年度家長委員代表應選為: 25 人。 

選票採用絕對多數複選制。 

 

當選及備取委員名單(依得票高低順序排列)： 

 

當選順序 得票數 選票編號 班級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備住 

01 64 55 501 秦康傑 秦家偉  

02 64 92 小熊班 黃佳儀 葉秋萍 幼教委員代表 

03 63 47 405 陳云澤 羅毓卿  

04 63 89 107 可愛班 陳敏瑄 李淑媛 特教委員代表 

05 61 1 101 林子芹 林群琳  

06 60 13 201 陳宥嘉 陳正玄  

07 60 53 408 陳思佑 陳郁帆  

08 59 25 301 黃佳瀚 黃堃誠  

09 59 42 402 張哲銘 杜雪君  

10 58 51 407 施振隆 江子凌  

11 57 38 307 陳彥璋 陳正財  

12 57 39 401 陳宜澤 陳啟華  

13 57 43 403 黃湘芸 黃堉綸  

14 57 58 502 黃靖薰 葉懿慧  

15 57 64 505 陳昱叡 陳世昌  



16 57 67 507 林泰丞 林芳毅  

17 57 71 601 王品然 陳碧珠  

18 57 82 606 陳佑鑫 吳金蘭  

19 56 72 601 蔡亞璇 王雅婷  

20 56 77 604 榮沁 虞珊  

21 55 60 503 温苡晴 黃莉玲  

22 55 78 604 黃亦豪 黃世昌  

23 55 79 605 范徐瑋 陳玉貴  

24 54 73 602 林妤璇 楊詩翎  

25 54 74 602 游育靜 游家棟  

備一 17 34 305 陳昱丞 陳冠宇  

備二 4 44 403 葉子安 賴淑慧  

備三 3 80 605 高浩珉 高癸相  

備四 2 6 103 吳闓甫 黃碧蓮  

備五 2 26 301 羅倫沙 羅經承  

備六 2 75 603 賴奕臻 陳彥聿  

 

3、 選舉家長會會長 

每張選票勾選1人。 

參選人數:1人，應選1人。 

有效票64票，廢票17票。 

(1) 游家棟 得票數：64票。 

        當選家長會會長：游家棟。 

 

4、 選舉家長會副會長(應選五位) 

每張選票勾選 1 人。 

參選人數:5人，應選5人。 

有效票72票，廢票9票。 

(1) 秦家偉 得票數：22票。(當選) 

(2) 陳玉貴 得票數：14票。(當選) 

(3) 陳啟華 得票數：14票。(當選) 

(4) 虞珊   得票數：13票。(當選) 

(5) 楊詩翎 得票數：9票。(當選)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