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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家庭教育推動小組暨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議程 

壹、時間：108年 6月 10日（星期一）12：10 

貳、地點：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何富財校長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記錄：林詠昌老師 

陸、會議程序 

一、 主席致詞：  

二、 家庭教育工作成果重點報告：107學年度家庭教育活動成果請詳閱附

件一。 

三、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重點報告：107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成果請詳閱

附件二。 

柒、臨時動議： 

捌、主席結論：  

玖、散會（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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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7學年度家庭教育推動執行成果 

一、 計畫目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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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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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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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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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實施對象：本校師生及家長。 

三、 實施期程：107年 8月 1日至 108年 7月 31日。 

四、 本期程實施工作項目： 

（一）成立行政組織與運作：（各處室） 

1.成立家庭教育推動小組（以下稱本小組），設置要點另訂。 

2.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3.制定家庭教育計畫，並將家庭教育活動列入學校行事曆。 

4.設置家庭教育諮詢信箱及電話專線。 

（二）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教務處特教組、學務處、輔導處、圖書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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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家庭教育

相關課程、研習、座談、個案輔導或其他）： 

（1）辦理性別平等學生講座：107年 12月 7日（五）午休時間，講題：高中

生戀愛與分手，講師：亞洲大學心理系吳信輝教授，參加人數 92人。 

（2）鼓勵學生閱讀家庭教育系列書籍與影片賞析（圖書館）。 

2. 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 

（1）全校親師座談會：107/9/15（六）辦理全校親師座談會，進行親師雙向溝

通。 

（2）高三甄選入學輔導家長說明會：108/2/25（一）晚間辦理，除了讓高三家

長理解選填志願策略外，並說明此階段孩子的內在需求及壓力紓解，分享

親子互動技巧，增強親職效能，共計 180位家長參加。 

（3）高一選課選組家長說明會： 108/4/19（五）辦理，提供家長認識孩子的

興趣及能力發展，俾利親子間能充分討論未來的生涯決定，共計 250位家

長參加。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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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家庭教育專案活動：108/5/24（五）第 6-7節辦理合作教育之孝親家庭月

口琴合唱比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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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諮詢或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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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視情況進行家訪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詢、

諮商或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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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學生輔導工作執行成果 
 

※【107學年度工作成果重點報告】： 

一、辦理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一） 107/8/30-9/7友善校園週（學務處）。 

（二） 107/9/24-9/28敬師活動（學務處）。 

（三） 推動服務學習（輔導處/學務處）： 

1. 辦理微笑天使-同儕輔導員成長團體：107/8/13~107/8/17。 

2. 微笑天使-同儕輔導員輔導活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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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同

儕輔導員 14人協助有需要的高一學生，適應高中學習生活，本活動上學期參與

的高一學生共計 16人；下學期參與的高一學生共計 16人。 

(2) 學科學習心得分享講座：107/10/17-107/10/23，共計 5場。 

(3) 107學年度同儕輔導員甄選 108學年度同儕輔導員甄選：辦理初、複選活動，

共 35名學生報名，甄選 14名學生另於暑期辦理助人團體訓練課程。 

3. 社團服務學習： 

(1) 社團時間：展望社（老人院、家扶中心服務）。 

(2) 寒暑假期間，至偏遠小學課業輔導-康輔社、扶少團、青愛社。 

（四） 推動 10月生命教育月系列活動（輔導處/學務處/圖書館）： 

1. 生命教育月活動： 

主題 活動 內容與核心理念 期程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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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31 輔導處 

大家話生命 

透過輔導週報徵稿方式，引導學

生思考「生命是什麼?」、「生命

的意義?」、「如何讓生活更美

好?」，讓學生可以思考生命的價

值與人生的意義，並進一步思考

如何讓生活(社會)更美好。 

10/1-10/31 輔導處 

道德思辨討論與社

會實踐 

引導學生道德思辨，省思何謂好

壞、對錯，並進一步思考如何從

生活中做些什麼改變，讓社會更

美好。 

10/15-10/26 
教務處 

輔導處 

社會關懷 -愛
微笑天使-同儕輔導
（學科學習心得講

訓練學生同理心與社會參與，鼓 10/17-10/23 輔導處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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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在 座活動） 勵學生關懷及服務他人。 

培養堅韌的生

命力 -給逆境

按個讚 

「記錄」憂鬱防治影

片賞析與討論 

培養學生挫折容忍力，學習因應

負向情緒，增加正向思考之能

力。 

10/29-11/9 
教務處 

輔導處 

那一年我曾讀過的

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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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11/21 圖書館 

樂活節能的生

活 
樂活節能的生活 

1.10/26全校實施午餐素食 

2.推動資源再利用、回收做環保

活動。 

3.引導學生關心生態，與地球及

其他生物健康生活 

10/22-10/26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衛生保健組 

 

（五） 推廣心理健康活動及憂鬱自傷防治：107/10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施測：透過測驗結

果解釋，協助學生能覺察自我情緒狀態，及如何陪伴關懷他人，並學習提高挫折容

忍力、正向思考能力。 

（六） 鼓勵學生閱讀生命教育系列書籍與影片賞析（圖書館）。 

（七） 辦理「優良圖書展」推薦閱讀活動（圖書館）。 

二、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一）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1. 學生部分：學生手冊、朝會/週會（學務處）。 

2. 教職員部分：新進教職員、社團指導老師（人事室/輔導處/學務處）。 

3. 家長部分：親師座談會手冊（輔導處）。 

（二）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教學。 

（三）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學生宣導：運用 12月份生命教育課程進行 2小時課

程討論。 

（四） 辦理性別平等學生講座：107年 12月 7日（五）午休時間，講題：高中生戀愛與

分手，參加人數 92人。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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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生涯輔導活動： 

（一） 高一 

1. 新生定向輔導：8-10月份，配合新生訓練及生命教育課程辦理（學務處/教務處/

輔導處）。 

2. 生涯資訊介紹（輔導處）：配合生涯規劃課程辦理。 

(1) 多元入學制度簡介。 

(2) 大學十八學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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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檔案準備輔導。 

(4) 生涯資源網 

3. 選組輔導（輔導處/教務處）： 

(1) 高一各班實施高一性向測驗與興趣測驗施測與解釋。 

(2) 選課選組介紹。 

(3) 選組說明會： 

導師及任課老師說明會：108/4/16（二）12：10-13：00，參加人數 48人。 

家長說明會：108/4/19（五）晚上 18：30-21：00，參加人數約 250人。 

(4) 學長姐選組經驗分享：二場次共 128人次參加。 

社會組：辦理時間 108/5/2（四）中午，參加人數 56人。 

自然組：辦理時間 108/5/3（五）中午，參加人數 72人。 

(5) 選組個別諮詢。 

4. 辦理學科學習心得講座：107/10/17（三）-107/10/23（二），連續辦理「學科學

習方法」（數學物理、社會、國文作文、化學生物、英文）五場講座，由高二同

儕輔導員從自身的學習經驗，分享自己的讀書方法、時間管理給高一學弟妹，及

現場 Q & A互動，共計 232人次參加。 

(1) 10/17（三）國文、作文 

(2) 10/18（四）化學、生物 

(3) 10/19（五）歷史、地理、公民 

(4) 10/22（一）數學 

(5) 10/23（二）英文 

（二） 高二 

1. 轉組生輔導（輔導處）。 

2. 學業低成就學生輔導：每次期中考後，追蹤輔導學業低成就學生（輔導處）。 

3. 辦理大學校系介紹系列講座（輔導處），本學年共計辦理 18場次校系介紹。 

(1) 9/27（四）英國校系 

(2) 9/28（五）日本早稻田大學 

(3) 10/2（二）香港理工大學 

(4) 10/4（四）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 

(5) 10/5（五）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 

(6) 10/18（四）台北大學會計系/通訊工程系 

(7) 10/25（二）逢甲大學電資普渡學位學程 

(8) 10/30（一）中國醫藥大學藥用化妝品系 

(9) 11/9（五）香港嶺南大學 

(10) 12/6（三）政治大學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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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6（三）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系 

(12) 3/7（四）臺灣科大不分系及工程學院 

(13) 3/11（一）中國醫學大學醫檢放射及生科 

(14) 3/12（二）中興大學動物科學 

(15) 3/14（四）警察專科學校 

(16) 3/15（五）中央警察大學 

4. 大學參訪活動：107/11/3（六）帶領學生參加政治大學包種茶節活動，共計 42

位師生一同參訪。 

5. 職涯講座：107/11/8（五）辦理「廣播主持人甘苦談」講座，向學生介紹廣播主

持人的工作內容、薪資、職場概況等，共計 79位學生參與。 

6. 學長姐甄選入學經驗分享座談會（輔導處）：辦理 4場次。 

(1) 108/4/23（二）：繁星推薦學長姐學習經驗分享：305曾俐寧-臺大外文學系、

317劉翰東-中國醫牙醫學系。 

(2) 108/5/21（二）：國外大學學長姐申請入學經驗分享：306許紘瑄-薩凡納藝術

設計學院（SCAD）、317蔡景全-美國 3所大學(綜合型大學+醫藥型大學) 

(3) 108/5/22（三）：自然組學長姐申請入學經驗分享： 310蔡佳齡-成大醫學檢驗

生物技術學系、310陳姿穎-北醫牙體技術學系、319 江茗為-中國醫醫學系 

(4) 108/5/29（三）：社會組學長姐申請入學經驗分享：林珮瑢學姊-政治大學傳播

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社會組)/政大日本語文學系/政大外交學系 

（三） 高三 

1. 高三晚自習課業輔導：18：30-20：00（教務處）。 

(1) 英文科退休教師謝茜宇老師 

(2) 化學科梁玉龍老師 

(3) 數學科林煜家老師 

2. 高三升學學習講座（教務處/學務處）：  

(5) 國文講座—高三學測升學講座(107/10/26，14：15-16：05，地點：五樓演講廳) 

(6) 英文講座—如何準備學測英文(107/11/9，14：15-16：05，全體高三學生參加，

地點：禮堂)  

3. 高三升學輔導系列活動（輔導處）： 

(1) 高三班級輔導：暑期輔導課期間辦理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審查資料準備方向、

生涯資源探索介紹及實施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2) 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結果發送： 9月初將個人測驗結果與解釋發送給高三同

學及導師參考。 

(3) 「我的高三生活」--學長姐經驗傳承講座：辦理 2場次，約共有 112人次參與。 

107/8/13（一）中午：自然組學長姐-何任凱、黃湘婷、蔡汝蓉分享，參加人

數 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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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15（三）中午：社會組學長姐黃于宸、謝沛馨、彭珉琦 

分享，參加人數 9人。 

(4) 107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導師說明會：107/9/12（三）中午。 

4. 大學甄選入學輔導系列活動（輔導處/圖書館）： 

(1) 108/1/28（一）甄選入學備審資料準備學生說明會（圖書館）。 

(2) 甄選入學選填選填志願說明會 

班級經營-導師說明會：108/2/23（六）中午 12：00-13：00，參加人數 23

人。 

學生說明會：108/2/25（一）上午 10：00-12：00，參加人數約 700人。 

家長說明會：108/2/25（一）晚上 18：30-21：00，參加人數約 300人。 

(3) 甄選入學選填志願個別諮詢。 

(4) 個人申請面試輔導講座 I：108/3/15（五）14：15-16：45，參加人數約 94人。 

(5) 個人申請面試輔導講座 II: 108/3/29（五）14：15-16：45，參加人數約 168

人。 

(6) 個人申請審查資料製作輔導。 

(7) 個人申請模擬口試活動：108/4/1（一）-108/4/12（五），共辦理 22場次各學

群模擬面試，參加人數約 297人。 

(8) 個人申請網路登記志願說明會：108/4/26（五）第 8節，參加人數約 66人。 

5. 大學考試分發選填志願-導師及學生/家長說明會，108/7/19（五）上午。 

(1) 108/7/19（五）上午 09：00-10：30導師說明會(地點：第二會議室)。 

(2) 108/7/19（五）上午 10：00-11：00畢業生及家長說明會(地點：禮堂)。 

(3) 108/7/19（五）上午 11：10-12：00導師時間(地點：高三各班教室)。 

（四） 青少年儲蓄專戶： 

1. 輔導週報、本校網站、生涯規劃課程及親師座談會進行宣導。 

2. 107/10/24（三）辦理學生說明會。 

3. 107/12/13（四）青少年儲蓄帳戶執行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 

4. 108/3/18（一）青少年儲蓄帳戶執行小組第二次工作會議暨參加學生、家長及導

師說明會。 

5. 本學年度共計 5名應屆畢業生參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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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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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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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鼓勵學生閱讀生涯規劃系列書籍與影片賞析（圖書館）。 

四、辦理家庭暨親職教育活動 

（一） 辦理親職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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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校親師座談會：107/9/15（六）分上、下午兩場次辦理，全校學生家長計約

1,192人報名參加。 

2. 高二高三家長 108年度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107/9/15（六）下午 13：30-17：

00辦理，參加人數約 584人。 

3. 高三家長甄選入學說明會：108/2/25（一）晚上 18：30-21：00，參加人數約

180人。 

4. 高一家長選組說明會： 108/4/19（五）晚上 18：30-21：00，參加人數約 250

人。 

5. 考試分發高三學生及家長說明會：108/7/19（五）上午 10：00-11：00。 

五、諮商與生活輔導： 

（一） 輔導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1. 107年 10月 5日（五）：校園危機處理與處遇。 

2. 107年 10月 26日（五）：108課綱學生生涯諮詢評估與抉擇。 

3. 107年 11月 2日（五）：人格違常之高風險個案案例討論。 

4. 107年 11月 29日（五）：人格違常之高風險個案辨識與處遇。 

（二） 推動認輔制度：本學年共 23位老師擔任認輔教師，協助學生 29人（上學期遴聘 12

位老師擔任認輔教師，協助學生 15人；下學期遴聘 11位老師擔任認輔教師，協助

學生 14人。） 

（三） 個案諮商工作：本學年度澔學系統學生輔導統計（於 6/3前進行統計）： 

 

（四） 進行特殊個案通報： 

1. 自殺防治中心（高二 1件、高三 1件）。 

2. 兒少保護類通報及輔導（高一 2件）。 

（五） 召開高關懷個案會議：二年級：3次。 

（六） 團體督導：承辦 108年度臺中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方案六：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增能研習暨團體督導，共計 25人參加。 

1. 督導講師：昕晴診所徐宏銘醫師。 

2. 前導課程：4/22（一）。 

3. 團體督導：5/13（一）、5/27（一）及 6/17（一）。 

（七） 社區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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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昕晴診所徐宏銘醫師到校提供服務，提供學生或家長諮詢。本學年共諮詢 10

人次（上學期諮詢 4次，6人次；下學期諮詢 4次，4人次）。 

2. 臺中市教育局學生輔導資源中心之輔導員提供服務，本學年共提報 1名學生。 

（八） 辦理高一各班新生定向輔導，由高二同儕輔導員 14人協助有需要的高一學生，適

應高中學習生活，本活動上學期參與的學生共計 16人；下學期參與的學生共計 16

人。 

（九） 辦理高關懷應屆畢業生轉銜：於 108/5/15（三）召開轉銜會議，本學年度共計 5位

應屆畢業生辦理轉銜。 

（十） 弱勢學生輔導： 

1. 辦理高三原住民學生升學輔導座談會：107/12/27(一)午休，共 9位學生參加。 

2. 辦理高二原住民學生升學輔導座談會：107/10/2(二)午休，共 14位學生參加。 

3. 辦理高一原住民學生升學輔導座談會：107/11/6(二)午休，共 11位學生參加

108/4/3(三)午休，共 12位學生參加。。 

六、辦理學生成長團體：同儕服務學習團體-「微笑天使」成長團體：帶領人洪家慧老師，活

動時數 10小時，高二學生 14人參加。活動期間：107/8/13（一）-107/8/17（五）。 

七、定期維護更新輔導處網頁。 

八、每週編印輔導週報，宣導相關議題（生命、生涯、性別、家庭教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