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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102學年度第 1次家長代表暨委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10月 08日下午 19時 00分 

地點：三民家商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鍾會長如林           司儀：陳副會長素伐        紀錄：黃千綺  

出席人員：曾清發等 41人，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黃校長琇意等各處室主任 

 

壹、 宣布開會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與會代表自我介紹（略） 

肆、 選舉家長會委員（41位委員）（略） 

伍、 校長校務報告 

一、本校重視學生專業： 

（一）學生參加技藝能競賽獲獎甚多、表現優異。 

（二）除了選出技藝競賽正選手之外，還另外選出一為抽籤選手，與正選手

共同培訓，讓正選手不至於壓力太大且埋頭於訓練而荒廢學業。 

（三）各科老師培育選手不遺餘力。 

 

二、本校重視學生生活教育 

（一）以三大隊、評分員的制度讓學生以自治的方式達成生活教育。 

（二）學生自行主辦各項校內活動，如主持各科迎新活動，練習主辦活動的

能力。 

（三）利用專案計劃、均質化之經費來辦理研習與講座，增進學生的知能。 

 

三、本校致力於照顧弱勢學生 

（一）本校低收入學生較多，約全校學生占三分之一。 

（二）雖然低收已有學費補助，但本校另以「以工代賑」的方式讓學生為校

服務，而取得「仁愛獎助學金」，來為學生減輕經濟負擔。 

（三）除了從外界善心人士之募款外，本校教師每個月自由捐款，如從薪水

中固定提撥金額予仁愛助學金。 

 

陸、 會務報告 

一、 財務長報告：前年度捐款明細表與預算收支表說明 

（一）捐款明細表說明： 

101學年度總捐款金額為 325,000元，另外學生自治會、弱勢急難救助金、

舞蹈大賽門票、籃球沖繩競賽、籃球與手球競賽、清寒與營養午餐的費用為

獨立捐款項目，詳細說明請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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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收支表說明： 

101學年度家長會總收入包含上期家長會餘額為 248,234元，以及捐款、

家長會費、利息、園遊會收入共有 1,200,465元，而 101學年度總支出為

1,184,284元，101年度餘額為 16,181元，詳細說明請見附件二。 

由此金額顯示，本年度家長會費較為拮据，需要麻煩各位家長多加募款。 

 

（三）對家長會財務之補充說明： 

本校家長會之帳目清楚且透明，因此歡迎各位家長來查核。家長會的各項

支出會先給會長審核，再經由總幹事取得取條款後，由會計蓋章，最後才可

取款，在層層把關下不會隨意支出任何費用。 

 

二、 總幹事報告：宣告家長會任務 

（一） 協助及監督學校各處室，家長會長、總幹事及會計在學期中的每週三

會到校簽署各項文件。 

（二） 遴派代表認養各式會議，會於一周前通知認養會議之委員參加會議。 

（三） 主要協助與溝通學校、家長與社會之各事項，以不干預為原則。 

（四） 支援學校各項活動所需不足之經費，讓學校與學生的活動均能順利進

行，因此希望各位家長可以努力為學校與學生募款。 

（五） 說明捐款帳戶。 

 

三、 家長會長報告： 

捐款事宜並沒有設定每位家長捐款的目標，捐多捐少都可，若家長無法捐

錢也歡迎家長出力，像是協助學校校慶、露營、晚會等各式活動，多加給予

學校各式協助。 

 

柒、 宣布家長委員選舉結果 

經由與會所有家長代表（含委託）選舉後，由陳素伐女士等 41位家長代

表當選本年度家長會委員，名單請見附件三。 

 

捌、 提案討論 

一、 提案一（提案單位：家長會） 

（一） 案由：本校 102學年度學生家長會年度計畫，提請討論。 

（二） 說明： 

1. 每學年應召開二次班級家長代表大會，第一次於 102年 10月 8日，第二

次預定於 103年 3月召開。 

2. 委員會應至少召開四次，第一次於 102年 10月 8日，第二、三、四次預

定於 103年 1月、3月、7月召開。 

3. 臨時會議則須視需要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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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議：經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二、 提案二（提案單位：家長會） 

（一）案由：本校 101學年度家長會年度決算報告，提請討論。 

（二）說明：如附件一、二 

（三）決議：經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三、 提案三（提案單位：家長會、校長室） 

（一）案由：本校102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會費收支預算暨各處室需求經費概算，

提請討論。如附件四 

（二）說明：校長說明各項預算支出，共 1,502 ,000元，如下。 

編號 支出項目 支出說明 

1 國內外學校校際交流活動費用 
校際交流以盆栽與花圈為主，重禮

數又不大肆鋪張 

2 
指導參加校外各項比賽獲獎獎

勵金 

指導校外比賽獎勵金學校已有訂

立辦法，歷屆家長會皆循此辦法 

3 輔導升學績效獎金 
師長輔導有功以資鼓勵，獎金會直

接發至科上 

4 
學生通過全民英日文檢定、技

術證獎勵金 

優質化的經費可以涵蓋的費用就

會涵蓋，但計畫型補助並非每年

有，當有爭取到時就可以不請家長

會支出 

5 教職員婚喪喜慶李金 
教職員工的相關費用需要麻煩家

長會協助 
6 教職員誠實保險金費用 

7 新春紅包與五一勞動節獎勵金 

8 
技藝能競賽獎勵金、雜費及慰

勞餐敘費用 

1. 競賽餐旅費用學校無法涵蓋 

2. 獎勵金與餐敘費用以慰勞表現

優良之選手與指導老師 

9 
馨園志工隊禮物獎牌及餐敘費

用 

馨園志工主要是協助維護校園環

境以及整理學校之圖書 

10 認輔教師獎勵費用 
綜職科老師因輔導特殊學生需要

花費許多心力，因此予以獎勵 11 
綜合職能科學生取得丙級證照

獎勵金 

12 
服務本校滿 10年、20年資深教

職員工紀念禮物 

教職員工的相關費用需要麻煩家

長會協助 

13 
學生出缺勤系統聯絡家長簡訊

費用 

協助通知家長學生到校狀況，並非

經常使用，若學校業務費有剩餘就

會編列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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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活競賽榮譽班學生獎勵金 

1. 鼓勵學生生活教育自治，榮譽

班有獎金 

2. 學生會於期末午餐辦理餐會 

15 
學生自治會校內外各項活動之

相關費用補助 

16 
學生自治幹部服務績效基金、

校門安全導護保險及其他費用 

17 致贈畢業生贈品 畢業與校慶等活動之費用會由學

校經費、家長會與合作社共同負擔 18 校慶與畢業典禮相關活動費用 

19 教師節與母親節敬師活動經費 
教職員工的相關費用需要麻煩家

長會協助 

20 電子校刊編輯活動經費 
因環保因素不用紙本校刊 

學校預算來不及編列此預算 

21 新生露營獎勵金 
露營之生活競賽、晚會表演優秀會

提供獎勵金 

22 
弱勢學生學雜費補助與急難救

助 

以急難救助概念協助方式，可以分

期歸還，若是清寒者可不歸還 

23 
家長會聯誼、感恩謝師餐會、

家長會會務支出等 
此部分經費需要請家長會協助 

24 晚自習巡查費用 

1. 鼓勵學生留下晚自習，教官會

協助巡查維持秩序 

2. 此部分費用教育部規定不可以

使用學校經費支出 

25 暑期校外實習績優學生獎學金 
本校幼保科與美容科特別有提供

校外實習，因以績優學生給予鼓勵 

26 
專職行政人員及技工工友暨一

級主管餐敘費用 

本年度新增，因先前較少有機會感

謝技工人員 

27 退休人員歡送餐敘費用 本年度新增，更正為 70,000元 

28 雜支  

 

（三）決議：經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四、 提案四（提案單位：學務處） 

（一） 案由：推舉 102學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家長代表 2位，提請討論。 

（二） 說明：依性別平等委員會規定，家長會需推舉二位代表擔任委員，並

出席本校相關會議。 

（三） 學務主任說明： 

1. 性平會之運作與功能：性平會在各級單位是重視的組織，法定規定每學

期規定要召開一次會議，通常為期初，除非有特殊事件。 

2. 性平會委員說明：性平委員要由學生與家長各兩位擔任委員，推展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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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其他案件審理或提供意見，希望徵求一男一女委員擔任。 

（四） 決議：由陳客榮先生、黃玉珠女士擔任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五、 提案五（提案單位：學務處） 

（一） 案由：推舉 102學年度獎懲委員會家長代表 2位，提請討論。 

（二） 說明：依獎懲委員會規定，家長會需推舉二位代表擔任委員，並出席

本校相關會議。 

（三） 學務主任說明：當學生獎懲事件發生時，若相關人員對獎懲有意見時，

需要召開獎懲委員會審議進行裁決，或是討論校規的制定與修改。 

（四） 家長會長說明：家長委員方面會盡量以輔導溝通方式參與討論，避免

使用記過處理，且開會次數不多，希望各位家長可以自願擔任。 

（五） 決議：由曾天助先生及陳素伐女士擔任獎懲委員會委員。 

 

六、 提案六（提案單位：輔導中心） 

（一） 案由：推選 102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案，提請討論。 

（二） 說明： 

1. 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 15人，除校長為當然委員外，須有相關

行政人員 3人，家長會代表 3人，學生代表 1人，教師代表 6人。 

2. 申評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3. 請於本次會議推選家長代表 3人。 

（三）輔導主任說明：會議在暑假或寒假召開，內容針對獎懲會議的結果之懲

處，家長或學生是否覺得有所不公平或爭議之處來進行申訴處理，一學

年兩次到三次的會議。 

（四）決議：由黃千綺女士、張金財先生、劉明清先生擔任申訴評議委員。 

 

玖、 宣布當選常務委員（含會長、副會長） 

經過家長委員投票選舉，本學年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當選名

單如下： 

一、 家長會長與副會長當選人： 

102學年度家長會長為陳素伐女士，五位副會長分別為陳客榮先生、黃千

綺女士、劉明清先生、蔡銘先生、張金財先生。 

 

二、 常務委員當選人： 

102學年度家長會七位常務委員分別為曾清發先生、陳麗如女士、曾天助

先生、黃上彬先生、劉成光先生、林莉心女士、鄭海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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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長會幹事當選人： 

陳素伐會長提名黃千綺女士擔任本會幹事，經常務委員會通過聘任之。 

 

四、家長會長當選感言： 

（一） 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請多珍惜參與家長會的經驗。 

（二） 希望可以為本校所有學生盡一份力，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幫助學生。 

（三） 支持校長的行政團隊。 

（四） 恭賀學校去年在校務評鑑上優異的表現，希望可以繼續保持。 

（五） 希望各位家長可以給予學校更多的協助與支援。 

 

壹拾、 臨時動議 

無。 

壹拾壹、 散會 

同日下午 21時 05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