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家長會 

109學年度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8月 3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本校第 3會議室 

主席：李俊德會長                                        紀錄：李孟哲 

參加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一、本學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總人數 44人，目前代表出席人數 25人，已符合「高級

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

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爰本代表大會會議開始。 

二、感謝各位家長代表參與，本校家長會是學校重要的支持，藉此機會誠摯邀請各位

家長代表，如您有熱忱及興趣，歡迎加入家長會，共同參與學校事務活動的推行。 

貳、校長致詞 

感謝俊德會長這一年來對學校的支持與照顧，也非常感謝彰特家長們給學校非常

大的支持，您們是我們能夠在教育及照顧孩子當中最溫柔的支持力量，在此非常

感謝大家！希望大家如有時間，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起來把我們的孩子照顧

得更好！謝謝大家！ 

參、會務工作報告（108學年度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詳如案由一）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108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8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21條規定辦理。 

二、108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詳如附件 1。 

三、108學年度家長會經費決算表詳如附件 2。 

決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案由二：109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 

二、109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如附件 3。 



 

三、109學年度家長會經費預算表，如附件 4。 

決議：全數無異議通過。 

案由三：請選派會員代表參加法定應參與之學校會議，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8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辦理。 

二、家長會法定參與之學校會議如下： 

學務處 

1 體育委員會 
2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3 住宿生管理委員會 
4 伙食委員會 
5 學生獎懲會議 
6 制服管理會議 
7 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會議 

教務處 

8 特教推行委員會 
9 課程發展委員會 
10 收取學生代辦費審核會議 
11 延長修業年限委員會 
12 教育部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 

輔導室 

13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員會 
14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15 輔導工作委員會 

總務處 
16 校務會議 
17 校園無障礙及空間規劃小組 

人事室 18 教師評審委員會 

決議：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由謝巧珍女士代表參加，其餘會議代表授權家長委員

會議決議。 

案由四：選(推)舉 109學年度家長會委員，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4條規定辦理。 

二、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三十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選（推）舉組

成之，均為無給職。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

之日起，至下屆委員產生之日止。 

決議： 

一、經推舉結果，委員共計 17人，委員名冊如附件 5。 

二、授權本學年度如有其他家長代表願意擔任委員，會後可再加入。 



 

伍、臨時動議 

一、校長：9月 25日（星期五）16：00為本校家長會長交接典禮，借此歡迎大家一

起來共襄盛舉，謝謝！ 

二、 提問（謝巧珍女士）： 

孩子在校外被欺負或騷擾，學生無法自行處理或清楚表達，家長應該如何處理？  

回應（校長）： 

這不只是家長的問題，也是學校的問題，特殊教育的目標是希望能協助孩子參與

現在和未來的學習跟生活，這部分如有需求就必須跟老師做討論。在學校內基本

上都是良善和正確的態度，但孩子到社會當中就必須面臨很多別人不一樣的對待，

孩子如何在如此情況下能夠倡導自己的權益與保護自己，需要靠教育著手，在此

也要拜託各位家長們出席 IEP會議與老師們討論，納入孩子 IEP計畫中。輔導室

也可透過其他方式，如：社交技巧成長團體、一對一課程訓練等。請家長不用把

孩子問題區分為學校或家庭問題，我們一起來面對孩子，以孩子能參與現在和未

來的學習與生活為目標共同努力。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108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 

一、108學年度共召開 3次家長委員會議，討論校務推展相關議題。會議時間如下： 

108年 8月 30日（星期五）、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109年 6月 11日（星期四）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定第一學期期末、第二學期期初家長委員會議取消召開） 

二、109年 4月 22日完成本校學生家長會統一編號申請。（家長會帳戶資訊，請詳見家長會網頁） 

三、108學年度家長會代表參與學校各項法定會議如下： 

【學務處】 

校慶暨運動大會籌備會、檢討會： 

 

體育委員會：黃尹貞委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李俊德會長 

住宿生管理委員會：廖茂華副會長 

伙食委員會：莊惠如委員 

學生獎懲會議：廖茂華副會長 

制服管理會議：黃尹貞委員 

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王文聰委員 

【教務處】 

特教推行委員會：李俊德會長 

課程發展委員會：李俊德會長 

向學生收取代收代辦費委員會：徐瓊妏委員 

延長修業年限委員會：李俊德會長 

教育部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徐瓊妏委員 

【輔導室】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員會：林山本委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李俊德會長 

輔導工作委員會：林山本委員 

【總務處】 

校務會議：李俊德會長 

校園無障礙及空間規劃小組：廖茂華副會長 

感謝各位代表的參與及付出！ 

四、家長會支持與協助學校推展各項活動： 

(一) 協助推展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二) 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招生宣導活動。  

(三) 協助學校與教育、社會各界建立良好公共關係。  

(四) 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五) 支持學校辦理啦啦隊、民族舞團、童軍大露營、地板滾球、特奧及相關體育賽事集訓。 

(六) 支持學校辦理各項競賽活動。 

(七) 支持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表演及展覽活動。 

(八) 支持學校辦理各項特色課程、宿舍社團及相關研習活動。 

(九) 支持學校辦理校慶、園遊會、節慶、畢業典禮等相關活動。  

(十) 支持學校辦理學生家庭訪問及職場參訪活動。 

(十一) 支持學校招募志工及贊助相關費用。 

(十二) 支持弱勢學生的就醫、急難救助或輔具購置。 

(十三) 贊助學校辦理謝師活動及各項婚喪喜慶之禮金、禮品致贈。  

(十四) 致贈教職員服務周年禮卷。 

五、家長會資訊、會議紀錄及相關表件皆公告於學校家長會網頁

（http://www.chsmr.chc.edu.tw/files/13-1000-3504.php?Lang=zh-tw），歡迎大家上網查閱。 

附件 1 

http://www.chsmr.chc.edu.tw/files/13-1000-3504.php?Lang=zh-tw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109學年度學生家長會會務計畫 

壹、目的  

    配合校務運作，積極推展會務，加強家長間之聯繫溝通，並協助學校各項活動，共謀校務之健全

發展。  

貳、依據 

    本會組織章程。 

參、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擬定年度工作計畫與編列預、決算。 

二、召開各項會議 

（一）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二）召開家長委員會議四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三）為推行會務，必要時得召開其他委員會議。  

三、支持與協助學校推展各項活動：  

（一）協助推展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二）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招生宣導活動。  

（三）協助學校與教育、社會各界建立良好公共關係。  

（四）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五）支持學校辦理啦啦隊、民族舞團、童軍大露營、地板滾球、特奧及相關體育賽事集訓。 

（六）支持學校辦理各項競賽活動。 

（七）支持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表演及展覽活動。 

（八）支持學校辦理各項特色課程、宿舍社團及相關研習活動。 

（九）支持學校辦理校慶、園遊會、節慶、畢業典禮等相關活動。  

（十）支持學校辦理學生家庭訪問及職場參訪活動。 

（十一）支持學校招募志工及贊助相關費用。 

（十二）支持弱勢學生的就醫、急難救助或輔具購置。 

（十三）贊助學校辦理謝師活動及各項婚喪喜慶之禮金、禮品致贈。  

（十四）致贈教職員服務周年禮卷。 

四、一般會務行政之處理 。 

肆、經費 

    由 109學年度家長會會費及捐款支應。 

伍、本計畫經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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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家長會 

109學年度家長委員名冊 

編號 班級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備註 

1  小一 楊○臣 盧振嘉  

2  小四 梁○睿 許麗卿  

3  小六 林○軒 林山本  

4  國一2 陳○欣 陳永霖  

5  國一2 楊○燈 楊智輝  

6  國三1 郭○秀 郭式雄  

7  國三2 陳○齊 何婉君  

8  高一2 周○恩 徐瓊妏  

9  高一3 陳○煒 劉美玲  

10  高一3 張○盛 張倖銘  

11  高二4 王○翔 王文聰  

12  高二4 巫○洋 巫兆文  

13  高三1 張○期 陳薏如  

14  高三2 江○毅 莊惠如  

15  高三3 陳○綸 黃尹貞  

16  高三4 郭○辰 郭至善  

17  高三5 李○億 陳資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