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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學生家長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01月 12日 (星期六) 上午 9時 

地 點：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五樓學生圖書館 

主 席：梁會長作娟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列席人員：謝校長榮懋 

記 錄：文書組（廖寶玲候補委員．吳路得候補委員） 

  

壹、 主席致詞： 

 上學期有很多的活動，每一場活動都是家長一起來參與完成的，非常感

謝所有家長的熱情參與。我有製作一個影片，請大家一起欣賞一下，文書

組長非常的專業，還有一部更專業的影片將會在志工大會播放。 

◎家長成長課程：手工皂社團是我們第一次成立的課程，因為沒有經費，

所以請大海老師擔任指導老師，邀請對手工皂有興趣的家長一起來上課，

下學期還會繼續開手工皂課程，如果家長對做皂有興趣，大海老師很專業，

我們使用油品製造是真的打皂，歡迎家長加入。 

◎文山藝廊的開幕，很感謝今年實輔處宥辰主任願意讓我們擔任整個一個

月展場志工值班的工作，有很多校外人士看到主任 PO的訊息,也都來參觀

這個參展。 

◎學校真得很用心辦很多很多的活動，其實以前因為家長較少一起親自參

與比較不清楚學校的教學性質﹐校長學校主任跟行政都很支持同意,敞開

心胸來歡迎家長一起參與，所以未來課程規畫仍持續舉辦很多的活動，如

果願意讓家長參與的話，我們家長會將會在群組裡同步提供資訊，歡迎家

長一起參與學校所有的活動，跟孩子一起學習跟成長，大家將親眼所見學

校老師的用心與愛心。 

◎高職三主辦的社區的適應活動包場看電影活動。 

◎聖誕望年會，感謝今年望年會時家長幹部願意犧牲平時的面貌，變裝成

卡通人物來陪孩子們歡度聖誕節，非常感謝。還有很多扶輪社的伙伴一起

全校發送家長會精心準備的所有孩子們的聖誕禮物，孩子很開心，看到鋼

鐵人、皮卡丘、白雪公主、還有皇室格格…哈哈，非常熱鬧！有沒有看到

你們的孩子在照片裡面，我們今年家長會所有的伙伴志工都一起參與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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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我們從準備禮物開始，一開學就開始準備大家的禮物，非常地用心！

實輔處幫我們包裝，然後一起送到各班，相信今年拿到禮物的孩子應該非

常開心吧！因為幼兒部副會長闕爸幫我們設計禮物，還贊助點心，很感恩!

我們的變裝家長是不是都很美啊!期待明年的聖誕歡樂望年會喔! 

◎全國特教協會全國音樂巡演的活動，今年因為詠綺榮譽會長協會是副理

事長，建議讓孩子們可以體驗現場互動音樂會，也很感謝校長和主任願意

讓這個團隊來我們學校演出，台南民俗管弦樂團，是很專業的團隊，他們

都是演奏家哦！他們願意來學校跟孩子一起互動，是很難得的一個經驗，

也讓孩子下場跳舞很 easy 的，因為我們的孩子可能沒有辦法參加很正式

的音樂會，所以在這個場合能又唱歌又跳舞，還有現場發送聖誕小禮物，

真得很感謝學校的支持，很感恩！ 

◎親子足球賽，學校高職二的老師.志工辛苦一個下午，老師非常用心的

設計這個適應體育課足球的活動，現場家長可以一起參與到下場一起互動

足球活動，其實真得非常非常地用心，看見老師們的創意，高職二團隊老

師們自己設計輔具.設計課程，讓全部的孩子可以一起上場踢足球，沒有

那份真心、愛心是無法完成實踐的，有愛無礙！也很感謝志工家長擔任現

場計分員，很辛苦！未來我們各學年如果要辦全學年的活動，我們今年家

長有募到一些款項，家長會可以提供一點點心意給各學年辦活動，可以跟

家長會提出。 

◎家長成長園藝課，因為我有學一些園藝的課程，所以也來跟家長分享… 

左手香(防蚊液.飲品.種植)、艾草(巧克力.湯圓.種植)、魚腥草面膜、株

 蔥.豌豆.萵苣種植、艾草驅蚊香、薑黃(蜜飲.餅乾)、萵苣採收及年終圍

 爐。也很感謝校長提供的秘密花園，校長室外面有一塊非常好的場地，讓 

家長 可以在這邊種種菜抒壓一下。當中也外聘講師，教大家做艾草巧克 

力，蔡祐庭講師也是小作所之前邀請的園藝治療老師，當時有開一個 

專業的園藝 課程．最後一堂課採收萵苣，還來不及等菜長大就先採了…， 

因為要圍爐，就把菜採起來，本以為我們用苗種會比較快長大，沒想到 

校長種的菜 後來居上，因為已經要放假了，就先採收，圍爐了一次。 

今年三場的家長成長課程都是學務處支持我們的，所以很感謝主任的幫忙，

還有學校所有的行政團隊。 

之前因為訊息公佈的沒有很公開，所以有些家長沒有看到，如果以後對課

程有興趣的話，下學期歡迎大家報名一起來上課。如果家長想要學什麼專

業?或是有什麼課程自己會的，都可以跟家長會提出來，我們會盡量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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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課程讓家長來學校學習抒壓，因為家長也需要一個心靈的休憩站，家長

會就一個很温暖的大家庭。 

◎編織課．由佩佩老師教課，非常專業，也是擔任志工來開編織課，下學

期應該還會開編織課，如果願意有興趣可以來上編織課。 

◎聖誕節佈置，我有做一個從準備開始到最後整個聖誕活動的影片，有

po在家代群組，今年真的很感動所有的家長志工，在佩佩組長，還有佳

燕副會長，還有所有團隊帶領之下，都是家長們手工做成的，天天來學校

幫忙設計布置。非常溫馨美麗的聖誕節場景布置! 

◎全國特殊學校適應體育比賽，學務主任帶隊今年有許多家長陪著孩子一 

起參加比賽也有不錯的成績。老師團隊參加球賽，得到了桌球冠軍，羽球 

亞軍，非常優秀。謝謝老師們的指導!辛苦了! 

◎亞特盃運動會，學務主任帶著我們參加，也是一整天，校長所有的活動

都有出席，謝謝校長！運動會參賽學生名額有限，而且是秒殺，好像是只

有 30個名額，學校很用心地幫孩子爭取機會有參賽資格！ 

◎旭東扶輪社贊助扶輪之子計畫，一個孩子一年有$12,000 生活津貼補助，

今年贊助學校四位孩子，它是三年計劃，如果還沒畢業的話，就可以持續

三年；如果不到三年但已畢業，會提供訊息給轉銜的學校後續是否需要再

協助可以再提出申請。 

◎大沐的手作世界展覽，在文山藝廊展出，實輔處宥辰主任策辦這個展覽

前已經熬夜了很多天，開幕的前一天十一點多才離開．非常用心接洽連繫

讓孩子有一個很棒的體驗機會，家長志工也撥空來值班學習陪伴孩子互動

感謝學校的用心。 

◎高職轉銜安置校園參訪，今年高職校園參訪，報名踴躍，分三天舉辦， 

每一梯次都有近百位家長學生來參訪，感謝家長會委員們協助學校參訪活 

動，幫忙回答家長的提問感謝家長們的幫忙。 

◎廣慈觀音慈善基金會，提供學校數十位弱勢學生家庭物資，贊助電動輪 

椅、沐浴椅、平板電腦和許多生活必需品物資，非常感謝家長會的顧問廣 

慈觀音慈善基金會的愛心。 

◎六福村活動，很感謝佳燕副會長帶隊，帶領大家參加六福村活動，因為

扶輪社反毒路跑活動已經先報名，和六福村活動撞期，所以學校行政沒辦

法陪著大家參加六福村活動。很感謝國小部家長會副會長帶隊協助，大家

也擁有一個愉快難忘的回憶！ 

◎扶輪社國際性反毒公益路跑活動，感謝教師會會長柯嘉銘會長與曾智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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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帶隊參加，他們希望孩子們也可以和一般大眾一起參加路跑活動，有

一位家長推著輪椅孩子全程參與 5k路跑完賽，當天還下著綿綿細雨，學

務主任、老師們陪著孩子們一起跑完全程，非常令人感動! 

◎台北市四所特殊學校作品聯展活動：我們學校有許多作品入選展覽，當 

天開幕有學校啦啦隊社團表演活動，校長也有出席，這其實是一個很有意 

義很大型的活動，孩子們表現得非常好特殊學校有許多孩子都非常有天 

分。 

◎107學年度上學期舉辦了許多活動，每一場活動家長都很用心的陪伴參 

加，在此很感謝家長們的熱心參與！ 

今後（下學期）開始大家如果有陪著孩子參加學校活動，都可以把照片存

在家代的群組，可以開一個相簿存檔留念，我們下學期末再製作一段影片

分享回憶！ 

全國特教學校適應體育活動、聖誔佈置、文山藝廊茶會、扶輪之子捐贈、

打字課程（邀請專業黃雅芬醫師到校專題演講）、佩佩老師的編織課、家

長參加校務評鑑、高職電影欣賞、支持高職參訪活動、聖誕望年會、全國

特教音樂列車巡迴演出等等精彩的活動還有一月份主任邀請彩虹劇團的聖

誕音樂劇表演活動，專業的演出，真很精采！這個的音樂劇如果是在外面

表演我們可能很難有機會帶孩子去欣賞的，現場的音效.跟孩子的互動，

很令人感動！學校還邀請戲曲學校學生精彩專業的演出，學校很歡迎家長

進來一起陪伴孩子，下學期學校有舉辦活動會再和家長告知，如果家長當

天有空，可以跟孩子一起參加活動一起同樂。昨天的｢諸(豬)事平安報新

年，名家揮毫贈春聯｣揮毫活動，今年學務主任擴大在體育館舉辦，也是

旭東扶輪等八個友社共同贊助八萬元給孩子當教育儲蓄戶與社團活動費

用，很感謝校方願意接受一些校外的資源進來，千萬不要誤會是在消費的

我們孩子，其實他們都是很愛心，想要幫我們的孩子，如果沒有管道他們

是看不到社會上很多需要關懷協助的角落，看到孩子之後，他們是很想要

多做一些善事。上次望年會是有一些國中生是文湖扶輪社的扶青、扶少團

的學生來學校當志工，他們有一起陪著孩子參加望年會活動，我看到 FB

他們有記錄心得感想回饋，扶青、扶少團的孩子們說平時是沒有機會且看

不到和自己不一樣的特殊孩子，他們多接觸社會上需要協助的特殊族群一

定可以更有同理心，更感恩、更惜福，想要給一般家庭的觀念就是我們不

需要大家可憐和同情，我們需要的是同理！我們需要感恩的心，看到不一

樣的族群，要感謝自己是這麼幸福！大家要多一些同理的和感恩的心。 



5 

 

◎再來一月底開始二手物資的整理，一月十七日結業式，二月十一日開

學，二月底二手義賣開始，活動組長待會兒會報告，看要那一天開始？如

何進行？二月有一個志工大會，今年因為時間有點倉促，本來在期末要舉

辦一個志工的感恩聚餐，因為時間沒有協調好，所以跟主任協調改成感恩

春酒，會提早跟大家說要訂在那一天。還有之前有聽家長說志工手冊？瑋

婷秘書已經很積極幫大家把資料都建檔了，然後也一直聯絡台北市政府，

學校也願意幫忙，由學校學務處當作一個負責窗口，幫大家今年申請志工

手冊，研究好製訂辦法之後會在志工大會再跟大家報告。三月九日是校

慶，三月廿三日是下學期第一次全體家長委員大會，歡迎大家一起撥空參

與會議！  

  

貳、 校長致詞： 

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來幫助孩子學習，今天非常謝謝梁會長幫我們成立

志工團，今年到這學期看到家長會有不一樣的氣象，家長會又有新的活

力，比如說很多的課程，會長利用課程把家長帶進來，讓家長會有更多的

向心力，這個都是很好的，學校也一直敞開心胸，讓家長進來，我想尤其

新進來的家長應該可以感受到，學校是非常接納家長，家長隨時進出校

園，在別的學校可能沒有這樣方便，因為我們還是為了孩子，不過要注意

的一點的是，我們希望家長來家長會，假如有事情要找老師，我們希望是

利用下課時間，因為畢竟孩子上課的時候是要學習的，所以找老師.找孩

子我們都是利用下課時間，這個也呼籲家長一起來遵守這樣的規定，以免

妨礙孩子的學習，今天非常感謝各位，像剛才會長講的很多人是有事而且

是把事情排開來，謝謝大家對家長會，對學校的支持．謝謝大家！ 

  

參、各組報告： 

     1.財務組（陳淑琴組長） 

組長有事由出納代為報告，大致如財務報表，多為常用開銷，有關於主

要重大支出說明如下： 

望年會禮物－迪卡儂背包$20,730元、志工團 T $12,500元（感謝作娟會

長捐贈）、家長會訊印製(增網路資訊查詢)$10,500元、望年會點心

19,800 + 11,700元(特別感謝闕爸捐贈點心費$10,000元及石爸和會長及

之芬皆有捐贈)節省許多點心費的支出，捐贈收入也很可觀，感謝大家的

愛心！有問題可私下詢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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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補充財務組說明： 

  家長會公開所有財務收支皆為透明，不擔心有任何質疑，有專業的出納

及會計按規矩記帳，感謝萼英一個月開了 30幾萬的收據，感謝之芬和軒

光及所有副會長，感謝佳燕協助校外募款，家長會一點點小心意以自製手

工皂、帽子及購買保溫瓶，用感謝的心放在禮物裡面，上學期已募了 30

幾萬元，也感謝所有愛心捐款人士，於下學期初頒發感謝狀，家長會財務

處理辦法，95年訂定，102年通過以後執行，今年有些建議，等下會再討

論，收入支出皆會清楚載明於財務報表上，所有財務都會善加利用。 

  

2.活動組（蔡佩芬組長） 

    這個學期發現活動組很強大，組員都很幫忙，組長感覺比較輕鬆，已 

  完成的活動如下: 

  (1)家長成長課(希望有想辦理的講座可將資訊給活動組會配合辦理)。 

  (2)聖誔節的佈置(家長會全員動員---如相片所見)。 

  (3)特別感謝副會長佳燕提供許多聖誔節的裝飾品，有許多新的氣象，感

     謝所有協助幫忙佈置的人。 

  (4)現在進行中的活動為二手物資募集活動已發通知單，任何時間皆歡迎

     大家捐贈物品，希望各委員有時間可以來幫忙，下週開始整理分類標

     價，原本預定開學第二週開始賣，但因新的物資進來的比較少，可能

     延後一週再開始，到時希望大家排班輪值來支援，教師職員及助理阿    

     姨購買踴躍。 

   (5)其他校慶園遊會的等下再細部討論。 

 

3.安置組（翁美娟組長） 

    美娟組長小孩發燒由之芬代為報告 

 1/6牽牛花運動協會已經正式成立，歡迎大家有空上 FACEBOOK去看看或

 參與協會活動，活動主要是針對 12年國教畢業後孩子的去處，他們有成

 立日間照護中心，而且我看到有些學長學姐們進去後反應都很好，所以如

 果有孩子想朝這方向的話可多關注，另外轉銜機構的相關資訊會整理成電

 子檔後再傳給家長。 

  

4.行政組（郭錦珠組長） 

   希望大家有空抽出時間來學校二樓支援活動組二手物資協助整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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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書組：無。 

  

肆、提案討論： 

（一）案由：提請學校週邊設置 UBIKE。（王正雪委員） 

   說明：家長接送後小孩後學校位置交通不便，希望能有 UBIKE方便家

   長在學校周邊事或回家。  

   決議：學校交通不方便，於 2年前有請王欣儀市議員及里長來勘察，

   學校正門不適合，因為有交通車，孩子上放學復康巴士要更大

   的空間，那時選定秀明雅苑也有勘察本來說可以但後來又沒下

   文...，如果大家有這個需求校長再積極的與里長談，老師們

   也是諸多不便，麻煩聖傑主任查看一下學校尚有些捷安特腳踏

   車還放在貯藏室裡，如果真的有需要，是不是可將這些腳踏車

     拿出來提供給同仁家長來使用？東西要利用否則就失去價值，

   校長也會再與里長聯絡。會再與學校行政詢問後續是否有替代

   方案再跟家長回覆。 

 

（二）案由：校慶攤位可否開放戶外攤（蔡佩芬組長） 

    說明：販售食品，恐有油煙瓦斯問題，烤香腸怕觸動煙霧偵測器… 

   決議：之前園遊會也有在外面，但因天氣難以預期 90%是好天氣只有

   一年是下雨改到室內後都沒下雨了，如果天氣穩定也許就在外

   面租二個帳篷，在室內較不適合味道重的食品如:臭豆腐等。 

 

（三）安由：請校方將文山實習館的白木耳及黃金海帶絲泡菜商品做網路行

   銷。一方面增加財源收入，另一方面方便家長在家宅配(家長

   因工作之故不方便到現場購買)  (廖寶玲候補委員) 

     決議：謝謝家長對文山生活館的支持，白木耳的部份是菜單上面的商

   品，如果家長真的很喜歡的話又不方便至生活館購買，可以先

   打電話到生活館跟店長登記，東西會幫忙帶來學校，可以來實

   輔處領取，目前沒有規劃網路行銷這部份。 

   校長回覆: 

   文山生活館目的是讓孩子實習，不以營利為目的，採自給自足

   方式，店長是學校的幹事，廚師為本校退休工友替補，帶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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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一個是本校老師另二個是木柵高工老師及松山家商老師，一

   三五是我們學校，二四為松山家商與木柵高工的學生實習，工

   作沒有給錢，可是會供餐，一天需供應十幾人的餐，場租不用

   錢只需付水電費，雖然一天盈餘 4000~5000元但材料都用最好

   的高檔食材，利潤很少，來客量也會控制，孩子能應付得來，

   孩子將來要面對就業現場，所以需要讓他們穩定學習，若有需

   要可致電店長，請她帶回學校，如果來接孩子就到實輔處領取

   即可，網路行銷暫不考慮。 

   

（四）案由：提撥家長會結餘款 10%作為下學期家長會的預備金費用。 

   （梁作娟會長) 

     說明：請大家查閱財務報表，截至 1/7日止目前家長會尚有一百四    

        十七萬元，這是十幾年來家長會的存款，之前都提撥 100萬

   元定存，今年還是 100萬元定存，希望既然是家長會的存款

   不要永遠都不動，應該活用大家的存款與愛心，要使用才能愛

   心表現出來，因為現在募款較為困難，今年因為大家踴躍捐

   款，但希望有個機制，提撥家長會結餘款 10%作為下學期家

       長會的預備金，一般預備金皆有上限，建議用百分比，下學

   期期初會議表決，預備金的使用，一萬元以下會長決定，一

   萬元到五萬元是常委決定，五萬元以上要由全體代表大會決

   定，以後若需五萬元以上需全體代表表決通過才能使用，本

   提案為提撥 10%為預備金，若此次委員大會提案通過將於下

   學期初會議提出表決再執行，意即下學年可以使用 10%之預

   備金，希望以後建立預備金制度，若可行請鼓掌通過。 

    （梁作娟會長) 

    決議：通過提撥家長會結餘款 10%為下學期家長會的預備金費用。 

 

 （五）案由：建議製作校服。（梁作娟會長) 

      說明：之前由於費用及尺寸及購買數量過少等問題而無法執行穿校

    服，但基於校外活動，在團體中方便辨識，今年家長及老師

    有共識想製作校服，家長會贊助贈送每人(含新生)一件及保

    留庫存量，若有需要時再另外自行購買由家長會負責辦理，

    若之後家長會有新的想法方式及款式屆時再修 訂，此次想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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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由孩子設計 LOGO的比賽，不知校長的意見如何？ 

  校長補充： 精神支持，由於過去曾經有試過從長袖短袖褲子外套成

    套的制服，但因執行上有困難而失敗，會長建議總量不

    會太多，花費不會太高，家長會若有資金或許可行。建

    議以運動服的方式，新生進來家長會贈送乙件，之後若

    有需要再自行購買，學校有地方可放置庫存。 

  會長補充：整體性有向心力，團體外出有象徵性及一致性，以大多

    數人的意見為主，個案差異有其他適應方式，可討論適

    合的方式，使用率因人而異，細節再議。 

      決議：感謝校長及主任的支持，大家再集思廣義，細節另外討論。 

 

伍、臨時動議： 

（一）校慶攤位討論。（蔡佩芬組長） 

 

107學年度家長會攤位，詳見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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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家長會攤位 

組別 攤位名稱 商品內容(提供者) 負責顧攤者 備  註 

A 麵包果富 
1.三明治麵包(惠萍) 佳燕 

之芬 

慢磨機*3 

延長線 2.水果和果汁(之芬、佳燕) 

B 滷香世家 

1.滷味(惠萍) 
惠萍 

正雪 

錦珠 

延長線 

電鍋 
2.滷肉飯(正雪) 

3.玉米濃湯(錦珠) 

C 
烤霸 

(室外攤) 

1.烤雞捲(大海) 
大海 

桂蘭 

路得 

氣炸鍋*2 

烤肉爐 

延長線 

2.烤香腸(作娟) 

3.糯米腸(作娟) 

D 麵麵粥到 
1.粥類(慶泠) 慶泠 

玉美 

保溫鍋 

電磁爐*2 2.素食炒麵(玉美) 

E 飢腸轆轆 

1.麵線(錚心) 
錚心 

美娟 

湘媞 

小美 

保溫鍋*3 
2.茶葉蛋(佩芬) 

3.一流油飯(作娟) 

4.炒米粉(作娟) 

F 輕鬆紅咖 
1.咖啡、紅茶、奶茶飲料(佳燕) 奕竹 

陸丹 

寶玲 

鬆餅機*3 

延長線 2.鬆餅(奕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