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第ㄧ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01 學年度第四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期：102 年 3 月 5 日（週二） 

時間：晚上 6：30 報到用餐（餐盒供應） 

       晚上 7：00 會議開始 

地點：北ㄧ女中光復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各年級家長委員、特教委員及原住民代表 

列席人員：張校長碧娟、江秘書麗玉及各處室主任 

主席：張會長玉佩        紀錄：陳秘書衣緹 

應到人數：32 人         實到人數：20 人 

列席人數：8 人 

 

議程： 

ㄧ、主席致詞 (略) 

二、校長致詞 (略) 

三、各處室報告 (略) 

四、102/1/2-102/3/5 家長會參與各項會議及活動簡要 

01.02(三) 18:00 第三次委員會議 

01.07(一) 12:10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陳裕鼎委員) 

01.07(一) 13:15 12 月份校務協調會(張玉佩會長) 

01.08(二) 15:00 焦點團體座談會(陳昭榮常委) 

01.09(三) 12:10 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孫品超副會長) 

01.10(四) 09:00 中壢高中交流活動(張玉佩會長) 

01.11(五) 12:00 春節溫馨送暖意活動(張碧娟校長、張玉佩會長) 



 

01.15~17 高三學測代訂便當報名繳費及數量統計 

01.15(二) 16:20 期末導師會議(張玉佩會長) 

01.18(二) 10:10 期末校務會議(八位常委) 

01.23(五) 學測考生服務隊－行前說明及物品整備 

01.25(五) 試場佈置－中山女中、景美女中、中山國中、新莊高中 

01.26(六) 試場佈置－錦和高中 

01.27-28 102 年學測考生服務 

02.18(一) 10:10 期初校務會議 

02.18(一) 11:50 新春親師聯誼餐會 

02.25(一) 13:15 2 月份校務協調會(張玉佩會長) 

02.26(二) 15:50 期初導師會議(張玉佩會長) 

03.01(五) 13:00 繁星推薦委員會(孫品超副會長、熊慶申副會長) 

五、報告與討論 

(一)討論第二學期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時間 

決議：訂於 3/23 六 9：30~12：00，於至善樓 B1 演講廳。 

(二)家長會 10１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要活動排程，提請討論 

1.建議指考服務隊可以先提早先預定人選。 

(三)賃居生關懷討論 

1.在校務協調會時老師提出認養家庭計畫，讓賃居生在台北能有個歸屬家庭，假日

能邀請學生到家裡吃飯、住宿，多一份家庭的關懷與照顧。 

(四)規劃高三指考自習班的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附件 2) 

   （討論開班的必要性，多少人數規模開班，自習地點、時段，及志工 

    家長服務內容，冷氣費用分攤……等) 

1.時間修訂－去年指考自習班實施時間為早上到晚上，今年比照辦理，並由志工家

長輪值（志工家長輪值工作內容：替各班同學開冷氣、訂便當、倒廚餘及垃圾、自

習結束收回冷氣卡、並登記度數。） 

2.建議報名表回條上可註明：有參與自習班同學的家長需輪值，增加志工家長的人

數，以避免志工家長人手不足。 

決議：不應強制規定，於回條上表列時段，請家長自由回填可參與值班的時段。 



 

六、財務報告及學校各處室預算執行進度 

未繳交支援校務基金班級： 

二毅．三誠（共 2 班） 

未繳交高三模擬考： 

三愛 17 徐芳菲 $310 、 三平 44 柯姿而 $310 、 

三誠 27 鄭羽均 $300 、 三射 41 潘子芹 $310 、 

三書 30 許庭瑄 $310（共 5 位） 

七、臨時動議 

(一)未來小綠屋之電費請使用者付費，家長會不再出借冷氣卡。 

(二)提議：是否應設定委員幾次未到除名。例如 e-mail 開會通知時可在底下註明已幾

次未到，如再未到將視同辭職。 

結論：將再致電教育局詢問能否設相關規範。並於下屆選舉前清楚告知，家長會事務

是需要各位成員出錢出力才得以運作，如無法配合者請勿參選委員。 

(三)募款事宜 

建議：1. 發 e-mail 給各班家代幫忙宣導各班家長。 

   2. 表列並公告家長會支援的校務支出有哪些經費。 

決議：趕於親師懇談日前印製募款信封，於封面填寫班級姓名金額等繳回，由游惠玲

副會長、劉麗娟常委等人協助幫忙。 

(四)校長遴選事宜 

成立校長遴選推薦小組：推舉由張玉佩會長、熊慶申、林東益副會長、游惠玲副會長、

陳昭榮常委、劉麗娟常委、黃佳櫻委員、黃杰楠委員、陳勝源家長代表共九人組成。 

(五)有機會能去參訪學校各科系，讓孩子了解各科系的特色與實際教學內容，從而確

認自己的興趣志向，選擇正確的科系。 

八、散會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會重要活動，預計如下： 
 

時 間 活 動 名 稱 負 責 人 

102.02.18 新春親師聯誼餐會 張玉佩會長 

102.03.02~03 HBL 籃球決賽家長加油團  

102.03.06(三) 賃居生關懷餐會 林教官 

102.03.09(六) 親師懇談會 募款準備及志工招募：陳秘書 

暫定 03.23(六) 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未定 
體優生關懷餐會(30000 元) 
※上學期未舉辦 

王春生委員 

未定 原住民關懷慶生會(10000 元) 賴金妹代表 

未定 特教生慶生餐會(10000 元) 林美玲委員 

未定 高三綠洲加油站 ※畢業典禮後舉辦 

建議 102.05.15 

      ~  05.17 

 

高三指考包高中活動  

※5/09 申請入學放榜 
(此時方可確定參加指考人數) 

※5/13-14 高三期末考 

102.06.04(二) 高三畢業典禮  

102.06.05~28 高三指考自習班 
 

※往年在高三畢業典禮後舉辦 

未定 指考考場代訂便當服務 (尚不知考場) 

102.06.28(五) 期末敬師餐會  

102.07.01~03 指考考場服務隊  

未定 
學校日 

選出新學年度家長代表、募款活動 
 

101.09.28 教師節敬師餐會  

未定 
102 學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改選會
長及會務人員（學校日兩週後舉行） 

 

 

 附件 1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02 學年度指考考前自習班實施要點（草案） 

(參考 101 學年度) 

一、 目的：為提供考前良好讀書環境，俾利高三同學指考前做充足的準備，特訂定本要點。 

二、 實施時段及場地： 

時段：102年 6月 5日(三)起 至 102年 6月 28日(五)止，計 24天。 

      週一到週五上午 8：00至晚上 17：10 （按學校正常作息） 

      週六及週日上午 8：00至晚上 17：10 

場地：光復樓教室，每間教室預計提供 25個座位。採固定座位，個人物品自行保管。 

三、 報名時間及方式： 

102年 5月 13日(一)至 17日(五)每日 10：00～18：00。 

將報名表填妥（家長須簽名）送家長會辦公室，不限名額。 

四、 自習公約： 

(一)需穿著全套整齊制服到校，不可著短褲進出校區或著拖鞋、Ｔ恤等在校內活動。

作息時間、中途離校規定與在校生同。假日可著便服，攜帶學生證入校。 

(二)如有違反下列情事者，將取消其留校自習資格。 

    1.無故不到校自習達三日以上者。 

2.影響他人自習，經勸告無效者。 

    3.製造環境髒亂，經勸告無效者。 

五、 服務事項： 

(一)志工家長以代訂統餐或便當方式，提供中餐，學生亦可自行處理。 

(二)家長會提供營養補給品，如維他命 B、C、餅乾點心等 

(三)教室冷氣開放所需之費用由家長會提供。 

六、 本要點經提學校主管會報同意後實施。 

 

      指 考 前 自 習 班 學 生 報 名 表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已閱畢上述指考自習實施要點，願意參加指考自習班。 

       （ _____年 _____ ，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                    日期: 

                   

家長簽名：                  （電話：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 

□確實閱讀以上實施要點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是否願意到校參與自習班輪值服務?   是  否  (請圈選)，有意願的家長請填寫

家長志工報名表，謝謝! 

報名序號：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