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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

109學年度
第1學期



二、宣導事項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

109學年度
第1學期

附件一：P.3~P.7



重要宣導事項-法定通報責任

▪出入賭博、色情、暴力等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遭遇不當對待，例如：遺棄、虐待、剝奪受教權、。

▪受到肢體、精神、言語等家庭暴力。

▪校園「情侶暴力」。

▪從事性交易。

知悉後，於24小時內完成通報



三、109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重點報告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

109學年度
第1學期

附件二：P.9~P.14



一、生命教育-1

▪ 109/8/31~9/4：友善校園週（學務處）。

▪ 109/9/23：敬師活動（學務處）。

▪ 推動服務學習-微笑天使（輔導處）。

（1）甄選出12位同儕輔導員，進行助人技巧成長團體。

（2）高二同儕輔導員協助、輔導高一學生課業及生活適應問題（為期一年）

（3）學科學習心得分享。



一、生命教育-1

▪ 生命教育電影院：

▪ 109/11/6（五）丹麥女孩

▪ 109/12/11（五）：特教電影（教務處）

▪ 110/1/11（五）：大法官

▪ 社團服務學習：康輔社、扶少團、青愛社（學務處）

▪ 鼓勵學生閱讀生命教育系列書籍與觀看相關影片（圖書館）

▪ 愛心媽媽讀書會（圖書館）

▪ 辦理「優良圖書展」推薦閱讀活動（圖書館）



一、生命教育-2

▪ 10~11月生命教育月系列活動（輔導處/學務處/圖書館）
主題 活動 內容與核心理念

生命教育的本質-愛‧生
命

輔導週報刊登
在10月份的輔導週報，刊登4期生命教育主題文章，讓學生可以思考生命的價值與人生的
意義。

「腦筋急轉彎」影片賞析與討論
透過「腦筋急轉彎」影片賞析，去思考平常自己擁有的情緒有哪些，情緒又是如何影響自
己的生活。

「我的情緒瓶子」活動
透過「彩色怪獸」繪本，引導學生知道基本情緒，並在生活中注意自己的情緒反應，從事
件中去感覺自己的情緒。

生命教育書展
透過全校師生的共同推薦，主題書區的展示規劃，讓讀者分享他人閱讀經驗、感受每本書
的溫度，從中獲得能量。

變身EQ高手 情緒探索團體
透過小團體輔導的方式，協助學生認識與覺察自我情緒，並了解情緒、事件與想法的關聯，
從而接網與處理情緒。

社會關懷-愛一直都在
微笑天使-同儕輔導（學科學習心得
講座活動） 訓練學生同理心與社會參與，鼓勵學生關懷及服務他人。

樂活節能的生活 樂活節能的生活
1.10/13全校實施午餐素食
2.引導學生關心生態，與地球及其他生物健康生活

成為她的幕後英雄 1000Girls生命教育分享
擴展學生視野並對於身處脆弱環境之孩童所面臨之生存考驗有所認識，鼓勵學生能同理關
懷這些弱勢族群。



二、性別平等教育

▪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人事室/ 學務處/輔導處）

▪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宣導（輔導處）

▪ 導師知能研習：109/8/27（四）櫃內櫃外的視界，認識自己的多元觀點

▪ 性別平等講座：109/11/20（五）「愛」的打鐵匠，談戀愛的美麗與風險（輔
導處）

▪ 鼓勵學生閱讀性別平等教育系列書籍與影片賞析（圖書館）



三、生涯輔導活動-高一

▪ 新生定向輔導：配合新生訓練及生命教育課程（教務處/ 學務處/輔導處）

▪ 生涯資訊介紹（輔導處）

▪ 選班群輔導（教務處/輔導處）

（1）性向測驗及興趣量表施測及解釋

（2）選課選班群介紹

（3）選班群說明會：於4月份高一導師及家長各辦理一場。

（4）學長姐選班群經驗分享：109/5/12（二）~109/5/13 （三）共2場次。

（5）選班群個別諮詢

▪ 學科學習心得講座：109/10/26 （一）~109/11/2（一），共5場次（輔導處）



三、生涯輔導活動-高二

▪ 轉班群生輔導（輔導處）

▪ 學業低成就學生輔導（輔導處）

▪ 大學校系宣導系列講座（輔導處）

▪ 政大包種茶節參訪：109/10/31（六）（輔導處）

▪ 學長姐甄選入學經驗分享座談會：（輔導處）



三、生涯輔導活動-高三（1）

▪ 晚自習輔導（教務處）

▪ 高三升學學習講座

（1）學長姐升學經驗分享（輔導處）

（2）各科學測講座（教務處）

▪ 高三升學輔導系列活動（輔導處）

（1）高三班級輔導

（2）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及發送

（3）「我的高三生活」學長姐經驗傳承講座：109/8/12（三）

（4）大學多元入學導師說明會：109/9/15（二）



三、生涯輔導活動-高三（2）

▪職涯講座「張凱傑檢察官-檢察官的一天」：109/11/10（二）（輔導處）

▪青年教育與儲蓄帳戶方案。（輔導處）

▪閱讀種子深耕、多元語言、科創、國際及文創等活動之推廣（教務處）

▪推動定期考查教學成效分析，進行教學反思及補教教學（教務處）

▪規劃辦理寒假多元學習營隊及自然科予學生的探索體驗活動（教務處）

▪鼓勵學生閱讀生涯規劃系列書籍與影片賞析（圖書館）

▪大學校系宣導系列講座（輔導處）



三、生涯輔導活動-高三（3）
▪ 甄選入學輔導（輔導處）

（1）審查資料練功大秘笈講座：110/1/25 （一）

（2）甄選入學選填志願說明會：

A、110/2/23（二）導師

B、110/2/24（三）學生（上午）、家長（晚上）

（2）甄選入學選填志願個別諮詢。

（3）個人申請面試輔導講座：110/3月份

（4）個人申請審查資料製作輔導。

（5）個人申請模擬口試活動：110年4月份，預計辦
理20場次。

（6）個人申請網路登記志願說明會



三、生涯輔導活動-高三（4）

▪ 考試分發入學輔導（輔導處）

（1）考試分發入學說明會：110/7/20（二）

A、「導師說明會」09:00~10:30第二會議室。

B、「畢業生及家長說明會」10:00~11:00禮堂。

C、「導師時間」11:10~12:00高三各班教室。

（2）考試分發選填志願個別諮詢

A、時間：110/7/21（三）、110/7/22（四）

每日8:30~17:00

B、地點：輔導處。



四、諮商生活與輔導-一般性輔導

▪ 推動認輔制度推行。

▪ 高風險學生會議：109年8月27日（四）及不定期高風險個案會議。

▪ 教師輔導專業知能進修（教務處/ 學務處/輔導處）

（1）導師輔導知能研習：109/8/27（四）

（2）教師專業發展社群：109/9/1（二）、109/12/22（二）、109/12/29（二）

（3）特殊教育知能研習：每學期3小時



四、諮商生活與輔導-介入性輔導

• 實施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

• 實施高風險家庭篩選

• 社區資源運用：昕晴診所徐宏銘醫師到校服務時間：每個月第三週的星期四13:00~15:00。

▪ 高一新生定向輔導：12名同儕輔導員協助。

▪ 高關懷應屆畢業生轉銜

▪ 弱勢學生輔導：各年級各辦理1次升學輔導座談會。



五、其他

▪ 團體督導：

▪ 日期：109年10月15日（四）

▪ 督導講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郭麗安教授

▪ 學生助人技巧成長小團體：

▪ 109/8/13（四）~109/8/19（三）

▪ 編印輔導週報

▪ 定期維護更新輔導處網頁



四、提案一：
109學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草案）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

109學年度
第1學期

附件二：P.15~P.16



依據

▪家庭教育法第2條：本法所稱家庭教育，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
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其範圍如下：親職教育、子職教育、性
別教育、婚姻教育、倫理教育、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其他。

▪家庭教育法第12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

▪家庭教育法第15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
殊行為，應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並提供相
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



目的

▪透過非正式課程及活動設計，增進學生及家長家庭生活知能，
並健全學生身心發展，營造幸福家庭，以建立祥和社會。

▪提升教師親職溝通能力，增進學生家人關係及家庭功能之發揮。

▪針對學生推動「年輕世代婚姻教育」，以期鼓勵學生透過學習，
澄清個人對於親密關係、婚姻的信念，發展親密關係中溝通、
衝突解決等互動知能。

▪對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之學生家長，能及時提供相關家
庭教育諮詢、諮商或輔導。



實施對象、範疇及期程

▪實施對象：本校師生及家長。

▪實施範疇：如親職教育、子職
教育、性別教育、婚姻教育、
失親教育、倫理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
及其他家庭教育事項等。

▪實施期程：

109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

家庭教育

行政組織

與運作

家庭教育

諮商及諮

詢

家庭教月

宣導

家庭教育

課程與活

動



（一）成立行政組織及運作

▪ 成立家庭教育推動小組（以下稱本小組），設置要點另訂

▪ 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 制定家庭教育計畫，並將家庭教育活動列入學校行事曆。

▪ 設置家庭教育諮詢信箱及電話專線。

親職教育日



（二）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 每學年在正式課程外，實施4小時以上的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包含家庭
教育相關課程、研習、座談、個別輔導…）

▪ 性別講座- 109/11/20（五）「愛」的打鐵匠，談戀愛的美麗與風險（輔
導處）

▪ 家庭教育電影院-大法官

▪ 109年12月：親師教育講座（學務處）

▪ 110年5月：孝親家庭月（學務處）



（二）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

全校親師座談會暨108新課綱及110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

• 時間：109/9/19（六）

高三甄選入學家長說明會

• 時間：110/2/24（三）

高一選班群家長說明會

• 時間：預計於110年5月中旬辦理



（三）提供家庭諮商、諮詢及輔導

▪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
殊行為，立即通知其家長
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
之人，視情況進行家訪並
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詢、
諮商或輔導。



（三）家庭教育宣導

▪利用輔導週報、文華校訊、
本校網站或電子刊版等宣
導家庭教育。。



四、提案二：
109學年度生命教育月實施計畫（草案）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

109學年度
第1學期

附件二：P.17~P.18



依據、目標、實施對象及時間

▪ 一、依據：

（一）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年度作業計畫。

（二）本校生命教育實施計畫。

▪ 二、目標：

（一）增進學生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熱愛並發展獨特的生命。

（二）增加學生正向思考能力，勇於面對挫折，在逆境中仍能樂觀以對。

（三）引導學生關心生態、愛護環境，珍惜擁有的生活。

▪ 三、實施對象：本校學生。

▪ 四、計畫期間：109年10月1日~12月11日。



實施方式-生命教育的本質~愛.生命

輔導週報刊登

生命教育主題文章

10/1~10/31

「腦筋急轉彎」

影片賞析及討論

10/1~10/31



實施方式-生命教育的本質~愛.生命

我的情緒瓶子

彩色怪獸繪本

10/1~10/31

「生命教育書展」

主題書區的展示與規劃

12/1~12/11



實施方式-社會關懷~愛一直都在

▪微笑天使-同儕輔導（學科學習心得講座活動）



實施方式-樂活節能生活

▪10/13全校實施午餐素食。

▪推動資源再利用、回收做環保活動。

▪引導學生關心生態，與地球及其他生物健康生活。



實施方式-成為她的幕後英雄

▪100個女孩生命教育分享



五、臨時動議

109學年度
第1學期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



六、主席結論

109學年度
第1學期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輔導工作暨家庭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