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 

107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時    間：民國 107年 10月 06日（星期六）上午 9時                     

地    點：行政大樓五樓會議室 

主    席：何偉群會長                                           紀錄：謝耀瑩                                                                                                                                

出席人員：107學年度各班班級家長代表（應到 168人，實到 74人，委託書 26人，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曾騰瀧校長、何杉友主任、吳鳳翎主任、周靜宜主任、劉昆龍主任、陳澤榮主任、 

          陳澤榮主任、劉淑華主任、洪華廷秘書、林福元榮譽會長、劉奕棋會長 

   

宣布開會：（應到 168人，實到 74人，委託書 26人，詳如簽到表） 

  壹、確認議程（詳見大會手冊第 2頁） 

決議：經 107學年度家長代表審議，無異議通過。 

貳、主席致詞 

      校長、各處室主任還有各位在座的班級代表，我們士林高商是一所非常優質學校，士商家長會也

是一個溫馨的家長會，在此榮幸邀請各位加入我們家長會，一起來支持學校支持家長會，非常感

謝您們今天的蒞臨，也非常感謝家長會所有志工的協助幫忙，希望今天的會議及改選能夠順利地

圓滿完成，謝謝大家。(略) 

叁、校長致詞 

    何會長、劉會長和各班的家長代表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代表學校歡迎所有的家長參與家長會 

    一起來參與學校的事務，我在這邊要深深的感謝，其實家長會在我們學校的發展與校務的推動裡 

    面，所扮演著的腳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略) 

1. 我們學校去年邀請家長會參與的會議就高達 136場，我們學校有 12個委員會，各種委員會要

決定學校的發展，而參與會議的家長會委員都幫我們非常多忙，所以單單從會議來看就可知道

我們家長會所扮演著的腳色何等重要，學校的訴求往往都被忽略，只要家長會發聲都會被局裡

重視，對學生的權益有著很大的幫助。 

2. 我們家長會對學校的經費支援非常非常的大，在座的所有家長代表是我們家長會最重要的主力 

之外，我們的志工每天都會來協助學校，學校各式各樣的活動他(她)們都會全力支援，還有一

個組織是我們的士商家長聯誼會，他們的成員都是畢業學生家長，每年都會固定捐助一筆款項

給學校，就連今天的司儀也是我們的盧炆靇榮譽會長。 

3. 11月 17日是我們 67週年校慶，當天會廣大邀請我們家長會、聯誼會以及士商畢業學生所組成

的校友會，還有明年的四月商業季會如期舉行，希望大家踴躍參與來支持活動，也期盼大家廣

邀國中的學生來參加，讓他們對商科學校有更深一層的瞭解，更重要的是 12月 10日的校務評

鑑，當天有空的家長可以到校一起參與評鑑，給我們學校支持與鼓勵，如果學校有不完善的地

方還請給我們建議，此外還要感謝在家長會的支持之下，升學和入學這兩個部份今年有很不錯

的成績，學生統測也會到場服務給學生鼓勵，今年的升學率高達 96%，升國立大學 51%，我們

也期盼這樣的好成績能夠持續。(略) 

     4. 各處室主任介紹(略)。 

肆、貴賓致詞 

(略) 

伍、會務報告（詳見大會手冊第 3~7頁） 

    士商這年所有的活動與參與人數 

  陸、審議 106學年度財務決算表及財務報告（詳見大會手冊第 8-18）(如附件) 



      決議︰經 107學年度家長代表審議，無異議通過。 

柒、選舉事項(詳見大會手冊第 21-24頁) 

      一.通過 107學年度學生家長會選舉程序 

         決議︰經 107學年度家長代表審議，通過選舉程序。 

      二.選舉各年級家長委員 

 

 

(一)選舉日間部家長委員(每年級各 8位)、候補 3位、特教委員 1位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學生家長會 ( 委員選舉記票 ) 【高一年級】 

正選 102 周欣怡 得票數 26 

正選 104 蔡嘉葦 得票數 26 

正選 108 林欣儀 得票數 24 

正選 114 公丕儉 得票數 23 

正選 117 黃正明 得票數 28 

正選 119 汪秀勻 得票數 24 

正選 120 莊慧芬 得票數 24 

正選 122 林信介 得票數 24 

候補 107 陳淑玲 得票數 5 

候補 120 郭靜萍 得票數 7 

候補 121 卓鈺祺 得票數 6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周欣怡 唱票人員 蔡嘉葦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學生家長會 ( 委員選舉記票 ) 【高二年級】 

正選 203 周雅蘋 得票數 22 

正選 209 曹昌正 得票數 24 

正選 209 林宗輝 得票數 17 

正選 210 邱碧玉 得票數 19 

正選 210 湯筱玲 得票數 15 

正選 211 沈士陽 得票數 20 

正選 217 黃美玉 得票數 19 

正選 223 陳瓊娥 得票數 27 

候補 206 羅嬿芸 得票數 10 

候補 217 陳琦瑋 得票數 4 

候補 223 葉佩安 得票數 10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黃美玉 唱票人員 周雅蘋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學生家長會 ( 委員選舉記票 ) 【高三年級】 

正選 301 陳元川 得票數 25 

正選 305 周國賢 得票數 26 

正選 306 魏家傑 得票數 26 

正選 310 鄭玉筠 得票數 20 

正選 312 曾金惠 得票數 22 

正選 315 李易樹 得票數 27 

正選 317 杜昭瑢 得票數 27 

正選 319 鐘明義 得票數 24 

候補 307 林秀美 得票數 6 

候補 309 傅玲玲 得票數 9 

候補 317 林淑敏 得票數 9 

監票人員 劉昆龍 計票人員 鐘明義 唱票人員 魏家傑 

 

 

 

 

 

 

 

 

 

 

 

 

 

 

 



選舉進修學校家長委員 6位、候補 1位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學生家長會 ( 委員選舉記票 ) 【進修學校】 

正選 進 105 蔡雅妃 得票數 7 

正選 進 105 潘明村 得票數 8 

正選 進 201 林秋煌 得票數 8 

正選 進 201 楊子瑩 得票數 5 

正選 進 202 李明忠 得票數 8 

正選 進 306 李佳樺 得票數 8 

候補 進 203 劉淑惠 得票數 2 

監票人員 劉昆龍 計票人員 林秋煌 唱票人員 劉麗娟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特教委員選舉記票表 

          特教委員：       正選   許有德 3票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許有德 唱票人員 陳芳品 



 

(二) 選舉會長 
候選人致詞： 

    會長、校長以及各位家長代表大家好，我是應外 317家長杜昭瑢，首先感謝 

何會長以及家長會所有成員們的謙讓及厚愛，讓昭瑢有榮幸為士商奉獻心力，更 

感恩這些年來相互提攜的學校師長，因為這份情，我們一起走在教育大道上攜手 

前行，因為這份愛，我們共同為孩子建構幸福大道，讓士商更好，是我們心中共 

同的承諾! 

昭瑢曾經在南港高工襄助家長會會務推動，已有 6年的經歷，連續當了 4年的副 

會長，對於很多先進及前輩來說，或許仍待努力學習，但是 我個人積極投入與奉

獻家長會，心中秉持著正向、善念與服務的信念⋯⋯那就是。相信學校好，孩子一定

更好，對我個人來說，由於家裡的事業穩定發展，讓我可以做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因此，絕對可以全心全意為我們士商家長會來服務，協助學校建構更優質的教育環

境，個人自參與士商家長會以來，深感優質的家長會是學校發展的推手，尤其愛是

一條寬廣的路，愛在孩子的需要上責無旁貸，我樂意、更願意擔負起家長會會長的

重責，希望大家給昭瑢機會，為學校教育、為孩子未來、更為家長會發展，創造三

贏的契機，讓我們攜手一起迎接北士商更美好的未來! 

   

  投票結果如下：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會長選舉記票表 

當選 317 杜昭瑢 得票數 95票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蔡嘉葦 唱票人員 李易樹 

  *有效票：95張  無效票：0張  

 

 

 

 



(三) 選舉日間部、進修學校副會長 

   選舉結果如下：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高一年級副會長 

當選 104 蔡嘉葦 得票數 27票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公丕儉 唱票人員 汪秀勻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高二年級副會長 

當選 203 周雅蘋 得票數 30票 

監票人員 劉昆龍 計票人員 黃彥毓 唱票人員 廖千慧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高三年級副會長 

當選 315 李易樹 得票數 29票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鐘明義 唱票人員 魏家傑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進修學校副會長 

當選 進 202 李明忠 得票數 7票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林秋煌 唱票人員 高淑晶 

 

 

 

 

 



依依據據臺臺北北市市立立士士林林高高級級商商業業職職業業學學校校學學生生家家長長會會組組織織章章程程第二章第八條規定， 

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九人，由委員互選組成之；負責執行家長委員會經常性

會務，會長及副會長應為當然常務委員，於 107學年度第 1次家長代表大會會

議上選出常務委員 4名。 

(四) 選舉日間部、進修學校常務委員 4名(由新任家長委員投票選舉) 

選舉結果如下：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高一年級常務委員 

當選 114 公丕儉 得票數 5票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蔡嘉葦 唱票人員 汪秀勻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高二年級常務委員 

當選 209 曹昌正 得票數 6票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黃美玉 唱票人員 沈士陽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高三年級常務委員 

當選 306 魏家傑 得票數 6票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李易樹 唱票人員 陳元川 

 

士林高商 107學年度家長會進修學校常務委員 

當選 進 201 楊子瑩 得票數 5票 

監票人員 吳鳳翎 計票人員 林秋煌 唱票人員 李明忠 

 



捌、新舊任會長交接 

     由曾校長騰瀧監交，何會長偉群將印信交接給新任杜會長昭瑢。 

  (交接後由新任會長主持會議) 

*由新任會長杜昭瑢擔任主席* 

(五) 推選台北市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 

        新任會長杜昭瑢擔任 

(六) 推選台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代表 

        新任高三副會長李易樹擔任



 (九) 選派 107學年度出席法定代表名單(詳下表) 

  
臺臺北北市市立立士士林林高高級級商商業業職職業業學學校校學學生生家家長長會會              

             107學年度出席各項法定會議代表名單       107.10.06 
  會議名稱  出席人數         出   席   代   表 候補人數   候補代表名單 

校務會議 
  

4人 
杜昭瑢、李易樹、周雅蘋、蔡嘉葦 1人 李明忠 

教師評審 

委員會 

 

1人 
杜昭瑢 1人 汪秀勻 

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1人 
蔡嘉葦 1人 周雅蘋 

獎懲評議 

委員會 

 

2人 
杜昭瑢、周雅蘋 1人 李易樹 

課程發展 

委員會 

 

1人 汪秀勻 

 

1人 杜昭瑢 

申訴評議 

委員會 

 

3人 

   

李易樹、許有德、林秋煌 

 

 

2人 

 

楊子瑩、魏家傑 

家庭教育 

委員會 

 

7人 
鐘明義、黃美玉、陳琦瑋、許有德 

陳瓊娥、周國賢、林秋煌 

 

2人 

 

李易樹、林欣儀 

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 

 

1人 許有德 1人 陳瓊娥 

學生營養午餐

評審委員會 

 

1人 李易樹 1人 陳元川 

服裝規劃 

設計小組 

 

1人 沈士陽 1人 杜昭瑢 

校外教學招標

評選委員會 
高二-2人 

進修學校-1

人 

周雅蘋、湯筱玲 

李明忠 

高二-2人 

進修學校-1

人 

曹昌正、黃美玉 

楊子瑩 

教室冷氣設置

及管理委員會 
 

    9人 

 

杜昭瑢、李易樹、周雅蘋 

蔡嘉葦、李明忠、魏家傑 

曹昌正、公丕儉、楊子瑩 

 

 

5人 

 

汪秀勻、林信介 

邱碧玉、傅玲玲 

鐘明義 

 



玖、審議 107學年度財務預算（詳見大會手冊第 19-20頁） 

      決議︰經 107學年度家長代表審議，決議通過財務預算表。 

 

壹拾、聘任 107學年度會務人員(詳見大會手冊第 45頁） 

      決議︰經 107學年度家長代表審議，無異議通過。 

 

壹拾壹、提案討論 

(一) 通過 107學年度家長會募款案（詳見大會手冊第 39-40頁） 

  決議︰經 107學年度家長代表審議，決議通過 107學年度家長會募款案。 

 

(二) 經 106學年度家長委員會決議，再延長學生教室冷氣設備的使用年限 2年，107學年度將進行 

冷氣大保養，大同廠商也會再送 2年冷氣設備保固，維護費用將由家長會冷氣專戶提撥支援， 

請廠商到校清洗學生教室冷氣，提交家長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決議︰經 107學年度家長代表審議，決議通過延長學生教室冷氣設備的使用年限 2年。 

 

(三) 本校鍾主任教官提案：希望家長會支援學校上、放學執行交通管制師長的加班值勤誤餐費， 

總預算金額每學年概約需要 NT$：60000元，希望此舉能夠得到所有家長的同意與支持，經 

106學年度家長委員決議，交付家長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決議︰經 107學年度家長代表審議，決議不予通過暫緩擱置此案，交由 107學年度家長委員 
            會討論。 
 

壹拾貳、臨時動議: 

    (無) 

 

  壹拾參、新任會長致詞 

      很感謝各位家長對我的支持，也很高興能有醬的機會讓我為大家服務，我知道大家推舉我， 

並不是因為我是最優秀的，但是我會珍惜大家給我的這個機會⋯盡心盡力投入⋯⋯讓我們共同攜手為 

了孩子以及學校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讓孩子們在士商快樂的學習、開心的成長，謝謝大家。 

        

  散會 

 

 

 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