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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家長委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8年 2月 20日(星期三)18時 

二、會議地點：本校多功能教室二 

三、主席致詞：本學年度家長會委員總人數 17人，目前委員出席人數 14人，已符合「高級中等學校

家長會設置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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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委員們、校長及師長們新年快樂、元宵節快樂。 

 

四、校長致詞：感謝所有委員這一學期來對學校的支持，請各處室主任向委員們報告 107-2規劃。 

 

五、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教務主任  鄭正昇老師 分機 201 

教學組長  廖家慶老師 分機 202 

註冊組長  武佳瑜老師 分機 206 

行政人員  范芳綺老師 分機 203 

行政人員  郭佩君老師 分機 204 

行政人員  劉韋君老師 分機 205     歡迎隨時來電會談。 

1. 將針對九年級會考及十二年級安排志工老師與學科老師協助升學輔導，並協調中學部

教師需求，提供志工老師於白天及夜間與本校老師搭配。 

2. 107(1)補考已進行完畢，教務處將調整期末成績單發放時程，以提早通知補考訊息。 

3. 已請各任課教老師提供教學計畫，並於開學前兩週向學生說明課程目標、內容進度與

評量方式及是否進行期末成果展示。 

4. 已邀請藍偉瑩老師規劃針對 108課綱素養導向及本校實驗計畫進行全校教師進修，並

已規劃藍老師與本校所有領域召集人進行每個月對談，提昇本校各課程與教學。 

5. 由鍾昌宏副校長、汪履維副校長、胡家祥老師、吳美瑜老師組成觀課議課小組，陪伴

老師教學精進。 

6. 九年級及十二年級學生將於畢業週(6/12-6/14)進行專題報告。 

7. 本學期將與輔導室及畢業班導師針對九年級及十二年級升學進路辦理一系列講座與宣

導，提供各項升學報名協助。 

8. 預定 3/8(九年級學生場)及 3/9(家長場)辦理九年級直升高一說明會。 

9. 本校進行許多實驗性課程(生命探索、國際連結、自主學習、高中選修、創意學群、專

題研究…等)，目前仍處萌芽階段，需藉由本校教師與業師及專家討論後不斷修正與調

整，期能成為本校未來課程實施的基礎，並將此經驗分享給他校共好，教務處將協助

所有教師課程發展，若有不完善之處請多包涵與鼓勵。 

10. 本學期將進行國小、國中及高中部新生招生與適讀營，煩請大家協助推薦親朋好

友，相關訊息請參閱本校網頁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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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 

訓育組 

1.多元社團 

社團上課時間：每週一至週三 16:30-17:50                  107-2共 20個社團  

年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7、8 非運動型社團 運動型社團 非運動型社團 

9、10、11 運動型社團 非運動型社團 運動型社團 

非運動型社團 

手作社、原住民文化與舞蹈社、英文學習社、烘焙社、服務

學習(手語)社、科學研究社、辯論社、天文社、美術社、西

洋棋社、書法社 

運動型社團 
籃球社、排球社、足球社、桌球社、瑜伽社、街舞、社有氧

舞蹈社、滑板社、身心靈瑜伽社 

108課後學習活動認證__研擬中 

2.107-2 多元社團材料費收費 

項次 社團課程名稱 年級 每人收費 備註  

1 手作社  G7-8  $650 
線材、鉤針 

2 手作社  G9-11  $445 

3 烘焙社  G7-8  $2,000 
烘焙食材 

4 烘焙社  G9-11  $1,000 

5 書法社  G7-11  $300 

毛筆、硯台、墨水、練習紙 

 

 

  

6 天文社  G7-11  $50 四季星空解說圖 

7 科學研究社 G7-8  $300 
實驗材料 

8 科學研究社  G9-11  $500 

9 美術社  G7-11  $1,200 美術材料 

3.107-2校內活動/事項 

日期 內容 

1/29(二) 社團指導老師歡迎茶會 

2/11(一) 開學典禮/ 社團開始上課(加退選) 

第九週-第十一週 畢業生專題報告大綱演示 

5/20(一)-5/24(五) 藝術節慶週/藝術主題展演 

6/5(三) 謝師暨畢業生餐會 

6/11(二)-6/14(五) 畢業生專題報告 

6/14(五) 畢業典禮 

6/19(三) 社團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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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7-2 週會講座 

週次 日期 內容 講者 

一 2月 14日 友善校園週/ 班級幹部訓練 
生輔組 

訓育組 

五 3月 14日 走到戶外，成為生命支持  謝宜蓉 

七 3月 28日 
《融天地於行為—NIPAF’18》 

 紀錄片播映暨映後座談 
蔻兒亭．阿道．冉而山 

九 4月 11日 布農族與山林文學 沙力浪 

十一 4月 25日 旅行、生活與學習 葉秀燕 

十三 5月 9日 大跳繩比賽（國中部） 體育組 

十五 5月 23日 
刀刃上的溫度—獵人的溫柔哲

學 
藍保．卡路風 

十九 6月 20日 均一的學習圖像與學習態度 嚴長壽 

生輔組 

1.男／女宿作息空間調整 

2.宿舍學生幹部系統 

3.107-2 宿舍生活作息表 

4.107-2 宿舍團康活動時間(週三) 

5.宿舍輔導會議 

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宿舍晚間生活作息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收假日 

1800-1840 晚餐 

1.2100 

  集合點名 

2.2200 

  全部就寢 

1840-2030 

自主學習 

1840-2020 1840-2000 1.1840-2020 2.1840-1940 1840-2020 

晚自習 

(100分) 

晚自習 

(80分) 

晚自習 

(100分) 

晚自習 

(60分) 

晚自習 

(100分) 

2020-2030 2000-2030 2020-2030 1940-2030 2020-2030 

老師時間 大掃除 老師時間 團康時間 老師時間 

2030-2200 
   自主管理 

手機使用+洗澡+洗衣服+打掃 

2200-2330 
1.9及 12年級可以夜讀。 

2.高中部定考期間或有重大課程可申請夜讀。 

備考 

團康時間會因應定考及學校活動適度做調整。 

【107-2學期：2/20、3/6、3/27、4/17、5/8、5/29團康時間；6/11(二) 送

舊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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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衛組 

107-2校內活動/事項 

日期 內容 

5/8(三) 高中部路跑活動 G9-12 

5/9(四) 國中班級競賽-大跳繩 G5-8 

6/10-11(一二) 畢業班環境大掃除及環境檢查(衛生) 

6/27(四) 上午大掃除及下午環境檢查（衛生） 

生命探索組 

107-2校內活動/事項 

日期 星期 活動時間 年級 活動 

3/13-14 三四 2天 1夜 G10 山域體驗 

3/30-31 六日 2天 1夜 G7 都蘭山 

4/2 二 單天 G8 東河 

4/12-14 五六日 3天 2夜 G9 向陽山 

4/26-28 五六日 3天 2夜 G8 玉長公路 

5/3 五 單天 G11 分流 

5/11-12 六日 2天 1夜 G12 車+山+水 

5/17 五 單天 G11 分流 

5/30-6/2 四五六日 4天 3夜 G11 分流 

6/6 四 單天 G10 單車體驗 

（三）總務處 

107-2工作方向 

二期工程的改善 

全校區整體規劃 

基礎建設延伸-北面電力、供水系統 

環境改善-軟水系統 

景觀-太陽能景觀照明 

校園安全-CCTV、電子圍籬 

（四）輔導室 

親師座談會 

時間：3/9(六)0900-1200，本次第一階段為導師時間，第二階段為主題性講座，分國高

中部，不框定年級，由家長自行決定。  

親師座談回條 

因本學期遇到 223補課及 228連假，為節省發放回條需等待時間，本次親師座談會調查

人數與回覆方式，首試用電子表單方式調查，228連假時仍會發紙本回條，通知做最後

確認。 

 



 5 

親師交流 

改為電子版，每班仍會發一份紙本供張貼於班上宣布，導師轉發於各班家長群組，高中

部導師亦可轉發於學生群組。 

情書比賽(3/14頒獎) 

輔導室為情感教育課程設計，探索人我關係，規劃情書比賽，規劃有親情組、友情組、

愛情組與其他情感類組，邀請家長們與孩子分享文字傳情意的樂趣與故事。 

（五）國際部 

課程規劃 

環境營造 

國小 1-3年級教案研發 

國小英語情境教室、英語童書大繪本 

教學活動 

校際交流 

台北美國學校小學部校長及中文部主任來訪 

(2/19)  

美國大西洋學院來訪 (2/22-23)  

美國貴格中學來訪 (3/22-24)  

美國摩爾特諾瑪大學籃球營 (5/4)  

評量檢定 
高中 Unit Assessment  

美國大學預科 PSAT考試 (4/19)  

海外升學 UWC, USA Community College  

（六）國小部 

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 

讀書會 

藝術鍛鍊 

教師會議 

兒童研討 

家長工作日 

謝謝園藝天使孟霖大哥捐贈美麗的花木，讓親師生有機會美化校園 

慶典布置 

華德福教育幼小銜接推廣課程 

新學期團隊工作目標 

深耕課程的發展 

華德福推廣課程 

持續提升教師增能 

家長社群的經營 

國小部環境教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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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國小部教師研習課程 

 

 

 

 

 

 

 

 

 

 

 

 

 

 

 

 

 

 

 

 

 

 

 

 

 

107-2 國小部親師成長課程 

純淑老師給課日期：03/22、  04/12、05/24、06/14 

貞慧老師給課日期:：02/25、05/13 

 

 

 

 

 

 

 

 

六、財務報告： 

（一）本次家長委員會便餐計 2,340元。 

（二）107(2)代收款-家長會費：待學生人數確定後，再向學校請款。 

（三）待學生人數確定後，107-2各班補助開始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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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摘要 支出 收入 結餘 

 
106 學年度餘額 

  
274,195 

107/10/15 捐款：702 家長_譚維君（收據：01） 
 

2,000 276,195 

107/10/15 捐款：702 家長_陳佳瑜（收據：02） 
 

10,000 286,195 

107/10/15 捐款：702 家長_陳佳瑜（收據：02） 
 

10,000 296,195 

107/10/15 捐款：11A 家長_王耀慶（收據：03） 
 

3,000 299,195 

107/10/15 捐款：10A 家長_劉樂道（收據：04） 
 

1,000 300,195 

107/10/17 捐款：802 家長_李秀菊（收據：05） 
 

2,000 302,195 

107/10/18 捐款：701 家長_家長委員張豪傑（收據：06） 
 

10,000 312,195 

107/10/22 捐款：10B 家長_曾丁輝（收據：07） 
 

1,000 313,195 

107/10/31 107(1)代收款-家長會費 
 

31,200 344,395 

107/11/05 捐款：902 家長_副會長吳美慧（收據：08） 
 

10,000 354,395 

107/11/14 捐款：702 家長_常務委員錢韻涵（收據：09） 
 

10,000 364,395 

107/11/21 印花稅票（收據 02-07） 148 
 

364,247 

107/11/21 補助：901 班 1,950 
 

362,297 

107/11/21 補助：11A 班 2,000 
 

360,297 

107/11/21 補助：201 班 1,450 
 

358,847 

107/11/26 捐款：101 家長_會長黃俊凱（收據：10） 
 

30,000 388,847 

107/11/28 捐款：802 家長_常務委員方莉軫（收據：11） 
 

5,000 393,847 

107/11/29 捐款：12A 家長_家長委員劉艷萍（收據：12） 
 

5,020 398,867 

107/12/03 補助：702 班 2,000 
 

396,867 

107/12/03 印花稅票（收據 08-09） 80 
 

396,787 

107/12/05 印花稅票（收據 10-12） 160 
 

396,627 

107/12/05 贊助 12/15 運動會 30,000 
 

366,627 

107/12/05 補助：501 班補助 1,323 
 

365,304 

107/12/05 補助：802 班補助 2,000 
 

363,304 

107/12/14 補助：401 班補助 1,250 
 

362,054 

107/12/18 補助：301 班補助 1,350 
 

360,704 

107/12/18 印花稅票（收據 01） 8 
 

360,696 

107/12/21 存款息 
 

6 360,772 

107/12/24 補助：902 班補助 1,900 
 

358,872 

107/12/24 補助：601 班補助 1,300 
 

357,572 

107/12/25 補助：701 班補助 1,950 
 

355,622 

107/12/25 補助：10B 班補助 1,650 
 

353,972 

107/12/25 補助：801 班補助 1,800 
 

352,172 

107/12/25 補助：10A 班補助 1,700 
 

350,472 

107/12/25 補助：12A 班補助 1,800 
 

348,672 

107/12/27 補助：101 班補助 1,200 
 

347,472 

108/01/17 107(1)代收款-家長會費 
 

100 347,572 

108/01/17 107(1)期末家委會便餐 1,200 
 

346,372 

小計 107 學年度餘額 58,219 130,396 34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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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次會議提案回覆情形 

 

108/1/9 案由 108/1/9 決議 108/2/13 說明 

均一進行實驗教育，科目多元，惟家

長並不清楚學校於各部別，在實驗課

程所做的努力與一般學校相異之處。

均一進行實驗課程（生命探索、國際

連結等），老師給學生很多的知識，惟

學期末是否有帶領孩子進行總回顧與

整理。家長可能也不太清楚孩子在學

期終的成果發表或住宿生舉辦之聖誕

晚會。 

期初各領域老師是否能於親師座談會

向各班級家長解釋這學期的課程進行

大綱或內容（包含期末的成果報告），

家長才能瞭解自己能扮演甚麼角色。  

學校自 104 年進行實驗課程，每一學

年都要申請與繳交期中報告。 

小學部華德福教育從一早的晨圈開

始，進入一整天的學習，至最後的結

束圈，關注到每一位孩子的狀態，小

學部家長參與率高，親師生連結性

強。中學部以上因有外縣市學生比率

高，外縣市家長參與率相對較低，未

來進行成果發表時，希望能逐漸提高

家長參與率。 

未來學校將考量辦辦活動之時間，讓

家長可以參與。 

課程部分：5 月 24 日為藝術週，嘗試

著從國小至高中均有演出。 

學校相關活動訊息，將通告於親師交

流道，於學校網頁可下載電子檔（均

一首頁>>線上資源【右上角】>>檔案

下載>>歷次親師交流）。 

教務處請各任課老師於開學前兩週

向學生說明本學期的教學計畫、評量

方式、配分比重及期中或期末成果，

各課程若有成果發表，將於教學計劃

中註明，並於期初班親會前彙整各班

教學計劃，提供給家長參考。 

若家長有課程上疑問，歡迎家長提前

與教師們約定討論時間，可利用教師

空堂時間進行教學專業對談；惟礙於

班親會時間有限，且本校多位老師亦

身兼導師雙重身份，無法安排所有老

師至各班進行交流，冀盼見諒！ 

國小部農場目前的進度，家長們如何

協助或幫忙。 

將於寒假期間進行整地，屆時再請國

小部主任與家長討論工作細節。 

在寒假期間和開學第一天和夥伴們討

論，本學期會邀約中學部自然科老

師、有園藝經驗的家長和國小部老師

一同籌組國小部環境教育小組，一同

來規劃討論時計的進行方式。目前規

劃國小部農場園區中會有三年級負責

的糧食作物區、果樹區、各年級的認

養區、推肥區等。 

國小部唱謠或晨圈，是否能導入第

三、四種語言（日語、德語、英語），

目前有（國語、閩南語）。 

目前三年級的唱謠或晨圈有加入英

語。 

將訊息轉知給國小部導師。 

國小部以華德福教育為主要教學方

式來作進行，我們會以兒童發展的需

求和課程規劃和戲劇演出準備為目

標，老師們在備課上會先以開放各種

語言歌曲的可能性，再進行晨圈活動

歌曲的規劃與設計。目前知道班級有

融入閩南語歌曲、日文歌曲、原住民

語歌曲和英文歌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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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案討論： 

案由一：107學年度家長會感謝餐會或感謝禮，提請 討論。 

說  明：依循往年慣例，家長會表達對學校師長們的敬意與謝意。 

擬  辦： 

(一)學校於 107學年度預算中已規劃感謝餐會預算。 

(二)畢聯會有意自願發起辦理額外活動，惟並未規劃於預算編列中。 

(三)授權由學務處審核畢聯會活動，若為必要之活動，請提供經費概算表，家長會討論後通

過，再提供經費支持。 

決  議：經全體與會人員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7學年度家長會致贈畢業班導（共計 4班）禮，提請 討論。 

說  明：畢業班導禮，歷年提供額度 5,000元，讓畢業班導自由選購，再憑單據核銷。 

決  議：經全體與會人員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流： 

(一)建議學校調查國小、國中及高中部學生校外學習古典樂器的狀況，以評估成立均一古典樂

團（例如：交響樂團、管弦樂團、三重奏、四重奏等）之可行性，並進而促成成立均一古典

樂團。 

說明：均一已有設備一流的演奏廳，卻無自己的古典樂團，甚為可惜。而均一學生自主校外學

習古典樂器者，似為數不少，建議學校調查、評估，促成成立古典樂團，以提供均一校

內對古典音樂有興趣及天分的學生，以樂會友、互相砥礪成長的平台，同時提升全校師

生及家長的古典樂素養，創造更為多元、專業、真善美慧愛的學習環境。 

回應： 

1.學校不排除成立這樣的樂團，惟依學校成員組成可能沒辦法是大型古典樂團，可小型的樂

團為目標，但會需要時間。 

2.提升素養的部分，從 107 學年度起中學部有「生活藝術探究」的課程，國、高中學生以及

全校老師都能參與，去年邀請的是TC其中的小團，今年預計邀請的是雲門以及TC正團，

每學期會規劃不同的課程。 

3.合唱團、管弦樂等需有持續性的師資、經費、設備、以及氣氛及時間的醞釀，藝術或樂團

的訓練或組成需要從長計議，（經費、師資、樂團分部練習），建議有一定程度的孩子可

參加台東縣立管弦樂團。 

 

(二)成長期的孩子食量大，住宿生除了正餐外，學校是否可以提供訂購鮮奶等，有需求的學生

可自行訂購，然後統一時間送到學校給同學。 

回應： 

1.宿舍有為孩子準備夜點（白吐司、紅蘿蔔絲土司、小麥土司、奶粉），因應住宿生需求。 

2.目前宿舍有設置冰箱，有需求的住宿生可以於收假日前自行購買鮮奶或水果（違禁品除

外）等，後放置於宿舍冰箱，需要時食用。 

3.學校不便經手為廠商背書、以及廠商與學生間的交易。 

 

(三)住宿二年級帶一年級的方法是非常好的制度，是否有訓練學長姐要怎麼帶，正、副寢室長

的工作分配及職務內容等。這些是否有作業程序？ 

回應： 

1.宿舍幹部制度為擇優選出，觀察其在宿舍的表現，表現優異者擔任幹部；並清楚讓幹部

們知道其工作職責。 

2.宿舍端的管理仍由老師主導，幹部協助執行相關指示，幹部無處分權、無學長/姐，只有

建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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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小部建物後方圍籬拆除後，發現有些廢棄物尚未清除，請老師跟提醒孩子勿靠近，並拉起

封鎖線。 

回應：國小部後方土溝（隸屬水利會灌溉曲道）在知會里長後（確定不會造成淹水），若確定能

封，後續將一併處理廢棄物。 
 

(五)工務所撤掉後，學校多了一個出入柵門，且燈光偏暗，於校園安全尚未全面完工前，是否能

先架設攝影機，待學校完工後，再請廠商整合攝影機系統，以維護學校短、中、長期之校園

安全。 

回應： 

1.未來夜間警衛人力將轉移至國小部出入口處。 

2.校園安全問題，請具相關專長的委員（黃會長、鍾委員）與總務處連繫，提供相關建議。 
 

(六)國小部華德福教育為實驗課程，國小部家長們能清楚明瞭老師每學期的課程大綱（形線畫、

英文授課等）；中學部實驗課程（山海課程、音舞戲美等）之課程大綱，孩子能從中學到甚

麼、能帶走甚麼，期能於親師座談會中讓中學部家長明瞭老師每學期的課程大綱。 

山海課程非屬一般學科，有立竿見影之功效。除了孩子參與山海課程過程中的感受，課程活

動後返校帶隊老師所帶領的結束圈，以及同儕間的分享討論其中的過程，相信孩子爾後面對

人生未來的挑戰，必有其助益之處。這是在一般學校學不到的，肯定學校老師的付出，惟孩

子若未和父母分享，家長不一定知道，建議學校可錄影或以紙本方式呈現，回饋給家長。 

回應： 

1.華德福教育在全世界已行之有年，全國華德福老師在寒暑假舉辦華德福共識營，提供老師

們諸多分享及協助；且在均一已進行六年華德福教育，師資已趨於穩定。 

2.中學部實驗課程仍處於初期階段，且中學部屬分科教學，跨年級或跨領域教學有其難度，

各縣市中學部以上的公立學校均有面臨到一些問題，而有些問題無法短期間就能解決的，

均一的導師們主持班級教學會議，增強導師對於班級孩子學習的狀態。請再給老師們一些

時間及支持。 

3.未來在親師座談會可試著評估、安排特色課程說明（生命探索、創意學群、國際連結）。 
 

十、主席結論：感謝委員蒐集各班家長意見，也感謝學校認真回應每個問題與意見交流。再次感謝委

員們及列席的師長們晚間撥冗前來學校共同與會。 

 

十一、散會：20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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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高級中等學校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期初家長委員會」活動照片紀實 

  

圖說：各處室報告-教務處。 圖說：各處室報告-學務處（訓育/生輔）。 

  

圖說：各處室報告-學務處（體衛/生命探索）。 圖說：各處室報告-總務處。 

  

圖說：各處室報告-輔導室。 圖說：各處室報告-國際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