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家長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8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18:30～21:00
貳、地點：敦品樓三樓會議室
參、主席：楊詠淳會長

司儀：王馥瑄

紀錄：王雅琳

肆、出席人員：本會委員
三年級：王寶珠副會長、邱淑貞委員、邱仲平委員、蔡旭妙委員、李茂坤委員、王
立業委員、王馥瑄委員
二年級：楊茂生副會長、于博任委員、王雅琳委員、江承時委員、黃靖雯委員（楊
茂生副會長代）、程怡媛委員、王賢仁委員、鄭靜芬委員、陳麗芬委員
（于博任委員代）
一年級：謝佳欣副會長、簡芙菊委員、王維君委員、胡睿涵委員、張結雄委員、林
婷媚委員（謝佳欣副會長代）、陳鎮洲委員
列席人員：校長黃贇瑾、教務主任黃郁博、學務主任江信良、總務主任李冠達、圖書館主任吳
粦
輝、主任教官陳勳慧
學生家長會秘書、幹事、會計、出納
伍、主席宣布開會並確認議程：本次會議應到委員 29 人，實到委員 24 人，已達章程規定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人數，本次會議正式開始，議程如會議資料所擬。
陸、議程：
一、主席致詞：又是新學期的開始，很高興見到家委們熱心的參與校務使命必達。由於原幹事
黃靖雯女士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幹事一職需要具有文筆及電腦操作能力人員擔任，委由王
雅琳女士接任，並頒發聘任證書。
二、校長致詞:校長剛從市立大學開會回來，很高興看到關心學生們的家委齊聚一堂。
校長固定每學年上學期的學校日跑高一、高二各班，3 月 16 日下學期的學校日特別到
高三各班關心落點分析，協助輔導學生選填自願等最後一哩路。高三的 20 班教室不惜成本
的全開供學生們使用，老師則在辦公室輪班，學生們下課歡迎來問問題，但是，上課時間
高三學生只能在教室內。
高二開始為社團的成果發表會而忙碌，必須特別注意時間管理及身體健康，懇請家長
們多多參與孩子的社團成果發表會，你將會看到發展到極致不一樣的女兒。
高一下學期班上開始有團隊的氣氛，在校慶中特別安排了高一的創意進場，培養團隊
精神成為可用的人材。
3 月 16 日樂旗隊參加在宜蘭縣立體育場舉行的全國音樂比賽（行進管樂）打敗常勝軍
建中獲得最高分，看到孩子們的表現真的是實至名歸。
此外，合唱團也在全國音樂比賽獲得全國特優。
功課不好不要打擊孩子的自信，這一次期中考有一位拒學症的孩子，我們一直跟他說
考不好沒關係可以補考，補考沒過可以重修。最後以個別考場讓他單獨考試，不要讓孩子

走不出自已的房間。家長與學校合作才能將孩子往前推。
孩子遇到問題先鼓勵自我解決，要讓孩子知道對與錯，適時給孩子面對挑戰的助力，
讓孩子有能力面對未來解決問題，才能在外闖世界。不要在第一線解決孩子的問題。
有家長反應接送孩子時將車開進學校的問題，因為上學期有家長違規造成同學受傷，
為保護學生的安全，建議家長可在一壽街等處讓孩子下車。
三、校務報告：
(一)教務處黃郁博主任報告：
針對 3 月 4 日親師會的問題會在會整後統一回覆。
大學申請第一階段結果將於 3 月 27 日放榜。
3 月 18 日公布的 108 學年繁星推薦錄取榜單中本校有 42 位錄取，加上特殊選材錄取 3
位，已有 45 位學生錄取。關於大考成績歡迎指教。
學務處江信良主任報告：
高二教育旅行（畢業旅行）將於 4 月 1 日～4 月 3 日舉行。
楊茂生副會長、江承時常委及組長已針對路線、餐食、住宿等事前進行探勘，為了讓同學
們能吃的安心、住的放心、玩的開心層層把關。
回覆家長反應費用及景點方面何不能有以往的低價高品質？
在 12 年前每班平均有 43 名學生，目前高二每班平均學生人數已降至 36 名，以往同班的學
生必須拆成 2 輛遊覽車，現在 1 輛遊覽車已足夠一班的學生。
加上從 6、7 年前開始前來參與招標的業者只剩 1 家，還有物價上漲等結構性的問題限制了
景點、活動內容及費用。
總務處李冠達主任報告：
新大樓的興建計劃持續進行中，於 2 月底已確定由施工品質及規模均足以勝任的榮民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得標，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榮工處”民營化後改為目前的公司名稱。在建設方
面將會與新工處與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協調進行。
預計暑假拆除舊大樓但目前尚未定奪，前期作業持續進行中，一切皆以將干擾降至最低為原
則。此外，今年暑假學校也因工程的進行無法提供考場。
圖書館吳粦輝主任報告：
1. 目前閱讀人口日漸下滑，特別是學生們。感謝學校的經費加上家長會的補助使圖書館可以每 2 個
月添購新書、成立班級小型圖書館及成立獎勵金積極鼓勵學生表現出閱讀成果。
2. 資訊方面，學校無線網路的主要骨幹已更新為 10G，校園中平均 1G 的無線網路使上網學習更加
順暢，並管制無線網路的濫用。
3. 設備方面更新投影機及使用了 10 年的資訊講桌。此外，在敦品樓、信義樓及勵學樓裝設觸控式
大型顯示器，方便教學提升展示效果。
陳勳慧主任教官報告：
1. 3 月 16 日樂旗隊參加在宜蘭縣立體育場舉行的全國音樂比賽（行進管樂）再創睽違 10 年最高
分的佳績。
2. 高一實彈射擊訂於 4 月 10 日（三）下午於基隆內木山靶場舉行。

3. 台北市樂儀旗觀摩表演 4 月 21 日（日）於和平籃球館舉行。
以往皆分上、下二場，今年參加的 16 個隊伍從上午 10:00～下午 3:00 中場不
休息，因為本校是明、後年的承辦校，根據往例是最後壓軸出場，預計出場
時間為下午的 2:30，歡迎家長們到場為同學們加油。
校務提問：
1. 會長提問：有關和平樓拆除前冷氣機報廢作業應如何處理？
總務處李冠達主任答覆：和平樓學生教室冷氣機原應屬家長會財產，後經查證，家長會已於民國
92 年將 88 組禾聯牌冷氣機贈予學校，並納入學校財產管理，所以和平樓 35 組已屆年限
禾聯牌冷氣機將由學校辦理報廢作業。
學務處江信良主任說明：和平樓拆除後新建教室工程款已包含冷氣裝置費用，故應歸屬學校財
產，未來開始使用保固期過後之維護費用，屆時再與家長會協調分攤原則。
2. 楊茂生副會長及于博任委員提問：因有家長詢問未來和平樓及游泳池拆除作業是否會影響學生上
課，故總務處在確認整體拆建期程後，是否會公告俾利轉知家長參考。
總務處李冠達主任答覆：因目前尚有部分行政作業程序尚未完成，故為避免資訊不完整，而造成
家長誤解，故俟整體作業確認後，會將拆建期程公布。
校長說明：其實工程拆建過程難免會對學生上課產生干擾，但學校一定會採取最不影響學生學習
的方式處理，如建築物拆除儘量會安排在暑假進行。另為了提升學校的教學環境品質，難
免會有一段陣痛期，也希望未來四年在校的同學和新生能多擔待。
3. 楊茂生副會長提問：天氣日漸溫暖蚊蟲居多，教室是否加裝紗窗、紗門。
圖書館吳粦輝主任回覆：目前職員辦公室有裝，一般教室沒有紗窗、紗門。
請總務處依需求、經費及安全逃生的考量作加裝評估。
總務處李冠達主任回覆：因為最近天氣一熱蚊子紛紛出籠，到了 4、5 月教室開冷氣情況就會好
轉。
此外，學校都有定期進行消毒，2 月花圃除草，3 月底避開學校活動及配合天氣進行噴
藥。
4. 家委邱淑貞提問：社團幹部的中英文證書有的大學（例如：中央大學資工系）須要送紙本算百
分比作為備審資料。
家委蔡旭妙：為了因應學校系所的特殊要求，敦化國中旗隊會將每一次的參賽獎狀以彩色影印給
每
位參賽者。
教務處黃郁博主任回覆：備審資料及學校的證明書在學校的電腦中，證書則需個別申請。
陳勳慧主任教官回覆：樂儀旗方面隊員們的榮譽證書、相片及各場次表演的感謝狀、獎狀，尤其
是
全國音樂比賽得到的特優獎等，會在交接時發放，暑假前應已收到。
家委蔡旭妙：尚不夠完整。參與的每場次資料直接與大學備審資料同系統，更完整呈現是未來的
目
標。
圖書館吳粦輝主任回覆：景美女中是學習歷程的試用學校，此系統將於 108 學年正式生效，可將

得
獎及活動歷程轉成送審資料，會適時向學生說明使用方式。
首先要上台北酷課雲的學習歷程檔案櫃登入帳號，一般在高一時申請。
在學校的獎、懲及出缺席由系統帶入。
對外的比賽可自行建立圖文並茂的檔案。
108 學年正式使用後可上傳修課記錄學習成果通過學校認證可成為送審資料，也有志
工、
自主學習及證照等多元表現項目。
學校已有記錄時可直接帶入學校資料，唯自我參賽時需自己建檔。
此系統可產生 PDF 檔、封面及根據校系須求的學習歷程。
目前各個年級的學生適用，只是高三要建立的資料較多。
此系統的運用因每位學生的須求皆不同，老師在認證方面較具挑戰性。
5. 家委簡芙菊：化學補考範圍傳達不週，應改善。
重要事項用紙本而非只用 LINE 通知學生，以免失去重要訊息。
家委蔡旭妙：有的家長會限制學生使用 LINE 及玩手機，所以學校公告細節及重要事項還是需以紙
本通知。
教務處黃郁博主任回覆：LINE 雖然有即時性的優點，但，非正式通知的管道。
補考範圍在學生手冊中學生學習辦法第 3 條內有說明範圍是全學期，唯有例外才需要公
告。
經了解這次是有學生去問老師如何準備化學補考，老師建議先弄懂基本觀念的段考考卷而
造成。補考非全班性，較難以釐清問題點。若是此訊息應不會影響學生權益。補考的精神
是
多給一次機會給學生弄懂基本觀念，所以只有一次。
此外，學校公告的基本原則：
1. 非上課時間到校，例如課後的時間及繳費等會發回條請家長簽回。
2. 班上的公告會發通知單給學生。
3. 家長可上官網查看學生成績。
4. 其他如 LINE 等方式為非正式通知，只能用於軟性宣導。
5. 此外，若有不清楚之處歡迎詢問。
四、工作報告:
1、財務組報告
統計至 3 月 25 日止今年的捐款較去年少 63 萬，各班的捐款還需再加油，107 學年下學期
的學校日有的班級捐款掛 0。
高一冷氣費用尚有 158 人未繳，有 3 個班已全數繳交完成，還有分不清冷氣費用或捐款待
查的部份。
2、活動組報告
開學後由會長帶領各學年副會長參與台北燈節踩街嘉年華、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及高中排球
甲組聯賽決賽，分別為樂儀旗隊及排球隊加油打氣，也恭喜她們獲得佳績為校爭光；另本會藉

親師日辦理募款及校慶紀念義賣活動，感謝各班家代及志工努力為家長會爭取家長捐款及認購
義賣品。
3、桶餐小組報告
本學期 2 月 14 日配合學務處分別前往第一及宮保王二家桶餐供應商實施訪查，並與廠商
座談交換意見。本學期桶餐供餐合約將屆，總務處將重新召商投標，每餐單價將規劃由 55 元
調整為 60 元，以提升桶餐品質。另感謝值班同仁逐日檢查登錄供餐情形，以監控桶餐品質。
4、禮品小組：家長會針對校慶推出 2 款紀念禮品有 32GUSB 與購物袋。
目前 32GUSB 預購量有 35 個，購物袋預購量有 52 個，二者的組合預購量有 126 組，共收
入 11.46 萬元。
尚有 32GUSB 約 69 個，

購物袋約 422 個在校慶前還需再加油。

32GUSB 預定月底到貨，購物袋本週可到貨，屆時再送交預購者。
五、討論提案：
(一）57 屆校慶(5/25)活動討論案。
說明:為使校慶當天各項活動順利推動，律定各項活動負責人。
活動監控與聯絡：高一謝佳欣副會長、高二楊茂生副會長
場地及餐會佈置：鄭靜芬委員
接待貴賓：王寶珠副會長、楊詠淳會長
當日餐會：鄭靜芬委員
餐會主持：邱淑貞委員
攝影拍照：林世清
攤位：張結雄委員、高二楊茂生副會長
九宮格：高一謝佳欣副會長
羽球親師賽：張結雄委員、高二楊茂生副會長
各項活動所需志工由負責人負責招募。
六、臨時動議
提案人：楊茂生副會長
案由：向家長募集校慶家長會義賣物品。
說明：
1.為籌措家長會財源，擬向各年級家長募集家中無需使用之紀念品、各種贈品等物件以作為校慶家
長會義賣所需。
2.本案如獲通過，將另擬募集計畫以訂定募集項目及期限等作法，並委請家代轉知各班家長協助辦
理。
決議：無異議通過本案，後續由楊茂生副會長負責募集事宜。
七、主席結論：非常感謝大家提供寶貴的意見，謝謝各位參與。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