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學年度第1學期 輔導處輔導組 期初校務會議業務報告 

**感謝高中部各班協助逸仙堂週會會場椅子之布置及歸位。之前已協助布置會場椅子的班級

計有高301、高302、高303、高304，故本學期高中部各年級分別從高305、高201及高101

依序協助。 

一、學生講座與活動：  

場次 時間  主題  講師  對象  地點 

1.  
9/13 

07:30-09:00 
生命教育講座 

莊靜潔小姐 

『點亮生命微光』

作者 

八年級 逸仙堂 

2.  
11/8 

08:10-09:00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兩性交往、性侵害及性騷擾

防治 

江堅誠先生 七年級 逸仙堂 

3.  9/30-12/23 生命教育--心靈早餐 
慈濟大愛媽媽爸

爸 
七年級 各班教室 

4.  
每週三下午

自修課 
得勝者課程 得勝者課程 

703,709, 

711,715 
教室 

 

二、「愛心列車」活動將持續辦理，敬請各班、行政單位、社團，確認導師或任課老師ㄧ位

隨行，向輔導組提出申請。 

 

三、辦理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場

次  
時間  主題  講師 對象  地點 

 
8/25 

9:00-11:00 

兒少保護、性侵害性

騷擾防治相關法律

問題與班級經營 

尤美女律師 全體教職員工 
圖書管6

樓 

1.  
9/8 

9:00-12:00 
個案專業督導 

許濰素老師 

(焦點解決專家—重金

禮聘，敬請把握) 

輔導教師參加 

老師自由報名 

輔導處2

樓團輔室

2.  
10/13，10/20  

9:00-12:00 
療心卡研習   周詠詩老師 

輔導教師參加 

老師自由報名 

輔導處2

樓團輔室

3.  
11/25 

9:00-16:00 

藝術治療親師工作

坊part3 

吳明富老師 

(廣受參加過同仁

好評，啟發甚多) 

輔導教師參加 

老師自由報名 

輔導處2

樓團輔室

四、藝術治療工作坊進階班:繼上學年2系列課程之後，廣受老師的好評，啟發甚多，這學期

仍安排由臺北市立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系助理教授，吳明富老師開進階班，歡迎同仁報名。 

五、心理師規劃：持續聘請曾雪美心理師擔任本校心理師，請有需要轉介個案的導師與輔導

老師或輔導組聯絡。  

六、中輟生復學暨高關懷會議於9/9舉行，高關懷課程將規劃於9/12開始，於12/30結束。 

七、家長研習：  



1. 親職教育：持續辦理本校第18期親職成長班，於100.9.27-100.12.20期間之週二

13:30-16:00辦理，共計規劃12次上課，敬請鼓勵家長參加。  

2. 持續辦理「家庭教育親職陪伴研習」，歡迎鼓勵家長參與校園認輔工作。  

八、認輔制度:  

    本學期就導師推薦認輔學生名單，請導師轉發給學生填寫我喜歡做的事問卷，就學生喜 

    歡的任課教師配對認輔教師，排定後再行召開認輔會議說明本學期認輔工作事項。  

九、推動學校志工隊服務 

    感謝由陳明月志工隊長領導本校共130位志工分1.行政服務組 2.交通導護組  

    3.環保綠化組 4.圖書服務組 5.諮商輔導組 6.衛生保健組 7.導護商店組 8.校安維護

組 9.資訊服務組 10.器材管理組 11.閱讀服務組 12.環保資源回收 13.社區文化 

    等13組志工，熱心從事校園各項服務。 

十、「推動學校兒同及青少年保護機制線上學習課程」(http://ups.moe.edu.tw) 全校老師

及行政人員務必於100年12月月31日前，上網登錄學習，每人至少1小時。教育局及教育

部將於年底統計，列入督導及訪視項目。 操作方式: (http://ups.moe.edu.tw) ，請於

畫面點選『課程總覽』，並將課程性質選為「兒少保護教育研習類」線上修課。 

十、兒少保護及家暴性侵防治宣導:100.1.1關於兒少保護、高風險家庭與性侵害通報都有新

的表格，有需要的老師可以直接與輔導組聯絡，或上本校輔導處網頁上直接下載使用。 

十一、憂鬱自傷，是可以預防的，所以老師覺得是危險個案請與輔導處聯絡，或學校首頁『友 

      善校園學輔專區』有表格可以下載。 

 

http://ups.moe.edu.tw/
http://ups.moe.edu.tw/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 輔導處資料組 期初校務會議業務報告 

一、請導師與輔導教師協助建置學生基本資料。 

1. 100 年 9 月建置七年級新生輔導資料A、B表，補登八、九年級輔導資料A表。101 年 3

月起七年級A表進行網路資訊化作業。（為提升輔導成效，請各班輔導教師於8/31-9/14

止閱畢舊生輔導資料B表，僅訂於9/15（四）中午發還各班導師。） 

2. 100 年 9 月進行單（寄）親暨隔代教養學生家庭背景資料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請班

級輔導教師於100.9.9（五）前將問卷繳回輔導處資料組。 

二、編輯各類輔導刊物，請導師鼓勵學生踴躍投稿。 

1. 編輯家長日親職教育活動手冊（100 年 9 月）。 

2. 編輯輔導刊物「牽引」第 25 期，主編：廖怡然老師，12/31 出刊。 

三、實施國中生涯發展教育(生涯發展週 100/12/12-16 日) 

年

級 
重點 實施方式與策略 實施時間 活動地點 實施對象 

實施者/ 

帶隊教師 

生涯檔案(一)-- 

    新鮮人的我 

融入輔導活動 

教學課程 
各班教室 全體學生 

各班 

輔導教師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 

紀錄手冊 
七至九年級 各班教室 全體學生 

各班導師+

輔導教師 

新生智力測驗 

補施測 
9/5-9/9 

齊賢樓三樓

演藝廳 

新生入學 

未施測者 
李慧鈴組長

七

年

級 

自我覺察

與探索 

生涯公播-- 

百大人物生涯楷模 

生涯發展週

12/12-16 擇一 
各班教室 全體學生 李慧鈴組長

生涯檔案建置(二) 
融入輔導活動 

教學課程 
各班教室 全體學生 

各班 

輔導教師 

中學多元性向測驗 
9/19-9/30 

輔導活動課施測
各班教室 全體學生 

各班 

輔導教師 

八

年

級 

生涯覺察

與試探：

認識生涯

類群 職校參訪暨 

     職群探索活動 

生涯發展週

12/12-16 
各參訪高職 全體學生 

行政人員暨

各班導師 

生涯檔案建置(三) 
融入輔導活動 

教學課程 
各班教室 全體學生 

各班 

輔導教師 

生涯興趣量表測驗 
9/5-9/23 

輔導活動課施測
各班教室 全體學生 

各班 

輔導教師 

技藝教育學程 
9/14 開課 

每週三下午上課 

惇敘工商 

穀保家商 

東海高中 

已錄取 25 名 

已錄取 32 名 

已錄取 30 名 

劉治萍老師

李佳玲老師

陳美華老師

生涯專題講座 

生涯發展週

12/13(二) 

8：10-9：00 

逸仙堂四樓

大禮堂 
全體學生 江堅誠講師

九

年

級 

生涯探索

與 

進路選擇 

生涯公播--- 

高中(職)五專學校簡

介 

生涯發展週

12/12-16 
各班教室 全體學生 李慧鈴組長



※本校國中部技藝教育學程與鄰近高職（惇敘工商、穀保家商、東海高中）合作辦理，

各校帶隊導師，惇敘工商：劉治萍老師；穀保家商：李佳玲老師；東海高中：陳美華老

師，本學期課程自 100/9/14~12/28 止共計 16 週，於每週三下午上課。 

四、100 年 9 月進行本校畢業生升學與就業進路概況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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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年度第 1學期 輔導處特教組 期初校務會議業務報告 

一、特教宣導  

1.身心障礙學生篩選宣導：100.08.30  

2.校內特教宣導活動：100.08~101.01陸續辦理 

 

二、特教相關會議  

1.特教推行委員會：100.09  

2.啟智班期初家長座談及IEP會議：100.08.31 

3.資源班工作小組期初會議：100.08.31 

4.特教教師教學研究會：100.09、100.11、101.01 

5.普通班七、八、九年級身心障礙學生期初IEP會議：100.09 

6.啟智班期末家長座談及IEP會議：101.01 

7.資源班工作小組期末會議：101.01 

8.普通班七、八、九年級身心障礙學生期末IEP會議：101.01 

 

三、身心障礙學生福利服務 

1.特教相關專業服務： 

  物理治療、職能治療、語言治療、心理治療、聽能管理 

2.學障生有聲書、視障生大字書 

3.無法自行上下學之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服務： 

  交通津貼、租車接送 

4.身心障礙學生助理人員服務 

5.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金 

6.巡迴輔導教師：視障巡迴輔導、聽障巡迴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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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教組校外教學活動  

1.啟智班：預定100.10、100.11、101.01辦理 

2.資源班：預定100.11辦理  

 

五、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流程 

1.校內導師、任課教師、家長轉介（本學期請於10月17日前提出） 

2.特教組訪談與團體測驗初篩 

3.分派校內特教教師施測與鑑定 

4.提報鑑輔會確認特教資格 

5.決定服務或安置方式 

6.擬定與執行下一學期個別化教育計畫 

 

六、測驗與篩選  

1.七年級特教學生團體測驗：100.09 

2.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初篩團體測驗：100.11 

 

七、安排身心障礙學生認輔教師 

    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於個案在學期間輔導與協助其適應，並針對其學習、 

生活、考試評量、無障礙環境、福利服務等需求予以協助。 

 

八、資源班學生段考成績相關事項 

     100學年度及未來升學制度將擴大免試入學門檻，免試入學採計之標準為學

校定期評量成績。 

    資源班學生之段考評量成績原以資源班教師出題、分數以資源班上課比例為

計算方式，為因應100學年度及未來升學制度的改變，不致影響資源班學生之升學

權益，故於99學年度上學期第三次段考開始均回歸班級考試，試卷與成績計算均

以原班為主，平時成績則按資源班上課比例計算。  



兒少保護與性  
暴力防治宣導

報告人：丁振博主任
 資料整理：溫心瑜、王珮玲老師



家庭暴力防治宣導

•每個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是國家

未來的主人翁，每個人都有權利平安長

大，為自己的人生奮鬥。

• 但是並非每個孩子都能幸運遇到好的父

母或好的人，如何讓受暴的孩子遠離危

險？或者幫助他們改變受暴的情境？



什麼是家庭暴力


 

家，可以是溫馨的避風港，也可以是折磨人的
 傷心處！


 

家庭暴力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不
 法侵害之行為。



家庭暴力的類型

•身體上之不法侵害：推、踢、抓、咬…

•精神不法侵害

１言詞虐待：嘲笑、侮辱、威脅、恐嚇

２心理虐待：跟蹤、監視、不實指控、質問孩子

是誰的、錢怎麼花、冷漠…

３性虐待：強迫性行為、看色情片…



常見虐待兒童的行為

•對小朋友嚴厲體罰或故意傷害，致使受到傷害。

•對小朋友故意辱罵、恐嚇、威脅或限制行動等，造成心

理不良影響。

•用強迫、拐騙方式撫摸或碰觸小朋友身體隱私部位（如

胸部、屁股或大腿間），或要求小朋友碰觸大人的身

體。

•經常讓小朋友生活不正常，三餐不定，衣服骯髒，生病

不帶去看醫生，不讓小朋友上學，或把六歲以下之小朋

友單獨留在家中。



暴力會不會自動停止？



誰是家庭成員？誰是施暴者？
 家庭成員：含下列各員及其未成年子女

•配偶或前配偶

•現有或曾有事實上夫妻關

係

•現有或曾有家長家屬或家

屬間關係者

•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

系姻親者

•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

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 離婚後的前夫、前妻即

「前配偶」

•事實上夫妻即俗稱同居

•直系血親就是父母、祖父

母與子女

• 例如兄弟姊妹



父母不當管教─虐童











家暴婦訴心酸45萬網友送暖鼓勵

30歲的杜姓婦人穿著全身

紅衣，帶著孩子在河邊哭

泣，經民眾報警帶回，她

難過表示：「老公婚前就

打我，原以為結婚後他會

改，誰知道卻是噩夢的開

始。」



當你受到家庭暴力時，應先如何處理？

1.務必不要激怒施虐者。
2.儘量保護自己身上的重要部位（如頭、胸、眼睛、下體
等），避免讓施虐者攻擊到。

3.設法保住自己及家中小孩或老人的性命及安全。
4.想辦法順利從暴力現場脫身。
5.設法讓自己信任的他人（如家人或親戚或鄰居）得知你
目前的危險及困境。

6.事發後，儘量收集證據（如照片或診斷書或自己作成的
案發紀錄，記載何時、何地、何人遭受誰的施暴，事情
發生的過程）

7.向派出所110報案或到醫療院所驗傷或撥打婦幼保護專
線113尋求協助。







可能發生性侵害之情形：

＊性侵害也可能發生在男孩子之身上。

＊性侵加害人也可能是自己的朋友、師長、親
 戚、家長的朋友。

＊以物品引誘被害人到偏僻的地方。

＊假裝警察人員檢查，使被害人隨行到偏僻的地
 方。

＊假裝要被害人幫忙，使其單獨留下。

＊被害人一人獨行在偏僻的地方，而使歹徒認為
 可以下手。

＊公寓大廈的電梯、地下室、儲藏室等。



遇到性侵害如何逃脫


 

遭歹徒施暴時，保持冷靜，仔細評估打擊歹徒的利弊

得失及逃脫的機會如何(以保住生命為第一考量)


 

若無法立即逃脫時

＊採取低姿態降低對方警戒，再尋思可用的應變脫身策
 略。

＊表示自己正值生理期或有病在身，不方便。

＊表示有誠意，可先做朋友，或者表示希望


 

換個地點再說，將歹徒引至對你有利的地方，並可在
 過程中伺機脫困。



進入網址：http://ecare.moi.gov.tw  
或電話打113

家暴、 性侵害案件線上通報

http://ecare.moi.gov.tw/


學校首頁  
www.smsh.tpc.edu.tw

1.線上通報:關懷e起來

2.傳真通報:友善校園學輔專區
 ，有表格可下載



  兒少保護與教師責任  輔導處感謝 

一、目的：3-12 歲孩子是社會階層的弱勢，需要我們教師最大的照顧與關心。（逐年增加，每天平均約

有 50 個孩子受虐） 

二、兒少保護內涵：宣導防治、通報、調查評估、緊急安置、福利補助申請、資源轉介服務、家庭處遇

及重建等保護輔導服務，賴公私部門網絡合作，方能共竟其功。 

二、兒少保護的法令：兒童及少年福利法、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

制條例等，皆賦予老師「責任通報」的義務。 

三、通報流程：1.知悉事件 24 小時內依法進行責任通報及校安通報（教師要立即向輔導處、學務處或

113 責任通報，學校行政要立即進行校安通報及法定責任通報(高風險家庭管理中心)） 

四、怎麼通報：（1）家暴防治中心：電話:113 專線  （2）網路：http://ecare.moi.gov.tw/。 可直接 

              上學校網頁連結 

五、發生性侵及性騷擾事件時：（1）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啟動「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

理機制（2）依法調查處理，完成報告建議後，交學校依相關法令處置。（3）建立校內單一窗口，

紀錄處理過程，並主動回應媒體。 

六、導師配合輔導流程：（1）發現個案問題至教導處尋求諮詢服務（2）個案轉介後，教師協助安撫學

生情緒，陪伴給予支持，並儘速通報校方相關單位，且做好保密工作。◎協助提供學生相關資料。

（3）後續追蹤輔導-配合輔導處，依需要做長期追蹤瞭解工作。 

七、兒童受虐辨識指標—身體方面-皮膚瘀/挫傷：不同區域多處瘀傷、新舊傷雜陳有棍打或繩鞭或勒痕

◎皮膚燒燙傷：香煙、電熨斗等有明顯形狀或界限的燙傷◎皮膚咬傷：上犬齒齒痕間距超過 3 公分

為成人咬傷顏面傷害◎貓熊眼、眼皮腫脹、耳朵瘀傷、頭髮參差不齊或禿頭頭部傷害、腹部傷害、

骨折性侵。 

   ※疑似身體虐待：不明原因的瘀傷或傷痕、不明原因的燒燙傷或灼傷、不明原因的骨折或脫臼、行

為舉止異常、其他：內部臟器傷害、不尋常死亡等。 

     ※疑似性侵害：身體出現之狀況、行為舉止異常。 

   ※心理方面：疑似精神虐待：偏差習慣：如尿床、退縮行為、攻擊或欺負其他同學、情緒或智能發

展遲緩、容易自責、自我概念低落◎疑似疏忽：身體出現之狀況、行為舉止異常。 

八、兒童受虐辨識—行為--上課不專心、成績退步◎出現攻擊/挑釁行為、自我傷害◎逃家、逃學◎害

怕父母親，親子關係不佳 

   兒童受虐辨識—家庭--婚姻關係:婚姻衝突、離婚、同居◎身心健康:酗酒、吸毒、憂鬱症◎經濟情

況:失業、工作不穩定、負債◎居住情況：剛搬家、租屋。 

九、家庭暴力定義--家庭暴力-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精神上不法侵害之行為 

   ◎所謂的家庭成員包括下列成員及其子女：1.配偶及前配偶 2.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

屬間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4.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十、目睹兒童的定義--廣義：是指十八歲以下，目睹及受暴的兒童。狹義：目睹兒童是指直接看到、威

脅或沒有看到，但有聽到或在暴力過程中受到波及或捲入爭吵之中。國外將目睹兒童列為精神虐待

是屬於兒童保護個案。  

十一、性侵害定義--1.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 2.根據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性侵害可分為強制性與猥褻兩大類。 

                    ◎強制性交是指以暴力、脅迫、恐嚇等違反當事人意願之方式性交，而性交的 範疇

不僅是傳統上的陽具插入陰道，更包括：口交、肛交、手交、以異物插入生殖器官。換言之，只要

被害人的性器官被侵犯到，都算是性交。 

 ◎猥褻：則指行為人為了滿足性慾而對被害人從事的親吻、撫摸等令被害人不舒服的肢體接觸。 



十二、遭受性侵害之可能特徴：  

      一、身體變化：經常抱怨不清楚身體哪個部位庝痛 

         1.行走時,姿勢怪異 2.抱怨生殖器官疼痛 3.睡眠失調、精神不濟 4.身體出現不明的傷口或創

傷 

          二、行為變化：1.出現性早熟的言語或動作 2.對被觸摸的反應激烈 3.對自己或他人有傷害、攻

擊行為 4.難以集中精神學習,不易專心 5.有時出現出神、恍惚眼神 6.出現說謊、偷竊、蹺課、

逃家等行為 7.突然變得不敢一個人,需要人做陪 8.突然變得沉默安靜 9.不願換衣服，不願上

體能活動 

  三、情緒變化-1.情緒起伏不定 2.不明原因突然哭泣 3.懼怕某人或某一類型人 4.無故增添新的恐

懼感 5.害怕獨處、怕黑 6.憂鬱、沮喪、自卑 

十三、急需我們關心的高風險家庭—涵意：泛指極有可能發生兒少保護事件、家庭暴力或性 侵害事件

之家庭，本校均有列管及通報。  

十四、學校教育人員扮演的角色： 1.發現者 (了解常有的特徵)2.通報者：特定專業人員具有責任通報、

知會的義務。知會、通報的好處 3.協助者、支持者 4.陪伴者 

十五、兒少保護危機處遇之處理通則： 

    1.確保受害者人身安全。 

    2.檢視受害者目前可用的資源-通報主管機關◎專業人員有通報責任◎兒少保護問題極其複雜,跨

專業團隊及跨機構的合作，方能為受害案主提供完善的服務。◎社工及心理諮商的協助。 

 

 

             期望我們每個人都能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祝福大家健康快樂！  

 

 

 

通報: (1)家暴防治中心：電話:113 專線   

      (2)網路：http://ecare.moi.gov.tw/。 可直接上學校網頁連結 

      (3)傳真通報: (02)8965-3549 表格可在學校網頁(學輔專區下載) 

                    確認電話: (02)8965-3359 



進入網址：http://ecare.moi.gov.tw  
選擇線上通報兒少保/高風險案件

一般性個案通報流程

http://ecare.moi.gov.tw/


新北市政府高風險家庭服務管理中心

地址：新北市板橋區中正路10號四樓

電話通報：8968-2380

傳真通報：8968-2381

內政部關懷e起來線上通報

網址：http://ecare.moi.gov.tw



服務對象

依內政部兒童局「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
 實施計畫」通報之高風險家庭及兒童少年，以及
 經本府篩選清查知個案且具下列情事者。

1.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

2.主要照顧者罹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持續) 
就醫者

3.主要照顧者為自殺風險個案

4.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有其他不利因素

5.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或入獄服刑

6.家庭成員關係紊亂或家庭衝突



預防策略

◎以區公所為據點，針對轄區內各項集會活動推動
 社會福利相關服務理念與資源宣導。

◎落實鄰里社區守望相助、主動關懷及各項服務宣
 導，並加強兒童及少年保護、家庭暴力與性侵害
 防治宣導。

◎加強學校老師及教育人員等積極主動關懷、發掘
 學生特殊狀況並適時提供服務。

◎透過媒體加強宣導家庭服務方案及服務諮詢管
 道。



給您的提醒

雖高風險家庭未必都會發生虐待孩子或攜
 子自殺的悲劇，但預防甚於治療，高風險
 家庭服務做得愈好，可幫助更多的孩子遠
 離受虐或攜子自殺的威脅，兒少保護個案
 將隨之減少，同時節省我們將來「為孩子
 療傷止痛、替家庭亡羊補牢」的龐大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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