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 

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09月 22日(星期三)19：00 

貳、地點：基隆市中正區八斗國民小學地下室會議室 

参、出席人員：應到 35人，實到 19人，詳如簽到簿 

肆、會議內容： 

  一、本次大會主席，主席由郭仲信會長擔任。 

  二、主席致詞：本次會議應到班級代表 35人，實到 19人，符合法

定開會人數，由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三、校長致詞：歡迎各位家長代表班級出席，對於校務發展往後如

有任何建議隨時給予建議。 

  四、109學年度財務報告：109學年度家長會費收入約略 7萬元，

支出 3萬餘元，詳如會議資料。 

  五、110學年度家長會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及委員選

舉： 

  【委員選舉】 

    說明： 

1. 依照往例，委員的產生是由出席代表依據個人意願擔任。 

2. 今日出席委員有意願擔任委員共 15位。 

   選舉結果：本次委員由出席 15位班級代表擔任。 

   決議：本年度由 15位班級代表擔任家長會委員。 



編號 班級 家長代表 備註 

1 一仁 張敬臣  

2 三愛 劉意錦  

3 四忠 曹為然  

4 四忠 林志和  

5 四仁 王詠鈞  

6 四愛 簡國雄  

7 五孝 盧建良  

8 五仁 賴杜衍  

9 六忠 陳建隆  

10 六仁 高宗霖  

11 六愛 賴炳榮  

12 特教 黃雅萍  

13 鯨魚 林景川  

14 鯨魚 林朝隆  

15 企鵝 鄭亞倫  

【常務委員選舉】 

   說明： 

1. 依章程選出常務委員，以投票方式辦理。 

2. 請於選票上圈選。 

   選舉結果：     

編號 班級 家長代表 備註 

1 一仁 張敬臣 9 

2 三愛 劉意錦 8 

3 四忠 曹為然 14 

4 四忠 林志和 8 

5 四仁 王詠鈞 9 

6 四愛 簡國雄 11 

7 五孝 盧建良 7 

8 五仁 賴杜衍 7 

9 六忠 陳建隆 14 

10 六仁 高宗霖 2 

11 六愛 賴炳榮 14 

12 特教 黃雅萍 1 

13 鯨魚 林景川 0 

14 鯨魚 林朝隆 1 

15 企鵝 鄭亞倫 0 



 

            決議：本年度常務委員由下列人員擔任。 

編號 班級 家長代表 備註 

1 一仁 張敬臣  

2 三愛 劉意錦  

3 四忠 曹為然  

4 四忠 林志和  

5 四仁 王詠鈞  

6 四愛 簡國雄  

7 六忠 陳建隆  

8 六愛 賴炳榮  

 

【會長及副會長選舉】 

   說明： 

1. 由常務委員票選會長及副會長。 

2. 第一輪進行會長投票，第一輪進行副會長投票。 

3. 每人圈選 1票。 

   會長選舉結果： 

編號 班級 家長代表 備註 

1 一仁 張敬臣  

2 三愛 劉意錦  

3 四忠 曹為然  

4 四忠 林志和  

5 四仁 王詠鈞  

6 四愛 簡國雄  

7 六忠 陳建隆 14 

8 六愛 賴炳榮 1 

      決議：本屆會長由陳建隆先生擔任 

 

 

 

 

 



副會長選舉結果： 

編號 班級 家長代表 備註 

1 一仁 張敬臣  

2 三愛 劉意錦  

3 四忠 曹為然 5 

4 四忠 林志和 15 

5 四仁 王詠鈞  

6 四愛 簡國雄  

7 六愛 賴炳榮 10 

      決議：本屆副會長由賴炳榮先生及林志和先生擔任。 

110學年度家長會成員如下： 

編號 班級 家長代表 備註 

1 一仁 江雯靖 常務委員 

2 三愛 劉意錦 常務委員 

3 四忠 曹為然 常務委員 

4 四忠 林志和 副會長 

5 四仁 王詠鈞 常務委員 

6 四愛 簡國雄 常務委員 

7 五孝 盧建良 委員 

8 五仁 賴杜衍 委員 

9 六忠 陳建隆 會長 

10 六仁 高宗霖 委員 

11 六愛 賴炳榮 副會長 

12 特教 黃雅萍 委員 

13 鯨魚 林景川 委員 

14 鯨魚 林朝隆 委員 

15 企鵝 鄭亞倫 委員 

 

 

 

  七、推選八斗國小校內各項委員會家長會代表 

    說明： 

1. 各項委員會由各處室主任說明。 

2. 由各委員認養。 

3. 各委員會開會時間另行通知。 



決議： 

基隆市八斗國小 110年度各處室業務推行委員會委員彙整表 

 

委員會名稱 參加成員 參加成員 

校
務 

課程發展委員會 
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三處室主任、家長會代表(陳建隆)、

專家學者、特教班代表王雅儀 

資訊教育推動小組 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三處室主任、資訊組長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 

校長、家長會代表(陳建隆)、李佳俊、李莉秋、姚浚振、楊雅

評、林育任、張安琪、蔡俊麟 

成績考核委員會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人事主任、教師會代表張安琪、李佳

俊、車志愷、李莉秋、張安琪、潘建祿、陳麗惠  

教
務
處 

學習輔導小組 

每學年老師一位代表及教務主

任、教學組長、攜手計畫任課教

師 

吳惠欣、張安琪、李莉秋、

吳倩如、吳儒旻、余瑛鋗 

閱讀教育推動小組 
教務主任、教學組長、閱讀推動

老師、每學年一位代表 

吳惠欣、張安琪、李莉

秋、、吳倩如、吳儒旻、余

瑛鋗 

學生評量委員會 
教務主任、教學組長、教師會代

表、每學年及科任老師一位代表 

吳惠欣、張安琪、李莉秋、

吳倩如、吳儒旻、余瑛鋗 

獎學金委員會 
每學年及科任老師一位代表 

總務處劉國忠老師 

吳惠欣、張榮蘭、李莉秋、

吳倩如、吳儒旻、徐必堂 

編班委員會 

每學年老師一位代表及處室主

任、註冊、特教、輔導行政、家

長會、教師會 

家長會(劉意錦)、吳惠欣、

張榮蘭、李莉秋、彭瑞

琴、、吳儒旻、徐必堂 

調班委員會 

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教師會代表(張安琪)、相關組

長、 

家長會(謝淑雯) 

特教推行委員會 

(每學期至少 2次) 

校長、處室主任、主計、人事、

幼兒園主任、特教老師代表、學

年代表、特教家長委員 

家長會(黃雅萍)、陳麗惠、

張安琪、阮國強、李莉秋、

吳儒旻、徐必堂 

學
務
處 

學務工作相關委員

會 

校長、處室主任、教師會代表、

家長會代表、學年代表 6員、行

政代表 2員 

家長會代表(王詠鈞)、陳麗

惠、劉宛枚 

、阮國強、吳瑞成、林藝

蓁、王士榮 

性别平等委員會 

(每學期至少 2次) 

校長、處室主任、校護、輔導行政、特教代表、每學年代表一

人、 

陳麗惠、劉宛枚、阮國強、吳瑞成、林藝蓁、王士榮 

家長代表二人(簡國雄) (賴炳榮)。 



中輟生復學輔導小

組 

(每學期至少 3次) 

校長、四處室主任、輔導行政,

生教組長、註冊組長、家長代

表、學年代表 

家長代表(王詠鈞)、陳麗

惠、劉宛枚、阮國強、吳瑞

成、林藝蓁、王士榮 

防疫委員會 

校長、三處主任、體衛組長、校

護、各學年代表 

周淑節、、劉宛枚、楊雅

評、吳瑞成、林藝蓁、盧性

亨 

總
務
處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

組 

管理小組成員共八人。校長、教

務主任、總務主任、會計主任為

當然委員，負責相關行政業務，

另由全校各學年代表組成審核委

員 

家長會二人(江雯靖) (林志

和)、周淑節、張榮蘭 

、彭瑞琴、周淑珍、王晴

瑩、盧性亨 

永續校園規劃小組 

學年代表、領域召集人、四處室

主任、家長會代表、專家學者 

家長代表(賴杜衍)、周淑

節、張榮蘭、彭瑞琴、周淑

珍、王晴瑩、盧性亨 

午餐供應委員會 

工作小組：會計主任、總務主

任、午餐秘書、幹事(列席) 

成員：校長、處室主任、衛生組

長、校護教師代表陳昇祿、鄭世

華 

 

 

 

  六、臨時動議： 

   提議：建立 110年家長會群組以利相關聯繫工作。 

   討論：由執行秘書建立群組邀請家長會成員及學校相關人員參  

         加。 

   決議：由潘建祿主任建立群組邀請家長會成員參加。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