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學部家長會 109學年度
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10. 5. 29



議程

1. 家長會109學年度整體工作計畫
2. 家長會109學年度各組工作報告



林口家長會宗旨

家長會之宗旨在於以公務理念、服務精神
為基礎，提供一個溝通管道，讓學校、家
長、老師之間，有良好的溝通橋樑；讓學
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三環可緊緊
相扣。除了找回學生的學習權，幫助學童
可以安心的上學，並強化學校的教育品質
及環境。



家長會109學年度整體工作計畫

(一) 理念
1. 協助- 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建議事項
2. 溝通- 以身為學校、教師、學生、家

長溝通橋樑
3. 維護- 維護教師、學生、家長之權益
4. 精神- 專業、服務、傳承



(二) 目標
1. 傳承 - 續家長會精神及代表性活動
2. 建立 - 遵循現階段工作SOP手冊
3. 完整 - 家長會各工作組及各項活動資料建檔
4. 重整 - 因應時事需求重整家長會章程及標準書
5. 連結 - 定期更新家長會網頁提供家長會會議紀錄和訊息
6. 發展 -

a) 深入了解校方針對國內外升學之規畫理念、課程走向
b) 隨時關心校方之資源配置與師資配置
c) 因應國內外升學擬定策略性專長培訓

家長會109學年度整體工作計畫



109學年度 林口家長會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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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組：劉秀雯會長
2. 文書組：林欣潔常委
3. 財務組：陳茂仁常委
4. 交通組：洪珮雯常委
5. 安全組：王心怡常委
6. 教學組：林婉貞常委
7. 幼兒組：謝美鈴常委

家長會109學年度各組工作報告



n 工作職掌

Ø 招募愛心媽媽協助學校各項活動。

Ø 籌備小學兒童節禮物，包含禮物尋商、遴選、詢價、議價及
安排送貨、分裝並協調禮物致贈日期。

Ø 籌備林口校區教職員工教師節禮物，包含禮物尋商、遴選、
詢價、議價及協調禮物致贈日期。

Ø 協助各年級提出各項建議與家長會、學校對口單位溝通協調
另支援小學(家長會)各組活動協助。

Ø 協助校園餐飲及食安問題與廠商參訪。

服務組報告 負責常委：劉秀雯(二年級會長兼任)



服務組報告 負責常委：劉秀雯(二年級會長兼任)

n 109學年度工作報告
Ø 109.10.19 愛心媽媽協助小學流感疫苗注射
Ø 109.11.23 愛心媽媽協助聯合勸募募款活動
Ø 110.03.09 提請討論兒童節禮物定案
Ø 110.03.22  兒童節禮物驗收
Ø 110.04.01 提案討論教師節禮物討論
Ø 110.04.01 進班發放兒童節禮物



文書組報告負責常委：林欣潔 (五年級副會長兼任)

n 工作職掌
Ø 本會各項會議之會議通知、會議紀錄彙整與傳遞。(包括

定期之常委會、會員代表大會及臨時會議)。

Ø 將各項會議紀錄及相關資訊交予校方上傳家長會網站，
供家長參閱。

Ø 彙整各年級提案單並反映家長意見予學校。

Ø 配合家長會各組活動及會務所需，準備相關資料與文書
處理 (例：活動海報、大會投影片等）。

Ø 協助五年級家長提案單提出問題討論並溝通協調。



文書組報告
Ø 109學年度工作報告

Ø 每月定期之常委會或臨時會之會議紀錄。會議紀錄皆上傳於家
長會網站供參考。家長會網址：
http://classweb.kcislk.ntpc.edu.tw:8080/eweb/PSParents

負責常委：林欣潔 (五年級副會長兼任)

http://classweb.kcislk.ntpc.edu.tw:8080/eweb/PSParents


文書組報告
Ø 109學年度工作報告（續）

Ø 109年10月起至今，透過Google doc.每月匯整各年級家
長之提案單，經常委會會議討論後，完成提案表單並交予
輔導組統整回覆，待收到學校回覆提案內容後，交由各年
級常委轉發各班級家長代表。

負責常委：林欣潔 (五年級副會長兼任)



財務組報告 負責常委：陳茂仁(六年級)

n 109學年度工作報告

Ø六年級提案單與校方負責單位及該家長溝
通達成共識。

Ø建議六年級直升說明會可提前讓家長了解。

Ø協助登山說明及相關流程注意事項。

Ø兒童節各班禮物發放相關事宜。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家長會費(109學年度) $319,200 學校活動支出(109學年度) $287,340

109學年度上學期1296人(國小) 2020/12/29 129,600       109-1

109學年度上學期300人(幼兒園) 2021/4/1 30,000        109學年度-兒童節禮物(小學) 附件1 2021/3/18 233,280       

109學年度下學期1293人(國小) 2021/3/29 129,600       109學年度-兒童節禮物(小學)-匯費 2021/3/18 30              

109學年度下學期300人(幼兒園) 2021/4/1 30,000        109學年度-兒童節禮物(幼兒園) 附件2 2021/3/29 54,000        

109學年度-兒童節禮物(幼兒園)-匯費 2021/3/29 30              

各界捐款(專款專用) $240,000

家長會長(二年級)-劉秀雯 2020/10/27 50,000        

家長會副會長(五年級)-林欣潔 2020/10/27 40,000        

家長會一年級常委-林婉貞 2020/10/27 30,000        

家長會三年級常委-王欣怡 2020/10/27 30,000        

家長會四年級常委-洪珮雯 2020/10/27 30,000        

家長會六年級常委-陳茂仁 2020/10/27 30,000        

家長會幼兒園常委-謝美鈴 2020/10/27 30,000        

其他收入(利息) $67

利息收入-109/10月 2020/10/21 5                

利息收入-109/11月 2020/11/21 12              

利息收入-109/12月 2020/12/19 12              

利息收入-110/1月 2021/1/21 14              

利息收入-110/2月 2021/2/21 13              

利息收入-110/3月 2021/3/20 11              

利息收入-110/4月

利息收入-110/5月

利息收入-110/6月

利息收入-110/7月

利息收入-110/8月

利息收入-110/9月

                       結餘

存簿餘額 NT$413,374

日期
金額

項     目

NT$141,447

109學年度餘額 NT$271,927

NT$271,927

108學年度餘額

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國際高級中學小學部

109 學年度財務表

109年10月1日~110年4月1日

收                              入 支                               出

備註 日期
金額

合計 $559,267 合計 $287,340

項     目 備註



財務組報告 負責常委：陳茂仁 (六年級)

Ø 109學年度工作報告

Ø 林口小學部家長會獨立帳戶：

戶名：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
康橋國際高級中學小學部學生家長會

開戶銀行：永豐銀行五股分行

帳號：150-018-0004935-8

統一編號：82322042



109學年度費用支出發票或收據

幼兒園兒童節補助明細



安全組報告
n 工作職掌

協助餐飲衛生、醫療保健、校園、游泳池安全等工作。

n 109學年度工作報告
Ø 三年級提案單彙整建議與家長溝通協調。
Ø 提供三年級英文班群組供家長自行加入。
Ø 協助兒童節活動禮物分裝、發送各班。
Ø 參訪廚房、餐廳：了解餐廚流程、人員及環境消毒作業、碗盤餐具清潔與清潔劑

殘留測試。
Ø 參與孩子們與校方餐飲人員、營養師的營養午餐會議：了解小朋友對學校餐點的

建議。
Ø 高發傳染[流感/諾羅/腸病毒]監控與緊急應變－下半學年：共1次（3月份）了解

學校處理狀況。
Ø 其他安全與衛生：蚊蟲孳生（登革熱）了解校方安排戶外環境消毒作業。

負責常委：
王心怡 (三年級)
劉秀雯 (會長兼任協助)



廚房參訪



教學組報告 負責常委：林婉貞(一年級)

n 工作職掌

Ø 協助一年級家長與校方溝通並達成共識。

Ø 了解並關切新的線上英文系統。

Ø 反應教學狀況並尋求改善方式

n 109學年度工作報告

Ø 協助家長提案單與家長會、學校對口溝通協調。

Ø 參與每月常委會議討論。

Ø 協助兒童節活動禮物包裝及發送各班相關事宜。

Ø 協助家長了解110年新學期作息。



n 工作職掌
Ø 協助家長與校方溝通及建立共識。
Ø 反應學生乘車問題及家長建議。
Ø 了解校方行車安全檢查及其他相關事項。
Ø 協助四年級各班正副班代提出之交通建議與意見。

n 109學年度工作報告
Ø 協助家長與校方溝通達成共識。
Ø 反應校車學生乘車問題及導護、校車司機與學生之間問題。
Ø 學校增設APP停靠站，以提升校車抵達站點準確性，也讓家長可以準確接送孩

子上放學。
Ø 查閱校車車輛安檢，保養紀錄及司機健康體檢報告。
Ø 特別關切即時處理交通車家長提議事項，並請交通組將提案盡快處理完成。
Ø 支援協助家長會募款款項清點及兒童節禮物包裝發放。

交通組報告 負責常委：洪珮雯 (四年級)



交通車安全會議



幼兒組報告 負責常委：謝美鈴 (幼兒園)

n 工作職掌

Ø 將各屆幼兒園班代、副班代所提出之建議與意見，彙整後提報給園

方進行溝通並回報給家長。

n 109學年度工作報告

Ø 彙整幼兒園正副班級代表與家長之建議及提案，呈報園方並回覆給

家長。

Ø 建立各班級家長代表通訊聯絡網，公布家長會傳達之訊息。

Ø 協助幼兒園活動之相關支援。

Ø 參與家長會會議及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