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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104學年度第一次家長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4年 09月 22日 (星期二) 晚間 7時 

地    點：本校一樓多功能教室一 

主    席：雷昭子 會長 

    出席人數：應到總人數：26人 

              實到人數  ：14人 

              未到人數  ：12人（出席人員詳見簽到單） 

列席人數：應到總人數： 9人 

              實到人數  ： 8人 

              未到人數  ： 1人（列席人員詳見簽到單）                  會議紀錄：吳佳錦 

二、介紹與會人員：略 

三、主席致詞：本學年度家長代表總數 26人，目前代表出席人數 14人，已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家長

會設置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20條規定，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

以上出席，爰本代表大會會議開始。 

              感謝各位本次召開家長代表大會，將選出新任之家長委員；期望下任委員能凝聚共

識，一齊關懷學校，讓教育的品質更好。 

四、校長致詞：本校於本（104）年 9月 12日舉辦親師座談會，家長代表已進班與各班班導長談，並

聆聽過本校校務報告；歡迎各位不吝指導。 

五、會務工作報告：略 

六、提案討論： 

    案由一：增訂本會（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案，請審

議。（如附件一） 

說  明：因應本校改制為高級中學。 

決  議：出席委員均無異議通過。 

 

案由二：103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案，請審議。（如附件二） 

說  明：依據本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5款：「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之規定辦理。 

決  議：出席委員均無異議通過。 

 

案由三：104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請討論。（如附件三）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4款「審議會務計劃及經費收支預算」之規定辦理。 

（二）本會 104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表，詳如附件三。 

決  議：出席委員均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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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請選派家長代表參與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選，請討論。（如附件四） 

說  明：依據本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6款「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之規定辦理。 

擬  辦：經與會代表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詹淮元 

        代收代辦委員會議：蘇秋姍、錢韻涵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王秀瓊 

        學生獎懲委員會：施皇仰 

        伙食委員會議：簡慧綺 

        期初/末校務會議：施皇仰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錢韻涵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王明泉 

        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議：王智慧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施皇仰 

決  議：出席委員均無異議通過。 

 

案由五：推舉家長會委員。（如附件五）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 6條第 1項：「委員會置委員 21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推舉組

成之。」之規定辦理。 

（二）依據本辦法第 6條第 2項：「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

心障礙學生家長」之規定辦理。 

決  議：家長委員會之委員名冊如附件。 

 

五、散會：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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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104年9月23日訂定 

經104學年度第一次班級家長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使本校與學生家庭獲得密切聯繫，共謀教育之健全發展之目的，設立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

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本會），特依高級中等教育

法第二十七條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本組織章程。 

第二條     本會由本校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組織之。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

他同居之親屬。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台東市中興路二段366巷36號。 

第二章 組織及任務 

第四條     本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五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組成。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推舉1~3人擔任之；其推舉方式，

採通訊為之。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家長應至少一人為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推舉為班級代表為限。 

第六條     委員會置委員21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推舉組成之，均為無給職。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之日起，至下屆委員產生之日止，並不

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七條     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7人，由委員會就委員中推舉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

連任。 

委員會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推舉1人為本會會長，1~3人為副會長。 

本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並以連任一次為限。 

第八條     會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配偶被選為次任會長者，視同連任。 

會長綜理本會會務，對外代表本會。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委員就副會長中選舉一人繼任之。會長及全體副會長同時出缺時，

應補選之。 

第九條     本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本校人員擔任會務人員，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

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委員會同意後給予津貼。  

本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其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

提供教育諮詢，協助本校發展。顧問均為無給職。 

第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本會會務之決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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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本校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項。  

審議本會組織章程。  

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其他有關本會事項。  

第十一條   委員會任務如下： 

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研擬本會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協助本校校務發展及提供本校推展教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本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與罷免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推舉本會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 

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其他有關委員會會務事項。 

第十二條   常務委員會於委員會未開會期間，代行委員會之任務。 

第三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十三條   會員權利如下： 

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班級代表推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十四條   會員義務如下： 

繳納會費。 

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四章 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 

第十五條   本會應推舉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監察事項，由委員互相推舉之。 

第十六條   財務委員職權如下： 

協助本會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 

管理本會財務事項。 

與本會會長於本會預算、決算報表及明細表上，共同具名 

第十七條   監察委員職權如下： 

監察本會會務。 

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審核決算報告。 

第五章 會議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期開學後六星期內召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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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經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會長應召開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或家長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

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或家長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十九條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次家長代表大會召開後二星期

內召開。 

委員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

之，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二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

始得決議。 

委員會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假決議應針對同一

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員，並公布於本校（家長會）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議，應達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假

決議視同有效決議。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或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配偶，或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或委員為限，代行

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委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本校行政主管列席。 

第二十三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委員會予以解職或解聘： 

任職期間，因故不能履行職務。 

任職期間，因個人行為影響本會聲譽。 

有事實足以證明其從事或涉及不誠信、不正當之活動，或有妨礙公務、違反法令規定且情節

重大。 

前項解職、解聘事項之決議，應有委員會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並應自解職、解聘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會長、副會長、

常務委員解職、解聘事由與生效日期，及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四條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由委員會予以解聘。 

前項解聘事項之決議，應有委員會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並應自解聘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財務委員、監察委員解聘事

由與生效日期，及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五條 委員會委員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由會員代表大會予以解職或解聘。 

前項解職、解聘事項之決議，應有會員代表大會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以出席人員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並應自解職、解聘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委員解

職、解聘事由與生效日期，及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六條 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罷免時，應由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提案，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

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罷免之。  

前項罷免之決議，應自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會長、副會長及常務

委員罷免事由與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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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七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家長會費。 

捐贈收入。 

經費孳息收入。 

其他收入。 

            (1)本會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金額由教育部定之；低收入戶

有證明者，免予繳納。 

            (2)本會會費，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收後，應交本會管理，於開學後二個月內撥入本會

專戶。 

            (3)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原則上為自十月一

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 

第二十八條 本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本會會務支出。 

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十九條 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會計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

應設立專帳處理。  

本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監察委員應於每二個月，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 

每學年結束，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長改

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會每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本校應將會議紀錄與會長、副會長、委員會

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備查，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委員會委員或會員執行職務有利益衝

突者，應自行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正當

利益。 

會員代表大會、委員會會議討論事項涉及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

委員會委員或會員本身利害關係時，該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委

員會委員或會員除為必要之說明外，應行迴避，並不得參與該案之討論及表決。 

第一項所定應迴避之人未迴避者，其參與之該次會議所為之決議，無效。 

第二項規定於會員代表、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會長、副會長、財務委員或監察委員之選

（推）、改選時，不適用之。 

第三十二條 本組織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內政部訂定之會議規範及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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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案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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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 

 

       預計收入：209,200 元 

           代收-家長會費（第 1 學期）  ：24,000 元 

           代收-家長會費（第 2 學期）  ：24,000 元 

           委員捐贈收入              ：160,000 元 

           其他孳生利息              ：  1,200 元 

           其他收入                  ：      0 元 

       預計費用：50,850 元 

           印鑑工本費                 ：    50 元 

           各班補助款（第 1 學期）     ：19,900 元 

           各班補助款（第 2 學期）     ：19,900 元 

           畢業班班導禮（九年級 2 班） ：10,000 元 

           畢業生家長會獎（九年級 2 班）：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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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代表參與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選 

 

       教務處：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詹淮元 

           代收代辦委員會議：蘇秋姍、錢韻涵 

       學務處：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王秀瓊 

           學生獎懲委員會：施皇仰 

       總務處：  

           伙食委員會議：簡慧綺 

           期初/末校務會議：施皇仰 

       輔導室：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錢韻涵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王明泉 

           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議：王智慧 

       人事室：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施皇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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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舉家長會委員名單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