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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會議議程 

時間：110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中午 12:20~12:40 

地點：弘道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李立泰校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 上次會議決議及列管事項： 

案由：增訂本校「110學年度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請討論。 

決議與執行：照案通過，並依議決結果執行完成。 

貳、 主席報告： 

參、 工作報告： 

一、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家庭教育執行情況： 

（一） 召開各項工作委員會：110.03.31召開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會議，並強化

家庭教育工作之推展。 

（二） 結合班會討論議題：與學務處合作，於班會安排家庭教育相關議題討

論。 

（三） 融入相關學科教學：結合相關科目教學，將家庭教育相關議題融入教

學。 

（四） 宣導相關議題資訊：利用刊物與網頁宣導家庭教育相關議題。 

（五） 實施家庭教育諮商：針對校內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家庭實施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機制，並提供家長相關家庭資源輔導網絡資訊。 

（六） 落實三級預防機制：本學期預計利用各種會議提供各項專業輔導資訊，

協助師生處理各項問題，必要時提供轉介與治療資訊，協助有較嚴重適

應問題之學生。 

（七） 辦理志工服務學習：輔導室服務學習小團體及親善大使培訓與服務，培

養參與成員對於生命相關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1. 帶領輔導室紫風箏志工服務團小團體培訓，110.04.30至伊甸舊衣回

收站參訪服務，培養學生服務的人生觀。 

2. 親善親善大使協助支援各項活動之辦理。 

（八） 鼓勵參與相關研習：推薦教師參加家庭教育有關之研習活動及提供相關

資訊予教師參酌。 

二、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教育推行工作重點： 

（一） 延續辦理志工服務學習，整合親善大使及紫風箏專業志願服務團，除例

行活動與服務外，預計辦理 1 場校外服務或者機構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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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教職員家庭教育知能研習：辦理兒少保及相關輔導知能研習，增進

教職員對兒少保事件的認知與處遇能力，以利學生輔導工作之推展。 

（三） 結合新住民學習中心課程辦理親職教育與社區教育講座。 

（四） 實施家庭教育諮商：針對校內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家庭實施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機制，並提供家長相關家庭資源輔導網絡資訊。 

（五） 加強弱勢族群之輔導與協助。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定本校「生命教育及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請討論。 

說 明：（詳見資料第 3~9頁）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一、 逐年整理家庭教育影片學習單，提供相關任課老師參酌應用；並加強各項資

源之宣導。 

二、 加強升學進路宣導，增進學生的認知。 

陸、 散會：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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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 協助學生建立正確人生觀，陶冶健全的人格。 

二、 增進親師生對相關家庭教育知能的了解，並協助對相關資源的運用及管理。 

三、 增進學生了解自己對家庭應有的態度與本份，期能提升子職教育。 

四、 提供父母教養子女相關諮詢服務，期能提升親職知能，與學校合作，營造良

好良好成長環境與氛圍。 

五、 結合學校、家長會與社區資源，推展家庭教育及親職教育，以提昇家庭教育

功能。 

貳、策略 

一、 成立家庭教育執行小組，規劃與執行家庭教育相關工作計畫。 

二、 成立家庭教育議題教師專業社群，增進教師家庭教育與融入教學的知能。 

三、 透過教師之教學融入，激發學生對生命與家庭之重視，進而發揮愛己、愛人

之精神。 

四、 針對家庭教育優先服務對象，提供個別化家庭教育輔導課程。 

五、 統整全校組織運作模式，落實三級預防工作，充分發揮輔導學生功能。 

參、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組織 

一、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成員（如附件） 

（一）主任委員：校長。 

（二）執行秘書：輔導主任。 

（三）執行委員：行政人員代表四位、教師代表三位、家長代表一位。 

二、職責 

（一）主任委員：召集並督導「家庭教育執行小組」執行活動事宜。 

（二）執行秘書：規劃有關與「家庭教育」各事項之執行事宜。 

（三）行政人員代表：規劃與協助家庭教育有關之行政、活動事宜。 

（四）教師代表：協調、規劃、蒐集各科有關家庭教育之資料，協助教師群編

製課程與融入教學。 

（五）家長代表：協助學校推展家庭教育相關理念與活動。 

三、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組織架構 

 

 

 

 

 

執行秘書（輔導主任） 

行政人員代表 

教師代表 

主任委員（校長） 

 

召集並督導「家庭教育執行小組」與執行活動事宜 

 

規劃有關與「家庭教育」各事項之執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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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作重點 

一、召開「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會議」會議，擬定工作計畫，推展有關家庭教育各項

工作。 

二、結合本校行政組織，建構健全、多元、高效率的家庭教育執行機制。 

一、 設計班會討論題綱，落實家庭教育於學生的日常學習活動中。 

二、 運用週會時間，對全體學生安排以家庭教育為主題的專題演講與活動。 

三、 運用各科教學研究會期初會議，鼓勵教師共同研究發展，改進教材教法，並

將家庭教育理念融入教學歷程中以提昇教學品質。 

四、 實施家庭教育諮商：針對校內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家庭實施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機制，並提供家長相關家庭資源輔導網絡資訊。 

五、 透過輔導刊物文宣，傳播家庭教育概念。 

六、 運用憂鬱症宣導短文等資料，加強學生心理衛生管理。 

七、 善用家庭教育的研習機會，安排有關教師前往參加，以提昇本校教師的家庭

教育知能。 

八、 提供各班導師「自我傷害檢核表」，以利導師瞭解學生的身心適應狀況；必要

時，轉介輔導室對學生進行個別輔導。 

陸、實施內容 

活動項目 實施內容 時  間 參加對象 承辦單位 

一、召開「家庭教

育執行小組」

會議 

擬定及推動本校家庭教育實施

計畫。 
110.09.14 

行政人員代表 

教師代表 

輔導室 

輔導室 

二、融入各科教

學，實施家庭

教育相關課程 

接合各科教學研究會，邀請各科

於教學活動中融入家庭教育議

題，實施家庭教育的相關課程教

案。 

全學年 

各教學研究會 

教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 

輔導室 

三、班會討論 1.於班會課討論題綱中加入家

庭教育相關議題，並由導師引

導學生討論，探討生命與家庭

的意義和價值等議題，讓孩子

省視自己存在的價值，重建自

我意識，學得如何更愛己及

全學年 全體學生 
學務處 

輔導室 

 

規劃與協助家庭教育有關之行政、活動事宜 

協調、規劃、蒐集各科有關家庭教育之資料，協助

教師群編製課程與融入教學 

家長代表 協助學校推展家庭教育相關理念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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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四、專題演講與研

習 

1.學生部分：家庭教育宣導活動 

2.教師部分：兒少保相關法令介

紹 

3.鼓勵教師參與有關家庭教育

研習活動。 

4.家長部分：代間教育、親職教

育。 

班會週會 

導師會議 

各項會議 

全學年 

 

110.12.14 

全學年 

全體學生 

 

全體導師 

全體教師 

 

全體教師 

家長、老師 

輔導室 

 

輔導室 

輔導室 

 

輔導室 

五、志工學習服務 1.辦理志工學習及服務活動，增

進全校師生對志工服務學習

之認識。 

2.辦理志工服務護照認證，鼓勵

全校學生藉由服務他人，達到

自我成長與多元學習的目的。 

全學年 

全體師生 

 

 

全體學生 

 

 

學務處 

輔導室 

圖書館 

六、體驗活動 1.教師節敬師活動。 

2.辦理防震防災演習活動。 

2.辦理工業安全衛生活動。 

3.求職防騙測驗。 

4.捐血活動。 

5.志工服務。 

全學年 

全學年 

110.09 

110.12.10 

110.12.24 

110.10.15 

全校學生 

全校學生 

全校學生 

一年級學生 

二三年級學生 

一二年級學生 

學務處 

學務處 

實習處 

實習處 

學務處 

輔導室 

七、家庭教育議題

教師專業社群 

1.家庭教育議題講座。 

2.家庭教育議題融入教學經驗

分享。 

上學期 

上學期 

教師 

教師 

輔導室 

輔導室 

八、分發家庭教育

主題宣導資料 

1.不定期發給各班家庭教育等

相關文宣資料。 

2.於輔導室網頁宣導。 

全學年 全校師生 輔導室 

九、自我傷害防治 1.由導師提供名單，篩選出自我

傷害可能性高的學生群，進行

追蹤輔導。 

2.自我傷害防治手冊或心理健

康資訊的宣導。 

3.對有憂鬱症或自我傷害傾向

的學生，視個案需要定期召開

個案研討會配合各處室、導師

及家長、社會機構力量共同輔

導。 

4.嚴重個案轉介心理師、社工師

或醫療機構並持續追蹤輔導。 

5.針對校內重大違規或特殊行

全學年 

學生 

 

 

全校學生 

 

學生與導師 

家長 

 

 

 

 

學生 

輔導教師 

 

學務處 

輔導室 

 

輔導室 

 

輔導室 

 

 

 

 

 

社區心理

衛生機構

及醫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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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家庭實施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及相關宣導。 

 

輔導教師 

教官 

構 

輔導室 

教官室 

十、親職教育 1.辦理家長日親師座談。 

2.辦理親職教育講座。 

3.辦理升學進路講座。 

110.09.25 

110.08-12 

110.01.06 

全校學生家長 

全校學生家長 

高三學生家長 

全校 

輔導室 

輔導室 

十一、影片欣賞 1.天堂赤子心（小孩與動物相處

表現的赤子之心） 

2.用腳飛翔的女孩（蓮娜瑪麗亞

寫真） 

3.心靈捕手（年輕清潔工與數學

教授的故事） 

4.有你真好（小孩與獨居外婆相

處的故事） 

5.十七歲的冬天（憂鬱症防治） 

6.下一次的微笑（憂鬱症防治） 

7.當旋律再起（憂鬱症防治） 

8.記錄（一段不被接受的感情讓

他落入憂鬱的漩渦） 

9.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自

我概念） 

10.想飛的鋼琴少年（生命態度

與抉擇） 

11.街頭日記（師生關係與人際包

容） 

12.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生

死教育） 

13.回家（寬恕與救贖） 

14.飛行少年（自我概念的重建） 

15.扭轉未來（自我修正與覺醒） 

16.十月的天空（夢想實現） 

17.明日的記憶（重症病人與家

屬親友之互動） 

18.堅持~蕭建華-最後一堂生命

的課-相信生命價值的奇蹟

（生命的堅持） 

19.生命教育～七、八年級最重

要的一門課（生命教育） 

20.師父（生命與文化之傳承） 

21.幸福便當（自我探索與肯定） 

全學年 學生 

輔導室 

教務處 

學務處 

圖書館 



 

  

7 家庭教育執行小組 

活力．專業．多元．創新 

New Taipei Municipal San-Chung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校址：24162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  02-2971-5606 

 

110 學年度 

22.蒐藏生命風景（生死教育） 

23.生命最後一個月的花嫁（生

死教育） 

24.母愛 20紀錄片～母愛天空下

（特教與母愛） 

25.水蜜桃阿媽（隔代教養與生

命教育） 

26.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生命

的堅持） 

27.生命教育宣導短片---生命

的樂章（生命教育） 

28.黑暗中追夢（視障人士努力

追尋自我） 

29.扶桑花女孩（自我追尋與肯

定） 

30.飛躍 101～生命教育學科中

心 101年度教學資源光碟（1

套 3片） 

31.大愛劇場：我的寶貝（器官

捐贈） 

32.赤子心師生情影集（一套 8

片，親子、手足家人關係探

討）  

33.派特的幸福劇本（生命的修

復與人生觀） 

34.幸福雙贏（人際互動） 

35.純真 11歲（母愛與友愛） 

36.幸福在身邊（家庭教育） 

37.第 7 日的奇蹟（動物保護） 

38.愛情無全順（情感教育） 

39.比天堂更近的美麗（生死教

育） 

40.馬拉松小子（特殊教育） 

41.逆轉人生（人生親情與友情

本質） 

42.叫我第一名（特殊教育與自

我肯定） 

43.一閃一閃亮晶晶（特殊教育） 

44.時間遺忘的天使（特殊教育） 

45.攻其不備（生命堅持與自我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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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星星的孩子（特殊教育與生

命價值） 

47.我的名字叫可汗（特殊教

育、面對人生的態度與堅持） 

48.雪季過客（特殊教育與生死

教育） 

49.阿甘正傳（特殊教育與生命

價值） 

50.喜福會（生命的傳承與自我

突破） 

51.關鍵少數（性平、生涯、自

我概念） 

52.天才的禮物（家庭教育、特

殊教育） 

53.老師你會不會回來（師生互

動、班級管理、自我追尋） 

54.幸福路上（生命教育、自我

追尋） 

55.為了與你相遇（生命教育） 

56.奇蹟男孩（特殊教育、生命

教育、自我追尋與肯定） 

57.動物方城市（多元文化、自

我肯定） 

58.進擊的鼓手（師生互動、自

我追尋、克服困難） 

59.飛躍奇蹟（生命教育、自我

追尋與肯定） 

十、危機處理 1.建置危機處理機制與標準作

業流程。 

2.辦理相關主題之專題講座，提

升教師面對危機學生之輔導

知能。 

全學年 全體教師 
學務處 

輔導室 

柒、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捌、本計畫經家庭教育執行小組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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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委員名單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性別 

主  任  委  員 李立泰 校長 男 

委員兼執行秘書 葉玫玲 輔導主任 女 

委          員 蔡恒光 教務主任 男 

委          員 劉岳明 學務主任 男 

委          員 李文祥 圖書館主任 男 

委          員 林聯華 進修部校務主任 男 

委          員 鄭美蘭 教師代表 女 

委          員 葉貴興 教師代表 女 

委          員 廖俊銘 教師代表 女 

委          員 待聘 家長代表  

 

男女性別比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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