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第ㄧ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02 學年度第四次委員會會議記錄
日期：1 0 3 年 6 月 24 日（週二）
時間：晚上 6：00 報到用餐 (餐盒供應)
晚上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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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人員：張校長碧娟、江秘書麗玉及各處室主任及原住民代表
主席：陳會長勝源
紀錄：沈秘書嘉玲
議程：
ㄧ、主席致詞：略
二、校長致詞：略(請參考附件 1：校務書面資料)
三、各處室報告
(一)交通安全及路口時相問題：
教官室：(1) 從下學期開始，貴陽街從重慶南路到懷寧街，共七個停車格，早上 7：
00~8：00 禁止停車，可有效舒緩貴陽街的車流。另校門口行人專用時
相燈號亦將提早開始。
(2)重慶南路往中、永和方向，部分家長希望有左轉專用燈號，會向中正
一分局反映。(附件 2)
(二) 氣象局冷氣噪音問題：
李東益委員：氣象局的冷氣噪音，不是一台冷氣，而是有一排冷氣噪音，尤其是
晚上，噪音更大。不僅不合理(熱氣和廢氣向我們這裡吹、噪音也在
我們這兒，機器貼著圍牆上)，亦有不合法之虞(依建築法規，防火巷
必須保持兩邊至少各 1 米半的淨空距離，淨空需包括機械、主機、風
車、還有鐵皮屋)。依法、依理都要去爭取，希望氣象局早日擇期將
主機移至適當位置。用包住機器的方式，無法完全改善噪音問題。
總務主任：雖然氣象局已有做改善，但是噪音還是很大。我們會發文給交通部，
把學校的困擾請交通部來處理。

校長：要請氣象局正式提出改善計畫，否則我們要請民意代表出來主持公道，以
解決噪音問題。
會長：學校若有需要家長出面協助解決，我們一定盡力配合。
(三) 忠溫良轉出與轉入及出訪人數：
陳正忠委員：請問高一升高二數理資優班轉出與轉入的人數，及忠溫良高二出訪的
各班人數。
教務主任：轉出六人，轉入五人。至於忠溫良出訪的人數，要再確定後，再告訴委
員。
四、103/4/1 ~ 103/5/30 家長會參與各項會議及活動簡要報告
日

期

工 作 事 項

參 與 人 員

家長成長班-心花朵朵開-情緒與我
04.02(三) 10:00

林顯群班長及所有學員
涂琦老師

04.03(四) 18:30

第三次委員會議

04.07 (一)12:10

教師評審委員會(第六次)

陳勝源會長、副會長及所有委
員
林顯群副會長

家長成長班第-臺灣之美
04.09(三) 10:00

林顯群班長及所有學員
郭城孟教授

04.09(三) 12:10

十二年國教規劃委員會(第 14 次)

陳勝源會長、黃佳櫻副會長

04.15(二)11:00

日本校友之女捐贈櫻花樹植樹儀式 陳勝源會長

04.16(三)

家長成長班期中戶外之旅-芝山文

9:00- 12:00

化生態綠園--活動組

04.17(四) 10:10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陳裕鼎委員

04.17(四) 10:10

教師評審委員會(第七次)

林顯群副會長

04.19(六)17:00

教師評審委員會(第八次)

林顯群副會長

林顯群班長及所有學員

家長成長班：
04.23(三) 10：00 (1)淺談神經退化性疾病
-吳逸如醫師

林顯群班長及所有學員

(2)熟齡區的疲憊與斑痕-認識斑、
治 療斑 -楊麗珍醫師
04.25(五)
18:00- 21:30
04.28(一)13:15

社團聯展－新北市多功能集會堂
4 月份校務協調會

陳勝源會長、林顯群副會長及
多位家長
陳勝源會長
陳勝源會長、黃佳櫻副會長、

04.29(二)

「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執行小組 朱秋霞委員、劉麗娟出納、

16：00 ~18:30

第一次會議

沈嘉玲秘書
學務處：王淑麗主任

家長成長班-慢遊看世界
04.30(三) 10：00

林顯群班長及所有學員
陳受祿老師

04.30(三) 10：00

圖資大樓窗戶會勘協調 - 與國安 陳勝源會長、陳昭榮委員、黃
單位、憲指部等

杰楠委員、李繼華委員

04.30(三) 12：10 第 72 屆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議

洪文華、林逸凡

04.30(三) 12：30 家長成長班會議

成長班幹部

會辦值班志工名單；
週一上午：林佩娟，下午：王昌萌
04.01(二)
~ 04.30(三)

週二上午：陳育萱，下午：熊雪吟
週三下午：江雪晴、林淑媛

感謝所有值班志工的幫忙！

週四上午：林玲安，下午：李文玟
週五上午：侯宜伶，下午：林麗娟、
陳銘惠
感謝：黃月華、黃晴美、楊麗
香、陳春蘭、王秀蕃、石素貞、

05.01(四)
指考「綠洲加油站」一個月
~ 05.31(六)

王靜瑜、姜天陽、蘇素美、劉
美芬、陳柔汝、陳蓓蒂、楊汶
錡等多位志工的幫忙

05.02(五)

桃園國立陽明高中女籃來訪友誼賽 唐一弘榮譽會長、陳勝源會

16:00~21:30

暨晚宴

長、陳昭榮委員

05.03(六)

親子性教育講座－

志工家長：鄧湘貞、葉秀慧、

9:00~12:00

如何陪伴孩子談性說愛

05.03(六)~05.04( 請廠商清洗冷氣機：高一.高二.高
日) 8:00~17:00

三教室

05.05(一)

103 年優質學校領導向度複審訪視

藺育德、陳華儀等
林顯群副會長、秘書沈嘉玲

陳勝源會長、林顯群副會長、
黃佳櫻副會長、王靜瑜委員

13:15 ~
10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9 次

05.07(三) 12：10 會議(審議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次教 林顯群副會長
師甄選初選名單)
05.07(三)

12:00 綠衣使節授證餐會

12：00 ~ 13：00

至善樓 2 樓會議室

陳勝源會長、沈嘉玲秘書

10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0 次
05.10(六) 15：30 會議(審議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次教 林顯群副會長
師甄選.複選錄取名單)
05.12(一)

05.12(一)

發放高關懷學生五月份認助金，儲
值至員生消費卡內，共 28 位
發放五、六月份高三高關懷學生認
助金(現金)，共 13 位

05.16(五)
拜訪蔣乃辛立委-圖資大樓事宜
14:00 ~ 14:40

合作社賴經理、沈嘉玲秘書

張宗川教官、沈嘉玲秘書

張校長、陳勝源會長、鄭總務
主任

05.16(五)
資源教室學生慶生會

陳勝源會長、張瀞月委員

05.19(一) 13:15

五月份校務協調會

劉麗娟出納

05.20(二) 15:20

第二學期高三期末導師會議

林顯群副會長

05.21(三) 12:10

第 72 屆畢業典禮第二次籌備會議

洪文華、林逸凡

15:20 ~ 17:10

校長、陳勝源會長、林顯群副
05.23(五)
8:55-11:10
(下課時間)

高三包高中活動－發放北一女刺繡 會長、江麗玉秘書、陳裕鼑委
粽子吊飾
員、李碧凌副會長夫妻、熊慶
申委員、沈嘉玲秘書、熊貽普
志工等多人

05.24(六) 8:30

出席成功高中校慶

陳勝源會長

05.27(二) 14:00

TVBS 採訪樂儀旗隊小綠綠娃娃

陳勝源會長、戚蕙蓉會長

05.28(三) 13:10

數理資優班成果發表會

陳勝源會長

會辦值班志工名單；
週一上午：林佩娟，下午：王昌萌
05.01(四)
~ 05.31(六)

週二上午：陳育萱，下午：熊雪吟
週三下午：江雪晴、林淑媛

感謝所有值班志工的幫忙！

週四上午：林玲安，下午：李文玟
週五上午：侯宜伶，下午：林麗娟、
陳銘惠

五、報告與討論
1. 頒發高三委員感謝狀：黃佳櫻副會長、林東益常委、熊慶申委員、許妙禎委員、陳
昭榮委員、洪文華委員、李錦堃委員、黃杰楠委員等人，並合照留念。
2. 6/30 早上 9：30 期末校務會議，敬請常委以上之委員出席。
3. 家長會 102 學年度敬師餐會活動任務分配：
時間：103.06.30 中午 12：30
地點：天成大飯店
敬師餐會由三組人員負責統籌，分工說明如下:
(1) 洪文華：負責餐會接待，司儀主持，場地佈置
(2) 劉麗娟和卓黛螢：負責舞蹈活動
(3) 廖菁芬和陳裕鼎：負責禮品採購，抽獎海報，摸彩劵
會長說明：
(1) 6/30 中午 12：30 期末敬師餐會，目前統計有 21 桌葷食(205 人)，2 桌素食(16
人)，共 23 桌。每個老師有發邀請卡，各處室則各發一張統計表。
(2) 獎項方面：目前總共設有 35 個摸彩獎項，其中樂儀旗隊和成長班分別都提供三
個獎項(摸彩獎項，參考附件三)。
(3) 今年出席的委員有二十幾位，感謝各位委員踴躍參與和幫忙。
4. 7 月 1-3 日指考考場服務隊志工招募與任務分配事宜。(參考附件四)

(1)會長：家長會為配合學校，成立「考場志工服務大隊」，因林顯群副會長出國，
所以這次指考總領隊由劉麗娟負責，請麗娟報告指考志工的情況。
(2)「指考總領隊」劉麗娟報告：已於今天下午 4：30 召開五個學校指考領隊會議，
感謝家長會委員、成長班志工及志工團踴躍參與「志工服務大隊」，這次的志工
招募,也很順利，若有其他的志工 7/1~7/3 有空來考場幫忙，也非常歡迎，謝謝！
(3) 北一女、建中、成功和新北高工只有 7/1 和 7/2，中山女中是 7/2 和 7/3，因中
山是北一女考生人數最多(240 人)，歡迎服務完其他考場的志工，7/3 到中山考
場來服務我們北一女的考生。
(4) 五個考場均已有預售台鐵便當服務，當天也會在 9：30 服務考生及家長，也有
代訂便當服務。
(5) 各個考區的休息區，學校有在連絡，家長會也會協助配合。北一女考場的休息
區均設在活動中心，記得帶扇子和坐墊。
5. 7/3 指考完，當天晚上開高關懷生之認助人會議，6：00PM 用餐，6：30 開會，預計
8：00PM 結束。
6. 7 月 4 日家長會歡送張校長榮退餐會事宜。
時間：103.07.04 下午 6：30
地點：極品軒餐廳
地址：台北市衡陽路 18 號
預訂四桌，一桌是學校主管，一桌是樂儀旗隊後援會，另二桌是委員及成長班。
(1) 張玉珮榮譽會長捐一萬元贊助張校長榮退禮物。
(2) 歡送禮物：家長會預算三萬元，禮品由廖菁芬委員負責採購。
(3) 廖菁芬委員：致贈張校長禮物是文房四寶與萬寶龍筆。
7.學測講座事項：今年暑假學校要針對高二升高三暑假一類組加開理化與二、三類組加
開史地輔導課程事宜。共 160 位學生報名，於 6/24(二) 12：00 ~ 16：00 報名收費
熊慶申委員：在學期初曾指定捐款五萬元，請下一屆委員多多支持並贊助這項學測
講座活動。
8. 高關懷學生認助計畫之執行情形報告。

高關懷生認助金發放現況(4 月--8 月)
認助人 31 人，總捐款：$441,000，目前剩餘款項：$163,000

月份 人數 高一金額

人數 高二金額

人數 高三金額

合計

餘額

4月

7

$14,000

8

$16,000

13

$26,000

$56,000

$385,000

5月

7

$21,000

8

$20,000

13

$29,000

$70,000

$315,000

6月

7

$21,000

8

$20,000

13

$29,000

$70,000

$245,000

7月

7

$21,000

8

$20,000

0

$0

$41,000

$204,000

8月

7

$21,000

8

$20,000

0

$0

$41,000

$163,000

$84,000

$278,000

$163,000

合計

$98,000

$96,000

9. 追加學務處等部分處室預算 (附件 5)
六、財務報告及學校各處室預算執行進度 (附件 6)
七、臨時動議
(1)全校各班支援校務基金已全部收齊，達成率百分百。
(2)學測指考自習班服務處及綠洲加油站，設在光復樓二樓老師休息室。學生和家長都
非常滿意家長會的服務，感謝校長與總務處提供舒適的休息室作為服務處。
(3)綠洲加油站供應的餅乾、飲料等不少，費用可能比預期多，另要特別感謝熱心的爸
媽家長們不辭辛勞的幫忙。
(4)五月已清洗過冷氣一次，家長會會在高三暑輔前，再一次清洗高三的冷氣。
(5)成立家長合唱團事宜：若要結合現任的家長或者畢業的家長，最好是在家長會下成
立，較容易組織與維持，但仍然是以自負收支為原則，不影響家長會的財務。
(6)卓黛螢委員：綠洲加油站請不要提供飲料。

沈秘書：目前自習班因夏天太熱，不提供保久乳，提供美祿、阿華田、及奶粉供學
生取用，飲料則選用鋁箔包，但會選取紅茶、綠茶、麥茶等飲料，並不提
供奶茶。
會長：建議下屆不提供鋁箔包飲料，會請下一屆委員再討論決定。
(7)家長成長班課程：歡迎學校老師及職員免費參加。
(8)許妙禎委員：非常感謝會長的支持與贊助，希望以後各位委員繼續支持樂儀旗隊。
(9)活動組長卓黛螢委員：八月份舉辦一日遊，邀請新任校長參加，以新校長的時間為
主並安排素食，由會長邀請。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