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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第十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日    期：106 年 2月 17 日(星期五) 下午 18：00 

地    點：士林高商(行政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林育恬 總會長 

共同主席：蔡家龍 監事長 

司    儀：胡語姍       紀    錄：李秋玲         攝    影：謝  鮮 

出席人員： 

林育恬總會長、李淑靖副總會長、郭曼如副總會長、陳家昇副總會長、蔡明雪理

事、王素芬理事、葉阿松理事、劉佳玲理事、劉維倩理事、王祺理事、李淑蓉理

事、譚巽言理事、黃嘉惠理事。 

 

蔡家龍監事長、李佩俽監事、顏麗珍監事、魏宇芳監事、蔡麗虹監事、張永鈺

監事。 

 

列席人員：本會會務人員。 

 

請假人員：簡明珊副總會長、邵明慧常務理事、林佳惠常務理事、鄭宜榛常

務理事、許淑芬理事、童秀微理事、許妙禎理事、徐文玉理事、林嬿芳理事、

張富堯常務監事。 

 

壹、 出席人數：應到理事 23 人，實到 14 人。應到監事 7 人，實到 6人已達 

法定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貳、請確認會議議程：無異議通過 

 

叁、主席林總會長 育恬致詞： 

大家晚安,非常開心來到北市商,感受到北市商的熱情,溫馨的場地及豐盛的

便當,譲我們感覺賓至如歸,這陣子大家辛苦了。 

感謝淑靖副總,公關委員會,秘書處以及參與這次授證相關工作的所有夥伴,

還有 15 屆的各校會長,授證餐會十分圓滿,充分顯示 15 屆的優質還有能力。 



各位在授証當天為 15屆打響了不同凡響的第一炮,,70桌,700多人,台北市柯

市長各桌敬酒,待了將近兩個小時,曾局長從典禮開始,歡唱到結束,史無前例。 

經過這段時間和局長密切溝通,討論,將一起併肩為台北市的教育為孩子努力,

所以接下來還有許多任務還有挑戰等著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同心協力,堅持做

對的事,未來的教育一定是美好而成功的。未來幾個月,有幾個大型活動,待會

各委員會會報告,也期望各校家長和學生,共襄盛舉。 

今晚理事會議預計到 8 點 15 分，會預留 15 分鐘給監事長召開監事會議，預

計 8 點 30 分結束。 

 

肆、 共同主席蔡監事長 家龍致詞： 

歡迎大家來到士林高商開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二次監事會議，經詢問

各監事，無任何議題討論，待會理事會議開完後便可散會，期待此次會議圓

滿順利結束。 

 

伍、貴賓士林高商曾校長致詞： 

    感謝高中聯合會各校會長蒞臨本校，士林高商是所技職學校，在各方產

學合作皆與士商家長會密切配合，也非常感謝本校家長會的全力支援。高中

聯合會是集合各高中高職家長會的團體，在所有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屬最高學

程的單位，也是教育局單位最為重視，因此高中聯合會的發聲皆代表各家長

聲音，非常感謝高中聯合會為所有高中學生及家長發聲，以使與教育局溝通

管道順暢。因有公務在身，必須先行離席，非常歡迎高中聯合會能再度使用

本校場地。 

 

陸、頒發感謝狀（略） 

 

柒、副總會長致詞（略） 

 

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異議通過。 

 

玖、各委員會報告： 

    一、產學與升學輔導委員會報告： 

        本委員會有兩項活動在進行中，說明如下： 

         1、4 月分將推出「辯話無窮」，此活動會將邀請各校的辯論社參與。 



           詳細計畫屆時會請秘書處公布給大家。 

         2、明道大學參訪，以參訪型態藉以瞭解該校如何將就業與市場結 

           合。參訪所有經費，將由明道大學贊助，詳細內容規劃，屆時將 

           請秘書處公布。 

 

   二、公關委員暨會員成長營報告： 

       1、感謝各位會長以及秘書處的支持與配合，使授證餐會順利圓滿。 

       2、3 月份高中博覽會，本會今年攤位以服務為宗旨，贈品為 A4L 夾， 

          L 夾設計以台北市捷運圖為主，將各校距離該捷運站最近為標註    

          地，無法做到到盡善盡美，但所有會員學校皆以標註於捷運圖上。 

       3、與體衛組共同合作將於 5 月份推出「感恩五月天，喜迎世大運」 

          的活動，屆時詳細活動內容會請秘書處公布於群組。 

 

   三、國際交流委員會報告： 

       現今各校國際觀皆已成熟，與國際校締結聯盟也以推行多年，若各校 

       爾後有需支援之處可提出，本委員會將與總會長討論後給予協助。 

 

   四、校際關懷委員會報告： 

       今年以各校家長會為關懷服務對象，屆時各校家長會會收到本委員會 

       所製做的問卷調查，在麻煩各校家長會詳填後回傳，經本委員會統整 

       後，會與總會長商議後擇一方法（會刊、座談會，親訪該校家長會） 

       回應各校家長會。 

 

    五、特教委員會報告： 

       1、今年畢業生適逢實施 12 年國教第一屆，在特教生的升學之路更需 

          要產學資訊，因此本委員會最近所拜訪的大學皆以有產學為主的 

          學校，會將有產學大學的願景及福利告知會員夥伴。 



       2、5 月 7 日是「愛天使」活動，建議本會今年改成贊助「餐食」的型 

          態給予小天使們開心及溫飽。 

 

     六、法政申訴委員會報告：無 

     七、體衛委員會報告： 

         本委員會將推出 3 項活動 

1、 三對三籃球賽：將邀請各校籃球隊與賽，預計 80~100對競賽， 

      最後冠軍隊可與 HBL 進行友誼賽，本活動主辦單位為高中聯 

      合會，協辦單位尚在洽詢中。 

2、 午膳群英會：集結各膳食業者，除了色香味俱全，還要食的

健康的膳食。 

 

拾、財務報告：（如附件） 

 

壹拾壹、提案討論 

 

 

壹拾貳、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常務理事劉維倩會長（啟明學校） 

  案  由：5/7 愛天使，希望各會長能贊助食物，而非捐款，提供食物遠比捐 

  款更來得實質幫助。 

  決  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林育恬總會長（育成高中） 

  案  由：升大學的制度一直在改變而且改變會影響到孩子未來和教 

  育的發展目前我們知道的是台大和清大有兩方派系互相角力而如此的狀況  

  讓家長們無所適從，針對 1/14賀陳校長的說明會後~想了解大家對於考招 



   改革的想法，希望招聯會能聽聽家長的聲音,所以在臨時動議的部分我想 

   將高中升大學的教育現況，由各校會長做分享。分享後做成紀錄我將 

   親自交給招聯會賀陳弘校長，表達高中聯合會各校會長還有代表對於教育 

   現況的看法，若是今天沒有分享沒有完也可以在我們的群組上再做分享。 
 

   監事李佩俽會長（大直高中） 

   我個人比較贊成時程延後，現在學測已考完，有些孩子已在教室內開始玩  

   牌，但有些孩子卻還要繼續準備指考，高三課程應要完整學習，在完整學 

   習後再作評量較為恰當。 

   目前有一現象較為不明白，為何在高一分組後，都已確定自己的性向，怎 

   麼在學測時，卻是大鍋考，社會組要考物理化學科目，自然組要考歷史地 

   理科目，從前是分組分流後，就可以朝自己的類組熟讀，取得優異成績， 

   如今分組分流除了要全面大通讀之外，也不見評分或類組科目上的加計分 

   數，不明白考招的設計為何？並希望這次的改變，考招能改善此一現象。 

 

   理事林佳惠會長（中正高中） 

   我非常認同佩俽會長的想法，12 國教不就是在訴求減輕孩子的壓力嗎？既 

   然在高一分組後，應就朝社會組自然組專科所學，理化歷史地理科目在國 

   中端時，皆已奠定基礎，在高中分組後應不必再鑽研非類組科目，12 年國 

   教沒有減輕孩子的壓力，反造成孩子壓力更大，常常因為所讀科目過多而 

   造成睡眠不足，所以我贊成分組分流後，應針對該類組專科為考科，非類 

   組的科目應去除，不列入考科。 

 

   理事李淑蓉會長（麗山高中） 

   大家好，好久不見，剛剛提到考招連動，的確是我們高中聯合會應該好好 

   去想我們能夠扮演甚麼角色的議題，那剛剛總會長提的，目前這個階段接 

   到媒體的詢問，應該是其來有至，而且還會一直持續產生當中，那我個人 

   是不是在這裡建議，因為我們既然有所謂的分組，分組裡面假設有教育委 



   員會的話，教育委員會整組的人應該坐下來，真的去了解我們目前面臨到 

   這個議題到底它的內容是怎麼樣的，那我們高中聯合會如果向媒體對外發 

   言，對外發言統一口徑應該要怎麼講，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往 

   往新聞媒體記者他抓住一個點，他會無限擴大，這中間其實這個議題我們 

   坐在這要談，其實是不容易，我們回想 3 年前在開始提到 107課綱，107 

   課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 107 課綱它制定的時候，現在才會談到考 

   招，因為其實大學入學考試的制度，整個建立下來，它怎麼走，那課綱要 

   求現場老師一定是跟著他的遊戲規則去做設計，所以事實上 20年來教育 

   改革，我都看到徹底失敗，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所以現在大家沸沸揚揚在 

   講教育翻轉要改變，怎麼改變、怎麼翻轉，這幾年來我們家長這塊應該是 

   扮演著很重要監督者角色，所以 107 課綱現在講到這些事情，我們憑良心 

   說現在 106年 2月即將結束，那 107要上路的法案，甚麼時候送進立法院， 

   送進立法院之前，它開始要事情漸漸往前推，我們都明白它已經是葥在弦 

   上，不得不發，所以現在開始報章雜誌上面或者媒體上看到，清大賀陳弘 

   言論與台大這邊的言行，我想這個是我們檯面上看到的兩號人物在對較， 

   可是事實上你真正去看裡頭教師會，全國教師會，臺北市教師會，當然家 

   長團體，我們也把家長團體，如果說各式各樣的家長團體，因為高中家長 

   團體很希望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那針對這個議題應該好好深入去研究，那 

   其實現在 2 月到 3 月我們都知道送進立法院時間都可以倒數計時，那它怎 

   麼玩，這個玩法若跟家長理念有所出入的話，那可否挽救？這個就是大家 

   一直在兩年前開始到去年到現在，大家真的是最關心的，所以這個事，高 

   中端大學端兩邊怎麼樣手牽手最高和樂的狀況，可是這個手牽不起來，因 

   為大學端那些教授，剛剛佩俽會長所提的這些我們看到實務教學現場這麼 

   多的亂象，當你考完學測完之後，你在教學現場其實就是造成學習不安症 

   等，繼續考的孩子面臨的是在教學現場那麼多的干擾，那這個問題現在 107 

   課綱設計所以為什麼產生出來 X+Y 再+P，這個 P 又是另外一派的人在談， 

   我這個 P 到底要怎麼個 P，那每個人都要開 P 這又會牽扯到預算，為什麼 



   會牽扯到預算，我各個學校的條件狀況都不一樣，各位有去研究，最近他 

   們開始先走的第一步就是台北市有選出來它目標是有前導學校，前導學校 

   有幾所，應該都拍板定案，因為前導學校下來，它牽扯到前導學校一定是 

   務必是多經費多人力，那各個學校去設計的時候，其實這理念都已經開始 

   在進行，所以這整個我認為若這個案子高中聯合會被詢問到考招連動的看 

   法，要怎麼樣發言應該是要非常非常的謹慎，避免淪為到最後是幫人家幫 

   人家，就是幫人家背書幫人家站臺，這是我個人認為在這家長會團體，因 

   為我們除了是臺北市家長會團體之外，還有其他各地方各個點它當然會有 

   不同的看法，可是臺北市首戰之區，影響最深，所以我們的一行一動被當 

   成指標，所以從教育局裡頭或甚至於教育部裡頭，應該都非常在意臺北市 

   高中家長會聯合會的想法，現在這中間其實它看起來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 

   會對這個議題研究得深不深入還有接下來拜訪這些的大學端或者是各個 

   學校，其實想法每一個人都有不同困難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希望能做成那個 

   模式，我們再來是目以待，我相信到最後出來的版本不希望是妥協的，因 

   為這樣子下來 107 課綱變成四不像，四不像的話又變成未來 20年的爭論 

   了，所以現在其實我們都看到，前陣子報紙上很多學校大學校的校長教務 

   主任再談這個事，因為他們知道被大學端大學丟下去，那大學端它們很不 

   容易放棄大學教授，我想我們這邊也有一些同樣的在 7 月份這個時間點他 

   們要不要犧牲那個時間再來填志願，或者是做相關的申請，我剛剛看了我 

   們的譚教授，這個就是一個很詭異的事情，所以這案子 ，按理說，不能 

   夠用個人看法對外發言，那這個事情其實已經談了很久，那這個發言技巧 

   上或者它的深度，我個人認為說一定要好好去研究避免造成高中聯合會是 

   幫某個政策站台，或某個政策背書。我舉個例子來講，在 1 月放完寒假那 

   場個人***教授說明會，其實那場說明會是跟部裡頭想法有出入的，所以 

   那個說明會當初校長在現場上應該也有提起還在研議當中，因為這說明會 

   的合作對象到底應該從哪裡去，從哪裡開始去，這 107 課綱影響的是今年 

   國八，國中八年級，尤其這屆孩子，所以建議他們，如果要做所謂的說明 



   會，你的說明對象應該是國中八年級以下的學生家長，試著把你們的理念 

   你們要走的方法去告訴他們去做個宣導，可是這個宣導，以我個人的看法 

   賀陳弘校長那場並不見得代表不裡頭最後的說法，所以說這中間其實看起 

   來還有一段路要走，那當然在這邊提出這個分享是希望能在我們高中聯合 

   會裡，如果對外面有認為發表的時候建議一定要慎言，一定要謹慎去做這 

   個言行的談論，那另外咧，這個事情說實話背後都有不同的力量糾結，再 

   一次提醒教師會有教師會的看法，我們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的看法跟不 

   同的縣市家長會看法都不同，或者是學校端校長端都有各自不同的理念， 

   如何整合這需要一點技術，以上是純粹對考招連動這件事做個分享，那當 

   然是我個人有一點點小小的心得，那也是再次做分享，謝謝。 

 

   理事譚巽言會長（和平高中） 

   我也是贊成教育學習完整性，7 月份的指考，是屬於教育完整性的測驗，1 

   月份的學測，是關係的各校招生，但反之學測全面科目大測驗也不是件壞 

   事，它可以在你選擇分組後，萬一發現自己性向不合，是有個空間轉換其 

   他類組。我參加多次 107 課綱講座，賀校長那場說明會我也有參加，107 

   課綱任何的提議都需要經過教育委員會通過核定後才實施，最快也就是 

   107 入學開始實施，若整個時程延後，那就是得等到 110 年才實施。目前 

   台灣學測成績，香港大陸會認可，等同學生可申請大陸香港的學校，若考 

   程延至 7 月時，這樣學生選擇性也變少了，所以在學習的完整性及選擇性， 

   這中間如何處得平衡點，值得再討論。 

 

 

壹拾叁、散會：（PM 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