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第一次家長委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5 年 10 月 04 日 (星期二) 晚間 8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本校一樓多功能教室一
三、介紹與會人員：（略）
四、推選主席：與會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推選吳慧萍女士擔任主席
五、主席姓名：吳慧萍 委員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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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校長致詞：本屆家長委員已順利推選產生；謝謝委員們撥冗與會，齊為學校出一份力，讓均一更
好。
八、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選派家長代表參與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選，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7 款「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之規定辦理。
(二)家長會法定參與之學校會議計有：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代收代辦委員會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
伙食委員會議、期初/末校務會議、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擬

辦：經與會代表選派家長學校法定參與會議之名單如後：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趙○偉
代收代辦委員會議：潘○珠、王○麗、薛○坤、趙○偉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錢○涵
學生獎懲委員會：錢○涵
服裝儀容委員會：吳○萍
伙食委員會議：錢○涵
期初/末校務會議：簡○綺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議：錢○涵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薛○坤
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議：薛○坤

決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簡○綺
議：經全體與會人員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選(推)本（105）學年度家長會常務委員、家長會副會長及會長。
說 明：依據本辦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13 條第 7 款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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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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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7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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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決

議：
（一）本會 105 學年度家長會常務委員、副會長及會長的產生方式為「選舉」。
（二）請選 105 學年度家長會常務委員、副會長及會長。
（三）經選舉結果如後：
常務委員：趙○偉
常務委員：錢○涵
常務委員：潘○珠
常務委員：蘇○姍
副 會 長：薛○坤
副 會 長：吳○萍
會
長：簡○綺

案由三：請選(推)舉本會 105 學年度家長會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案。
說 明：依據本辦法第 9 條第 4 項及第 13 條第 8 款規定辦理。
決 議：
(一)本會 105 學年度家長會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的產生方式為「推舉」。
(二)請就委員中選(推)105 學年度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家長會經費暨會議監察
事項。
（三）經與會人員推舉結果如後：
監察委員：潘○珠
財務委員：錢○涵
案由四：為因應會務需要，本屆家長會擬敦聘學校人員-吳佳錦，擔任日常會務行政人員（秘
書），提請 審議。（提案人：會長 簡慧綺）。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及第 13 條第 9 款規定辦理。
(二)由會長提名家長會學校人員擔任會務人員，經委員同意後聘任之。爰此，本屆家長會擬
敦聘本校人事室主任吳佳錦擔任秘書，以辦理日常會務。
(三)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業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學校人員若干人擔任會務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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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經全體與會人員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為因應會務需要，本屆擬敦聘雷昭子女士、施皇仰先生等 2 人，擔任本會顧問案，提
請 審議。（提案人：會長 簡慧綺）。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及第 13 條第 9 款規定辦理。
（二）卸任會長雷昭子女士、施皇仰先生熱心公益。以提供教育諮詢，協助校務及會務發展。
決 議：出經全體與會人員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委請會長邀約二位前會長擔任本會顧問。
案由六：運動會（擬於十二月召開）家長會致贈禮，提請 審議。
說 明：去年家長會致贈教職同仁紀念運動 T-shirt 乙件。
決 議：
（一）今年家長會贊助運動會學生禮品，以新臺幣二萬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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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全體與會人員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
（一）依據本辦法第 18 條規定：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家長會員會按往常慣例於每
週二晚間召開，請新任員重新討論擬定。
回應：訂於週三夜間 7 時召開家長委員會，日期另議。
（二）學校是否有意願成立華德福幼兒園，符合台東縣市家長們的期盼。
回應：學校正進行二期工程，每一棟大樓的經費都是總裁募款而來。若秉持無私之心，散播華
德福之種子於各地，學校鄰近幼兒園（青豆芽、高瞻、福田）均有來學校參觀及或本校
國小部老師去幼兒園互動，相互交流及經驗分享，亦開拓市場。
（三）學校課程可否規劃加入優律思美課程？短期或長期均可。
回應：本校陳俊源老師於暑假均至中國大陸接受優律思美課程，可請俊源老師於國小部教師會
時與其餘老師分享。
（四）學校午餐食材之來源、烹調原則是否能敘明？
回應：學校一向很重視食材來源，將委請總務處處理。
總務處於廚房會議後回應：每週菜單上皆已說明烹調方式，如：桂竹筍炒肉絲、紅燒雞、烤雞
腿、炒青菜等。烹調原則為少油、少鹽、少炸物(每週午晚各 1 次)、少加工食品(早餐不
使用加工食品，午晚餐為求多變及調味酌量使用)，不使用基因改造之原物料。

食材之來源：
原物料名稱

進貨廠商

店家地點

合格來源

溫體豬肉

成龍商號

中央市場



溫體雞肉

福記雞鴨

中央市場



蔬菜

員莊蔬菜號

果菜市場



菇類

員益蔬菜號

果菜市場

水果

立富青果行

果菜市場

蛋品

清泉蛋行

麵類

興倫製麵

中央市場

關山米

關山農會

關山農會

冷凍食品

伯德商行

果菜市場

乾/雜貨

優品行

康樂

吐司麵包類

陽光麵包店

工業區

早餐物料

中興原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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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保險

（五）每個階段的孩子食物及營養所需皆不盡相同，中學部學生與國小部學生的午餐能否能符合
孩子所需？例：烹煮好料理後，國小部的料理不加胡椒鹽或辣、中學部料理可加入胡椒
鹽或辣味。
回應：深知每個階段的孩子食物及營養所需皆不盡相同，但對於團繕而言有其困難點；學校會
避免炸物及高鹽份製品、朝著少油少鹽、簡單烹調大原則而努力。將委請總務處處理。
總務處於廚房會議後回應：廚房現已分開調味，未來會注意任何有辣的調味料(如白胡椒)都不
加。
（六）無毒校園之建議，例：班級內讓孩子一起參與消毒時，能否孩子戴上手套，避免直接碰到
化學藥劑？
回應：無毒校園是學校努力的目標；前陣子的炙夏，小黑蚊肆虐，自然老師帶領學生粹取小花
蔓澤蘭汁液防小黑蚊叮咬。
學生已不用市面上菜瓜布洗碗，改用天然絲瓜布剪段後使用。
學校將持續努力。
（七）國外華德福學校從小就讓孩子接觸第二外語（文化）學習，學校是否可行？
回應：英文課已進入國小部課程內；第二外語目前使用於高中部。
（八）華德福教育及精神是否繼續延伸至中學部？
回應：針對此問題，總裁已於今年六月辦說明會向國小部家長敘明。學校已請教學組長研擬，
甘瑞彬老師除本身具有數學專業，更至宜蘭華德福接受師培，相信自身的經驗能讓中學
部的課程能開啟更多對話。

（九）學校為學生的健康及愛護地球，將洗碗精改為苦茶粉，但有些學生初接觸苦茶粉，不太相
信苦茶粉能去油去污，故用量偏多，校方需每日補苦茶粉；若苦茶粉放隔夜，容易發
臭；且廚房人員器具清潔仍是使用洗碗精。是否多加宣導？
有另一種說法，苦茶粉會造成水管阻塞。或許可採行酵素洗碗精或洗米水。
回應：將向慈心華德福學校請益之。
總務處於廚房會議後回應：廠商回覆目前廚房使用白熊洗碗精，主要特色有
符合國家標準 CNS3800 及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
中性軟性配方，溫和不傷手。
不使用壬基酚及有害重金屬。
泡沫適中、省水好沖洗。
不添加人工合成香精。
通過 ISO9001 驗證
（十）陪同參與學校山海課程活動，向學校的用心及老師無私的奉獻表達萬分的謝意及敬意。
除了滿心的感謝，也希望老師能提早讓家長知道大小活動訊息，號召家長一齊參與山海
活動，加入家長的力量，可減輕老師的負擔，亦能讓家長參與孩子的成長。
學務處於會議後回應：將於近期著手聯繫山海組家長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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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家長當初因認同均一的理念而將孩子交付給學校，但家長總企盼孩子能比自己還好，希
望孩子課業上能再努力些，接觸他校的孩子，比較兩校課業後，期盼老師能在課業上讓孩
子更上一層樓，忘了本校的孩子擁有他校孩子沒有的山海體驗與多元社團學習等獨立思
辨能力與活動；請家長勿忘當初讓孩子就讀均一的初衷。
(十二) 家長會家長委員總希望學校能再做些什麼，其實學校已為孩子事先設想許多，委員們可
以反思，家長或委員能為學校做什麼？家長或委員如何支持學校？
回應：謝謝家長的肯定，也請委員不吝給予學校建言，讓學校能更進步。
十、主席結論：謝謝委員熱烈的參與討論諸多大小議題，請外縣市的委員及各位委員回家的路上小心
交通安全。
十一、散會：22 時

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家長會班級（會員）代表大會」活動照片紀實

圖說： 選舉常務委員。

圖說：常務委員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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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新任財務委員報告。

圖說：校長致詞。

圖說：討論案由。

圖說：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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