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美國小 106學年度家長會第一次委員會會議記錄 

召開會議 

於 2017年 10月 20日（五）19：00~21:00在平面會議室召開會議。 

出席者 

主席：俞曉琳會長              紀錄：張筱萍家長代表 

家長委員會全體委員、深美志工團團長潘美慧  （應出席 20人，實際出席含委託 19人） 

列席人員 

陳建文校長、教務處李欣蓉主任、學務處方乃中主任、總務處張兆文主任、輔導室董蕙萍主任 

會議內容 

一、 主席致詞（宣佈開會） 

會員代表大會須有應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含委託書） 始得開會。出席人數過半數之通過

方得決議。今日應到人數 20人，目前簽到人數已達 19人，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今天會議主要目的是審家長會預算及徵選各校務會議委員會之人選。明年適逢深美國小 20週年校

慶，我們很榮幸躬逢其盛。 

二、 校長致辭 

1. 明年度深美國小即將邁入 20年。 

2. 十二年國教之課綱即將在 108學年度上路，深美國小今年仍負責 12年國教課綱前導學校的計

劃。 

3. 學務處今年度規劃 20週年校慶，計劃讓孩子有多元展示的舞台，成果展可能會到活動中心。 

4. 有一些語文競賽，例如原住民語，及一些社團皆可能會參加全國賽，需籌組經費。 

5. 輔導室申請「夜光點燈計劃」通過，讓回家無人照顧的孩子能留到晚上六點，並可帶餐盒回

家，並規劃多元課程(目前 17位)。 

6. 總務處 ：活動中心漏水的部份，300萬已正式核定，年底工程決標。向營建處申請計劃校園週

邊環境及生態池、植裁，直接向中央申請明年度預算 300萬。風雨走廊 200萬 的預算，亦可於

明年度執行。 

7. 透過競爭型的教育計劃，至中央申請資金。 



頁 2 

8. 深美 20年了，希望校園環境能有機會做一番整理。例如游泳池的計劃，希望可以申請到經費改

善水質。 

9. 家長委員在家長的群組是很有影響力的，希望各位委員多支持學校， 並在家長間宣導學校的政

策。 

三、頒發委員聘書 

四、深美 106學年度校務會議委員推選 

I.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505班俞曉琳會長 

II. 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 x 2：203班戴熙常委、506班姚奕任常委 

III. 新生招生委員會：504班戴希權委員 

IV. 學生評量委員 : 501班吳馥伊副會長 

V. 教科書評選委員 

i. 一年級教科書評選委員：601班邱耀德委員 

ii. 二年級教科書評選委員：506班洪佩親常委 

iii. 三年級教科書評選委員：202班吳俊寬常委 

iv. 四年級教科書評選委員：502班楊新慧委員 

v. 五年級教科書評選委員：403班鄭月覃委員 

vi. 六年級教科書評選委員：503班陳主安委員 

VI.  學生事務委員：302班林宜靜常委 

VII.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302班林宜靜常委 

VIII. 性別平等委員會：505班俞曉琳會長 

IX. 輔導室／輔導工作委員會 ：401班何眉儀委員 

X. 教育儲蓄戶（學生愛心專戶）：605班陳婉渝副會長 

106學年度深美國小各處室提報家長會預算 

❖ 106學年度學校提請總預算 : $569,000。 

❖ 各處室說明經費使用 

 

一、 兆文主任報告各處室提列之預算 :  

1. 資源中心圖書購買預算同去年提列 2萬元預算。 

2. 學務處提報對外參賽獎金，與往年一樣沒有異動。 

3. 輔導室提報校刊深美園地預算金額增加，因學生人數增加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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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務處提報歲末慶生會及飲水機濾心，與往年都相同。 

5. 今年提了兩個專案： 

a. 飲水機：夏天時(冷)水不夠用，或溫度較高。當初教育局補助飲水機設置時，每個學年是

四個班，現在已增加至六個班，因班級人數增加，所以希望在每個教學區再增設一部飲水機，

共計六台，以 10萬元為上限。 

b. 20週年校慶：未來會成立籌備小組，提列 15萬元預算。 

 

二、 校長說明經費編列狀況 :  

1. 今年度的學校人數持續往上增，所以有些因人數連動之預算會增加。 

2. 飲水機的部份，很多家長向我反應此問題，因水的溫度太高，或排隊排很久，經評估孩子用水

的態度，每個學年的教學區一台，公共區域的部份放飲水機。另外有一些班級會租用桶裝飲水

機在班上，這事我覺得很不適當。一台飲水機能提供的能量是多少？  一節下課需供應 6-70

人，我們也會努力找其它資金管道，但很困難，因為學校的預算資金只能用在修膳，無法購買

設備。 

3. 明年度是深美 20週年，每個學校每 10年會檢核教學成果 ，讓家長看到學校及孩子共同展現

出孩子平時的教學成果。今年度適逢園遊會活動將舉辦一系列校慶活動，邀請校友及曾經在深

美服務的老師們，一同慶祝。提列的 15萬是整體支出，最後不一定會用到這麼多錢，仍視籌

備會的活動計劃與預算為主。 

 

三、 戴熙常委發言 : 

1. 教務處：上一屆有提案，教學團隊有茶水費一個年級補充 1200元，總共八個團隊共 9600

元。當時通過為永久性的投票決定，如果大家覺得不要，我們需再投票取消。 

2. 學務處：校隊的帶隊老師無另外的薪水，當時列入競賽活動經費，每位老師 2000元，13個社

團，共 26000 。如果大家覺得不要，我們需再投票取消。 

 

四、 主席發言 : 

1. 家長會編列預算四萬，包括一學年 500元的班級旅遊補助，另外包括募款信的印製及其它活

動。連同補助教師團隊與校隊老師費用, 總預算為$75600。 

 

五、 吳錦文常委發言 : 

1. 預算表沒有清楚的明細，新任委員一定看不出來細目用在哪裡。希望學校能詳列各項預算明

細，方便委員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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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委員會應永續經營，我們是否有這麼多的經費支應這些開支？每年募款狀況不定， 今年能

募得到這麼多錢嗎？  審查過程希望各位委員能審慎考量。 

 

六、 姚奕任總幹事發言 :  

1. 飲水機今年的濾心$27,000，如果還要再加六台，以後每年還要再多 2萬元的費用。孩子想喝

的是冰水，但賀眾的是先加熱後，再降溫、冷卻，孩子才會覺得都沒有冷水喝，所以飲水機採

購是否有其它選擇方式？ 

2. 校慶的活動，我認為不要在這個時候表決，要等實際上的籌備小組出來後，才知道要做。所以

我認為可在下次會議，專案小組的計劃書出來後，再審核校慶專案預算。 

 

七、 戴熙常委發言 :  

1. 目前結餘是 29萬多，另一個大收入是家長會費 100元(每位)，全校差不多 15萬，第三收入是

募款收入，去年募了將近 35萬，是因有位家長捐了十萬，但這種事情不常常有。照目前的預算

的話，會把錢用得剛剛好，提議等募款完後才討論。 

2. 紀念品，有一年送色鉛筆，全校差不多三萬元，有些小孩或許很需要，但大部份家庭是不需

要，所以我個人覺得紀念品的部份可以刪除。 

 

八、 主席發言 :  

1. 105年募得 35萬，104年募得 25萬，每一年不知會募多少錢。今年結餘 29萬，照往例要留

經費給下一年度的家長會使用。如果想要留給下一屆家長會 20萬結餘，至少要募得 28萬。如

果要按照此預算，在募款上會感到壓力。 

2. 校慶活動， 籌備小組應盡快成立，年底前將計劃定案，以應付下學期 4-5月校慶活動。 

3. 紀念品這幾年都沒有買了，是否一定要紀念品，或是其它文創商品，應可在籌備小組討論。 

 

九、 校長發言 :  

為什麼會先提此校慶預算，因考慮未來在籌備校慶小組出來時再提出，可能會多次募款，所以才

會先提出預算。若是募款金額沒有到支付專案，也無法執行。 

 

十、 姚奕任總幹事發言 :  

        不是我們募到多少錢，就給校慶小組多少，應該是第一次審預算時就確定，不因募款多少而改   

        變。第一次募款是對校內，第二次募款是對外，可能是對社區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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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吳錦文常委發言 :  

1. 校慶的募款信應用學校名義募款，而不是用家長委員會背書募款，名目應該要分清楚，家長委

員會的運作應是獨立的。 

 

十二、 主席發言 :  

募款截止為 11/30。11月底會知道會募到多少錢，也就知道有多少錢能做校慶。 

 

十三、 戴熙常委發言 :  

1. 建議提早在 12月就先開第二次委員會。 

2. 剛才提的教師補助、校隊老師補助、廁所修繕，這些都是我們臨時提案做出來的，如果今天就

把所有的總預算金額確定，可能會無法因應其它緊急性的支出，所以建議等募款情況確定再做

專案預算審查。 

 

十四、 主席發言 :  

換濾心的頻率很高，應養成孩子在學校的第一壼水是從家裡帶去學校。 

 

十五、 張兆文主任發言 :  

飲水機的購置費用含施工及後續服務，包括電量負載夠不夠等問題會一併檢視。議價內容可能會

朝含後續的濾心及保固方案。 

 

十六、 主席發言 :  

看來學校方面有自信飲水機購買預算將優於市面的優惠價格，以 10萬就可以買到六台。再加上相

應的售後服務。 

 

十七、 陳建文校長發言 :  

如果各位委員對兩個專案有不同的想法，可以等 12月份會議時，直接將飲水機議價結果提出。當

初考慮賀眾是因為包含後續服務。包含校慶的部份，都等專案內容出來後，再提出預算。 

 

十八、 主席提議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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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含兩項專案，總預算 394,600元先審，大家表決有無意見？ 

 

十九、 吳馥伊副會長發言 :  

專家支援到校，我們學校的專家支持到校應該會有資金的補助，為什麼還要在家長會提出？ 

 

二十、 董蕙萍主任回覆 :  

譬如特教從一到六年級，都有個行程研討，或是導盲犬，或是課程當中，有邀請里長，來說明社

區相關的事項，可以讓老師們有支援。輔導室提出的預算費用都是額外提供給學生的。 

 

二十一、 林宜靜常委發言 :  

深美園地 50000有需要每一人一本嗎？ 或是校慶的部份，會不會做什麼特刊？ 

 

二十二、 董蕙萍主任回覆 :  

校刊有兩種，還有「風與草」，大多與學校活動有關，這個校刊是學生作品。家長回去不應該讓

校刊就放在那裡，應該是要去欣賞別的小朋友的作品，而且裡面不只是文章，還有孩子的插畫，

應該要帶著欣賞孩子作品的心情，去欣賞校刊。去年校刊用的錢是$49000，差不多五萬，今年

又增長一個班，所以多估了$5000。如果是校慶要用的話，我們會做一個紀念校刊，所以可以會

多增加一萬。 

 

二十三、 主席提議表決 :  

先就 394,600元表決，是否贊成 106年度的預算用 394,600元。 

 

結果 :19位全數通過 

 

另外兩個專案的飲水機增購與校慶費用，就請學校把計劃細目列出後，再審核。 

 

本會未完成事項 

飲水機及校慶專案預算未審 

 

下次會議時間 

106年 12月 15(五)  1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