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中學一 0 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家長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一 0 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十九時整
貳、地點：綜合大樓四樓會議室
參、主席：劉德書會長
記錄：邱玉秀小姐
肆、出席人員：簽到如附件。
伍、劉會長致詞：
校長、副會長、各位委員、各科室主任，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謝委員們抽空來學校參加
這次的家長委員會議，很感謝委員們對家長會的支持，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溝通，希望學
校學生能更好更上一層樓，現在已到的委員已達法定人數，會議可以開始了，家長有任何建
議都可以提出來討論，謝謝大家的蒞臨，提案請大家先看一下。
陸、校長致詞及校務工作報告：
大家好！依慣例首先介紹學校同仁給委員們認識，也非常感謝各位委員的支持，本校目
前共計 93 班，進修學校共計 29 班，全校合計 131 班（含國中部 9 班），日間部 4032 人，國中
部 244 人，進修部 1003 人，總人數計 5279 人。100-103 學年度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及 100-103 學年度通過「教育均質化計畫」，希望能持續參與各項計畫，逐步建構「樂活校園、
友善校園、數位校園」的本校願景。已於 101 學年度取得教育部「優質高中認證」
，希望藉由此
認證機制，讓學校團隊能持續精進教學能量，創造更優質的學校環境，以吸引所有具備潛力之
學生皆能欣然就近入學，以落實十二年國教精神。家長委員會議結束後要再開代收代辦委員會
議，需要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參加。6 月 16 日學校已購 10 台新校車，為了學生們的安全，已將舊
校車淘汰。畢業典禮沒有好好接待莊副會長，在此公開道歉，希望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諒我，
明年度會把家長會的支持列入議程裡。在教學上有一些新的做法，補救教學的部分，希望有一
些翻轉的機會，以國文、英文、數學及專業科目等科目學習落後或學習興趣不佳之一二年級
學生為扶助對象，並規劃以結合生活經驗之教材，善用同儕合作學習或同儕典範學習以達到扶
助目標。共計開辦兩項計畫，說明如下:
(一) 原住民籍學生課業輔導計畫，以原住民籍學為主，利用夜間課餘時間開設英數課業輔導，
成效良好。
(二) 學習弱勢補救教學計畫，扶助對象以高一新生為主，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利用夜間課餘時
間開辦國英數扶助課程，共計 523 人次參加，成效良好。
我們共同來為光復努力，希望今年招生能達到滿額，全中部上學期有多開一次家長會，讓學生
家長更了解學校，希望學校再往前走，再次感謝委員們在一年來給學校很大的支持，給我們很
多的指導。
柒、總幹事財務報告：
請各位委員參閱第 19 頁 103 學年度家長會收支明細表，目前結餘 1﹐529﹐531 元，開
學註冊時每位學生繳 100 元，兄弟姊妹同校會退一位免繳，共退 51﹐000 元，購買 200 張折合

椅贈學校畢業典禮使用支出 69，000 元，補助啦啦隊研習費用 75，000 元，其餘詳如附件。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通過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會收支明細表
說明：詳如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會收支明細表

光復中學家長委員會收支明細表(104.01.21-104.06.24)
序號 日

期

248

摘

要

103 學年度第1 學期結餘(104.01.20)

收入

支出

$ 897,126

結 餘
$ 897,126

249 104.01.21 核銷支付103-1 退兄弟姐妹同校費用(104.01.21)

$ 30,500

$ 866,626

250 104.03.09 核銷104 年1 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2.24)

$ 252,928

$ 613,698

251 104.03.24 核銷104 年2 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3.18)

$ 208,384

$ 405,314

252 104.04.02 核銷103 學年度製作家長委員通訊錄50 本(104.04.02)

$ 1,750

$ 403,564

253 104.04.28 補助普通科12 義吳洲鑫同學急難救助費用(104.04.28)

$ 20,000

$ 383,564

254 104.05.06 核銷104 年3 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4.13)

$ 256,000

$ 127,564

255 104.06.12 存入103-2 進修學校保全費1,032 位*300 元(104.06.12)

$ 309,600

$ 437,164

256 104.06.12 核銷家長會購買折合椅200 張贈學校(104.06.12 畢業典禮)

$ 69,000

$ 368,164

257 104.06.12 核銷103-2 會長贈畢業典禮花籃（104.06.12）

$ 2,000

$ 366,164

258 104.06.19 核銷支付103-2 退兄弟姐妹同校費用(104.06.19)

$ 20,500

$ 345,664

259 104.06.22 核銷104 年4 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6.22)

$ 245,760

$

260 104.06.22 核銷104 年5 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6.22)

$ 254,464 -$ 154,560

261 104.06.23 核銷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愛心媽媽午餐費用(104.06.22)

$ 25,409 -$ 179,969

262 104.06.24

存入103-2 全校學生家長費5,332 位*100 元
(日校.夜校.國中)(104.06.23)

263 104.06.24 存入103-2 日校保全費4,283 位*300 元(104.06.23)
264 104.06.24

核銷補助圖書館參加全國跨校小論文比賽指導老師獎勵金
(104.06.23)

265 104.06.24 核銷103 學年度補助啦啦隊研習費用(104.06.23)
266 104.06.24

核銷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會幹部工作補助費
(104.06.24)

267

核銷104 年6 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暫列)

99,904

$ 533,200

$ 353,231

$ 1,284,900

$ 1,638,131
$ 6,000 $ 1,632,131
$ 75,000 $ 1,557,131
$ 27,600 $ 1,529,531

268

核銷104 年7 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暫列)

269

核銷104 年8 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暫列)

決議: 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104 學年度學生交通車收費調整案，請討論。
說明：
1.104 學年度開始採分段收費，依里程數計算，車距 8 公里(含)以內，每學期調整為 7,200 元，車距
8 公里以上，每學期調整為 8,400 元。
2.學生乘車分段收費地點里程數(如附件一)前後調整說明如下；
a.路線底色灰階部份原屬新竹縣，透明部份屬新竹巿(含竹北巿)
b.調整後各站依前述距離(8 公里)分段收費，產生變化以紅色字體表示。
總務處姚主任補充說明:
以前只分市內、市外較不明確，以里程數計算較為合理，有變動的區域以紅色字體表示，請委員們
參閱附件。
羅委員閔耀提問:
湖口線有沒有變動?
車管組胡組長答覆:
湖口線沒有變動。
會計室孔主任補充說明:
調整車費是學校的政策，以里程數計算較為合理，學校希望用最低車資讓學生開開心心來坐校車上
課，我們買新車也是為了學生安全，調整車資要讓家長知道，學校只買 10 部車，租車費會增加，一天
要 52 趟車，以前有 17 部車，租車費 800 多萬元，只收 150 萬車費，尚有 650 萬元由學校支付，請與
會家長多多體諒。
校長答覆:
里程數計算是以學校為中心點，車距 8 公里(含)以內，每學期調整為 7,200 元，車距 8 公里以上，
每學期調整為 8,400 元。但是里程數計算時可彈性調整 8.3 公里(含)以內算 7200 元，8.4 公里以上算
8400 元。

決議: 依校長所述 3 捨 4 入的觀念收費，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三：104 學年度國中部學生雲端學習系統收費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統有出題系統、教學影片二大部分，由教師安排或學生網路自學，所有學習過程紀錄提供知
識分析點，供師生補救教學之用。
2. 軟體師、生、家長皆有帳號與密碼，每位學生一年 730 元，上下學期各 365 元支付。
全中部梁主任補充說明:
1. 建議學生回家可以在網路上做作業，如家庭出遊，學生還可以在外面做作業，已試行過，有多一
層的學習方式。一天 2 元的方式，上下學期各收 365 元。
章委員秀春提問:
1. 請教一下，學校有沒有做過問卷，家長可行嗎?會不會讓孩子做線上遊戲當藉口，會不會造成老
師功課做不完，讓孩子自己在家學習，怕孩子長期能落實嗎?
全中部梁主任答覆:
1. 學習管道多一個，孩子需要家長陪同學習，未來會和家長深入溝通，老師不會不上課，老師的考
核在我們，我們會去巡堂，此雲端為補助系統。

決議：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四：104 學年度國中七八年級、高中十年級外師鐘點收費案，請討論。
說明：
1. 全中部國中七八年級、高中十年級外師教學已實施二年，期間所有外師鐘點費皆由本校支付。由
於國中外師課程皆安排中師協同，且中師鐘點費已由校方支付，建議外師鐘點費自 104 學年度起
由學生負擔。
2.外師鐘點費概算每學期收費如下表：
班 級

7 義 (英語資優班)

7 仁、7 禮、8 年級

10 年級

外師節數
協同或獨立

每週 4 節
外師上課、中師協同

每週 1 節
外師上課、中師協同

每週 1 節
外師獨立上課

全學期
外師鐘點費
每生學期收費

800 元 x4 節 x20 週∕28 人 800 元 x1 節 x20 週∕28 人 (800-400)元 x1 節 x20 週
=2285.71 元
=571.4 元
∕40 人=200 元
2285 元

571 元

200 元

全中部梁主任補充說明:
1.2 年前已規劃此課程，教室有兩位老師，英語資優班特別安排每週四節課，每生收 2285 元，7 仁、
7 禮、8 年級安排每週一節課，每生收 571 元，10 年級安排每週一節課，外師獨立上課，每生收
200 元。
決議：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
提案五：104 學年度國中部專車收費調整案，請討論。
說明：
1. 因應家長需求照顧遠地學子就讀本校，國中部已開設專車多年，計內灣線、北埔線、竹北線、南
寮線等四線。
2. 各線估計搭車人數收費如比照高中校車收費標準，收支失衡，在考量本次校車費調整案及照顧遠
地學子因素下，國中專車調整兩段收費，車距 8 公里以上每學期 9800 元，車距 8 公里以下(含)
每學期 8900 元，(亦可選擇高中生校車 8400、7200)。
全中部梁主任補充說明:
1.家長期望國中生有專車接送，目前內灣線有 22 人、北埔線有 35 人、竹北線有 9 人、南寮線有 10
人等四線。租車費會比較高，在考量本次校車費調整案及照顧遠地學子因素下，國中專車調整兩
段收費，車距 8 公里以上每學期 9800 元，車距 8 公里以下(含)每學期 8900 元，(亦可選擇高中生
校車 8400、7200)。
章委員秀春建議:
1.太少學生就不要開專車。
校長答覆:
1. 國中部家長希望有專車接送，小孩不要和高中部學生一起坐，如果和高中部學生一起坐，費用較
少，和友校曙光、內思比較，光復偏低，學校以服務的角度做此事，如果國中生要另外開專車，
人數就很少，費用就比較高，可以定人數下限來開專車，低於 12 人不開專車，執行結果如何再
向委員們報告。

決議：一輛車以 12 人為限，以上才開專車，也可和高中生一起坐，其餘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
莊副會長勝強提問：
1. 旗艦班晚自習是什麼時間?
教務處黃主任答覆：
1. 週一到週四，週五休息，週六讀一整天。家長放心，會隨時聽家長意見再調整，希望他們考上
理想的學校。
羅委員閔耀建議:
1. 家長們可以透過家長會溝通很多事情，可以用 line 成立群組，希望委員們自由參加，很多人再
忙每天也會看手機，在發訊息，鼓勵委員踴躍參加。
王委員玉霏建議:
1.學校製作的家長委員會手冊，本人都沒收到。
校長答覆：
1.遺漏的部分馬上發，找訓育組領取。
章委員秀春建議：
1. 校長是一位很愛孩子的校長，光復升學率也很高，校長女兒也很爭氣，表現很亮眼，校長帶領
的老師也很認真，本人很相信學校，委員有事可和學校多溝通。
拾、主席結論：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散會，謝謝各位委員。
拾壹、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