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 106 年 11 月 5日(星期日)上午 10:00 

地點: 台北市立育成高中三樓 310視聽教室(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366號) 

主席: 林育恬 總會長 

共同主席: 蔡家龍監事長 

司儀: 劉貞汝               紀錄:王碧玉              攝影: 謝  鮮 

 

出席人員: 

西松高中焦慧娟會長、中崙高中張富堯會長、育達高職張子寰會長（委託彭麗雪）、

松山高中林國明會長、永春高中陳昱崇會長、松山家商鄭宜榛代表、松山工農洪

偉彬會長、協和祐德彭仁鈺代表、和帄高中王偉庸會長、大安高工劉青龍會長、

師大附中魏林梅會長、延帄中學朱晴暖代表、金甌女中王素芬會長、私立復興中

學陳致遠會長（委託施佩佩）、中山女高郭曼如會長、大同高中簡世寧會長、大

直高中李佩俽會長、私立大同高中黃瑞伶會長、建國高中李新村代表、成功高中

許麗吉會長、北一女中徐志宏會長、強恕高中黃香雅會長、明倫高中張錦宗代表、

成淵高中許雅鈴會長、華江高中廖柏蒼會長、大理高中許祥珍會長、立人高人余

擇辰會長、景美女中楊詠淳會長、萬芳高中林曉儀會長、木柵高工葉阿松會長、

政大附中陳重光代表、東山中學吳玉珍會長、滬江中學黃秋芬代表、大誠高中林

彥均會長(委託蔡郁驊)、景文高中李欣婷代表、南港高中曾婕會長、育成高中林

育恬會長、南港高工賴春華代表、內湖高中林錦雲會長、麗山高中詹正容會長、

南湖高中林青龍會長、文德女中周季帄會長、陽明高中劉佳玲代表、百齡高中胡

毓基代表、泰北高中陳堂士會長、衛理女中魏宇芳會長、華興中學翁愷莉會長、

復興高中羅純慧會長、中正高中林佳惠會長、十信高中謝建達會長(委託林瑞嬰)、

啟聰學校張永鈓代表、啟明學校康建斌會長、士林高商杜昭瑢代表、奎山中學張

美雪會長 

 

列席人員:本會選務小組及祕書處人員 

 

會議紀錄: 

壹、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 62人，出席人數 48 人，委託 4人，已達法定人數

1/2，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貳、請確認會議議程：無異議通過。（請參閱會議手冊第 1~3 頁） 

參、主席林總會長 育恬致詞：各位夥伴大家早安，育恬因為愛孩子而加入這個

教育孩子的行列，這一路走來親師生的合作，還有對學校有正向的幫助特別

有感覺。我想今年的高中聯合會翻轉了以往的思維，我們今年讓我們高中的

孩子有更多的舞台，也以學生做為主體，有很多很多大小活動也給孩子直接

受益、直接有感。過去一年我首先感謝 15屆的老夥伴，今年也非常感謝 16



屆的夥伴加入我們的行列。育恬誠心的希望今天的選舉圓滿順利，也希望我

們的緣份就此展開，有美好長久的緣份，育恬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肆、會務報告： 

1. 理事會工作報告（林育恬總會長）：第 15屆的影片與會務用投影片報告，

共分三大類區 

第一類：成就孩子類 

第二類：學術研討類 

第三類：會員服務類 

（請參閱會議手冊第 12頁） 

2. 監事會監察報告（蔡家龍監事長）：截至 106年 10月 20日止之財務報告

經監事會於 106年 10月 20日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上核閱通過。（請參

閱會議手冊第 13頁） 

伍、選舉事項：由於總會長為選舉人請回座位，由選務主席王祺及監事長蔡家龍

共同主持 

（一）確認選舉程序：（請參閱會議手冊第 14~15頁選舉流程及投票注意事

項） 

（二）推派選監人員：6名 

記票：松山家商鄭宜榛代表、師大附中魏林梅會長 

監票：大直高中李佩俽會長、中正高中林佳惠會長 

唱票：和帄高中王偉庸會長、南港高中曾  婕會長 

（三）理事、監事選舉： 

1. 理、監事開票同時進行，監事長及監票人員同時開理事及監事票

箱 

2. 理事選舉：應選理事 23 人，其中應有特教學校理事 1人。採無記

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23 人。發出選票 53張，有效票票 50張、廢

票 3張。當選及候補名單如下： 

得票序 職稱 學校 姓名 得票 備註 

1 理事 永春高中 陳昱崇 44  

1 理事 北一女中 徐志宏 44  

3 理事 師大附中 魏林梅 43  

4 理事 南港高工 賴春華 42  

4 理事 文德女中 周季帄 42  

4 理事 陽明高中 劉佳玲 42  

7 理事 金甌女中 王素芬 41  

8 理事 成淵高中 許雅鈴 37  

9 理事 建國高中 李新村 35  

9 理事 復興高中 羅純慧 35  

11 理事 衛理女中 魏宇芳 34  

12 理事 育成高中 林育恬 33  

12 理事 啟聰學校 張永鈺 33 特教 



14 理事 和帄高中 王偉庸 32  

14 理事 南湖高中 林青龍 32  

16 理事 滬江中學 黃秋芬 31  

17 理事 協和祐德 彭仁鈺 30  

17 理事 明倫高中 張錦宗 30  

19 理事 松山家商 鄭宜榛 29  

19 理事 私立大同高中 黃瑞伶 29  

19 理事 中正高中 林佳惠 29  

22 理事 麗山高中 詹正容 28  

23 理事 大安高工 劉青龍 27  

24 候補理事 萬芳高中 林曉儀 25 備 1 

25 候補理事 景文高中 李欣婷 21 備 2 

26 候補理事 政大附中 陳重光 20 備 3 

27 候補理事 百齡高中 胡毓基 19 備 4 

27 候補理事 成功高中 許麗吉 19 備 5 

27 候補理事 士林高商 杜昭瑢 19 備 6 

27 候補理事 延帄中學 朱晴暖 19 備 7 

 

3. 監事選舉：應選理事 7 人，其中應有特教學校理事 1人。採無記

名連記法，至多圈選 7 人。發出選票 53張，有效票票 51張、廢

票 2張。當選及候補名單如下： 

得票序 職稱 學校 姓名 得票 備註 

1 監事 西松高中 焦慧娟 49  

2 監事 松山工農 洪偉彬 47  

2 監事 大同高中 簡世寧 47  

4 監事 松山高中 林國明 34  

5 監事 內湖高中 林錦雲 31  

6 監事 大直高中 李佩俽 30  

7 監事 啟明學校 康建斌 27 特教 

8 候補監事 中崙高中 張富堯 20 備 1 

8 候補監事 華江高中 廖柏蒼 20 備 2 

 

（四）總會長選舉: 

1. 進行總會長候選人提名: 總會長候選人 1名:育成高中林育恬會

長 

2. 無關選舉人離場 

3. 發出選票 52張，有效票 34張、廢票 18張。開票結果育成高中林

育恬會長得票 34張，由育成高中林育恬會長當選總會長。 

（五）監事長選舉: 

1. 進行監事長候選人提名:監事長候選人 1名: 松山高中林國明會長 



2. 發出選票 52張，有效票票 36張、廢票 16。開票結果松山高中林國

明會長得票 36張，由松山高中林國明會長當選監事長 

（六）副總會長選舉： 

1. 進行副總會長候選人提名:副總會長候選人 5名:協和祐德彭仁鈺代

表、金甌女中王素芬會長、北一女中徐志宏會長、復興高中羅純慧

會長、中正高中林佳惠會長 

2. 發出選票 48張，有效票票 48張、廢票 0。開票結果如下： 

得票序 職稱 學校 姓名 得票 備註 

1 副總會長 復興高中 羅純慧 39  

2 副總會長 協和祐德 彭仁鈺 38  

2 副總會長 中正高中 林佳惠 38  

4 副總會長 北一女中 徐志宏 29  

5  金甌女中 王素芬 19  

 

陸、新舊任總會長交接（育成高中林育恬總會長連任） 

柒、審議 105年度財務報告及決算：（財務長邱仲秀）收支決算表提請承認，無

異議通過。（請參閱會議手冊第 18~19 頁） 

捌、討論事項： 

提案一：（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議決第十六屆工作計畫案。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十五屆理事會應擬訂第十六屆工作計畫，業經 106

年 10月 20 日第十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核通過，提請第十六屆會員大

會議決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核備。(請參閱會議手冊第 22頁）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議決第十六屆經費財務預算案。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十五屆理事會應擬第十六屆經費預算，106年 10

月 20日第十五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核修正通過，提請第十六屆會員大

會議決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核備。(請參閱會議手冊第 23頁） 

 決議：無異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林總會長）我非常感謝各位夥伴再次給育恬，這個無限的感恩

我放在心，我會換化為未來對孩子的無私奉獻，我想選舉巳經結束了，請大

家攜手共進，大家都是最優秀的。 

壹拾、 主席結論：謝謝我們的選務主席王祺會長，謝謝蔡家龍監事長，謝謝今

天的祕書處的選務人員及第 16屆留到最後的會員，謝謝大家辛苦了，感謝

你們感謝大家。 

壹拾壹、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