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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家長委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6年 2月 22日 (星期三) 晚間 6時 

二、會議地點：本校一樓多功能教室 

三、主席致詞：本學年度家長會委員總人數 9人，目前委員出席人數 9人，已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家

長會設置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委員會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爰本會議開始。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與家長委員會，凝聚家長和學校的力量，讓學校更好 

四、校長致詞：感謝會長及各位委員給予學校的支持與協助，經過每一次的家長委員會，學校的發展

愈來愈清楚；委員們對學校有任何的建議，將經過充分的討論後回應家長。 

五、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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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務報告：（如附件一） 

七、上次會議完成度追蹤： 

106/01/04 提案 106/01/04 說明 106/01/04 回應 106/2/22 追蹤 

一、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

初、期末家長委員會開會時

間，請討論。 

 期初會議 106/02/22 

        （週三），6PM。 

期末會議 106/06/14 

        （週三），6PM。 

已放入 105(2)行事曆中執

行。 

二、希望學校社團活動可以

恢復「一堂動態，一堂靜態」

模式，請討論。 

七年級入學時，社團的模式

為：一堂動態，一堂靜態。 

八年級社團模式更改為：單

一，家長未被告知原委。 

若孩子一開始選錯社團，但

換社時若選不上喜歡的社

團。整學期會較不開心。 

若選了「動態」社團，一週

除了體育課，還多了 3 堂運

動課。 

若選了「靜態」社團，一週

除了體育課，就沒有其餘運

動的時間。 

幾週有社團發問卷給孩

子，有問到要「單一社團」，

還是「一動一靜社團」，統

計結果為… 

熱門社團的選社員標準為

何？ 

小學部是否也比照此模

式？（學校規劃，學生選社 

(一)社團目標為延續白天的

學習，學務處於 105(1)經與

導師不斷地溝通、討論與修

正，並逐步修正；擬恢復為

「一堂動態，一堂靜態」模

式，但礙於學校場地有限，

將採七八年級混齡一組、九

至十一年級一組，故七八年

級星期一、三為非體育性社

團，星期二為體育性社團，

九至十一年級則相反之。 

(二)106.01.17（週二）

1630-1750 為社團成果發

表會，介紹新、舊社團，

01.18（週三）選社，105(2)

開學後有一段時間可加退

選，選出社長、副社長。（如

PPT及105(2)預計開設社團

表） 

(三)學校採網路選社，但非

先搶先贏，一位學生能選二

個社團，至少有一個社團能

滿足學生選填第一、二順位

之志願。 

(四)學校擇社團老師也需認

同均一文化。 

(五)小學部暫維持現有模式

（家長需求）。 

 

 

 

 

 

 

105（2）社團模式： 

九、十、十一年級 

週一、三：動態； 

週二：靜態。 

七、八年級 

週一、三靜態； 

週二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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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4 提案 106/01/04 說明 106/01/04 回應 106/2/22 追蹤 

三、學校的網站是否能有高

中部的網頁。 

(一)高中部即將進入第三屆

招生，也預計招收二班，學

校的網站是否能有高中部

的網頁。可放入更多活動、

特色、規劃、課程、未來方

向（如國內大學、國外社區

大學）等相關資訊及連結，

使其更清楚完整。 

(二)學校粉絲專業與學校網

頁可為互補之狀態。 

(三) 學校有很多大小活

動，各部別、各領域之活

動、社團之照片希望能即時

張貼於學校首頁，讓現有家

長或未來可能之家長能即

時瀏覽。 

(四) 十二年國教會考超額

比序、學生歷次段考成績，

輔導項性測驗等，有可能放

在網路上輸入密碼後看

到？ 

 (一)更改網頁經費所費不

貲，且學校網頁規劃全，將

適時更新動態或微調；學校

為一體，將不切割為製式化

之高中部、國中部、國小

部。 

 (二)學校首頁＞＞最新消

息＞＞已區分：高中、國

中、國小。 

學校首頁＞＞關於均一＞

＞均一大事記（將加入

2016）。 

學校首頁＞＞理念（一致性

相同）。 

學校首頁＞＞課程規劃（可

更新，區分：高中部、國中

部、國小部）。 

學校首頁＞＞來看照片（可

更新，例：下標題區分：高

中部、國中部、國小部）。 

學校首頁＞＞友善連結（增

加輔導室升學訊息）。 

若有新增，將於親師交流道

同步轉知。 

 (三)歡迎家長有相關資訊

人才支援或協助學校網頁。 

若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後，有

文章想分享，可傳給家長會

窗口佳錦，再由佳錦交給學

校承辦人審閱後轉貼。 

(四)學校網站定位為分享均

一要辦一所不一樣的學

校，才會改版為非制式化，

故成績等升學資訊不會放

在網路上，可洽詢班導。 

 

 

 

 

 

 

(二)均一大事記（2016）已

張貼完成。 

105(2)召集「資訊小組」，

針對學校於 106 年 1 月 14

日回應網頁之部分分層分

責更新。 

教務處、輔導室、國際部將

與資訊小組研議在友善連

結增加「升學專區」，希望

未來可以將入學簡章、成績

篩選標準、報名、國中升高

中、高中大學國外升學資

訊、升學博覽會、留/遊學重

要訊息、生涯規劃和親職教

育文章等分享給學生及家

長。 

(三)歡迎家長委員使用[均

一高中]家長委員會之群組

或電郵給佳錦。 

(四)每一位班導均使用不同

的方式與家長分享和學生

有關之資訊，導師都很願意

和家長溝通。 

若和導師端有任何問題，請

與學務主任聯繫。 

四、建議平日或活動時的膳

食準備，素食可多準備些。 

 將於 105(2)增加素食餐點

份量。 

105(2)已增量，將依實際狀

況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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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選派家長代表參與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之人選，請討論。 

說  明：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5條規定，本會委員不得兼任

同一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擬  辦：學生獎懲委員會：錢韻涵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薛宗坤 

決  議：經全體與會人員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6學年度即將實施的國小部半天作息時間案。 

說  明： 

        一、學校的行政單位儘快發下正式的書面通知，告知明年度的實施方式及配套措施，全面普

查家長的意見及需協助之處。 

            在 3月 11日招生說明會前一週，針對校內家長召開正式的說明會，與家長面對面溝通。 

        二、目前學校作息改變的消息都是來自各班級老師，但是老師的消息在各班之間偶有落差，

針對家長的疑惑也無法立刻回應，僅能表示會代為傳達，因此統一窗口的傳達與溝通刻

不容緩。 

        三、未來改變生活作息之後，學校針對可能的安親需求，配套措施為何？有多少家庭需要協

濟助？需要何種形式的協助？這些訊息都必須透過普查的方式才能取得 

        四、現行國小的課程規劃都是整天上課，未來部分時間改為半天之後，整體課程如何規劃安

排？哪些課程被縮減？其依據及標準？ 

        五、學校家長都非常樂意為學校宣傳，希望更多的人能夠選擇均一就讀，但是現階段許多資

訊不夠清楚，致家長無所適從，不知如何幫學生宣傳招生，故強烈建議在 3月 11日招

生說明會前一週，針對校內家長辦理面對面的說明會。 

    擬  辦： 

        (一)期能在 106學年度始施行；預計本（106）年 3月 10左右發放問卷調查，委請導師交給

家長，讓學校能充分聽到每一位家長的聲音； 5月 13日「國小部期中班親會暨說明會」

前，安排兩次與家長面對面溝通及座談，讓家長充分表達意見。 

        (二)感謝每一位家長的意見，大家的共同目標是一致的，希望配合孩子不同的成長階段給予

適切養分 

 

   案由三：對規劃實行的「四學季」制度案。 

   說  明： 

       一、學校的行政單位能夠正式全面普查家長的意見及需要協助之處。 

           召開正式的說明會，與家長面對面溝通。 

           請學校推薦孩子在春、秋假期間適合參加的營隊或活動。 

           建議邀請實施四學季制的學校老師、家長到均一與家長交流分享實務經驗。 

       二、本案當初由國小家長委員提出之前，在國小部家長間徵詢意見時，有不少的家長持贊成

及樂觀的態度，但也有家長提出假期孩子照顧的困擾，因此本案應該要以普查的方式蒐

集足夠資訊。 

   擬  辦： 

      (一)105(1)期末家長委員會討論過，四學季制尚只是議題，除了請教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亦

要請示主管機關（台東縣政府）核准，或需提計畫，也請國小老師向各班家長對於四學季

制意見之蒐集及整合後，再行討論。 

      (二)若有家長不清楚之處，也請家長委員代學校向貴班的家長解釋及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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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 

      (一)學校 105(2)廚房人員異動，或有教職員異動，是否能讓家長知悉原委，也較放心。 

    回應：廚房人員異動原委，將利用每週親師交流道與家長說明。 

          已於 106年 2月 24日（週五）親師交流道述明原委。 

          學校邁入愈趨穩定狀態，故學校需要的是對的人，教職員到任時一定會述明學校的理念及

要求，除了自身的清廉，需以學校最大的利益為考量，絕不可圖利自己。 

          其餘因學校考量所為之教職員異動，則不向家長細述原委。 

 

      (二)希望學校能讓國小部的孩子，由教學中結合食物的天然原味，讓學生了解後能吃到食物的

天然原味。 

    回應：轉知總務處辦理。 

 

      (三)均一首頁「人才招募」區，尚未見國小部的師資甄聘簡章。 

    回應： 

      (一)師資招募已先行委請宜蘭慈心華德福於正在華德福師訓之教師群中推薦。 

      (二)為因應國小部增班，均一首頁「人才招募」區將儘速跑畢流程，補上國小部的師資甄聘簡

章。 

      (三)也歡迎家長委員推薦國小部師資。 

 

十、主席結論：謝謝校方仔細且認真的回應，謝謝委員們的蒞臨。 

 

十一、散會：晚間 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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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期初家長委員會」活動照片紀實 

  

圖說：105(1)期初家長委員會於 106年 2月 22日

18時召開。 

圖說：黃校長景裕致詞。 

  

圖說：校務報告-總務處。 圖說：校務報告-國小部。 

  

圖說：校務報告-國際部。 圖說：校務報告-學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