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學年度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輔導處 重點整埋報告 

一、原訂於 8/25 第二場次卡內基研習，因卡內基講師受 H1N1 隔離之故，以致取消，延

期辦理，確定時間再行公告，歡迎屆時全校所有教職員工再次報名參加。 

二、鑑於學生網路成癮問題日趨嚴重，主要提供本校國中部導師相關輔導知能，於 12/1

下午第五、六節舉辦友善校園五大議題校本研習—網路成癮議題，由自強國中李永旭

校長主講，請本校國中部導師務必參加，國中部導師 12/1 下午第五、六節有擔任監

考者，將由教務處教學組協助統一安排調課。至於其餘同仁亦歡迎參加，但若有監考，

請自行依規定辦理調課。 

三、心靈早餐活動時程如下 

 星期 日期 

10/23 11/6 11/20 12/11 七年級 五 

12/25 1/8(99 年)   

九年級 二 9/22 10/20 12/8 1/5(99 年) 

請七年級及九年級導師務必於心靈早餐活動時間（7:30~8:00）隨班督導，並告知同

學應有的禮貌及感謝，讓學生於本活動能有更多的收獲－感恩、惜福，進而培養良好

品德。 

四、依台北縣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標準作業流程規定，當導師或任課老師發現

學生有適應困難、行為偏差或高度需要關懷學生時，務必請導師或任課老師據實填寫

個案轉介單（轉介單可至輔導處網頁下載使用或至輔導組拿取紙本），其轉介輔導作

業流程如附件。 

五、輔導處將相關輔導圖書統一集中保管於齊賢樓二樓輔導圖書室，輔導圖書相當豐

富，歡迎老師多加使用，相關問題可洽資料組（分機 241）。 

六、為提升輔導成效，請國中部各班輔導教師於 8/31-9/11 止閱畢舊生輔導資料 B 表，訂

於於 9/14（一）中午發還國中部各班導師。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 輔導組 期初業務報告 

輔導組 

一、學生講座與活動： 

場次 主題 日期 預定內容 對象 講師 

1 生命教育 11/10，
08:10-09:00 

單腳舞動人生 七年級 林睦卿 

2 性別平等教育 10/6，
08:10-09:00 

許我美好未來 八年級 臺北縣政府家庭教育

中心 

3 生涯發展教育 1/5，
08:10-09:00 

夢想沒有極限 九年級 胡芳芳 

4 12/22，
08:10-09:00 

進路輔導講座 8 年級 楊明源主任 

5 
升學進路講座 

12/29，
08:10-09:00 

進路輔導講座 9 年級 張經昆校長 

二、教師講座： 
1. 原訂於 8/25 第二場次卡內基研習，因卡內基講師受 H1N1 隔離之故，以致取消，延

期辦理，確定時間再行公告，歡迎屆時全校所有教職員工再次報名參加。 
2. 鑑於學生網路成癮問題日趨嚴重，主要提供本校國中部導師相關輔導知能，於 12/1

下午第五、六節舉辦友善校園五大議題校本研習—網路成癮議題，由自強國中李永旭

校長主講，請本校國中部導師務必參加，國中部導師 12/1 下午第五、六節有擔任監

考者，將由教務處教學組統一協助安排調課。至於其餘同仁亦歡迎參加，但若有監考，

請自行依規定辦理調課。 
三、生命教育活動： 

1. 本學期持續推動「九年級心靈早餐」活動，再度邀請慈濟大愛媽媽爸爸進班分享生命

故事。實施日期為 9/22、10/20、12/8、1/5。 
2. 本學期新加入「七年級心靈早餐」活動，仍是邀請慈濟大愛媽媽爸爸進班分享生命故

事。實施日期為 10/23、11/6、11/20、12/11、12/25、1/8。 
3. 「愛心列車」活動將持續辦理，敬請導師、行政單位、社團向輔導組提出申請。 

四、中輟暨高關懷業務：  
1. 中輟安置暨高關懷會議訂於 9/17 舉辦。 
2. 高關懷課程將規劃於 9/21 開始，於 12/31 結束。 

五、得勝者課程：持續於七年級班級辦理，共三班，輔助導師輔導學生。 
六、心理師規劃：持續聘請利美萱老師擔任本校心理師，若有意願轉介個案，請與輔導組連

絡，並請事先填寫個案關懷卡—教師轉介表(附件一)。 
七、家長研習 

1. 親職教育：持續辦理本校第 14 期親職成長班，於 9/2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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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針對認輔志工辦理「認輔知能督導培訓」。 



九、台北縣高國中個案轉介輔導作業流程如附件二。 

高中輔導 

一、高一 

1. 生涯規劃課程：建立新生 A.B 表、簡明資料卡、認識高中生活、大學多元入學管道簡

介、實施高中系列學業性向測驗、生命敘說、大學巡禮、解析高中系列學業性向測驗、

實施大考中心興趣測驗、風車傳情、生涯彩虹、實施區分性向測驗、解析大考中心興

趣測驗、學群你和我、區分性向測驗解析、高中生活的回顧與開展。 

2.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一：家庭婚姻教育課程:許我美好未來(9/9) 

3. 花 young 年華性別平等戲劇講座(9/23)  

4.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二：同志講座(11/11) 

5. 身心障礙體驗遊(11/18) 

二、高二 

1. 心輔課：輔導工作宣導、青少年常見的精神疾病、自傳教學、認識精神疾病、遠離家

庭暴力、時間管理與壓力抒解 

2. 心理劇小團輔(9/23-11/18，每週三下午 14:00-16:00) 

3.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一：家庭婚姻教育課程:許我美好未來(9/9) 

4. 花 young 年華性別平等戲劇講座(9/23) 

5.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二(12/9) 

三、高三 

1. 心輔課：實施學系探索測驗、解析學系探索測驗。 

2. 升學座談會(9/2)  

3. 讀書策略與壓力紓解講座(9/30)  

4. 甄選入學教師說明會(11/25、12/1) 

5. 甄選入學學生說明會(11/25、12/9) 

四、共同 

1. 家長說明會(9/18) 

2. 身心障礙體驗週系列活動(11/16-11/20) 

3. 調查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及追蹤輔導 

 



附件一、  臺北縣ＯＯ國民中小學學生個案關懷卡-A.教師轉介表       
 98.08 

學生基本資料                              

1.個人因素（可複選） 
  (1)身心狀況 

  □過動症          □重大生理疾病      □生理動作發展遲緩    □有精神異常傾向    
□其他__________ 

  (2)行為特徵 

□長期情緒低落    □低自尊自信        □緊張焦慮            □畏縮羞怯 
□自傷            □自傷              □對事物都不感興趣    □過分依賴 
□個性衝動        □撒謊              □偷竊                □常有暴力行為 
□不服管教        □破壞公物          □生活作息不正常      □沈迷網路電玩    
□擾亂上課秩序    □物質濫用，____    □翹課                □逃家  
□留連不良場所  □其他___________ 

  (3)學習適應 
  □缺乏學習興趣    □不做作業          □容易分心            □上課打瞌睡 
□學習能力明顯落後同儕   □學業表現起伏很大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2.家庭因素（可複選）  
□家庭突遭變故      □家庭經濟困難      □舉家躲債       □與家人關係不睦 
□家庭成員多衝突    □照顧者遭逢變故    □照顧者失業     □受虐或目睹家暴 
□照顧者疏忽照顧    □照顧者有自殺傾向  □照顧者婚姻關係不穩定 

  □照顧者管教功能不彰                    □其他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導師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年級班級  主要照顧者 關係＿＿＿＿＿

照顧者職業  聯絡電話 家中            手機 

居住地址  

                家           庭           概          況 

居住家庭型態 1.□一般家庭 2.□寄養家庭 3.□機構(如育幼院…等)4.□其他_______ 

家 中 排 行 _________，兄    人 、姊    人 、弟    人、妹    人 

學生特殊身分 
1.□有身心障礙手冊 障別______ 等級______ 

2.□有重大傷病卡     3.□其他_____      4.□無 

學 生 身 分 別 
1.□一般生     2.□原住民，________族   3.□僑生，_____(國家) 

4.□新住民子女~□父或□母 來自_______(國家) 5.□其他______ 

其他教育資源 1.□特殊教育 2.□非學校型態教育 3.□其他_______ 

父母婚姻狀況 1.□婚姻中  2.□同居  3.□離婚  4.□分居   5.□其他（請簡述）     

家庭經濟狀況 1.□小康    2.□中低收入戶 3.□低收入戶  4.□其他(請簡述)         

成員互動關係 1.□和諧    2.□冷漠    3.□爭吵  4.□其他 

家 長 管 教 1.□威權    2.□民主    3.□放任  4.□其他 
主 要 照 顧 者 
其他特殊身分 

1.□有身心障礙手冊 2.□有重大傷病卡 3.□其他_____4.□無 

學生個人、家庭、社會狀況觀察 



3.學校及社會因素（可複選） 
  □對學校課程不感興趣  □學校生活不適應   □長期缺課         □師生關係不佳       
□經常蹺課、曠課      □遭受霸凌         □與同儕關係不佳   □缺乏社交能力    
□易受不良同儕影響    □參與不良幫派     □易與他人起衝突   □擔任次團體領導者   
□參與廟會活動        □接受司法處遇中(如假日輔導、保護管束)□在校外打工 
□交友議題，如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 

輔導及評估工作 

1.輔導策略（可複選） 

  □電訪____次   □家訪____次  □與學生談話____次  □家長面談____次 

2.觀察輔導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3.學生狀況評估       

甲類□中輟 (選此項亦須勾選乙類)（中輟指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 3日以上之學生、

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達 3日以上之學生、新生未報到、無故缺曠課連續累

計 7日之節數） 

（可複選）   

乙類□疑似身心疾病          □疑似保護性個案  □頻繁參加陣頭活動(含週末)    

□疑似犯罪或加入幫派□時常留連網咖    □常被欺負畏縮、不敢上學      

□經常對同學使用暴力□疑似有憂鬱/自傷/自殺(圈選)傾向                

□家庭疑似遭遇風險或失功能            □一週上課未達總節數 3/4 

□其他行為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教育 □疑似需轉介特教資源 

4.其他文字補充敘述_(如：學生行為補充說明或對該生的期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介教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年   月   日 

                            

輔導處回覆單 

________老師，您好: 

    您所轉介之學生_________，輔導處已經做過初步的評估，對於該生的輔導

方式，安排如下：（可複選） 

□請導師持續觀察輔導該案，輔導處將定期協助該生追蹤工作 

□安排認輔教師／志工定期關懷談話，認輔教師/志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安排輔導教師定期關懷輔導，輔導老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介校外相關單位：（如社會局…等）＿＿＿＿＿＿＿＿＿＿＿＿＿＿＿＿＿＿＿ 

□其他＿＿＿＿＿＿＿＿＿＿＿＿＿＿＿＿＿＿＿＿＿＿＿＿＿＿＿＿＿＿＿＿＿ 

   回覆人：_______________職稱：＿＿＿＿＿＿＿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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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高國中個案轉介輔導作業流程 

 

 

 
 

 

 

 

 

 

 

 

 

 

 

 

 

 

 

 

 

 

 

 

                                                       

 
  

                                                              

 

 
                                                       

                                     

 

是 

安排輔導 

發現個案 

填寫個案轉介單 

未改善 

否 

評估輔導需求 

1.適應困難、行為偏差、中輟復學學生 

優先列為輔導對象 

2.高關懷學生為必要輔導對象 

實施輔導 

檢討評估 

結案 

改善 

結案 
（導師輔導） 

1.導師或任課教師據實填寫個案轉介原

因與個案背景 

2.輔導組進行了解個案狀況 

1.輔導老師送回”個案關懷卡”並填寫

結案單以利輔導處建檔 

2.導師、輔導老師持續關懷 

檢討個案輔導成效 

召開個案輔導會議(一) 

   輔導處應定期辦理輔導會議；重點個案

應辦理個案研討會議 

召開個案輔導會議(二) 

1.確認派案對象 

2.擬定輔導策略 

1.輔導組評估個案接受輔導的層級： 

(1)一級個案：輔導組統籌協商並安排

認輔老師或楷模認同教師或志工輔導 

(2)二、三級個案：輔導處輔導老師、

學務處人員進行輔導工作 

(3)三級個案：轉介學校社工員、心理

師 

2.輔導組填寫個案轉介回覆單知會導師 

   輔導老師紀錄”個案關懷卡”（每週至

少需晤談 1次）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 資料組、特教組 期初業務報告 

資料組 

一、請導師與輔導教師協助建置學生基本資料。 

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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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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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9/11止

閱畢舊生輔導資料B表，謹訂於9/14（一）中午發還各班導師。） 

2. 98 年 9 月進行單親學生調查與統計，請導師於98.09.18（五）前繳回輔導處資料組。 

3. 建置七、八、九年級學生「生涯檔案」手冊（此檔案運用三年至國中畢業止）。 

二、實施各類心理測驗，由班級輔導任課教師主試。 

1. 七年級：9/7-11 日七年級新生智力測驗補施測。 

2. 八年級：9/21-10/2 日實施「中學多元性向測驗」。 

3. 九年級：10/19-23 實施「生涯興趣量表測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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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 9 月）。 

2. 編輯輔導刊物「牽引」第 21 期，12/31 出刊。 

四、本校國中部技藝教育學程與鄰近高職（三重商工、東海高中、穀保家商）合作辦理，各

校帶隊導師，穀保家商：劉治萍老師；東海高中：莊尚榮老師；三重商工：溫心瑜老師，

本學期課程自 98/9/9~99/1/6 止共計 18 週，於每週三下午上課。 

五、98 年 9 月進行本校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概況統計、分析。 

 

特教組 

一、特教宣導 
1.啟智班：98.10, 98.11, 99.01 

    2.資源班：98.11 

六、特殊生申請鑑定安置 98.09 

七、測驗與篩選 

    1.國一特教生測驗

98.09.01~98.09.11 

    2.疑似特殊生初篩測驗 98.11 

八、特殊生認輔教師個別輔導

98.09~99.01 

    1.特殊生篩選宣導 98.08.24 

    2.校內特教宣導 98.09~99.01 

  二、特教會議 

    1.特教推行委員會 98.09 

    2.啟智班家長日 98.09 

    3.特殊生期初及期末 IEP 會議 

三、特殊生相關專業輔導及申請有聲書 

    1.特殊生物理治療 

    2.特殊生職能治療 

    3.特殊生語言治療 

    4.特殊生心理治療 

    5.學障生申請有聲書 

四、特教教師教學研究會 98.09, 98.11, 99.01 

五、舉辦特殊生戶外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