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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	 下午 13:36-18:54	

地點：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莊敬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41 號)	

主席：饒月琴總會長、林育恬總會長	

記錄：李蔚容	 	 	 	 	 	 司儀：劉貞汝	

出席人員：市立西松高中徐文玉會長、市立中崙高中張富堯會長、市立松山高

中林國明代表、市立永春高中王祺會長、市立松山家商鄭宜榛代表、

市立松山工農黃永銓會長、私立協和祐德高中彭仁鈺代表、市立和

平高中譚巽言會長、市立大安高工李玉華會長、國立師大附中童秀

微代表、私立延平中學朱晴暖會長、私立金甌女中王素芬會長(委託

劉淑華)、市立中山女高郭曼如會長、市立大同高中謝怡州會長、市

立大直高中李佩俽會長、私立大同高中林新發代表、市立建國高中

唐一弘會長、市立成功高中簡明珊會長、市立北一女中許妙禎會長、

私立強恕高中黃美鳳會長、市立明倫高中許淑芬會長、私立靜修女

中李淑靖代表、市立華江高中張秀雯會長、市立大理高中黃嘉惠會

長、市立景美女中蔡明雪會長、市立萬芳高中陳家昇會長、市立木

柵高工葉阿松會長、國立政大附中林嬿芳會長、私立東山中學戴錫

欽代表、私立滬江中學李宛平代表、私立大誠高中高東佑會長、私

立景文高中李欣婷代表(委託張美芝)、市立南港高中曾婕會長、市

立育成高中林育恬會長、市立南港高工林世雄代表、市立內湖高中

蔡麗虹會長、市立麗山高中李淑蓉會長、市立南湖高中顏麗珍會長、

私立文德女中周季平會長、市立陽明高中劉佳玲會長、市立百齡高

中田靜嫻代表、私立衛理女中魏宇芳會長、私立華興中學翁愷莉會

長、市立復興高中邵明慧會長、市立中正高中林佳惠會長、市立啟

聰學校張永鈺代表、市立啟明學校劉維倩會長、市立士林高商蔡家

龍代表等 48 人（應出席 61 人）	

列席人員：教育局曾燦金局長、中山女高吳麗卿校長、本會第 14 屆王立昇監事

長、蕭素英榮譽顧問、選務小組及秘書處人員	

	

會議紀要：	

壹、主席報告應出席 61 人，目前出席 48 人，已達法定人數，宣佈會議開始（13:36）	

貳、確認會議程序：出席人員無異議認可此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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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席致詞：很高興各位會長及代表參加高中聯合會的大家庭，感謝 14 屆夥

伴努力,去年各召集小組表現優異,各夥伴在教育議題也漸有了共

識。今天十分感謝局長的參與,也感謝今年教育局給予聯合會很

多參與會議的機會及權利,	 ,此外在此也感謝中山女高吳校長在

第 13 及 14	 屆給予高中聯合會人力及場地的支援。聯合會是個

法制化的單位,對教育建議有一定的影響力。各位會長帶著各校

榮耀而來,希望在聯合會能資源分享,產生資源,再將榮耀及資源

帶回各校。最後提醒會長參加聯合會最重要的三個核心價值 1.

為了孩子 2.為了學校 3.自我成長動力。	

肆、貴賓致詞：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曾燦金局長致詞：	

感謝 13 及 14	 屆饒會長帶領各校會長協助解決問題,質詢問題,給予教育局

提昇的動力。教育局對聯合會對教育質詢、建議及支持力道表達感謝之意。

也希望在我們的努力下,	 孩子們未來在國際之間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二）中山女高吳麗卿校長：	

家長會是校長最堅定的支持力量。聯合會的高度及影響力是代表台北巿家

長的位階,秉公無私的為所有高中發言、爭取及建議。教育有你們真好，預

祝今天大會成功。	

伍、會務報告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饒月琴總會長）	

（一）第 14 屆組織架構與成員	

（二）第 14 屆會員大會、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三）第 14 屆活動日誌	

詳見附件 1.	

二、秘書處財務報告（副財務長施美華）	

（一）第 14 屆收支明細	

（二）第 14 屆收支總表	

（三）第 14 屆平衡表	

（四）存摺末頁影本	

（五）第 14 屆財產清冊	

詳見附件 2	.	

三、監事會監察報告（王立昇監事長）：截至 105 年 11 月 7 日之財務報告經

監事會於 105 年 10 月 30 日第四次監事會議以及監事會授權監事長與

常務監事查核無誤。監事會提交大會之監察報告見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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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一階段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審議第十三屆財務報告及決算（附件 2）	

說明：1.第十三屆財務報告及決算，業依本會章程經 104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三

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理事會編列並送監事會查核通過，提請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	

2.	 移交 14 屆之決算請同意以更新 10 月 23 日至交接前收支之最新帳目

為準。	 	

決議：通過。	

	

柒、選舉事項	

一、確認選舉程序（附件 4）	

	 	 	 	 	 說明：	

（一）依據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本會選舉推派辦理選

務人員，包括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 6 人。會員自我介紹每

人限時 30 秒。總會長及監事長候選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3

分鐘。副總會長候選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2 分鐘。（已發表

政見者不得再發言）	

（二）依據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第七條，候選人同額競選時，以所得票

數達實際投票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者，始為當選	

（三）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18 條「選舉票或罷免票有下列

情事之一，無效：	 …	 二、圈寫	 (含塗改)	 之被選舉人總計超

出規定應選出名額或連記額數者；…。	 五、所圈地位不能辨

別為何人…者。	 六、圈寫後經塗改者。	 …前項第四款至第七

款如屬部分性質者，當場由會議主席會同全體監票員認定該部

分為無效。認定有爭議時，由會議主席與全體監票員表決之。

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應為有效。」	 	

擬辦：(1).	 提名經附議並徵詢被提名人之意願後，同意接受提名者始

列為候選人；(2).	 政見發表以先提名先發表方式進行；(3).無效

票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18 條之認定標準；(4).	 其他選

舉程序按照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相關條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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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二、理事、監事選舉	

（一）主席指定司儀劉貞汝說明無效票的鑑定、投票注意事項、選務工作

人員職責，詳見附件 5	

（二）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1.	 理事選舉：應選理事 23 人，其中至少應有特教學校理事 1 人。

採無記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23 人。	 	

2.	 監事選舉：應選監事 7 人，其中至少應有特教學校監事 1 人。

採無記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7 人。	 	

（三）主席指定司儀劉貞汝說明：	

1.	 理事及監事選舉採同時投開票，當場開票並宣佈選舉結果。	

2.	 一人同時當選為理事與監事或候補理事與候補監事時，由當選

人當場擇一擔任，如當選人未在場或在場而未能擇定者，以得票

較多之職位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如一人同時為正

式當選及候補當選時，以正式當選者為準。	

（四）會員自我介紹，並表明參選理事或監事之意願。每人限時 30 秒。	

（五）推派選監人員：大會推派中山女高郭曼如會長、麗山高中李淑蓉會

長、大理高中黃嘉惠會長、士林高商蔡家龍代表、靜修女中李淑靖

代表、南港高中曾婕會長擔任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工作。	

（六）主席宣布停止簽到	

（七）確認委託書：由六位選監人員共同確認委託書之真偽。本次選舉，

計有書面委託書 2 張，經監票員確認無誤。	

（八）清點人數：主席報告目前出席人數 48 人，親自出席 46 人，委託出

席 2 人。	

（九）選監人員清點選票並由監事長用印。	

（十）選監人員展示空票匭後，貼上封條。	

（十一）選監人員領票、投票。	

（十二）其他選舉人領票、投票。	

（十三）主席宣布投票截止。	

（十四）開票	

（十五）主席宣布當選名單	

（十六）理事、監事選舉選票分別用信封封存，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屆

次、職稱、選票張數及年月日等，由會議主席（總會長）、監事長

及選監人員會同驗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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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一）理事選舉：發出選票48張，有效票45張、廢票3張。理事23人，

候補理事7人。開票結果依得票數由高到低排列，第19-25名（當

選5人、候補1、候補2）同為22票，經抽籤西松高中徐文玉會

長、中山女高郭曼如會長、明倫高中許淑芬會長、靜修女中李

淑靖代表、大理高中黃嘉惠會長為理事當選人；松山工農黃永

銓會長為候補理事1，建國高中唐一弘會長為候補理事2；第

26-29名同為21票，經抽籤依序為:協和祐德高中彭仁鈺代表候

補理事3、華興中學翁愷莉會長候補理事4、松山高中林國明代

表候補理事5、南港高中曾婕會長候補理事6；30-31名同為20

票（候補7），經抽籤文德女中周季平會長候補理事7、市立大

同高中謝怡州會長未當選。	 當選與候補名單如下：	

得票序	 職稱	 學校	 姓名	 票數	 備註	

1	 理事	 中正高中	 林佳惠	 37	 	

2	 理事	 成功高中	 簡明珊	 35	 	

3	 理事	 復興高中	 邵明慧	 32	 	

4	 理事	 北一女中	 許妙媜	 31	 	

5	 理事	 景美女中	 蔡明雪	 29	 	

6	 理事	 金甌女中	 王素芬	 28	 	

6	 理事	 華江高中	 張秀雯	 28	 	

6	 理事	 木柵高工	 葉阿松	 28	 	

9	 理事	 育成高中	 林育恬	 26	 	

9	 理事	 陽明高中	 劉佳玲	 26	 	

11	 理事	 啟明學校	 劉維倩	 25	 特教	

12	 理事	 永春高中	 王	 	 祺	 24	 	

12	 理事	 松山家商	 鄭宜榛	 24	 	

12	 理事	 萬芳高中	 陳家昇	 24	 	

12	 理事	 政大附中	 林嬿芳	 24	 	

16	 理事	 和平高中	 譚巽言	 23	 	

16	 理事	 師大附中	 童秀微	 23	 	

16	 理事	 麗山高中	 李淑蓉	 23	 	

19	 理事	 西松高中	 徐文玉	 22	 	

19	 理事	 中山女高	 郭曼如	 22	 	

19	 理事	 明倫高中	 許淑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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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票序	 職稱	 學校	 姓名	 票數	 備註	

19	 理事	 靜修女中	 李淑靖	 22	 	

19	 理事	 大理高中	 黃嘉惠	 22	 	

19	 候補理事	 松山工農	 黃永銓	 22	 候補第1順位	

19	 候補理事	 建國高中	 唐一弘	 22	 候補第2順位	

26	 候補理事	 協和祐德高中	 彭仁鈺	 21	 候補第3順位	

26	 候補理事	 華興中學	 翁愷莉	 21	 候補第4順位	

26	 候補理事	 松山高中	 林國明	 21	 候補第5順位	

26	 候補理事	 南港高中	 曾	 	 婕	 21	 候補第6順位	

30	 候補理事	 文德女中	 周季平	 20	 候補第7順位	

（二）監事選舉：發出選票48，有效票46、廢票2。監事7人，候補監事2

人。開票結果依得票數由高到低排列。第8名啟聰張永鈺代表為特

教保障名額當選，第7名私立大同林新發代表為候補監事1；第9名

協和祐德高中彭仁鈺代表同時當選候補理事第3名，選擇擔任候補

理事，第10-11名同票，其中啟明劉維倩會長同時當選理事，依「如

一人同時為正式當選及候補當選時，以正式當選者為準」之規定，

當選為理事，泰北高中陳堂士代表為候補監事2。當選與候補名單

如下：	

得票序	 職稱	 學校	 姓名	 票數	 備註	

1	 監事	 大直高中	 	 李佩俽	 45	 	

2	 監事	 南湖高中	 顏麗珍	 39	 	

3	 監事	 中崙高中	 張富堯	 25	 	

3	 監事	 衞理女中	 魏宇芳	 25	 	

5	 監事	 內湖高中	 蔡麗虹	 24	 	

5	 監事	 士林高商	 蔡家龍	 24	 	

8	 監事	 啟聰學校	 張永鈺	 20	 特教保障	

7	 候補監事	 私立大同高中	 林新發	 21	 候補第1順位	

10	 候補監事	 泰北高中	 陳堂士	 17	 候補第2順位	

四、總會長、監事長選舉	

（一）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1.	 總會長選舉：應選總會長	 1 人，採無記名單記法，至多圈選 1

人。	 	

2.	 監事長選舉：應選監事長 1 人，採無記名單記法，至多圈選 1

人。	 	



 
 

7 
 

（二）進行總會長及監事長候選人提名：	

1.	 總會長候選人 2 名：華江高中張秀雯會長、育成高中林育恬會

長。	

2.	 監事長候選人 2 名：中崙高中張富堯會長、士林高商蔡家龍代

表。	 	

（三）印製選票並由監事長用印。	

（四）候選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3 分鐘。	

（五）推派選監人員：大會推派南港高中曾婕會長、滬江中學李宛平代表、

百齡高中田靜嫻代表擔任總會長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衛理女

中魏宇芳會長、復興高中邵明慧會長、政大附中林嬿芳會長擔任監

事長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	

（六）選監人員展示空票匭後，貼上封條。	

（七）選監人員領票、投票。	

（八）其他選舉人領票、投票。	

（九）主席宣布投票截止。	

（十）當場開票並宣佈總會長及監事長選舉結果。	

（十一）總會長、監事長選舉選票分別用信封封存，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

屆次、職稱、選票張數及年月日等，由總會長、監事長及選監人員

會同驗簽。	

選舉結果：	

（一）總會長選舉：發出選票 48 張，有效票 48 張、廢票 0 張。開票結果華江高

中張秀雯會長 23 票、育成高中林育恬會長 25 票，由林育恬會長當選總

會長。	

（二）監事長選舉：發出選票 48 張，有效票 48 張、廢票 0 張。開票結果中崙高

中張富堯會長 23 票、士林高商蔡家龍代表 25 票，由蔡家龍代表當選監

事長。	

	

五、副總會長選舉	

（一）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副總會長選

舉，應選副總會長	 4 人，採無記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4 人。	 	

（二）進行副總會長候選人提名：提名麗山高中李淑蓉會長、政大附中林

嬿芳會長、中山女高郭曼如會長、萬芳高中陳家昇會長、靜修女中

李淑靖代表、啟明學校劉維倩會長、成功高中簡明珊會長，共 7 人。	

（三）印製選票並由監事長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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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候選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3 分鐘。	

（五）推派選監人員：大會推派衛理女中魏宇芳會長、滬江中學李宛平代

表、百齡高中田靜嫻代表、南港高中曾婕會長、永春高中王祺會長、

景美女中蔡明雪會長擔任副總會長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	

（六）選監人員展示空票匭後，貼上封條。	

（七）選監人員領票、投票。	

（八）其他選舉人領票、投票。	

（九）主席宣布投票截止。	

（十）當場開票並宣佈副總會長選舉結果。	

（十一）選票用信封封存，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屆次、職稱、選票張數

及年月日等，由總會長、監事長及選監人員會同驗簽。	

選舉結果：發出選票 48 張，有效票 48 張、廢票 0 張。開票結果依得票數高低依

序為簡明珊會長 31 票、李淑靖代表 26 票、郭曼如會長 25 票、陳家

昇會長 24 票、劉維倩會長 23 票、李淑蓉會長 21 票、林嬿芳會長 21

票。由簡明珊會長、李淑靖代表、郭曼如會長、陳家昇會長當選副

總會長。	

	

捌、第 14 屆、第 15 屆總會長交接   	

（以下由饒月琴總會長、林育恬總會長共同擔任主席）	

	

玖、第二階段提案討論	

提案四（理事會提案）	

案由：審議本會第 15 屆工作計畫（附件 6）	

說明：第十四屆理事會業依本會章程於 105 年 10 月 30 日第十四屆第七次理監事

聯席會擬定第十五屆工作計畫，提請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	

決議：通過。	

	

提案五（理事會提案）	

案由：審議本會第 15 屆財務預算（附件 7）	

說明：第十四屆理事會業依本會章程於 105 年 10 月 30 日第十四屆第七次理監事

聯席會擬定第十五屆經費預算，提請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	

決議：通過。	

	

壹拾、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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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育恬總會長提議邀請饒月琴總會長擔任榮譽總會長，經全體無異議鼓掌

通過。	

	

壹拾壹、散會	 (18:54)	

附件 1	

理事會工作報告	

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第十四屆組織與成員	

	

（見第 14 屆會刊第 28 頁）	

	

	

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	 下午 13:36-19:09	

地點：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莊敬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141 號)	

主席：饒月琴總會長、馬玉玲副總會長（選舉階段之主席）	

記錄：林守誠	 	 	 	 	 	 司儀：何文端、高正人	

出席人員：市立西松高中徐文玉會長、市立中崙高中王興駿會長、市立松山高

中陳祥彬會長、市立永春高中劉伊容會長、市立松山家商李榮隆會

長、市立松山工農黃永銓會長、私立協和祐德高中彭麗如會長、市

立和平高中王偉庸代表、市立大安高工陳秋玲會長、	 私立延平中

學朱晴暖會長、私立金甌女中余崇洲會長、私立復興實中李玉華代

表、市立中山女高饒月琴會長、市立大同高中王慧如會長、私立大

同高中徐惠貞會長、市立建國高中葉昌河會長、市立成功高中王立

昇會長（委託吳雲燕）、市立北一女中陳正忠會長、私立南華高中

余偉謙會長、市立明倫高中陳春蘭會長、私立靜修女中李淑靖代表、

市立華江高中張秀雯會長、市立大理高中黃嘉惠會長、市立景美女

中馬淑貞會長、市立萬芳高中陳家昇會長、市立木柵高工蔡佳君會

長、國立政大附中林嬿芳代表、私立東山中學戴錫欽會長、私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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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高中任勤會長、私立景文高中連志民代表、市立南港高中陳麗嘉

會長（委託鄭敏聰）、市立育成高中林育恬代表、市立南港高工蕭

淑妹代表、市立內湖高中邱仲秀會長、市立麗山高中李淑蓉會長、

市立南湖高中劉貞汝會長、私立文德女中王崇文會長、市立陽明高

中黃湘儀會長、市立百齡高中林曜騏代表、私立泰北高中張立進代

表、私立衛理女中盛琳惠代表、市立復興高中王志賢會長、市立中

正高中徐明洸會長、市立啟聰學校李巧鈴會長、市立啟明學校劉維

倩會長、市立士林高商顏士雄代表等 46 人（應出席 61 人）	

列席人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何雅娟副局長、中山女高姜錢珠主任、本會第 12

屆蕭素英監事長、選務小組及秘書處人員	

	

會議紀要：	

壹、主席報告應出席 61 人，目前出席 35 人，已達法定人數，宣佈會議開始（13:36）	

貳、確認會議程序：主席說明因委託書將由選監人員確認，因此手冊中會議程

序“柒、選舉事項	 一、確認委託書	 二、確認選舉程序”	 程序對調，並

將修正後之議程提交確認。出席人員無異議認可此議程。	

參、主席致詞：很高興各位貴賓來到中山女高參加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今

天會議將分為三階段進行，本階段會議由我主持，主要為第 13

屆相關結算報表承認，也預祝大家心想事成，想選甚麼就當選甚

麼。	

肆、貴賓致詞：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何雅娟副局長致詞：	

今天選舉格式比照中央選舉規格辦理，期待能在公平、公正、公開程序下

選舉出合適人選	

（二）中山女高姜錢珠主任：	

今天吳校長公出我代表吳校長出席。感謝饒會長的努力，讓家長會為學校

行政、教師及同學挹注相當大的力量，同時也相信由饒總會長帶領的高聯

會對台北市高中有相當幫助。希望各位有空常來中山女中，同時預祝今天

大會成功。	

伍、會務報告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饒月琴總會長）	

（一）第 13 屆組織架構與成員	

（二）第 13 屆會員大會、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三）第 13 屆活動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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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件 1.	

二、秘書處財務報告（副財務長施美華）	

（一）第 13 屆收支明細	

（二）第 13 屆收支總表	

（三）第 13 屆平衡表	

（四）存摺末頁影本	

（五）第 13 屆財產清冊	

詳見附件 2	.	

三、監事會監察報告（蕭素英監事長）：截至 104 年 10 月 23 日之財務報告

與決算監事會查核通過，10 月 23 日至 11 月 14 日收支之最新帳目監

事會通訊查核中。監事會提交大會之監察報告見附件 3。	

	

陸、第一階段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訂定本會議事規則（附件 4）	

說明：為了增進會議效率，本會議事規則草案請大會審議	

決議：通過如附件 4。（40 票同意，超過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	

	

提案二（理事會提案）	

案由：審議第十三屆財務報告及決算（附件 2）	

說明：1.第十三屆財務報告及決算，業依本會章程經 104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三

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理事會編列並送監事會查核通過，提請

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	

2.	 移交 14 屆之決算請同意以更新 10 月 23 日至交接前收支之最新帳目

為準。	 	

決議：通過（34 票）。	

提案三（理監事聯席會提案）	

案由：審議「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會員未(遲)繳會費之相關權益處理

辦法」草案（附件 5）	

說明：1.為促進本會會務運作，104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全票通過本辦法草案，提請大會審議。	

2.本案應有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決議：1.通過（39 票同意，超過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2.	 實際執行細節，如

提醒、催收機制之建立等授權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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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饒月琴總會長宣布：	

1. 因本身也是候選人，主動迴避擔任選舉階段主席，依據組織章程

第十四條指定馬玉玲副總會長代理。	

2. 會議休息 5 分鐘	

	

柒、選舉事項（主席：馬玉玲副總會長）	

一、主席宣布與選舉無關之人員暫離會場。	

二、確認選舉程序	

說明：	

（一）依據理事會制定之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本會選舉推派辦理

選務人員，包括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 5 人。會員自我介紹每人限時

30 秒。總會長及監事長候選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3 分鐘。副總會長候選

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3 分鐘。（已發表政見者不得再發言）	

（二）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18 條「選舉票或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

無效：	 …	 二、圈寫	 (含塗改)	 之被選舉人總計超出規定應選出名額或連

記額數者；…。四、所圈寫之被選舉人…姓名與會員	 (會員代表)	 名冊不

符者。五、所圈地位不能辨別為何人…者。六、圈寫後經塗改者。七、書

寫字跡模糊，致不能辨識者。	 …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如屬部分性質者，

當場由會議主席會同全體監票員認定該部分為無效。認定有爭議時，由會

議主席與全體監票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應為有

效。」	 	

（三）會議規範第九十六條「（選舉名額及候選人均為一人之選舉）選舉名額及

候選人均為一人時，仍應投票或舉手表決。前項投票或舉手表決，應就贊

成與反對兩面行之，如反對者為多數，應另提候選人，重行選舉。當選額

數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擬辦：	

1. 因理/監事選舉、總會長/監事長選舉同時進行投開票，推派辦理選

務人員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各 2 人，合計 6 人；	

2. 提名經附議並徵詢被提名人之意願後，同意接受提名者始列為候

選人；	

3. 政見發表以先提名先發表方式進行；	

4. 無效票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18 條之認定標準；	

5. 候選人同額競選時，以所得票數達實際投票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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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為當選；	

6. 其他選舉程序按照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相關條文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40 票）	

	

三、理事、監事選舉	

（一）推派選務人員：大會推派啟聰李巧鈴會長、啟明劉維倩會長、陽明

高中黃湘儀會長、士林高商顏士雄代表、大安高工陳秋玲會長、明

倫高中陳春蘭會長擔任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工作，主席指定

13 屆不再連任的理監事鈕兆明理事、李孔哲常務理事、王熙隆常

務理事、何文端常務理事、童秀微理事、黃麗色理事為發票員。	

（二）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1.	 理事選舉：應選理事 21 人，其中至少應有特教學校理事 1 人。

採無記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21 人。	 	

2.	 監事選舉：應選監事 7 人，其中至少應有特教學校監事 1 人。

採無記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7 人。	 	

（三）主席指定司儀高正人說明無效票的鑑定、投票注意事項、選務工作

人員職責，詳見附件 6.	

（四）主席指定司儀高正人說明：	

1.	 理事及監事選舉採同時投開票，當場開票並宣佈選舉結果。	

2.	 一人同時當選為理事與監事或候補理事與候補監事時，由當選

人當場擇一擔任，如當選人未在場或在場而未能擇定者，以得票

較多之職位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如一人同時為正

式當選及候補當選時，以正式當選者為準。	

（五）會員自我介紹，並表明參選理事或監事之意願。每人限時 30 秒。	

（六）主席宣布停止簽到	

（七）確認委託書：由監票員啟聰李巧鈴會長、啟明劉維倩會長確認委託

書之真偽。本次選舉，計有書面委託書 2 張，經監票員確認無誤。	

（八）清點人數：主席報告目前出席人數 45 人，親自出席 43 人，委託出

席 2 人。	

（九）選監人員清點選票並由監事長用印。	

（十）選監人員展示空票匭後，貼上封條。	

（十一）選監人員領票、投票。	

（十二）其他選舉人領票、投票。	

（十三）主席宣布投票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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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開票	

（十五）主席宣布當選名單	

（十六）理事、監事選舉選票分別用信封封存，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屆

次、職稱、選票張數及年月日等，由監事長及選監人員會同驗簽。	

選舉結果:	

（一）理事選舉：發出選票45張，有效票45張、廢票0張。理事21人，

候補理事6人（名額7人，不足額）。開票結果依得票數由高到

低排列，第21-22名（當選、候補1）同為21票，華江張秀雯會

長禮讓自願為候補1；第23-24名選擇監事候補，第25-26名同為

14票中崙王興駿會長、南港高工蕭淑妹代表均放棄；27-28名同

為7票，和平代表王偉庸禮讓自願候補3，泰北代表張立進候補

2；第29名衛理代表盛琳惠候補4；第30-32名同為4票均為監事

當選人；第33-37名同為3票，其中3位為監事當選人，南華余偉

謙會長、百齡林曜騏代表均放棄；第38-39名同為2票，協和彭

會長放棄，成淵黃麗萍會長為候補5；第40-45名同為1票，明倫

陳會長為候補6，其餘放棄。第46名以後得票數為0。	 當選與

候補名單如下：	

得票序	 職稱	 學校	 姓名	 票數	 備註	

1	 理事	 中山女高	 饒月琴	 39	 	

2	 理事	 萬芳高中	 陳家昇	 31	 	

2	 理事	 市立啟明	 劉維倩	 31	 特教	

4	 理事	 市立大同	 王慧如	 30	 	

4	 理事	 市立復興	 王志賢	 30	 	

6	 理事	 政大附中	 林嬿芳	 29	 	

6	 理事	 麗山高中	 李淑蓉	 29	 	

8	 理事	 大安高工	 陳秋玲	 28	 	

8	 理事	 私立復興	 李玉華	 28	 	

8	 理事	 景美女中	 馬淑貞	 28	 	

11	 理事	 永春高中	 劉伊容	 27	 	

11	 理事	 金甌女中	 余崇洲	 27	 	

11	 理事	 建國高中	 葉昌河	 27	 	

14	 理事	 松山高中	 陳祥彬	 26	 	

14	 理事	 北一女中	 陳正忠	 26	 	

14	 理事	 陽明高中	 黃湘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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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票序	 職稱	 學校	 姓名	 票數	 備註	

14	 理事	 內湖高中	 邱仲秀	 26	 	

18	 理事	 靜修女中	 李淑靖	 25	 	

18	 理事	 大理高中	 黃嘉惠	 25	 	

20	 理事	 育成高中	 林育恬	 23	 	

21	 理事	 木柵高工	 	 蔡佳君	 21	 	

21	 候補理事	 華江高中	 張秀雯	 21	 候補第1順位	

27	 候補理事	 泰北高中	 張立進	 7	 候補第2順位	

27	 候補理事	 和平高中	 王偉庸	 7	 候補第3順位	

29	 候補理事	 衛理女中	 盛琳惠	 6	 候補第4順位	

40	 候補理事	 成淵高中	 黃麗萍	 2	 候補第5順位	

40	 候補理事	 明倫高中	 陳春蘭	 1	 候補第6順位	

	

（二）監事選舉：發出選票45張，有效票42張、廢票3張。監事7人，

候補監事2人。開票結果依得票數由高到低排列，第9-10名同

為5票，中正徐會長放棄，文德王會長為候補2。當選與候補名

單如下：	

得票序	 職稱	 學校	 姓名	 票數	 備註	

1	 監事	 松山工農	 黃永銓	 31	 	

2	 監事	 景文高中	 連志民	 29	 	

3	 監事	 南湖高中	 劉貞汝	 26	 	

4	 監事	 啟聰學校	 李巧鈴	 25	 特教	

5	 監事	 西松高中	 徐文玉	 24	 	

6	 監事	 南港高中	 陳麗嘉	 23	 	

7	 監事	 成功高中	 王立昇	 19	 	

8	 候補監事	 士林高商	 顏士雄	 14	 候補第1順位	

9	 候補監事	 文德女中	 王崇文	 5	 候補第2順位	

	

四、總會長、監事長選舉	

（一）推派選務人員：大會推派啟聰李巧鈴會長、永春高中劉伊容會長、

陽明高中黃湘儀會長、士林高商顏士雄代表、大安高工陳秋玲會長、

木柵高工蔡佳君會長擔任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主席指定 13

屆不再連任的理監事鈕兆明理事、李孔哲常務理事、王熙隆常務理

事、何文端常務理事、童秀微理事、黃麗色理事為發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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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1.	 總會長選舉：應選總會長	 1 人，採無記名單記法，至多圈選 1

人。	 	

2.	 監事長選舉：應選監事長 1 人，採無記名單記法，至多圈選 1

人。	 	

（三）進行總會長及監事長候選人提名：	

1.	 總會長候選人 1 名：中山女高饒月琴會長。同額競選，所得票數

達實際投票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者，始為當選。	

2.	 監事長候選人 2 名：成功高中王立昇會長、松山工農黃永銓會

長。	 	

（四）印製選票並由監事長用印。	

（五）候選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3 分鐘。	

（六）選監人員展示空票匭後，貼上封條。	

（七）選監人員領票、投票。	

（八）其他選舉人領票、投票。	

（九）主席宣布投票截止。	

（十）當場開票並宣佈總會長及監事長選舉結果。	

（十一）總會長、監事長選舉選票分別用信封封存，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

屆次、職稱、選票張數及年月日等，由監事長及選監人員會同驗簽。	

選舉結果：	

（一）總會長選舉：發出選票 40 張，有效票 32 張、廢票 8 張。開票結果饒月琴

會長 32 票，所得票數超過實際投票人數（40）之二分之一以上，當選總

會長。	

（二）監事長選舉：發出選票 40 張，有效票 40 張、廢票 0 張。開票結果王立昇

24 票、黃永銓 16 票，由王立昇會長當選監事長。	

	

五、副總會長選舉	

（一）推派選務人員：大會推派啟聰李巧鈴會長、永春高中劉伊容會長、

陽明高中黃湘儀會長、士林高商顏士雄代表、大安高工陳秋玲會長、

木柵高工蔡佳君會長擔任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主席指定 13

屆不再連任的理監事鈕兆明理事、李孔哲常務理事、王熙隆常務理

事、何文端常務理事、童秀微理事、黃麗色理事為發票員。	

（二）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副總會長選

舉，應選副總會長	 3 人，採無記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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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副總會長候選人提名：提名市立復興王志賢會長、政大附中林

嬿芳代表、育成高中林育恬代表、私立復興實中李玉華代表、啟明劉

維倩會長，共 5 人。	

（四）印製選票並由監事長用印。	

（五）候選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3 分鐘。	

（六）選監人員展示空票匭後，貼上封條。	

（七）選監人員領票、投票。	

（八）其他選舉人領票、投票。	

（九）主席宣布投票截止。	

（十）當場開票並宣佈副總會長選舉結果。	

（十一）選票用信封封存，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屆次、職稱、選票張數

及年月日等，由監事長及選監人員會同驗簽。	

選舉結果：發出選票 37 張，有效票 36 張、廢票 1 張。開票結果依得票數高低依

序為王志賢 20 票、林育恬 19 票、李玉華 19 票、林嬿芳 16 票、劉維

倩 10 票。由王志賢、林育恬、李玉華當選副總會長。	

	

捌、第 13 屆、第 14 屆總會長交接   	

（饒月琴總會長連任，繼續擔任主席）	

	

玖、第二階段提案討論	

提案四（理事會提案）	

案由：審議本會第 14 屆工作計畫（附件 7）	

說明：第十三屆理事會業依本會章程於 104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

聯席會擬定第十四屆工作計畫，提請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	

決議：通過。	

	

提案五（理事會提案）	

案由：審議本會第 14 屆財務預算（附件 8）	

說明：1.第十三屆理事會業依本會章程於 104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

事聯席會擬定第十四屆經費預算，提請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2.

預算表中各項目第 13 屆決算的數字以及移交金額，請同意依據移交之最

新收支帳目為準更新。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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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麗山高中李淑蓉會長提案）	

案由：建請臺北市政府責成公共運輸處進行「士林－內湖區（麗山高中）公車路

網調整」時，應確保滿足該區學校學生之通勤需求	

說明：基於麗山高中地處位置較為特殊，因而每學期就學孩子都面臨客運業者因

成本考量與駕駛員人數不足無法負荷學生專車行駛之事。	

擬辦：本校除了規劃與業者協商外，期請藉由公運處於近期的“公車路網調整案”

予以檢討本區之路線規劃，使學生搭乘更加便利。	

決議：交由第 14 屆校際關懷委員會處理。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散會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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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歷次理事監事會議記錄	

	

第十四屆合計召開九次理事、監事會議。會議記錄請見高中聯合會網站：

http://www.thspa.org.tw/	 會務概況!	 會議記錄!十四屆會議記錄	

	

	

	 	

104/12/4	

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

錄	

105/1/8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

錄	

105/3/18	

第三次理事會議記錄	

	

	

	

105/4/24	

第四次理事會議記錄	

105/5/12	

第三次監事會議記錄	

	

105/6/17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記錄	

	 	 	

105/9/1	

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

錄	

105/10/30	

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

錄	

105/10/30	

第四次監事會議記錄	

	

	

第十四屆活動日誌	

	

（見第 14 屆會刊第 29-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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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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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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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摺末頁影本	

	

1051107	 餘額	 28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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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監事會監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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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選舉流程	

主席宣布與選舉無關之人員暫離會場。	

一、確認選舉程序	

（一）提名經附議並徵詢被提名人之意願後，同意接受提名者始列為候選

人	

（二）政見發表以先提名先發表方式進行	

（三）無效票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18 條之認定標準	 	

（四）其他選舉程序按照本會選舉罷免辦法相關條文辦理	

二、理、監事選舉	

（一）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1.	 理事選舉：應選理事 23 人，其中至少應有特教學校理事 1 人。

採無記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23 人。	 	

2.	 監事選舉：應選監事 7 人，其中至少應有特教學校監事 1 人。

採無記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7 人。	 	

（二）會員自我介紹，並表明參選理事或監事之意願。每位限時 30 秒	

（三）主席宣布停止簽到	

（四）推選選監人員，包括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各 2 人，共 6 人	

（五）確認委託書	

（六）主席報告有選舉權之人數，親自出席人數，委託出席人數	

（七）選監人員清點空白選票	

（八）選監人員展示空票匭後，貼上封條	

（九）選監人員領票、投票	

（十）其他選舉人領票、投票	

（十一）主席宣布投票截止	

（十二）理事及監事選舉採同時投開票，當場開票並宣佈選舉結果。	

（十三）一人同時當選為理事與監事或候補理事與候補監事時，由當選人

當場擇一擔任，如當選人未在場或在場而未能擇定者，以得票較多

之職位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如一人同時為正式當選

及候補當選時，以正式當選者為準。	

	

三、總會長、監事長選舉	

（一）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	

1.	 總會長選舉：應選總會長	 1 人，採無記名單記法，至多圈選 1

人。	 	



 
 

26 
 

2.	 監事長選舉：應選監事長 1 人，採無記名單記法，至多圈選 1

人。	 	

（二）進行總會長及監事長候選人提名	

（三）印製選票	

（四）候選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3 分鐘	

（五）主席宣布停止簽到	

（六）推選選監人員，包括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各 2 人，共 6 人	

（七）選監人員清點選票並由監事長用印	

（八）選監人員展示空票匭後，貼上封條	

（九）選監人員領票、投票	

（十）其他選舉人領票、投票	

（十一）主席宣布投票截止	

（十二）當場開票並宣佈總會長及監事長選舉結果	

	

四、副總會長選舉	

（一）主席宣佈選舉名稱、職位、應選出之名額及選舉方法：副總會長選

舉，應選副總會長 4 人，採無記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4 人。	 	

（二）進行副總會長候選人提名	

（三）印製選票	

（四）候選人政見發表，每位限時 2 分鐘	

（五）主席宣布停止簽到	

（六）推選選監人員，包括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各 2 人，共 6 人	

（七）選監人員清點選票並由監事長用印	

（八）選監人員展示空票匭後，貼上封條	

（九）選監人員領票、投票	

（十）其他選舉人領票、投票	

（十一）主席宣布投票截止	

（十二）當場開票並宣佈副總會長選舉結果	

	

五、各項選舉選票分別用信封封存，在封面書明團體名稱、屆次、職稱、選票

張數及年月日等，由會議主席、監事長及選監人員會同驗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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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投票注意事項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摘錄）	

	

第	 15	 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各選舉人…應憑出席證或委託出席證親自領取選

舉票…一張。	

選舉人…應親自在指定之場所圈寫選舉票…，並親自投入票匭。	 	

……	 	

第	 16	 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出席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監票員予以警告，	

不服警告時，報告會議主席，由會議主席視情節提經出席人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當場宣佈取銷其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或禁止其出

席該次會議之權利，並應於會議紀錄中敘明：	 	

一、妨礙會場秩序或會議之進行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者。	 	

三、在旁監視、勸誘或干涉其他選舉人…圈投選舉票…者。	 	

四、集體圈寫選舉票…或將已圈寫之票明示他人者。	 	

五、未依前條規定圈投者。	 	

第	 18	 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無效：	 	

一、未依第八條及第三十七條之規定辦理者。	 	

二、圈寫	 (含塗改)	 之被選舉人總計超出規定應選出名額或連記額

數者；…	 	

三、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者。…	

四、所圈寫之被選舉人…姓名與會員	 (會員代表)	 名冊不符者。	 	

五、所圈地位不能辨別為何人…者。	 	

六、圈寫後經塗改者。	 	

七、書寫字跡模糊，致不能辨識者。	 	

八、用鉛筆圈寫者。但採電腦計票作業者，不在此限。	 	

九、在選舉票…上附任何物件，顯有暗號作用者。	 	

十、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者。	 	

十一、簽名、蓋章或捺指模者。	 	

十二、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者。	 	

十三、不加圈寫，完全空白者。	 	

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如屬部分性質者，當場由會議主席會同全體監

票員認定該部分為無效。認定有爭議時，由會議主席與全體監票員

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應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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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附件 6	

105.10.30	 第十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研擬	

提交 105.11.13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	

105 年 11、12 月份	

一、會務研習-家長會運作經驗傳承	

二、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三、執行各類研習、研討會	

四、各委員會任務編組	

五、各委員會分別召開委員會議	

六、與各家長團體舉辦聯誼或座談會	

七、拜會教育局、市議會、教育部	

106 年 1 月份	 106 年 2 月份	

一、執行各類研習、研討會	

二、各委員會分別召開委員會議	

三、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	

四、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五、教育局授證儀式	

一、升學輔導組-舉辦探索大學各科系	

專題講座說明會	

二、旅遊、聯誼	

	

106 年 3 月份	 106 年 4 月份	

一、執行各類研習、研討會	

二、升學輔導組-舉辦大學各	

科系申請入學備審說明會	

三、校長遴選座談會	

四、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一、執行各類研習、研討會	

二、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三、高中高職博覽會	

四、舉辦教育議題專修研習班	

106 年 5 月份	 106 年 6 月份	

一、執行各類研習、研討會	

二、校長遴選座談會、校長遴選	

一、執行各類研習、研討會	

二、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6 年 7 月份	 106 年 8 月份	

一、暑假旅遊聯誼	

二、執行各類研習、研討會	

三、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	

一、八月一日新任校長交接	

二、各委員會分別召開委員會議	

三、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6 年 9 月份	 106 年 10 月份	

一、各校家長會改選	

二、各校家長會資料彙整	

一、各校家長會資料彙整	

二、迎新送舊聯誼	

三、籌備第十六屆會員大會	

四、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6 年 11、12 月份	

一、召開第十六屆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總會長、監事長、副總會長	

二、辦理總會長交接典禮	

	



 
 

29 
 

	 	 	 	 	 	 	 	 	 	 	 	 	 第十五屆收支預算表	 	 	 	 	 	 	 	 	 附件 7	 	

105.10.30	 第十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研擬 
提交 105.11.13 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