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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家長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7 年 03 月 21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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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芬 記錄：楊茂生 

肆、出席人員：本會委員、秘書、會計 

三年級：李雲蘭副會長、劉智淵委員、郭惠莉委員、劉忠秀委員、陳志仁委員、林郁

君委員 

二年級：莊舒惠副會長、李思慧委員（莊舒惠委員代）、邱淑貞委員、王寶珠委員、

杜振男委員、張榮彬委員、王馥瑄委員 

一年級：陳麗芬副會長、許真豪委員、張志斌委員、林玲至委員(陳麗芬委員代)、楊

茂生委員、陳書豪委員、于博任委員、王賢仁委員、張曉君委員 

列席人員：校長黃贇瑾、教務主任李冠達、學務主任顧秀華、總務主任江信良、主任

教官陳勳慧、優質導航總召王寶韻、桶餐小組黃靖雯 

伍、主席宣布開會並確認議程：本次會議應到委員 27 人，實到委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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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新的學期開始，很高興校長能在家長會的期待中連任成功，   

我們將支持校長繼續為景美服務。 

二、校長致詞：這次校長遴選作業很感謝家長會的支持，未來四年本人將堅守承諾，努   

力為學校及孩子們服務，絕不中途退席。 

三、校務報告： 

  (一)校長 

      1.下學期各年級皆有不同任務重點： 

    (1)一年級將承接二年級學姐的擔子，協助社團成發及承辦校慶園遊會等活動。 

        (2)二年級於社團成發及畢旅結束後就要準備學測，希望家長鼓勵孩子擬訂讀

書計畫，並參加暑輔，不要荒廢寳貴的暑假。這屆學測將首採五選四考試

制，同學應慎選科目，輔導室將推出一系列輔導措施，也為家長舉辦說明

會。 

       (3)三年級申請大學同學，學校將安排口試模擬課程，協助同學爭取好成績；

準備指考同學要保持穩定，畢業典禮後至指考前，勵學樓將全天開放自習，

並有各科老師輪值，學校一定會陪同學走到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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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特別感謝會長及雲蘭副會長的協助，使拔河隊在比賽前獲贈量身定製美麗隊服，

讓她們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 

(二)教務主任 

     1.高三部分： 

(1)學測成績整體表現亮眼，國文、英文和社會有四分之一達到頂標，數學及

自然也僅低於均標一分。 

(2)恭喜 50 位透過繁星計畫進入大學的同學，其中 35 位進入頂尖國立大學。 

(3)多益成績有多位同學達 900 分以上，最高分為 970 分。 

    2.高二部分： 

(1)今年有 4位同學通過 A1 德語檢定，其中二位獲得參加全球德國伙伴學校青

少年暑期營活動資格。 

(2)本校與台大日文系合作，由台大於本校開設日語先修班，同學可在校修課

並取得學分，如通過檢定未來申請大學可獲加分。 

(3)由於實施國寫模擬測驗成效良好，今年續對二年級同學施測以協助準備國

寫，並有利應付未來 10~20%素養題。 

     3.高一部分： 

(1)分別於 3月 16 日及 5月 1日舉行國寫模擬測驗。 

(2)學校預於 10 月份舉辦選組說明會，請高一家長儘量參加，以了解孩子的性

向以及如何解讀興趣量表。 

(三)學務主任 

1.本學期多個社團不及完成成發須申請延期，學務處會依社團所提訴求及困難

來決定是否同意。 

2.社團幹部交接將於第一次段考後密集展開，由高二學姐交棒給高一學妹。 

3.由於學校實施新制服儀規定後產生不少來自家長的意見，感謝家長會代為說

明及解釋，學校實施動機很單純，即要學生認知”唯有遵守紀律，才有真正

自由”，服儀也是教導學生很好的操作方式，其目的就是要營造一個良好的

校風。學校很樂意與家長和學生溝通，通常每次的溝通，不管是家長或是同

學，結果都是非常正面的。 

※于博任委員發言： 

1.建議學校對新上任社團幹部施以教育訓練，以了解其權利及義務。 

2.社團幹部應重視經驗傳承，否則前人經驗永遠無法累積。 

 3.社團經費應要求幹部妥善規畫及運用，以免執行過程發現不足必須不斷追加。 

 4.各社團均有其特色，但成發內容應量力而為，若能力不足應結合其他社團專長， 

截長補短，以發揮成發最大效果。 

 5.建議社團於二下完成成發並進行幹部交接。 

    ※張志斌委員： 



3 
 

1.家長無法確認社團繳費單是否經過學校審核，這部分學校是否有所規範? 

2.社團是否有行事曆，讓家長能掌握各項活動是否是按計畫辦理。 

校長答覆: 

 1.有關學校要求社團經費收支，學校會再檢討收費審查辦法，如未經學校核章收   

費單，家長可拒交。 

  2.社團幹部交接後，學校會對新任幹部施以教育訓練。 

      學務主任答覆： 

 1.對於新任幹部學校都會集合說明應注意事項，另針對社團領導幹部，學校會規 

劃於暑假舉辦領導營，來培養其領導能力。 

       2.學校要求社團舉辦任何活動一定填寫活動申請表以及家長同意書，學務處都會  

嚴格審查，至於經費需求部分，本處會再加強審核。 

       3.至於社團制定行事曆，這是很好的建議，但由於許多社團領導幹部規劃能力不

足，以致成發無法在三月底前完成，因此建議社團成發及幹部交接在二上完成，

依實況是無法做到。 

※杜振男委員發言： 

1.建議學校能對樂隊授課老師建立簽到機制及律定上課應到時數，以作為到補課

管制依據。 

2.今年四月台北市將舉辦樂儀旗隊觀摩賽，由於場地限制，樂隊僅能伴奏無法將

寒假苦練隊型配合旗儀隊演出甚為可惜，建議讓樂隊報名參加桃管節，使隊員

有更多表演機會。 

3.建議學校將社團成發統一集中在校內舉辦，並使之成為景美節日，除可節省社

團支出外，也可成為景美特色。 

校長答覆: 

1.以往學校對桃管節和嘉管節是二擇一參加，去年因桃管節更改時間才破例參加

二節，但今年北市樂儀旗隊觀摩賽恰與桃管節撞期，景美為北市公立學校，不

能因場地限制而缺席，如此將影響樂儀旗隊爾後表演機會。 

2.社團迎新、校外成發或聯誼屬學生社交活動，非學校規定，但學校尊重社團自

主，惟會特別要求學生要注意活動過程的安全、不要產生財務糾紛，以及同儕

間不要發生霸凌事件。 

總務主任答覆:由於高中生屬準大人，有些情況無法以強制手段去要求，而必須和學

生妥協，但學校長期關注社團發展，委員所提建議及問題學校會逐步

去改進。 

※許真豪委員發言： 

1.學校網站有關社團資訊並不完整，如:無法找到指導老師或社長連絡資訊？ 

   2.社團繳費單是否有經過學校審查？ 

3.本人參加女兒社團成發，發現師長或家長幾乎無人到場，是否未受邀請？ 

4.學校社團支援費的用途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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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今年學校會召開宿舍幹部會議嗎？ 

6.學生反映優質導航的政大生無法為住宿生解答問題。 

7.建議住宿生要合理分配打掃工作。 

校長答覆: 

1.委員提到學校網頁社團資訊不充實，學校會改進。 

2.學校會召開宿舍幹部會議，並邀請家長代表參加，提供他們表達意見及提問機

會。 

3.優質導航是大學端義務幫忙，若無法提供符合學生需求人選，也不能強求，但

若能爭取到預算，也可協調優秀校友回校幫忙。 

教務主任答覆：針對優質導航，首先感謝家長會出錢又出力，但該項計畫有其歷史

淵源，近幾年隨著大學端人事改變，對學校所提供伴讀生往往無法

滿足學生需求，學校及家長會已著手檢討是否改變作法，或請畢業

優秀校友協助。 

學務主任答覆:住宿生打掃工作分配問題，學務處已注意到需改進與檢討地方，也已

要求相關處室同仁開始著手思考如何改善，後續會提出改善方案；另

學校無編列社團支援費這項經費。 

總務主任答覆:台北市有 26 所公立高中，由於有捷運連結，每所學校社團友社都相

互配合分階段辦理成發，並相互邀請，家長或師長反而非其主要邀請

對象。 

※林郁君委員發言： 

1.有關操場坑洞問題感謝總務處協助，後續維護建議由愛校服務或服務學習的孩

子幫忙，也可讓樂儀旗隊自行處理。 

2.旗隊社辦淹水問題尚未解決，且學校目前無多餘空間可供搬遷，建議學校提供

課桌椅或木板將地面架高，以擺放原先物品以免泡水。 

校長答覆: 

1.社辦淹水問題會請相關同仁協助辦理。 

2.操場坑洞應請使用者優先負責，不宜由其他人力代為處理。 

3.旗隊反映操場釘釘子問題，經求證係 10 年前作法，近二任校長任內均未再發生，

希望家長所提問題應確實查證，以免抺煞學校同仁的努力。 

※李雲蘭副會長發言： 

1.由於學校運動外套不保暖，所以衍生氣溫下降才可加穿外套問題，建議製作夠保

暖外套供學生穿著。 

2.高三甄選模擬面試何時舉辦？ 

校長答覆:有關天冷加穿外套問題，之前學校並無氣溫限制由學生自行決定，因此造

成校園服儀雜亂，經學校與學生代表開會後決定 18 度以下才得加穿外套，

規定公布後即要求學生遵守，違規者就依規定辦理，這是教育孩子要遵守

紀律，以免未來在社會上吃虧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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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主任答覆：高三甄選模擬面試由輔導室承辦，自 3 月 28 日起安排學生面試事宜。 

   ※優質導航王寳韻總召發言： 

1.由於進入宿舍有性別限制，而優質導航來校伴讀政大生多為男生，因此較難安

排數學強項女大生為住宿同學服務，後經畢業校友協助才得以緩解。    

2.近半年觀察，到 K 書中心自習的學生本就不多，也和住宿生一樣很少求助伴讀

大學生，因此，已考量是否改變運作方式，細節還在討論中。另較難找到夜間

值班志工也是問題。 

3. K 書中心環境不佳往往是無法吸引學生進入自習主要原因。 

校長答覆: 

1.俟家長會討論出優質導航新運作模式，後續學校再配合辦理。另本人觀察學生

對伴讀政大生利用率確實很低，值班家長也很辛苦，未來若再繼續此模式，學

校會請Ｋ書中心值班同仁同時兼顧值班家長工作。  

2.Ｋ書中心環境不佳問題會請總務主任處理。 

(四)總務主任 

1.信義樓二樓屋頂漏水將進行大規模整修，預估影響二個班級須暫時遷出 1~2 周，

俟完工後再遷回原教室。 

2.飲用水水質問題，學校外包廠商均定期保養更換濾心並登載紀錄卡，請家長放

心。 

3.信義樓和自強樓廁所停水，親師座談會當天已解決。 

4.椰子樹落葉問題，學校今年於校舍整建先期工程移植建築基地周邊樹木時，會

請廠商一併修剪，惟鄰近走道椰子樹均為保護樹種不能砍伐，若移植需龐大經

費，所以落葉問題尚無根本解決之道，敬請家長諒解。 

5.今年指考本校應大考中心要求出借 30 間教室作為考場，本校主要供二、三類組

考生使用，本校考生佔約四分之一。 

6.暑假期間學校圖書館屋頂及科學館廁所均有整修工程進行，動線規劃不影響家

長及學生出入。 

7.呼應顧主任對服儀規定的報告，給予學生太多的自由，反而會讓他們失去更多，

希望家長能體諒學校制定新服儀規定的初衷。 

(五)主任教官 

       1 感謝會長及副會長親臨台北市燈節及全國音樂比賽現場，為儀隊及樂旗隊加油打

氣。 

2.教官室於 4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安排高一實彈射擊，如有家長欲隨車前往，建

議每班二位，並鼓勵爸爸優先參加，可於往返行程中分享軍中點滴。 

3.放學 10 乙學生公車自 3 月 13 日(星期二)起停駛，停駛原因係台北客運多位駕駛

離職人手不足無法調度。由於學校與客運公司並無契約關係，無法要求客運公

司特別調度人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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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因應台北市政府推行幹線公車，欣欣客運實施車輛調度，上學敦化線                 

及圓環社子線提及放學敦化線及 252 至台北車站公車均自 3 月 31 日停駛。請各

位委員轉達家長公車停駛原因，另家長如有替代方案可提供有需求的同學參用。 

5.上學二班公車停駛各影響 30 人次，放學敦化線影響 40 人次，252 公車至台北車

站影響 60 人次。若委員有平價包租式專車資訊，請提供教官室運用，以保障學

生有穩定運輸工具搭乘。 

6.公車停駛訊息是先由司機私下透露給學生，學校事後協調客運公司才獲得證實，

由於司機長期與學生相處融洽才私下告知學生停駛訊息，請委員或家長協調客

運公司時不要造成司機困擾或壓力。 

四、工作報告： 

  (一)財務組-劉智淵會計報告： 

1.本次親師座談會，家長會共募得 317,650 元，本學年度累計捐款 980,050 元，

相關財務報表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12 頁。 

2.以上資料若有問題，歡迎會後討論；另感謝許真豪委員對上次委員會財務報告

資料指正。 

 (二)活動組、行政暨總務工程組及升學小組業務由莊舒惠副會長統籌報告： 

1.高中校長遴選作業後續活動，感謝雲蘭副會長及寳珠委員的統籌規劃，使各項

活動盡興圓滿。 

2.親師座談會，感謝各位家代協助募款。 

3.感謝家長會志工與 OB 學姐協同學校至桃園機場為拔河隊接機。 

4.感謝應朋爸爸為志工教授陶藝課。 

5.會長、雲蘭副會長及本人參加台北市高中職博覽會，協助簡介行銷學校。 

6.3 月 29~31 日高二舉辦教育旅行，本人業已配合學校相關業管同仁完成路勘。 

7.3 月 3 日家代大會通過學生教室冷氣更新提案，已請總務處協助採購。 

8.今年多益考試，本校同學獲得金色證書 23 位、藍色證書 62 位，平均分數 670

分，建議高一家長鼓勵孩子利用暑假先通過多益或中級英檢，以免三年級學測

後準備不及。 

9.高二今年有二位同學獲得參加全球德國伙伴學校青少年暑期營活動資格，A1 德

語檢定成績均在 50 分以上。 

   (三)桶餐小組-楊茂生委員代理報告:本日上午配合學務處安排分別至宮保王及第一餐

盒二家業者進行查核，查核小組依規定項目逐一

檢視，廠商均按規定要求作業，家長可放心孩子

食用桶餐，相關訪查照片請參閱家長會網頁 3 月

21 日活動照片。 

五、討論提案: 

   (一)案由一：56 屆校慶(5/26)活動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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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為使校慶當天各項活動順利推動，律定各項活動責任人，活動監控與聯絡： 

會長、募集和包裝獎品：黃靖雯、場地及餐會佈置：莊舒惠、接待貴賓：會

長、餐會：李思慧及黃靖雯、餐會主持：陳麗芬、攝影拍照：楊茂生、攤位：

楊茂生及杜振男、九宮格：陳麗芬；各項活動所需志工由負責人負責招募。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二：優質導航運作方式討論案。 

 說明：因優質導航運作成效不彰，目前正檢討是否改變運作方式，以有效提升學生   

學習效果，俟相關措施討論定案後，再請學校協助辦理。 

 決議：無異議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主席結論：四月份將舉行拔河隊慶功宴，因為學校未編列該項預算，除志工外，也歡迎

各位委員踴躍參加，並惠予贊助。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