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美國小106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期初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2017年09月23日（六）上午09︓30~13︓00 
貳. 地點︓平面會議室 
參. 主席︓姚奕任會長          紀錄︓俞曉琳家長代表 
肆. 出席人員︓全體班級家長代表、深美志工團團長（應出席70人︐實際出席含委託 

共49人） （附件一∼三） 
伍. 列席人員︓陳建文校長、各處室主任、其它相關人員 
陸. 會議內容︓  

一. 主席姚奕任會長（下稱會長）致詞 
 
各位106學年度的家長代表們︐大家好︐我是105學年度的家長會長姚奕任。 
 
一年來︐家長會為了鼓勵社團發展、促進親師生交流︐並感謝師長共同備課的辛苦︐
皆編列活動補助等固定預算作為實質的支持。期許這些小小的補助︐能成為深美持
續進步的小小助力。在這裡要感謝105學年度的家長委員、代表配合支持︐以及全
體家長學生在上個年度末對家長會募款的熱情貢獻。 
 
今天的重要任務︐就是改選本學年度的家長委員︐組成常設委員會。 
 
我大致向在場可能成為委員會成員的大家︐說明一下常設委員會的任務。委員會開
會︐不含期初與期末大表大會︐每學年度約四次︐內容如「聽取學校各處室近況、
預算與執行進度報告」︐「議決預算與各類提案」︐動議提案討論︐並分派擔任學
校各專業委員會之家長代表席次。此外年度募款當然也是重頭戲。會長一名、副會
長兩名︐由家長委員互選產生︐另一名副會長席次不需選舉由志工團團長擔任。會
長職務包括召開並主持各次會議。 
 
深美堅持走在公立教育系統中的進步前沿︐在深美︐孩子很幸福但是師長很累。真
正置身投入身美這個環境︐就有機會體會。深美家長會自許為支援學校的強大力量︐
才是深美全體學生之福︐謝謝大家。 
 
（會員代表大會須有應出席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含委託書） 始得開會。出席
人數過半數之通過方得決議。目前簽到人數已達49人︐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二. 陳建文校長（下稱校長）致詞 

1. 市長林右昌不只一次表示深美國小在基隆的重要性。並在開學第一天8/1 號一
早就到深美國小迎接小一新鮮人並參與新生入學活動︐以行動證明深美國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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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在意的國小。姚會長也趁此機會跟市長報告深美目前校舍與教室待維修的
概況。市長允諾會給三百萬經費針對活動中心與籃球場的防水與漏水的整修。
預計會在寒假或考量實際適當的時間來修繕。 

2. 風雨走廊破損︐預計會有兩百萬元的整修預算。教學區也會分區優先順序改善。
另外也會持續跟中央與教育處提案︐爭取經費。 

3. 家長們有任何問題︐歡迎直接向學校反應。直接上報到上級單位︐最後還是層
層轉達回到學校︐反而延誤處理時機。直接跟學校溝通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三. 校務報告 

教務處李欣蓉主任 
1. 8/16家長日已針對各學年學群與家長介紹。 
2. 目前小學部分共有926人。各年級的缺額已公布在學校網站︐有興趣的家長可以

自行參考。這些缺額並不會預約保留︐依實際缺額補人。 
3. 深美落實教學正常化︐提供學生不同向度的學習機會。 不管是游泳還是藝文都

會正常上課。游泳部分依學生個人程度進行︐自我挑戰。藝文深根部分︐ 持續
跟台藝大與戲曲學校合作。廣達游於藝的活動也將在11月進行。 

4. 老師們均利用學生半天課的周三與周四下課後的時間準備課程與會議研討。深美
傳統即是透過研討共備才能在課程上落實。 

5. 課後班的上課地點必須移至能夠適當管理的共同區域︐礙於校園空間使用的限制
與安全考量︐課後班的名額無法增加︐請各位家長見諒。 

學務處方乃中主任 
1. 去年學務處的各項業務在家長會與志工團的協助下都順利完成。 
2. 感謝去年家長會支持校外比賽交通費補助。也謝謝校隊的家長們協助校外比賽的

交通問題與陪伴︐幫助學生們能安心完賽︐也取得良好成績。 
3. 這學期的大事就是相關體育競賽。  

輔導室董蕙萍主任 
1. 感謝家長會經費補助的紫背心與臂章。新紫背心會給校外教學時使用︐讓家長有

乾淨的背心可穿。舊的就放在晨光使用。家長會經費製作的校刊- 風與草︐歡迎
家長反映意見。 

2. 輔導室持續的業務如教儲戶對弱勢學生的協助。另外開了 10 個班級的補救教學︐
都是持續拉抬在觀念上跟不上的學生。 

3. 成長課︐一半的經費用在特教組請老師的費用︐一半的經費用在晨光家長成長。 

總務處張兆文主任 
1. 上半年申請的經費︐下半年都會進來︐將陸續進行工程發包︐並在適當的時間進

行並完成。其他零星的修繕︐如接送區和長廊都會陸續完工。也會跟都發處申請
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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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會挹注的經費也用在中年級廁所改善。也謝謝家長會對老師們的開會、生日
慶生補助與敬師餐會的邀請。 

四. 深美志工團報告（董蕙萍主任代理報告） 
 
106 學年度志工團組織︓ 

(1)團長︓潘美慧 602、副團長︓陳慧雅 503。 
(2)共七個組別︓交通導護組、游泳支援組、圖書管理組、文書組、親師聯絡組、
資源回收組、機動支援組。  
(3)106學年新進志工約 15 位。  
(4)志工成長︓經費由多元文化經費支出與家長會協助。 

五. 家長會會務報告 
1. 家長會財務報告（出納︓戴熙委員）   （請見附件四） 
2. 目前結餘二〸多萬︐但隨著學生人數增長︐與家長會更多元的功能補助︐105學

年度各處室支出達五〸多萬︐加上需預留一定預算給下屆家長會︐所以每個年
度的募款都非常重要。 

六. 提案討論 
1. 提案一︓ 503班陳柏存家長代表。  

案由︓建議早上上學家長接送區採汽機車分道︐已增進學童安全。 
校長說明︓由於學校並無公權力︐匆忙執行有困難︐會與學務處商討方案︐確認 
後會再通知家長並加強宣導。 

2. 提案二︓ 505班王照晴家長代表。  
案由︓資源班教室增設室內電話。  
總務兆文主任說明︓ 
會由學校預算支用裝設內線電話。另外教室電話無法透過學校電話系統轉接︐ 
為不同系統。  

3. 反映事項︓游泳池廠商趕在衛生局派員檢驗前︐孩子剛要開始上課才撒濾粉︐造
成孩子健康顧慮。另外外包泳池教練經常於學生上課前或上課後才到場。沒有善
盡外包廠商對場地維護與管理應有責任。 
 
校長回覆︓關於此事︐以指示總務處記點泳池外包廠商乙次︐若再記一點就達到
契約上解約條件。並特別要求廠商人員訓練與管理︐管理者需在上課前一定時間
內到場巡視所有環境與設備︐並於上課時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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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6學年度家長委員會改選（選舉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委員） 

1. 班級家長代表自我介紹︓略 

2. 主席說明︓依據「基隆市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以投票方式自
家長代表中選舉出家長委員︐依票數最高票19人（同票數抽籤決定）︐需包含
特教委員1人、例外志工團團長為當然副會長︐共20人組成106學年度學生家長
委員會。 

3. 選舉開始 
 
【第一輪︓家長委員】 

A. 由家長代表選舉家長委員共19人（含特教委員1人）︐由會員代表互選
之︐連選得連任。 

B. 每張選票得圈選9人︐依票數最高票19人為家長委員（同票數抽籤決定）

C. 家長委員選舉結果見附件（依班級順序由高至低年級） 

【第二輪︓常務委員】 

A. 選舉常務委員共9人︐由已當選之家長委員互選。 
B. 每張選票圈選4人︐依票數最高票9人為常務委員（同票數抽籤決定）。

C. 常務委員選舉結果（依班級順序由高至低年級） 

【第三輪︓會長、副會長】 

（105學年度姚會長表明因個人工作關係恐無法勝任會長職務︐無意連任︐
請各位選票投給其他適當人選。） 

A. 選舉會長、副會長。委員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選舉一人為會長︐並得
選舉一人至二人為副會長︐會長以連任一次為限。  

B. 每人圈選 1人︐依票數最高票者為會長、依序為副會長（同票數抽籤決
定）。 

C.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選舉結果（下接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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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暨常務委員︓ 505俞曉琳。 

副會長暨常務委員︓501 吳馥伊、605 陳琬瑜。 
副會長（志工團團長當然副會長）︓602 潘美慧。 

常務委員︓202 吳俊寬、203 戴熙、206 吳錦文、302 林宜靜、 
506 洪佩親、506姚奕任。 

家長委員︓201 許靜婷、302 張筱萍、401 何眉儀、403 鄭月覃、502 
楊新慧、503 陳主安、504 戴希權、601 邱耀德、603 鄭麗香、 
605 吉村綠。 
 

八. 106學年度家長委員會臨時動議 
 
提案︓為方便106學年度募款作業︐106學年度新任家長委員會目前在場人數已過半︐
達15人︐提案表決是否同意106學年進行校內募款。 

決議︓贊成票數 15票︐在場委員全數通過進行106學年度家長會募款活動。 

新任俞會長決定第一次家長會委員會議時間為10/20︐7:00pm。 
 

九. 散會 

附件參考︓ 
附件一∼三︓期初會員代表大會簽到表 
附件四︓深美國小105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收支明細表 
附件五︓家長委員選舉計票結果 
附件六︓常務委員選舉計票結果 
附件七︓會長選舉計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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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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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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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深美國小105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收支結算表 
( 2016.09.01 ~ 2017.07.31) 

基隆新豐街郵局 ( 一般經費 )                                          　　                                                            2017 .07.31 製表更新 
 

收           入   支           出    (總預算:552,600) 

家長會：       元小計 教務處：      52,070元 (預算:49,600元,含幼稚園6,000元)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上期結餘  104學年度家長會結餘款 248,910 資源中心圖書添購 3/22提案追加1萬 20,010 

   畢業生畢業紀念品及禮物 國小畢業禮品 16,560 

   畢業生畢業典禮紀念品及禮物 幼兒園畢業禮品 5,900 

   補助教學團隊茶點費 3/22委員會新增 9,600 

家長會費  總務處代收轉入(上)  78,300 
 
總務處：      161,700 元                 (預算:162,000元) 
 

家長會費  總務處代收轉入(下) 77,800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教師慶生會 教師慶生會物品   7,814 

校內募款現金 105學年度:結至2017.1.31止 346,566 
 

歲末敬師餐會  105年度敬師餐會 46,886 

利息收入-(104學年.) 105.12. 21利息收入 310 飲水機濾芯更換及保養 飲水機濾芯更換 27,000 

利息收入-(105.學年) 106.06. 21利息收入 553 寒冬送暖指定捐款 2萬元直接支出 20,000 

寒冬送暖指定捐款 2萬元直接支出 20,000 採購足球球門及設備 校內募款家長指定捐贈 20,000 

永和工業指定捐款 
 

3萬元直接轉交學務處泳隊 30,000 
 

中年級廁所通風改善 5/10委員會提案通過 40,000 

宇宙光基金會捐款 2萬元直接轉交學務處 20,000 
 
學務處：      191,768 元                 (預算182,000元)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對外競賽活動經費(車資,餐費) 競賽餐費（含校隊教師補
助） 

62,192 

   畢業生動態展演 畢業典禮佈置 27,234 

   校隊參賽得獎獎金 對外參賽獎金禮券 10,000 

   重大活動(含兒童節,校慶等) 校慶紀念品，路跑用品 36,342 

   
王照晴常務委員特別指定捐贈橄
欖球校隊 

王照晴常務委員特別指定捐
贈橄欖球校隊6,000元 

6,000 

   永和工業指定捐款 泳隊 30,000 

   宇宙光基金會指定捐款 學務處 20,000 

   輔導室：       116,250元                   (預算:119,000元)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校刊印製 校刊 50,000 

   專家支援到校、親職講座 專家到校-親職教育,成長 18,000 

   志工團團務運作費  志工團團務費 12,000 

   志工團感謝禮卷 志工團感謝禮卷 10,000 

   志工團服  11,429 

   紫色背心臂章  14,821 

 
  家長會：         18,635元                  (預算:40,000元)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會務運作 活動補助、影印費、聖誕活

動補助…等。 
5,635 

   班級聯誼補助款  班級聯誼補助 13,000 

收入總計: 822,439 元 支出總計：540,423 元 

現金結餘：282,016元 
   

 
會長：姚奕任         會計:廖完萍          出納：戴  熙       註：本報表公告於深美家長會官網 http://shenmeiparents.wordpress.com/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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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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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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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