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家長會代表大會

時間：107年9月27日 18:30

地點：敦品樓B1會議室

主席：葉會長玉偵

出席：全體家長會代表

列席：莫校長麗珍

各處室主管



家長會代表大會議程
• 會長致詞

• 校長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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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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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吳麗菁教師獲遴選為本巿
107年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優良英語閱讀學習單設計

鄭筱慧、林雅茜、李欣穎
教師榮獲桃園市106年度
「英語閱讀種子教師培訓
暨優良英語閱讀學習單設
計甄選」之特優獎項!! 



中小學生專題寫作

蘇博文老師指導701林巧婷、
簡弘維、707鄭登展、呂
泊毅、秦筠雅參加北區四
城市中小學生專題寫作決
賽榮獲佳作



龍潭區第58屆科學展覽

鍾少明老師指導705金俊
熹、徐立紘同學參加龍潭
區第58屆科學展覽，榮獲
國中數學組第一名

賴昭安老師指導705羅向
恩同學參加同展，榮獲國
中生物組第三名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優良教師

章寧靜、呂芝青、李瑞川、鄭
筱慧、吳麗菁、鍾月玲、胡佳
華、黃碧君、張碧純、洪嘉敏
(等10員)



 賀本校章寧靜主任、張君怡老師、高嘉穗
老師參加本市107學年度十二年國教精進
教學—數學優良試題競賽與試題分析，榮
獲優等

數學命題競賽獲獎



 恭喜佳華老師與元薰老師指導學生參加台
灣電力公司2018全民節電運動 “國民中學
節約用電戲劇競賽”獲得佳作。

節約用電戲劇競賽獲獎





106學年度下學期重要會務工作

 本會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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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費在玉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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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
第一學期

264,084 213,445 288,483 189,046 -75,038

106學年度
第二學期

189,046 271,779 294,634 166,191 -2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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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重要行事曆

 8/30(四)：開學日

 9/6(四)：圖書館開館

 9/13~9/14：八年級隔宿露營

 9/27(四)：感師恩活動、家長會委員會

 10/1(一)：祖父母節活動

 10/16~10/17：第一次段考

 11/10(六)：校慶運動會

 11/12(一)：運動會補假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重要行事曆

 11/24(六)：選舉日

 11/29~11/30：第二次段考

 12/22(六)：彈性上班上課

 12/31(一)：彈性放假

 1/16~1/18：第三次段考

 1/17(四)：期末校務會議

 1/18(五)：結業式

 1/19(六)：行政人員補班





教務處--1.推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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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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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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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段考前一週週三舉辦，做好
紮根工作，提升英語實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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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學期段考時間:請家長督促孩子認真準備。

教務處

段考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日期 10/16(二).10/17(三) 11/29(四).11/30(五) 1/16(三).1/17(四).1/18(五)

九年級全市試模擬1-4冊測驗於12月19日及20日舉行



教務處

4.九年級學生5:00~6:00自主學習班

5.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校內外競賽增廣學生視野 : 

 (1)八年級英語讀者劇場

 (2)國語文、閩語、客語、原住民、新住民語競賽

 (3)科展競賽(數學、自然)

 (4)資訊教育競賽

6.教師成長方面--本年度各項計畫與社群

 參與各項108新課綱研習、數學創遊社群、閱讀素養社群、水
資源學習社群



教務處--本校107年錄取公立高中職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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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總人
數

高中職免
試公立學
校人數

高中職免
試公立學
校人數/總

人數

事先分
流人數

分發
人數

高中職免
試公立學
校人數/

分發人數

107 216 87 40.3% 50 166 52.4%



學務處/生活教育輔導

 請家長能與學校配合共同督促同學遵守生活常規與服裝儀容規範，
鼓勵親子共讀學生手冊瞭解相關校規與辦法。

 請家長協助孩子填寫聯絡簿之家庭防災卡，以備不時之需。

 校園車手事件頻傳，請留意子女交友狀況與課後、假日外出地點，
以防子女被詐騙集團以金錢利用，誤觸法規。

 學生當天早上因故不能來校上課，請家長於07：20～07：50 打電
話至學校代為請假（學務處：4806468 分機310-316），學生返校
上課三日內，需至學務處領取請假單填寫，並請家長、導師簽名
繳交假單。

 請勸導子女勿騎機車、吸煙、飲酒、嚼食檳榔及逗留網咖等場所。

 詐騙集團以假綁架真詐財之方式，利用學生家長愛護子女的親情，
常以電話謊稱學生在校內（外）遭到綁票、毆打，恐嚇家長馬上
匯款到指定帳戶贖人。家長如接獲類似詐騙電話，請先向學務處
或警衛室查證【聯絡電話：學務處4806468 分機310-316】，避免
造成無謂的錢財損失。



學務處/交通安全

 騎乘腳踏車上、放學請戴安全帽。

 家長開車接送者，請勿於校(側)門口正前方上、下
車，且勿併排停車與逆向停車接送孩子，以維安全
及交通順暢。

 請家長務必叮嚀行經336巷上放學子女，切勿併排
行走，不逆向騎乘或奔跑，騎乘自行車者則於336

巷導護路口便改由牽行方式至校園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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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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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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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時數重點說明：

 服務時間：以假日、課餘之適當時間進行服務，利用
課堂時間所進行之服務不列入志願服務學習認證(除
特殊狀況經學務處認可)。

 服務範圍：

1. 校內：由學校各處室提供或由教師指導下之校內服務性活動。

2. 校外：政府立案之公家機關(警察局、圖書館、消防局.. 等、
法人團體機關(構)、地方發展協會辦理之服務學習活動。參
加校外服務學習時，於服務前至學務處訓育組確認服務單位
是否符合規定？完成服務學習後，需將申請書及服務時數證
明文件，交回學務處幹事王小姐認證與登錄。

3. 教育局核可單位：可參考桃園市教育局學府校安科網頁或武
漢國中學校網頁。



學務處/服務學習

 注意事項:

1. 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6 小時。

2. 依據「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項目積分對照表」項目中「服務學習」部分：

1) 擔任班級內幹部、自治市幹部及社團幹部任滿1學
期，經核表現優良者得2分。

2) 志願服務學習時數，每1小時0.3分。

3. 擔任班級或學生幹部上限為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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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衛生教育

 健康檢查矯治獎勵--為提升學生對自我健康狀況的
瞭解與重視，學校目前提供以下獎勵辦法請家長協
助配合：

1. 孩子健康檢查結果若正常或無異狀者，請家長簽收健檢結果通知
書，並繳回回條，學校將給予孩子獎勵卡以玆鼓勵。

2. 孩子健康檢查結果若有異常者，經學校通知需矯治後，煩請家長
陪同孩子於一個月內前往醫療單位複查或診治，相關回條經醫療
單位蓋章、繳回健康中心後，學校將給予孩子獎勵卡以玆鼓勵。

 餐後口腔潔牙活動

 有鑑於龍潭區學童齲齒率偏高，本學期起實施午餐後潔牙活動，
請家長提醒孩子攜帶牙刷、牙膏、牙杯，牙刷請每月更換以免孳
生細菌，睡前也請督促孩子刷牙，一旦發現齲齒務必至牙科矯治，
以免衍生出其他口腔疾病或造成後續龐大的醫療支出。非常感謝
您的協助與配合。



學務處/本學期重要活動

 9月13-14日(四-五)舉辦八年級戶外教育。

 9月22日(六)Terry Fox Run國際公益路跑。

 9月27日(四)教師節慶祝活動。

 9月底至10月底各年級校慶運動會預賽。

 11/10(六)校慶運動會。

 11/12(一)運動會補假。

 11月14日(三)全校流感疫苗施打。

 12月28日(五)校內才藝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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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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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預計10月2日辦理竣工，後續辦理驗收及
取得使用執照，12月底辦理結案。

 圖書館內裝工程及相關設備採購將於明年辦理。



總務處—營養午餐供應

 全校學生人數：542人，參加營養午餐人數：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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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人，佔用餐學生比14.73%，
100%由市府補助。

 合約供應廠商：津味、裕民田等二家供應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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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親職教育活動

1. 親師座談：時間：9/ 21(星期五) 晚上6：30~8：30

2. 祖父母節活動 : 時間: 10/1(星期一) 早上8:25 ~9:10

3. 教育優先親職教育講座：時間: 12/14(星期五) 晚上
7:oo~9：00

4. 教育學堂親職講座：時間: 11/16(星期五) 晚上
7:oo~9：00

5. 高關懷暨生涯發展校外教學：時間：運動會補假日
(11/12)辦理

6. 九年級免試入學適性宣導家長說明會：時間:
11/2(星期五) 晚上7: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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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適性課程

1. 得勝課程生命教育課程：以七年級為主

2. 得勝課程性平教育課程：以八年級為主

3. 高關懷課程：美容、美髮（週四）時間：第5~7節
家俱木工課（週五）時間：第6~7節

4. 高關懷小團體彈性課程：

 對象：八年級人際關係適應困難者

 時間：星期一第八節

5. 九年級技藝學程：

 9/20(四)開始上課

 永平-動力職群，方曙-餐旅職群，育達-商管職群。



輔導室--關懷弱勢學生

1. 瑪潮協會愛心早餐

2. 有愛基金獎助學金

3. 安德烈協會膳糧食物包

4. 世界和平會--月餅禮盒

5. 教育儲蓄戶

6. 後龍萬善祠百姓公委員會-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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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家長委員會為本校家長會推動會務之
核心，亟需各位家長代表熱情參與，建議出
席大會全體家長代表轉任家長委員。

選舉結果：全體家長代表一致鼓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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