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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生家長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03月 23日 (星期六) 上午 9時 

地 點：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六樓小研討室 

主 席：梁會長作娟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列席人員：謝校長榮懋、周以蕙主任、黃聖傑主任、郭勝平主任、林宥辰主任、

陳麗婷秘書 

記 錄：文書組（林玉娟組長．闕壯安副會長）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大家前來參加第二學期第一次的全體家長代表大會，今年家長會非常

感謝校方主任以及所有的家長支持，同心協力完成許多任務，由於校方支

持我們也有許多創舉(如成立志工大會)，希望能凝聚這份家長團結無私奉

獻的力量讓親師生團結合作的氣氛更融洽！更希望未來家長會能搭起一座

良善溝通的橋樑、堅固溫暖的避風港，為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學校的活動只要有需要家長會支援我們一定傾全力支持，常常在每一場活

動都可以看見家長愛心志工的身影，大家都無私奉獻並傾囊相助，更引進

許多校外資源，一起來幫助我們的孩子。今天特地在全體家長代表大會時

也邀請貴賓蒞臨並頒發感謝狀感謝大家無私的愛，雖然有些貴賓無法出席，

我們也致上崇高的謝意。 

 

再次感謝校長、主任、及全體家長代表出席期初家長代表大會。 

                           

貳、 校長致詞： 

特別感謝家長會在學校園遊會的幫忙，今年的園遊會商品多元，且食材皆

自備，讓孩子有不一樣的體驗。 

也感謝家長志工支援，幫助資源中心布置工作，讓學校運作更順暢。 

學校所需物資也一直有校外人士的支持，松山慈惠堂提供學生尿布昨天已到學

校，已發給有需要的學生。另外，也有善心人士了解我校學生總數，預計將於

中秋節提供中秋月餅。每次都活動辦完，都有校外資源湧入，這都是大家努力

的結果。最後，謝謝大家以及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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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頒發感謝狀 

名單如下: 

 

 
     感謝校內外所有人士的捐助，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肆、各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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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會長會務報告 

下學期活動表如下: 

 
 2/18 家長會愛心物資義賣開始，感謝各方物資愛心捐贈分享家長會每年在校 

      慶前三周都會舉辦愛心物資義賣活動，非常感謝校內外的朋友和師長們 

      的愛心捐物與購買大家的分享結緣物資 

2/22 今年我們成立志工大會並選出志工大隊長(國小部吳佳燕副會長)，學校學 

     務處將協助志工們完成基礎教育訓練及特殊教育訓練課程讓新加入志工 

    行列的愛心志工們都能擁有自己的志工手冊的存摺。尚未加入文特愛心志 

    工團隊的家長，如果您也有時間來服務，也誠摯地邀請您的加入，我們積 

    極籌備將在 6月份舉辦志工戶外研習營。 

3-5月家長會與學務處合辦了 4場免費的家長成長體驗課。有按摩保健、編織 

     人生、夏日常備品：紫雲膏防蚊磚的製作及健康講座還有家長打擊樂社團， 

       歡迎家長們踴躍參與家長成長講座體驗課活動。並請家長代表協助家長會 

   

 

    的訊息傳遞，將此訊息轉至各班，讓參加人員更多，多多參加校內家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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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體驗課。 

  3/9 校慶日，今年家長會舉辦校慶紀念衫 LOGO設計比賽並致贈校慶紀念運動 

     服給全校師生，今年學校也舉辦 2年一次的校慶園遊會，家長們非常團結 

      用心，提供了 6個攤位共準備了 20多項養生美味的食品，每項食品也由 

     家長們親自烹煮、用心的備料全體動員造成難得的空前盛況，非常歡樂熱 

     鬧！實輔處也邀請了許多轉銜單位來學校諮詢並讓家長可以同時擁有多方 

     面的資訊，家長貴賓們皆讚不絕口直誇我們文特的校慶是參加許多學校中 

      最用心也是最棒的! 

 3/26 學務主任邀請所有志工家長們一起來欣賞富邦文教基金會贊助的｢愛無限 

      樂團｣來文特盛大演出，非常期待並感謝！ 

4/27 旭東扶輪社將連續三年來我們學校做社會服務，今年旭東扶輪社也有一個 

     年會，邀請我們學校家長會做愛心義賣，將再與大家討論義賣商品。 

5/9 母親節花藝研習慶祝活動 

6月份舉辦志工戶外研習活動 

      

     2.文書組(林玉娟組長) 

         

107學年度會訊完成      

家長會網站進階版完成  

重大會議內容的記錄  

協助志工大隊影片製作 
照片、影片的整理與雲端保存  

協助旺年會、校慶園遊會等重大活動  
 

 

      

3.行政組(郭錦珠) 

   感謝行政組組員在愛心商品義賣活動與園遊會活動的協助支援幫忙。 

 

4.活動組(吳佳燕副會長代理報告): 



5 

 

活動組報告這學期主要的活動已完成的部分： 

第一、 為期 14 天的全新及二手商品義賣，已於校慶過後接著結束了，這 

第二、 次的校內物資募集不多...特別感謝作娟會長對外募集很多的物資，

讓我們這次也有不錯的成績。 

第二、3/9 校慶園遊會活動，感謝所有參與攤位活動的每位夥伴，你們的 

付出是無法用銷售數字來衡量的，當然也要謝謝所有家長的支持，沒有家 

長們的踴躍參與，這次園遊會是無法這麼熱鬧的。 

第三、本學期舉辦的家長成長講座，請作娟會長代為說明。 

最後一項重大活動，就是準備家長會致贈畢業生及老師的禮物，目前正努 

力地籌備中。 

以上，報告完畢。 

★會長補充說明: 

非常感謝所有活動組的組員與支援學校活動的所有志工家長們沒有大家無 

私的付出就無法完成許多的壯舉再次感謝大家 

5.財務組（陳淑琴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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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捐款收入-上學期收入 $326550元+下學期收入$54800共計$381350元。 

       定存$1000000元(108.01011~108.10.10) 

2.二手義賣商品收入－$63730元。 

3.園遊會券收入金額-園遊券銷售金額$42065元，10%提供學校$4207元 

現金收入- $4165元成本$28888元。 

$42065+$4165-$4207-$28888=$13138元(收入) 

詳見附檔。 

捐贈收入，二手義賣，園遊會都很可觀，感謝大家的愛心！有問題可私下

詢問，謝謝！ 

      

     ★會長補充說明: 

     截至目前為止收入金額為$479224元支出為$363318元。 

    
伍、再議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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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部家長之前提案，因部分教室偏熱須加裝單機冷氣問題(冷氣不涼導致

部份教室偏熱)。 

 總務主任回覆: 

 曾對此議題校方與老師已有開過會議，主要分兩個部份 

      1.單機部份:今年確定在國小部在教室內會換 4組單機，機器已有，但安

裝經費有點不足，因為安裝管線費用較高(因為室外機與室內機距離較遠，管線

於 3~5 米內屬基本安裝，超過則另需加管線費用)，如順利的話將於 4 月份完成。 

      2.中央空調部份:因學校已 17 年，中央空調效能已下降，環保局已列管，

並每年來做監測，去年環保局希望汰換一組新機器，已向教育局申請並來會勘，

希望我們能逐年更換主機及控制零件，109年預算通過的機會高。 

◎關於之前所提中央空調因氣縛現象導致冷氣不冷是否可以解決? 

主任答覆:已請廠商處理中，室內可能只能控制到 27~28度，還望家長諒解。 

 二、提供學校周邊設置 UBIKE(王正雪委員) 

  會長說明:已請文山區林穎孟議員與辦公室陳威翰主任關心，議員已向交通局

提出申請，交通局會來場勘。會持續關心！ 

  校長說明:之前討論校內腳踏車，需報廢才能使用，否則管理不易。校門前因

有交通車及復康巴士所以不能設置，秀明雅苑側因有斜坡恐怕不太適合，木柵

國小操場旁的人行道較寬可能是適合地點。 

 

 

 陸、修改章程:  
一.第二章  組織與任務 

原章程: 

第二章  組織與任務 

第六條 班級學生家長會由班級全體學生家長組成，任務如下： 

一、 參與學校班級教育事務，並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 提案並執行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三、 每班推選班級家長代表 2人至 3人，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其推選得以通訊

方式行之。採通訊選舉辦法選舉之班級，班級家長代表統一名額為每班 2名，

候選人不足 2名者以 1名當選，若同票數之最高票者超過 2名以上，由家長會

公開抽籤決定。  

修改章程為: 

  因教育局來函檢討本校家長會章程需修改家長代表人數須定額故欲修改為 2

人 

    贊成 30票。投票已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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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家長會財務處理辦法 

第三條    本會財務支出項目包含： 

 一、本會辦公及會議支出。 

 二、本會會訊支出。 

 三、本會活動支出 

 四、志工裝備補助及獎勵。 

 五、獎助師生參與校內外各類教育活動經費及優良成果。 

 六、補助學校急難性軟、硬體設施之改善。 

 七、代支代管專款基金。 

 八、預備金。 

 九、其他經會員代表大會或家長委員會議決事項之費用。 

 原章程 第三條     

 本會財務支出項目中第八項已有”預備金”會計科目 

依據 107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家長委員會中已決議 

增列預備金科目，預備金額度為提撥家長會結餘款 10% 

作為下學期家長會的預備金。(已通過預備金為前期結餘款 10%) 

  支出辦法依據家長會財務處理辦法第五條本會財務支出運用及審核程序不變 

  擬請期初全體家長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贊成:28票。投票已決議。   

 

 

 

柒、提案討論： 

（一）案由：鑑請增設幼兒園園長。（闕壯安副會長） 

   說明：增設幼兒園園長以利學校與家長間訊息溝通。 

 

      老師:家長與老師在溝通部分都由個管老師負責。 

      再查幼兒園行政組織規定，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90人以下不設組，

91人到 180人設教保組，180人以上設教務組與保育組，設有學前特殊教育

班，可設教育組，並無可設置園長或主任。 

     幼照法實施之前的園長是因尚無幼照法，但因幼照法之後無法設置園

長或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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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員額編制可設主任一人，但特教學校並不適用幼

照法。 

     特教學校只能以學校老師兼任。但因幼兒園是包班(責任制)並無法將 

     老師減課。 

李麗玲老師補充說明：幼兒部 108學年度有 5班共 40個學生，但因幼兒部

非義務教育，其中複雜程度跟事務也比義務教育繁重，需長期規畫如何增加

人力減少老師負擔。 

會長補充說明：每個學部召集人都可以減課，但幼兒部召集人因為是包班所

以無法減課，將對幼兒部的權益有受到損失，是否可以有爭列條款來幫助幼

兒部。 

教務主任回覆，各部召集人，因有行政工作所以可減兩節課，因幼兒部是以

包班方式，所以只能夠補鐘點費給老師。 

       

 

（二）案由：推動融合教育（闕壯安副會長） 

 說明：目前幼兒部無普生做融合，是否可帶入/出附近學校做融合課程? 

校長說明:特殊學校收比較重度的學生，有融合需求的孩子就要放在普通學

校做融合。 

家長補充說明:今年有 26個缺額，除了收重症跟極重症的，一定會有障別較

輕的學生進來。 

校長說明:這是鑑定安置委員的事情，學校無法控制學生。 

會長說明:我們學校不收普通生，但得以收員工子女與手足。因校方硬體與

軟體的資源以及校內老師家長的愛心，所以障別較輕的小孩也會想進學校，

特教學校對於所有障別的小孩是零拒絕，所以學校會有障別較輕的的學生。

是否對於這些小孩應該提供適當的融合教育環境。 

老師說明:我們想安排附近學校作融合，非常不容易，附近學校容易打槍。 

是否可以請學校行政單位先行發公文調查附近學校是否有意願。陳淑瑜教授

建議，應由台北市特教科統整台北市特教學校發公文至附近學校作融合計畫。

如果學校要收員工子女與手足，請特教科提供普幼教師與相當的人力。 

校長說明:因應孩子的需求於 IEP討論孩子的目標。 

家長說明:建議後續再做討論。 

 

（三）案由：建請增設樓梯間監視器  (郭錦珠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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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目前樓梯監視器只有一樓與六樓出入口處，日前有學生摔倒嚴        

      重不知緣由，家長調監視器只能看到最後學生在樓梯口處拉褲子看傷  

      口的畫面….希望能增設監視器方便了解學生於樓梯間的安危日後因     

      應辦法。 

校長回覆:學生因受傷要看全程錄影是很困難的，我並不希望學校每一個角落

都裝監視器，監視器是防止外人入侵，並不是防止跌倒。 

郭主任:監視器是由警局監控，全校有 200多支攝影機，外圍有 30多支攝影

機，是防止外人入侵學校。 

會長說明:並不是希望各角落裝監視器，是希望樓梯間可以安裝因為危險性較

高，受傷的機率相對比較高，目前只有 1樓 6樓有監視器。 

郭主任:因為轉角太多監視器就會需要比較多，一座樓梯可能就要 10多支監

視器。 

校長說明:因小孩是在放學時跌倒，應該是意外，上學時間老師應該會帶著。

孩子如果可以獨立行走，爬樓梯要教導孩子注意安全，家長放手讓孩子獨立

行走，不用害怕跌倒。走樓梯時應該有人帶著，如果走路還不穩也可以坐電

梯。 

提案繼續追蹤觀察下次再議 

   

 

捌、臨時動議： 

 

志工大會已經成立，感謝校方與學務處的幫忙，關於志工手冊的申請辦法，請

與家長會聯繫。志工大隊長-吳佳燕副會長。副隊長-詠綺前會長跟作娟會長。 

 
附件 1 :  出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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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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