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家長會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9月21日 18:30

地點：敦品樓B1會議室

主席：李會長夏蘭

出席：全體家長會代表

列席：莫校長麗珍

各處室主管



議程
• 會長致詞

• 武中榮譽榜

• 會務工作報告

• 校務工作報告

• 選舉本會家長委員

• 臨時動議

• 散會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依據本會章程第16條：家長代表大會應有家長代表四分之一以上出
席；本校家長代表共40人，有效簽到人數17人，合於章程規定開會
人數，本席宣布開會。

 校長、各位主任及家長會的各位伙伴們大家晚安，很快得一年就過
去了，回想當年夏蘭為了在武中推廣跆拳道社團，誠惶誠恐接下了
武中家長會長一職。剛開始，什麼也不懂，但是在麗珍校長的細心
指導下，我們漸漸進入情況，漸趨成熟處理相關會務，讓會務能順
利運作，夏蘭內心十分感恩！

 這一年中，我們跟著樂觀開朗、活力充沛的莫校長完成了很多重要
的、有創意的、以及充滿挑戰的工作，像是校慶運動會的籌備與執
行、活動中心新建工程的爭取與發包、動土典禮的舉辦、各項競賽
(尤其是龍潭龍舟比賽)，我們總是勇於面對挑戰，在努力中學習，
在學習中成長，也在成長中達成任務，點點滴滴都紀錄在我們美麗
的回憶中。

 初接會長，對財務運作並不熟悉，然而我們的財務長玉偵小姐總會
給我最大的協助，幫我看好會務中的每筆收入與支出，同時也給予
我很多建設性的指導，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同時在這會務交接的當
下，向大家特別推薦玉偵擔下會務工作，成為我們的新會長。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特殊榮譽榜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得獎事由 得獎人(或代表)

105學年度全國國中小科學教師探究
課程設計競賽第一名

賴昭安老師、張沛騰主任

桃園市105年度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張沛騰主任

桃園市106年度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章寧靜主任

桃園市106年度優質代理教師 李彥賢老師

105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
團隊」選拔榮獲優等團隊

團隊主持人：周宜平老師
團隊教師：張月霞老師、張月娟老
師、劉玫玲老師、林雅茜老師、陳
秋華老師

獲選105年度優良哺乳室 游美櫻護理師





105學年度參加校外競賽獲獎(1)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得獎事由 得獎人(或代表) 指導老師

桃園市105年度學生資訊
教育競賽國中簡報(自由
軟體)組 佳作

詹雨璇、李品佑
劉勝民老師、吳麗菁
老師、楊筱瑩老師

桃園市105年度國民中小
學發明展選拔賽榮獲"特
優"

705余京藏、劉瀞茹 周宜平、劉玫玲老師

105年度桃園航空城創意
飛行競賽國中組紙飛機
創意迴旋計分賽 佳作

803陳炫宇、黃嘉慶 劉勝民、田惠芳老師

桃園市105學年度英語讀
者劇場比賽榮獲第三名

比賽團隊 鄭筱慧、陳昱靜老師



105學年度參加校外競賽獲獎(2)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得獎事由 得獎人(或代表) 指導老師

105年水土保持徵文競賽
榮獲創意標語類 國中組
佳作

805 吳虹瑾 楊筱瑩老師

2016聰明消費繪比賽
904丁幗樺榮獲特優
904 黃曉優榮獲佳作

邱美容老師

105年度桃園市學生美術
比賽版畫類第一名

905林庭煒 鄧曉如老師

106年度桃園市學生美術
比賽版畫類佳作

807何宇喬、805鄭勝
謙、801沈妤芳、802
萬佳樺

鄧曉如老師



105學年度參加校外競賽獲獎(3)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得獎事由 得獎人(或代表) 指導老師

105年度桃園市學生美術
比賽平面設計類佳作

906巫采璇、803張芷
榕

鄧曉如老師

桃園市105學年度科展比
賽榮獲全市自然組生物
科第三名

807何宇喬、鄧宇婷、
羅莠茹

賴昭安、陳秋華老師

桃園市105學年度科展比
賽榮獲全市數學組佳作

707伍逸 705劉郁芳 劉玫玲、周宜平老師



105學年度參加校外競賽獲獎(4)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得獎事由 得獎人(或代表) 指導老師

桃園市106年英語演講比賽榮獲
桃園市南區國中組第一名

805張舜婷 黃美綸老師

桃園市105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
性教育議題創意標語海報製作比
賽榮獲國中組第三名

905同學們
邱美容老師、洪嘉
敏老師

桃園市政府2016聰明消費繪畫比
賽榮獲特優

本校同學們 邱美容老師

106年度第1期資訊教育推廣活動
獲獎電腦繪圖(國中組)

萬佳樺(802)、徐
筱玟(803)、朱姵
玟(704)、李家穎
(805)遊逸穎808)

劉勝民老師



105學年度參加校外競賽獲獎(5)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得獎事由 得獎人(或代表) 指導老師

桃園市新住民子女演講比賽 越
南語國中組第二名

705馮斯顏 張月娟

桃園市106年度小桃子資訊教育
推廣活動第2期徵件獲獎

802陳言汶、
802張家華
802周念璇





105學年度下學期重要會務工作
 本會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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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費在李夏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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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盈虧

105學年度
第一學期

286,185 470,584 392,654 364,115 77,930

105學年度
第二學期

364,115 302,309 402,340 264,084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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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期初報告105結算.xlsx






106學年度上學期重要行事曆
 8/29 全校返校日、教師備課日、106學年度期初校務會議

 8/30 始業式，當日開始供應營養午餐

 8/31 校園設備安全檢查、八九年級補考開始、幹部訓練

 9/3 圖書館開館、九年級升學宣導

 9/5    九年級1-2冊複習考

 9/11 第八節開始、補教教學開始、特定學生補助暨經濟弱勢學
生午餐補助審查會

 9/15 親師座談會，同時推選各班家長代表1~2名

 9/21 國家防災日逃生演練

 9/21 家長代表大會選舉本屆家長委員

 9/25~9/27 九年級畢旅

 9/25~9/26 八年級隔宿露營

 9/29 家長會委員會，選舉會長及常務委員(視需要)

 9/30 補10/9課程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106學年度上學期重要行事曆

 10/17~10/18 第一次段考

 11/4 校慶運動會

 11/6 校慶補假日

 11/7 校外埤塘教學

 11/30~12/1 第二次段考

 12/18  自治市長選舉

 12/19~12/20  九年級全市1-4冊試模擬測驗

 12/22  七年級英語歌唱表演

 12/25  自治市長就職

 1/5 英語朗讀比賽

 1/17~1/19  第三次段考

 1/18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1/19 結業式

 1/22~1/24 補106-2第1週課程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教務處--親師合作
 推動閱讀：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實施活動 實施時間 實施方式

(1)班級書
庫

學期中

1.導師自由申請(40本)需要更換時，
隨時可向設備組申請。

2.班級選書(30本)學生期初選期末還

3.共讀箱書(一箱29本)依班級閱讀速
度更換時間:週三中午

(2)晨讀進
行曲

每週二早自習 –八年級

每週四早自習 –九年級
(自由參加)

每週五早自習 –七年級

晨讀10分鐘，由學生自由選擇所要
閱讀的課外書籍，每班每週桉照座號
填寫晨讀日誌，每次段考前請閱讀小
推手將日誌送回設備組進行認證。



教務處--親師合作

 推動閱讀(2)：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實施活動 實施時間 實施方式

(3)晨讀手冊

• 每週三早自習 –
七年級

• (8:00-8:15) – 八
年級

請圖書股長在7:55前發放「晨讀
手冊」並請同學依活動進行完成
手冊且於當天中午收齊送至設備
組批閱，學期末將進行晨讀手冊
抽查。

(4)寒暑假閱
讀活動(閱讀
及品格學習
單)

寒假中

暑假中

閱讀及完成閱讀學習單。

閱讀及完成品格閱讀學習單。



教務處--親師合作

 英語單字檢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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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段考前一週舉辦，做好紮根工作，提升英
語實力。

 班級網頁製作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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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段考時間:請家長督促孩子認真準備。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教務處--親師合作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校內外競賽增廣學生視野 :
1. 七年級英語歌唱比賽

2. 八年級英語讀者劇場

3. 國語文、閩語、客語、原住民、新住民語競賽

4. 科展競賽(數學、自然)

5. 資訊教育競賽

 教師成長方面:
1. 本校已有31位教師取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認證。

2. 本年度各項計畫與社群

3. 107課綱前導學校協作計畫、活化課程與教學、閱讀素養社
群、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教務處--106年錄取公立高中職比率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年度 總人數
公立學
校人數

公立學校
人數/總
人數

事先
分流
人數

分發
人數

公立學校人
數/分發人
數

106 226 89 39.38% 45 181 49.17%

九年級全市試模擬測驗於12月19日及20日舉行



教務處 106學年度升學工作計畫

名稱 時間 期程 成班人數

七八年級數理或語文
研究社社團

週六8:30~11:30 至少10週 滿20人

七八年級留校自習 週一~週五5:00~6:00
每次段考前
兩週

滿15人

九年級學術社團
週一~週五

16:00~17:30
上下學期 36人

九年級週六自習 07:50~12:00 上下學期 20人

九年級夜自習
週一~週四

17:00~20:00
上下學期 15人

敬請家長協助支援九年級夜自習，每晚每人補助300元予值
班留守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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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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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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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1. 截至9/18的進度:25.88%，預計107年7月4日竣工。

2. A棟圖書館2F牆梁模板組立。

3. B棟活動中心2F柱牆鋼筋施作、2F牆模組立。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總務處—營養午餐供應

 全校學生人數：584人，參加營養午餐人數：555人，參
加比率：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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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人，佔用餐學生比15.06%，100%
由市府補助。

 合約供應廠商：津味、裕民田等二家供應廠商。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輔導室(1)
106.09.15親師座談會、107.03.17 親職教育日

 親子『桌遊』樂開懷
 時間：11/11日（星期六）9：00~11：00

 講師：林淑芬心理師

 地點：地下會議室

 親職教育講座：
 時間：10/20（星期五）19:00-21:00

 主題：有錢沒錢教個孩子會用錢

 講師：李明惠

 教育學堂講座
 時間：11/24（星期五）19:00-21:00

 主題：下一代的工作如何不被機器人取代

 講師：謝維哲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輔導室(2)
10/20(五)自習課~八年級認識職業類群入班宣導。

九年級技藝學程：永平-動力機械職群，方曙-餐旅職群，
育達-設計職群

本學期各項適性輔導育講座：

 10/2(一) 週會課~七年級生涯發展宣導，地點:會議室

 10/20(五) 晚上~九年級適性入學宣導家長場，

 地點:會議室(待文，暫訂)

教育部高中職均質化教育課程: 

 自然科學社---治平高中老師支援

 看見武漢國中社—方曙工商老師支援

 永平高中技職教育探索是9年級以班為單位申請，之後永平

 高中老師進班授課，由導師協同教學

健康快樂、敦品勵學、卓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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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選得連任。

選舉結果：

 全體代表一致鼓掌通過各班家長代表(共40人)全
部轉任本校家長委員，隨即召開第一次家長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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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家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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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