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
105學年度家長會代表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9月23日 18:30

地點：敦品樓B1會議室

主席：林會長秀雪

出席：全體家長會代表

列席：莫校長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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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主席致詞

◦校長致詞

◦武中榮譽榜

◦會務工作報告

◦校務工作報告

◦提案討論

◦選舉本會家長委員

◦臨時動議

◦散會



主席致詞



 麗珍校長、親愛的家長會代表及學校工作伙伴們大家
好：時間過得很快，一年任期就要劃上句點，回想這
一年來，看到校長及各位老師在這塊較為弱勢的學區
環境中無私奉獻，辛苦耕耘，仍創造各項亮麗的成績，
秀雪非常感動，所以願意盡己之力，全力付出，協助
校務順利推動。

 武中的學子們單純可愛，老師們無私奉獻，在一遍祥
和的氣氛中培育我們的孩子，已建立起良好的校譽，
學校老師們都願意將自己的孩子越區留在我們學校，
這份自我的肯定，建立了各界對本校的認同。

 秀雪的孩子都畢業了，從這個學期開始，我就不再具
備家長的身份，但是對的事情，做就對了，秀雪仍願
繼續貢獻一己之力，全心全力輔助我們的校務，繼續
給武中支持與鼓勵。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校長致詞



 親愛的會長、家長會代表們及工作伙伴們大家好：麗珍八
月奉派武中服務，一個多月來，深深感受武中在美珍校長
用心經營下，奠定了良好且穩固的基石；我們的學區雖不
如城內學校優質，但是武中師長們為孩子無私奉獻，我們
仍然在各領域展現卓越成績；這種特殊的教育氛圍，我在
其他學校服務時就已聽說，如今有幸來校服務，能夠與大
家一起為孩子們貢獻，麗珍必定全力以赴。

 綜覽過去一年，家長會在我們的秀雪會長領導下，對於校
務推展貢獻良多，秀雪會長甚至自掏腰包，帶著學校同仁
到校外學習，林林總總，都讓我們感念在心。

 秀雪會長孩子雖然畢業了，但是我們捨不得讓他就此離開
家長會，麗珍在此提議，讓我們一起邀請秀雪會長繼續擔
任我們的輔導會長，不但能讓會務經驗得以傳承，而且可
以讓秀雪會長為我們的孩子繼續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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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家長會104學年度下學期的大力支援

日期 重要支出項目 金額

3月28日親職教育 13,045

4月25日九年級"包中活動"文具組支出 13,395

5月9日學生獎勵用禮券 4,350

6月6日104學年度9年級畢業歌曲比賽，參賽獎金 5,000

6月16日
104學年度9年級畢業歌曲比賽，加碼賽獎金與表現優良獎勵
金

23,000

6月16日105學年度新生智力測驗工作人員及畢業協助學生餐點 4,000

6月17日畢業禮~104學年度畢業致贈老師花束 6,000

6月29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餐敘 30,000

7月18日
105學年度龍潭鄉教育會教職員工鄉教育會費(63*100)、國中
贊助費1500元

7,800



武中榮譽榜



特殊榮譽榜(1)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張沛騰老師獲選桃園市105年度優良教師

黃湘涵老師榮獲桃園市105年度優質代理教師

護理師游美櫻參加105年度優良哺(集)乳室評選活動獲
頒優質獎

武漢國中榮獲2016台灣燈會全國花燈競賽國中組-甲等



特殊榮譽榜(2)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楊筱瑩老師入選104年度品德教育資源網徵稿活動「品
德教育故事類(甲組)」之優良作品

張沛騰、賴昭安等二位老師參加104年全國國中科學教
師探究課程設計競賽榮獲第三名

胡佳華老師參加104年教學研究學習社群數學微電影榮
獲佳作

李志鴻、楊筱瑩、田惠芳等三位老師參加104年愛學網
教師創意教案榮獲佳作



104學年度參加校外競賽獲獎(1)

參賽學生
指導
教師

競賽項目 類別
獲獎
名次

803朱宇威、孫睿謄、陳
靖雅、804丁幗樺、 806

張書豪、807林芳賢、吳
佳晏、邱詩涵

林雅茜
桃園市104年英語讀
者劇場

國中組 第一名

705王柏元、簡汶柔、葉
柏鋒

章寧靜 桃園市第56屆科展
數學組

國中組 第一名

802劉啟宇、陳俊良
劉勝民
賴昭安

桃園市104年度航空
城創意飛行競賽

迴旋計分賽 第一名

808曾郁銘、程世安
劉勝民
邱美容

桃園市104年度航空
城創意飛行競賽

迴旋計分賽 第二名

803陳永勳、804王冠惟 劉勝民 桃園市104年度航空
城創意飛行競賽

滯空計時賽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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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參加校外競賽獲獎(2)
參賽學生

指導
教師

競賽項目 類別
獲獎
名次

802劉啟宇、
陳俊良

劉勝民
賴昭安

桃園市104年度航空城創
意飛行競賽

滯空計時賽 佳作

808曾郁銘、
程世安

劉勝民
邱美容

桃園市104年度航空城創
意飛行競賽

滯空計時賽 佳作

904張銘津 劉勝民
桃園市104年度國民中小
學生生網路競賽自由軟體
組查資料

國中組 第三名

808郭庭瑄 劉勝民 桃園市104年度國民中小
學生生網路競賽簡報組

國中組 第三名

805吳亭葦 劉勝民 桃園市104年度國民中小
學生生網路競賽簡報組

國中組 佳作

806羅向榮 家長 桃園市客語演說 國中組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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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桃園市運動會參賽成績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競賽項目 獲獎名次

國中男生組4*200 自由式接力 團體 第三名

國中男生組200 公尺蝶式 林柏凱 第三名

國中男生組1500 公尺自由式 林柏凱 第二名

國中男生組400 公尺自由式 鍾育傑 第三名

國中男生組200 公尺自由式 黃均堯 第二名

國中男生組100 公尺蝶式 黃均堯 第三名

國中女生組鉛球 葉孟樺 第四名

國中女生組鐵餅 葉孟樺 第八名



其他項目參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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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獲獎名次

105年桃園市市長杯體操錦標賽 第一名

105年全國競技啦啦隊比賽 第一名

林道清參加105學年度桃園市國語文競賽 入選決賽

903許孜賢、807沈芯妤參加104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版畫類--

佳作

104學年度技藝競賽901黃邵桓參加餐飲
職群，906郭紫晴參加設計職群

佳作



會務工作報告



104學年度下學期重要會務工作
 本會104學年度下學期重要會務工作推展順利，有效協助
武中多項重要校務，家長會費在林秀雪會長的大力支援與
管理下，也有效的運用於學校各項活動中，收支簡表如次：

學 期 期初結餘 期中收入 期中支出 期末結餘

104學年度
第一學期

363,661

104學年度
第二學期

363,661 275,455 352,931 286,185

註：
1. 期末結餘=期初結餘+期中收入-期中支出
2. 本項資料將於會議結束後報府核備，敬請參閱

決議：全體家長會代表鼓掌通過 詳見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收支報告.xlsx


校務工作報告



105年上學期重要行事曆
(如附件)

105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1050819.doc


教務處—親師合作(1)
一. 為加強學生閱讀能力，每週一天為「自由閱讀日」推動

晨讀10分鐘，由學生自由選擇所要閱讀的課外書籍。每
週三為「晨讀十五分鐘」，培養學生類PISA題的閱讀素
養。

二. 配合國際化潮流，加強學生英文能力，舉辦英語單字檢
測活動，每次段考前一週週三舉辦，做好紮根工作，提
升英語實力。

三.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辦理班級網頁製作比賽，充實班級
網頁內容，促進資訊交流，請家長可多加瀏覽孩子的班
級網頁。

四.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校外競賽，先於校內進行語文演講朗
讀字音字形、英文讀者劇場、網路及科展等各項比賽，
再推派代表至校外比賽，增廣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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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親師合作(2)

五. 本學期第一次段考10/13(四)、10/14(五)，第二次
段考11/29(二)、11/30(三)，第三次段考1/17(二)、
1/18(三)、1/19(四)，請家長督促孩子認真準備。

六. 教師成長方面:
 本校去年度已有29位教師申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認證，

今年度繼續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屆時本校將有三
分之二教師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認證。

 成立2大教師社群閱讀與英語，進行議課、備課、觀課之
專業成長課程。

 辦理資訊融入教學社群，進行多場資訊融入課程研習，並
實用於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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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１０5錄取公立高中職五專人數

 武陵高中：
 許毓軒、嚴晟珈

中大壢中：5人 臺北商業大學:1人 內壢高中：3人

平鎮高中：13人 永豐高中：3人 楊梅高中：4人

龍潭高中：31人 大溪高中：12人 關西高中：2人

馬祖高中：1人 中壢高商：11人 中壢家商：4人

桃園農工：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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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生活教育輔導

 開學初期，各班老師會注意掌握學生的身心、情
緒、行為狀況之加強。要求學生把貴重物品(如手
機、錢)要隨身攜帶保管好。

 有關手機之管理，若家長認為學生有特殊使用需
求，依據本校手機管理實施辦法，可向校方提出
申請，本校會要求學生進入校園後將手機關機，
違反規定者，將暫時代為保管於放學後歸還。

 家長若有重要事情需通知學生時，可打電話到學
校請老師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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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及交通安全
 我們會要求孩子愛整潔、守秩序、重禮節、勤讀書。另會
注意班上同學是否相處融洽，讓班級、校園遠離霸凌的氛
圍。

 放學時我們會要求同學靠邊走、不併排、不嬉鬧、不戴耳
機聽音樂，更不當低頭族。

 我們會要求騎腳踏車的同學以及被家長用機車載送的同學
戴安全帽，以確保行車安全。若家長是以汽車接送，則會
要求同學繫上安全帶。以上初犯，口頭勸誡，若再犯者，
寫違規 交通安全自省書，多次屢勸不聽者，給予記警告
以上處分。

 家長接送孩子請在接送區等後，切記避免在校門口迴轉，
以防危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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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獎懲辦法

 學生若有犯錯，老師會給予孩子機會說明犯錯原
因，之後加以輔導，讓孩子在錯誤中學習。若孩
子表現良好，老師會給予正向鼓勵及嘉獎，若孩
子不斷犯錯，屢勸不聽則會依武漢國中學生獎懲
辦法來懲處。

 學生銷過原則以該學期記的過要在該學期銷掉，
若被記過的學生可在觀察期滿後，經導師同意以
愛校服務或愛班服務銷過。若不銷過會影響升學
成績。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總務處---重大工程採購(1)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重大工程內容 金額
104年度購置電腦設備 148,400

監視器系統設備汰舊更新 819,000

屋頂護欄裝修工程 884,910

校園既有校舍防雨窗整修工程 545,773

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
服務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第三
類各級距費率上限
97.5%

PU跑道周邊排水溝整修 58,000

改善校園環境綠化美化 90,000

改善校園環境及教學設備圖書設備 70,000

104改善校園環境及教學設備---家政教室
冰箱

90,000



總務處---重大工程採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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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內容 金額

104年度桃園市所屬學校老舊廁所改善工程
---老舊廁所整修

91,350

104年度校園用水設備改善 99,600

104年度暑期校園修繕工程
地下道車道花崗石大門修補地磚修補

150,000

蘇迪勒風災受損重建 825,480

杜鵑風災受損重建 34,150

合計執行金額 3,906,663

本校圖書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已獲市政府補助1億500萬元，刻
正積極設計規劃中，預於年底即將公開招標。



總務處—營養午餐供應

 全校學生人數：628人，參加營養午餐人數：600人，參加
比率：95.54%。

 每餐收費：45元。

 每日供應：4菜1湯。

 每日午餐由供應商在11:00之後以餐車專送至本校，並分配
至各樓配餐架。11:55下課後由各班午餐小天使領回，並分
配至同學個人餐盒。

 補助經濟弱勢學生114人，佔用餐學生比18.15%，100%由
市府補助。

 合約供應廠商：津味、吉元、裕民田等三家供應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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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親子成長

105年度親子成長團體相關活動

1. 10/22(六)親子桌遊樂開懷--愛愛我寶貝
◦ 時間 : 9：00~12：00  講師 : 林佩玲老師

2. 10/28(五) 教育優先區親職教育講座
◦ 時間 :19：00~21：00     講師：陳永隆老師

◦ 講題：知識經濟時代親子教育新主張

3. 11/25(五) 教育學堂親職教育講座
◦ 時間 :19：00~21：00     講師：鄭惠欽校長

◦ 講題：談未來教育翻轉學習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輔導室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愛心早餐申請：無意捨協會提供

暫定11/7(週一)高關懷暨生涯發展校外教學
 九年級技藝學程：
永平-動力機械職群 方曙-餐飲職群 育達-設計職群

 高關懷課程：
(週四)美容、美髮課、 (週五) 家俱木工課

 情緒紓壓彈性課程：人際關係暨情緒教育
 得勝課程生命教育課程：七年級自習課，10週。
 得勝課程性平教育課程：八年級自習課，6週。



提案討論：

•討論與議決本會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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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依據「桃園市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
法」訂定本會組織章程。

組織章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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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全體家長會代表鼓掌通過

1050919武漢國中家長會章程.docx


選舉：

•選舉本會家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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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相關規定

依據：本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

 第7條 本會設家長委員會，置家長委員7人至41人。

由家長代表於家長代表大會時互選之。每學年改選一次，

連選

大會建議：本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人數為25人，

建議出席代表互相推舉，全數擔任本會家長委員。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決議：全體家長會代表鼓掌通過



臨時動議：

•無臨時動議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散 會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