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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國際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家長委員會議紀錄 

記錄：陳藝文 

一、會議時間：111年 1月 12日(星期四)18時 

二、會議地點：音樂教室 

三、主席致詞：本學年度家長會委員總人數 30人，目前委員出席人數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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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委員們於晚間撥冗前來與會，家長會於會前整合所有議題，各

處室的資料家長委員已於會前檢視，期能於會議中有效率地交流並討論出結論。 

四、校長致詞：時光飛逝，邁入第一學期的期末，學校對非認知能力及生活素養的奠基透過各領

域的課程來培養，希望家長能夠理解本校的課程定位，感謝各位家長對學校的支持與關懷，

在學校大小活動給予學校支援及肯定。 

五、財務報告 

日期 摘要 支出 收入 結餘 

 
110 學年度餘額  

 
627,170 

111/09/30 111(1)代收款-家長會費  31,800 658,970 

111/10/14 回存: 1110616 補助：11A 班 (110-2)  2 658,972 

111/11/21 捐款：8A 家長_萬○齡（收據：01）  3,000 661,972 

111/1/23 捐款：12B 家長_林○貞（收據：02）  5,000 666,972 

111/11/25 捐款：8A 家長_李○通（收據：03）  3,000 669,972 

111/11/28 捐款：9B 家長_葉○伶（收據：04）  10,000 679,972 

111/11/29 捐款：9A 家長_道○慧（收據：05）  6,000 685,972 

111/11/30 捐款：無名氏（收據：06）  2,000 687,972 

111/12/02 捐款：無名氏（收據：07）  2,000 689,972 

111/12/02 捐款：6A 家長_賴○婷（收據：08）  10,000 699,972 

111/12/05 捐款：12A 家長_吳○珠（收據：09）  6,666 706,638 

111/12/05 捐款：10A 家長_戴○燕（收據：10）  3,000 709,638 

111/12/06 捐款：10B 家長_鄭○山（收據：11）  6,352 715,990 

111/12/16 捐款：9A 家長_張○如（收據：12）  20,000 735,990 

111/12/21 存款息  638 736,628 

111/12/27 印鑑變更手續費 100  736,528 

111/12/27 補助：2A 班 1,050  735,478 

111/12/27 補助：5A 班 1,800  733,678 

111/12/27 補助：6A 班 1,750  731,928 

111/12/27 補助：8A 班 1,750  730,178 

111/12/27 補助：9A 班 1,750  72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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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摘要 支出 收入 結餘 

111/12/27 補助：10A 班 1,550  726,878 

111/12/27 補助：8B 班 1,750  725,128 

112/01/03 補助：3A 班 1,800  723,328 

112/01/03 補助：4A 班 1,700  721,628 

112/01/03 補助：9B 班 1,700  719,928 

112/01/03 補助：12B 班 1,650  718,278 

112/01/05 補助：11A 班 1,65  716,628 

112/01/05 補助：1A 班 1,400  715,228 

112/01/05 贊助 111 學年度運動會 30,000  685,228 

 補助：7B 班   685,228 

 補助：10B 班   685,228 

 補助：11B 班   685,228 

 補助：12A 班   685,228 

 補助：7A 班   68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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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案討論 

案由一：訂定 111-2 期初、期末家長委員會開會日期。 

說  明：依據本辦法第 19 條規定：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 

擬  辦： 

(一) 111-2 期初家長委員會開會日期：112 年 3 月 2 日 18:00 

(二) 111-2 期末家長委員會召開日期於下學期期初家長委員會訂定 

七、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 

(一) 本校運動性團隊的學生，常在校外獲得佳績，在校期間也會花時間訓練，雖然家長及學

校不著重比賽的成績，而是於團體中體驗學習經歷，仍然希望能從學校獲得更多的協助

及資源上的分配。 

(二) 家長委員是否可有認養球隊機制，如球隊訓練時，校內老師無法協助或出隊比賽時，就

用家長會經費外聘教練或補助經費支援球隊，在國外有家長會認養校內球隊的案例，也

許我們家長委員會可以，這之後再討論。 

回應：認同家長的理念，以慈心華德福為例，學校重要的資源都來自於家長，家長的專長協

助學校的團隊活動，家長的參與度也是很重要的，也可以發揮家長委員會正向的功能。 

(三) 家長若有意願擔任社團老師是不是可行？ 

回應：學生申請社團（本校為課後學習－學生團隊增能活動），訓育組會協助提供人才資源，

如果家長有意願擔任社團老師，學校也是非常歡迎的。 

(四) 希望學校能夠引導學生如何自組社團，因為有些孩子可能不太知道這些資訊，或是比較

內向，不知如何開頭詢問。 

回應：其實訓育組已在學期間透過學生會、學校信箱向同學宣導學生自組團隊的辦法，也以

有請學生會製作相關的申請範例，下學期會再加強宣導讓學生知道。 

(五) 申請外宿的學生近期增加，學校一直在強調是住宿型態學校，近日有收到租房子給本校

學生的屋主反映，學生在租屋處違反租屋條約，想了解學校的立場是只要家長同意就會

讓孩子在外租屋，還是說學校會堅持外縣市的學生希望他們住宿？ 

(六) 學生在校外租屋影響校譽的行為，不知道學校這邊會不會有另外的懲戒？或是有其他相

關的規定？ 

回應 

1. 目前學校沒有明文規定，讀本校一定要住宿，但是如果學生確定要在外租屋，生輔組一

定會致電給家長，表明學校立場，希望還是可以住校，目前副校長擬了一封信給住宿生

的家長，讓家長知道學校的擔憂。學校預計在下學年規定外縣市且父母不居住在台東的

學生，務必要住宿，在試讀營、招生說明會會再跟未來的學生家長說明。 

2. 學校每學期都會請班級導師調查班上的賃居生（在校外租屋的學生），確認在外租屋的

地址、電話及房東聯繫資料，學校無法規定學生在校外租屋處內的行為規範，假設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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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反映學生在校外租屋的問題，我們會請學生來說明情況，問題嚴重影響校譽則以校規

處理。 

(七) 學校原本有童軍團，現在如果有社團的話學校會把它放在哪個位置？突然不見了，不知

道為什麼，童軍以前是由高睿哲老師帶領，可以學習的東西非常多，跟學校的活動也有

相關，之後如果學校要辦理童軍團的話，是不是只要有指導老師就可以辦理？ 

回應：109學年度前，由高睿哲老師利用假日帶領童軍團，進行相關童軍課程或團務運作。

學校實施假日生活學習課程後(前稱帶狀課程)，因時間與人力之故，難以再參加童軍團的團

務運作，然有關於童軍的精神及重要元素皆融入於探索教育課程中。 

    目前校內難以找到合適或有相關經驗的指導老師，又學校假日生活學習課程持續進行中，

即使有外援的指導老師，學生可能會難以負荷假日課程及校外活動，屆時會是另一失衡狀況。 

(八) 期末的時候，因為學生的行李較多，包含寢具及用品，學校是不是可以有一個空間可以

讓學生放置物品，不增加來回運送的困擾？ 

回應:暑假時會把宿舍清空是因為有營隊進駐，在寒假沒有營隊便不會清空宿舍。雖如此，

仍會要求學生將寢室及陽台的物品收拾乾淨，離校時宿舍也會檢查學生的寢室是否有收拾乾

淨，學校會找一個空間協助放置學生物品，不要放置貴重物品。 

(九) 家長志工團，期末後家長會會將報名資料給家長，志工團的職位跟工作分配會由家長會

做討論，目前先以家長會的成員做工作討論。 

八、家長意見回覆 

序

號 
問題 回覆 

處

室 

1 

有家長提出女排隊的定位，因為到目前為止學校

視女排隊為社團，非校隊，而女排隊是由教練(自然

科老師)和家長一起熱心參與運作，也有相當好的成

績，更重要的是真的形成一個很有凝聚力的團體，學

生在其中有很多的收穫，教練也非常用心在帶。但因

為不是校隊，很多資源或需要有的協助就沒有辦法得

到，例如球不好了也是家長募資更換，老師要帶隊出

去比賽在排課上也無法獲得學校的支持。雖然女排隊

一開始不是學校要培養的，但當它已經運作到這樣的

程度，也代表學校出去參賽，不知道學校無法把女排

隊定義為校隊的考慮是甚麼。 

學校目前有：女排、男排、男籃及女籃等 8 隊，皆

由校內師長及一群愛運動的學生自主組成。一般校代表

隊的選手要透過運動專長機制選拔產生，要花大量時間

培訓、要有好的競賽成績，選手與教練之壓力可想而知，

由此，均一未規劃成立各項運動校代表隊。 

指導的師長基於促進孩子的運動目標亦或鼓舞孩

子、觀賞他人球技…等因素，會帶領運動團隊代表學校

參賽。學校對各項自主運動團隊樂觀其成，也給予肯定

與支持，在年度預算會編列一些經費，以支應團隊參加

主管機關辦理競賽之費用，但畢竟資源有限，實難以完

全滿足所需，才由帶隊老師自行克服。 

新年度為讓籃、排球自主運動團隊的活動經費充裕

些，學務處體衛組協助籃、排球隊向教育部申請相關補

助經費。雖如此，但學校的立場是指導老師要優先以課

務為首，興趣其次，帶隊參賽時要顧及代課時數不宜過

多，以免影響其他學生的學習權益。 

會議補充：因排球隊教練為本校重點科目老師，如果賽

程期間過長，會影響其他學生的受教權益，學校無法有

學

務

處/ 

教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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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問題 回覆 

處

室 

替代的老師協助課程，另外在學校的兼代課費用是有限

的，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學校兼代課費用是非常的拮据，

若未來有球隊有更多的人力支援，或許有可能解決球隊

出賽無帶隊老師的問題。 

2 

宿舍管理持續有家長提出。之前有發生過宿舍管

理人員確診，樓長突然需要負擔起部分管理人員的工

作，雖然這對學生是個好的鍛鍊機會，但從學校管理

的角度來講，更適當的做法應該是臨時調派一位大人

協助管理宿舍，不然對學生來說是很大的錯愕，也會

遇到學妹要去管學姊的困境。另外，似乎有越來越多

住宿的學生晚歸，雖然有家長協助請假，但是否凸顯

出住宿學生對宿舍生活和管理有不同的想法，建議學

校能夠有更好的方式獲得宿舍學生的意見，並提供必

要的調整。 

宿舍目前老師人力，國男邱克偉老師、高男黃銘樟

老師、國女陳尤莉老師、高女 LARA 及教官。高女老師

的部分學校也積極地在召聘。 

    宿舍老師請假，學校也有機制讓教學區的老師去支

援宿舍夜間的生活管理。 

    宿舍學生幹部制度已施行了很多年，是由老師主導

帶領學生幹部一起做好宿舍生活管理。 

會議補充: 目前學校的宿舍管理上，還缺一位女生宿舍

的生活老師，若有家長有合適的人選，可以推薦給學校，

學校的宿舍老師，其實是一個夜間的老師，協助學生宿

舍生活的問題 

學

務

處 

3 

想詢問，均一國小部門不是一直以來都是鼓勵孩子不

用 3C 但是為何有些課程給孩子用平板？ 

經過了解，家長提到的是英文課程和客家語課程。 

有關課程使用平板上課，經了解是希望能夠透過軟體與

播放讓孩子可以增加聽和說的連結，並不會整節課程都

使用平板進行課程。 

    針對客家語課程如何降低 3C 產品使用率部分，行

政端會再和老師溝通是否有可能使用不同的方式來達到

相同的目的。 

國

小

部 

    

九、主席結論：感謝各班委員作為班級家長與學校間協調溝通的橋樑，讓溝通順暢無礙，家長的

不安全感來自對學校的瞭解不夠，感謝委員撥冗參與會議，正向討論與回饋。 

十、散會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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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學校財團法人臺東縣均一國際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家長委員會」活動照片紀實 

  

圖說：家長會議準備。 圖說：會長致詞。 

  

圖說：家長委員提出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 圖說：家長委員提出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 

  

圖說：校務意見交流學務處回應。 圖說：家長委員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