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美國小 107學年度家長會期初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召開會議 

於 107.10.13 在 深美國小平面會議室 召開 107 學年度家長會期初代表大會 會議。 

出席者 

主席：俞曉琳會長     紀錄：張筱萍家長代表  

出席人員：全體班級家長代表、深美志工團團長（應出席 76 人，實際出席含委託共 47 人） 

列席人員 

陳建文校長、教務處董蕙萍主任、學務處蕭世楓主任、輔導室張兆文主任、總務處方乃中主任、幼兒園

許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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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人，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因為 107 年度的家長會今天才會選舉出，因此由我 ( 106 年度家長會會長 ) 代理主席，主持今天會 

議。今天最重要任務，就是改選本學年度的家長委員，組成常設委員會，還請各位委員多多參與學 

校事務。 

 

二、校長報告 

俞會長及許多家長委員在 106 學年度協辦 20 週年的校慶，並在文化中心的大舞台，給孩子一個表 

演的舞台，非常感謝各位家長委員大力的協助。今年度尚有許多重要的工作，需要請家長幫忙。 

 

三、教務處蕙萍主任 

1.參與基隆市聯合教師甄試，本學期進來了許多優秀的老師，暑假都在進行培訓。 

2.開學即接了「宋潮好好玩」，讓藝術與人文的老師帶領孩子做活動。 

3.每一個老師包括校長都在上學期做了「公開觀課」，因為 108 年 12 年國教課綱要上路，而深美 

   已經實施了三年的示範教學，為前導示範學校。 

 

四、學務處世楓主任 

1. 生活教育：校園安全、交通安全，安全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2. 各種競賽，包括各年級的國語文觀摩賽，提供孩子更多的舞台。 

3. 關於環保、衛生及健康，我們非常落實健康檢測及口腔保健之相關宣導。 

4. 體育：這學期會有各學年的體育競賽，例如大隊接力、樂樂足球、跳繩、競走、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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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輔導室兆文主任 

1. 資優班將與基隆市其它學校交流。 

2. 老師將在十一月份至陽明山中山樓參訪。 

3. 今年有許多社福團體協助，補救教學也會如期舉行。 

4. 這學期志工團增加許多新血，謝謝大家支援學校發展。 

 

六、幼兒園許歆主任 

目前幼兒園配置有二班，五位老師，還有一位實習老師。開學之後還有戶外教學，及邀請家長一起

規劃十二月之親子冬至活動，感謝幼兒園家長的參與。 

 

七、總務處乃中主任 

1.監視器汰舊換新已結束，10 月底將驗收。 

2.風雨走廊下週二 ( 10/16 ) 所有材料都會做好，等晴天即可施工。照工期而言並沒有逾期，但因 

    雨天，導致工程延後。 

3.幼兒園因需要申請建照，下週會更新進度，會有既定的申請審核時程。年底前應可完成。 

4.防水隔熱工程持續進行。 

5.深美街人行步道改善工程持續討論規劃中。 

6.設備老舊部分 : 暑假已開始清點。若有結餘經費會在年底時按照優先順序汰舊。 

7.這學期多了午餐秘書協助，換了供應商，這兩個月的觀察, 食材供應均不錯。 

8.週三的水果如遇品質不好，將會停發。 

 

八、志工團奕任團長 

1.承蒙大家眷顧，我從家長會到志工團，對學校的運作應該非常瞭解，也相當清楚志工團對學校的 

   重要性。 

2.開學到現在，機動組已經幫忙學校辦了「廣達宋潮好好玩的佈展」 

3.文化局的活動，派出一百多位志工協助導覽 

4.今年新加入的志工有四十幾位，感謝大家對志工團的支持，也希望未來一年志工團能持續提供學 

    校協助。 

 

九、班級家長正副召集人自我介紹（略） 

 

提案討論 

一、提案人： 202 班級家長代表孫嘉餘 

       案由 : 課後班選資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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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  

       教務處董蕙萍主任回覆： 

        後端的繳費冗長，可以請資訊室研發系統，但前端的報名，只有到現場報名才能堅守公平原      

         則。 

 

         建文校長回覆： 

 

        課後班的師資來源不是由學校老師擔任，而是另聘教師。六間課後班教室是以科任教室的空    

        間使用，所以課後班的空間有限。今年會再調整一次科任教室的空間，但目前六個班的教室 

        已飽和。 我也知道目前學校有一半的學生是到安親班，學校會盡力創造空間。如果每學期會  

        超過 120 人，或各種才藝熱門，會請教務處召集一個小組研討什麼方式最公平。 

 

二、提案人：606 副召集人黃記甄 

       案由：上學期公告六年級下活動計畫 

 

              教務處董蕙萍主任回覆： 

              學期重大的活動都在學期初的家長手冊內都有。若要在上學期就公布下學期的活動計畫會有些    

              困難。因為很多活動都將在上學期末時才開始規劃。請家長諒解。 

 

三、提案人：304 副召集人林佩娟 

       案由 : 希望親師生愛校大掃除活動能安排寒暑假結束的開學當週。 

 

        教務處董蕙萍主任： 

        開學當周都有許多事務需要通知，因此第一周有困難做愛校大掃除。做非正式的投票詢問是  

        否家長願意於「開學前就安排親師生大掃除」。大多數人都是贊同的。謝謝家長們的支持與 

        愛護。   

  

四、提案人：604 召集人戴希權 

       案由 : 提倡在校生及畢業捐贈二手運動服堪用的書包，以建立傳承、環保的風氣。 

 

       輔導室張兆文主任回覆： 

       學校有一些畢業生留存的運動服，會重新整理現有的數量與尺寸，給需要的學生，讓衣物可以 

       傳承。至於書包，因款示功能不一，每個人的喜好也不同，因此暫不考慮用傳承方式。 

 

五、提案人：幼一召集人徐 瑋 

       案由 : 了解幼兒園工程進度 

        

       總務處方乃中主任回覆： 



頁 4 

       請見前面統一回覆。 

 

六、提案人：202 召集人孫嘉餘 

       案由：教學區外設置各班門鈴（家長補充說明，如果學生忘了帶東西，如果在教學外面有門     

        鈴，可以方便家長送達） 

 

       建文校長回覆： 

      目前在警衛室有設置對講機可打到各班教室，如果有東西要送達給孩子，也可留給警衛，幫忙 

      送達。 

 

七、提案人：204 副召集人劉沄蓉 

      案由 : 更換泳池廠商 

 

      總務處方乃中主任回覆： 

      泳池廠商都是兩年一約，目前的合約到今年年底，預計今年十一月會重新招標，招標的考量會  

      納入家長及游泳志工的意見。 

 

八、提案人：505 召集人戴 熙 

       案由 :  

1. 飲水機汰舊換新計畫 

2. 泳池置物櫃可否換新？ 

3. 有關警衛及保全配置，為何只一 人? 

 

        建文校長回覆： 

1) 目前學校的飲水機並無汰換的需求，除非是已經損壞等。目前學校的考量應是直接新增飲

水機，但如果直接新增飲水機，電力恐無法負載，所以電線要重新調整。再來是新設的飲

水機並無排水孔，必須重新挖管路。廠商預計下週會到校現場場堪，如果真的無法再安裝

第二台飲水機，我們也會有另外的考量。 

   

2) 泳池置物櫃可否換新，設備在今年年底預算確認後，若有剩餘，此部份會優先處理。 

 

3) 市政府給我們的經費只夠支付一位保全，薛伯伯的年資在學校很資深，工作也認真，與其

兩位警衛，還不如找一位瞭解學校的警衛。搭配監視器設備，即能確保校園安全。 

 

               戴熙補充： 

               很多飲水機都很髒，尤其是廚房的，如果沒有汰舊換新計劃，有沒有考慮做清潔？ 第三點是  

                因常看到薛伯伯在做一些額外的工作，其它較小的國小都有二位警衛，我們學校的預算不應  

                該只有一人的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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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校長回覆： 

 

       飲水機主要問題是夏季高峰期的問題，去年討論預算編列時，無法用買新的，所以目前朝向用   

       租的方式，租用到一定時間就買斷。但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電力負載不夠。關於飲水機清潔， 

       每年換濾心時，廠商就應該要清潔。也會請廚工協助廚房飲水機的清潔。 

 

       保全：學校的經費是編一個崗位的預算，也是從最低工資的概念去處理，所以我們覺得一位警 

       衛搭配監視設備，這樣的安全性考量應該是足夠。後區的部份因為有一位護理師，及老師在那 

       裡上課，某種程度也是補充了安全的加強。薛伯伯很多的工作是因他太愛這個學校，謝謝他主     

       動自願為孩子做。事務組長韋志老師也是暑假早上五點多就來除草，也是因看到薛伯伯的精 

       神，大家都是很主動自發的。薛伯伯主要的工作是應該要做哪些事情，這個部份會再開會討    

        論。 

 

九、提案人：603 副召集人蘇筱婷 

       案由：校內植物建立名牌 

 

       總務處方乃中主任回覆： 

             學校幾年前也有製作名牌，但因是自製的，加上基隆多雨，名牌壞掉破損。現在有家長提出， 

             我們會參考其它學校得做法，要能堅固耐用。會再尋找廠商合作。 

臨時動議 

一、雨陽廣場塑膠溜滑梯有破掉，是要拆除還是要做新的？ 
 

       建文校長回覆：今年有學校有很多地方都需要修繕，紅色的溜滑梯破掉在另外的案子是要拆除 

                               的。 

 

二、雨陽廣場水泥地破裂，有沒有機會維修？ 
 

      建文校長回覆：會再想辦法處理 

 

     三 、幼兒園後方那塊地，有沒有可能請學校忙除草，讓家長好停車 

 

      建文校長回覆：那是私人地，無法由學校進行除草，會請里長幫忙溝通。 

 

四、泳池置物櫃如果近期沒有辦法汰換，但最下方的櫃子都發霉，沒有小孩願意放最下方。有沒有  
 
其它替代方案，例如置物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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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校長回覆：汰換的以年底的經費為主，但若有安全考量，會先移走。目前會考慮以替代的 

      置物籃等方式代替。 

 

     五、合氟漱口水為何只有一週一次？  可否擴張到每天午餐後都有？ 

      建文校長回覆：含氟漱口水的氟量是牙醫師工會建議的量，會再詢問是否需新增。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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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方乃中主任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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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0 人組成 107 學年度學生家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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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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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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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家長委員會臨時動議： 

   提案人：俞曉琳會長 

   案由 :  為方便 107 學年度募款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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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總人數 20 人，實際出席 19 人，一人未到。 

    為方便 107 學年度募款作業順利，提案表決是否同意 107 學年進行校內募款。  

  決議 : 贊成票 19 人。通過進行全校校內募款活動。  

訂定第一次委員會會議時間 : 11 月 14 號於平面教室 7: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