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輔導組暨高中輔導 期初業務報告 
輔導組 
一、高中部於逸仙堂舉辦之週會講座，98 學年度第 1 學期已協助布置會場椅子的班級計有

高 101、102、103、107 及高 201，故本學期協助班級高一從 104 開始，高二從高 202
開始，至於高三則維持由各班提供五位同學協助週會講座會場椅子布置。 

二、學生講座與活動： 
1. 生命教育： 

(1) 八年級生命教育講座─兒少保護，3/09，08:10-09:00，張經昆校長。 
(2) 七年級生命教育講座─單腳舞動人生，6/22，08:10-09:00，林睦卿講師。 
(3) 持續推動「七年級心靈早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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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19、4/16、4/30、5/21、6/4 週五早自修，共六次。 
新加入「八年級心靈早餐」活動，於 4/2 週五早自修實施ㄧ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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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得勝者課程：持續於七年級班級推行，實施時間為每週三下午自習課，本學期共實

施四個班級。 
2. 生涯發展教育： 

場次 日期 預定內容 對象 講師 

1 4/13，08:10-09:00 綜合高中介紹 
八、九年級學生 

自由報名 
成淵高中 
張云芬主任 

2 4/23，08:10-09:00 多元進路宣導說明會 九年級 張協權主任 

3 4/27，08:10-09:00 進路輔導講座 九年級 楊明源主任 

4 5/4，08:10-09:00 進路輔導講座 八年級 張經昆校長 

5 5/18，08:10-09:00 包粽祈福活動 九年級  丁振博主任 

6 
5/24-25，
8:00-10:00 

各高中職影片宣導 九年級 各班影片宣導 

7 5/27，9:00-12:00 升學博覽會 九年級 大台北各學校 

三、輔導知能研習: 
1.本學期輔導知能研習對象為國中部導師，主題為情緒困擾行為學生辨識與輔導，由劉

娟芳老師主講。待時間確定後，另行通知。 
2.輔導個案督導工作坊：3/4、6/10 由心靈之美張艾如院長帶領，4/1、5/6 由建國中學林

慈玥老師帶領，歡迎認輔教師ㄧ同參加成長，請事先向輔導組報名。 
四、心理師規劃：持續聘請林怡伶老師擔任本校心理師，請有需要轉介個案的導師與輔導組

連絡，並於約談日期前ㄧ週填寫個案關懷卡 A 表，交由輔導組。 
五、班刊評選活動：於開學 2/23 召集輔導股長宣導，國中七、八年級與高一、高二各班，每

班至少一份，九年級及高三各班自由參加，將聘請國文、輔導、美術等學有專精的教師

參與評審工作。4/9 統一收件，敬請導師一同參與。 
六、中輟生復學暨高關懷會議於 3/8 舉行，高關懷課程將規劃於 3/15 開始，於 6/3 結束。 



七、家長研習： 
1. 親職教育：持續辦理本校第 15 期親職成長班，於 3/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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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輔志工專業督導工作坊─進階班」，歡迎鼓勵家長參與校園認輔工作。 

八、認輔制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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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學期認輔志工持續進行督導工作坊，預定本學期進行七次督導課程，並安排認輔學

生每週約談。 
九、上學期 98 年 9 月-12 月國高中個案輔導人次分析:(個案總數 268 人，來談人次 371 人次) 

98年9月至12月個案輔導性別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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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9至12月個案輔導晤談方式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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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9月12月個案輔導問題類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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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輔導 

1. 一、高一 

1. 生命教育講座一：水與鳥舞群表演(3/17) 

二、高二 

1.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性騷擾、性侵害與家暴的預防與處理(3/10) 

2. 生命教育講座一：水與鳥舞群表演(3/17) 

3. 成功的人際關係：與同學、與家長、與老師之間（4/7） 

2. 大學校系講座週(4/12-4/16)  

4. 學習達人講座週(4/26-4/30) 

三、高三 

1. 勇闖大學門誓師活動(2/24) 

2. 繁星選填志願輔導說明(2/26) 

3. 生命教育講座一：水與鳥舞群表演(3/17)-以班級為單位，自由參加。 

4. 甄選二階說明會(3/24) 

5. 第一次模擬面試(4/2) 

6. 第二次模擬面試(4/6) 

7. 大學校系講座週(4/12-4/16)  

8. 學習達人講座週(4/26-4/30) 

9. 科系趨勢暨選填志願輔導(5/12) 

四、共同 

1. 大學校系講座週(4/12-4/16)  

2. 學習達人講座週(4/26-4/30) 

3. 母親節孵蛋活動(4/6-4-30)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輔導處資料組 期初業務報告 
一、建置學生基本資料： 

1. 99 年 3 月起七年級 A表將進行網路資訊化作業。 

2. 請輔導活動科任課教師於2/22-3/4閱畢學生輔導資料B表，僅訂於3/5（五）中午發還

各班導師，以利導師輔導紀錄。。 
二、實施心理測驗，由班級輔導任課教師主試。 

3/15-19 八年級實施「國中讀書與學習策略量表」測驗。 
三、推行輔導刊物： 

1. 編輯家長日親職教育活動手冊（99 年 3 月）。 

2. 編輯輔導刊物「牽引」第 22 期，5/21 出刊。 

四、辦理技藝教育活動： 
1. 技藝教育學程：自 99/03/03~05/26 止，計 10 週(3/31 第一次段考、4/7 第五次模擬

考、5/19 基測當週，前述三週本校全體技藝學程同學皆留校參與考試或複習功課，技

藝學程皆以公假方式停課)。5/26 於各合作高職舉行結業典禮且領取結業證書，6/03

（四）辦理校內技藝教育成果展。 
2. 技藝教育競賽：遴選本校技藝學程各職群表現優異學生共 16 名，參加台北縣舉辦之

技藝教育競賽活動，已安排於寒假期間進行集訓，競賽日期自 3/8 至 3/14 止。 
3. 技藝教育薦輔活動：辦理九年級技藝教育學程升學進路推薦輔導活動，輔導升學「技

優生」甄審保送、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4. 99/05 遴選八年級學生報名新學年度之技藝教育學程，另行安排導師與學生說明會後

發放報名表。 

五、辦理多元進路宣導活動： 

1. 3/23（二）08:15-09:00，辦理「九年級多元進路宣導學生說明會」，主講人：外聘教

育部宣導專員，地點：逸仙堂四樓禮堂。 
2. 4/09（五）19:00-21:00，辦理「九年級多元進路宣導家長說明會」，主講人：外聘教

育部宣導專員，地點：齊賢樓三樓演藝廳。 

3. 5/24-25 上午，辦理「九年級各高中（職）學校簡介影片宣導」活動，以利升學選校

規劃。 

六、推行招生宣導活動： 

    高中部學區國中招生宣導（12 所國中）、國中部學區國小升學輔導講座（3所國小）。 

七、建立畢業校友聯絡網： 

畢業班每班各遴選 2名聯絡人，於 99/08 底前完成畢業生升學就業追蹤調查，以進行統

計分析。 

八、輔導處國中部之「八方雲集---雨塵基金會」清寒學生工讀，本學期訂於3月 1日（一）

起開始至各處室工讀。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 輔導處特教組 期初業務報告 

1. 特殊生篩選與測驗 

2. 協助國小疑似特殊生鑑定與安置 

3. 特殊生會議: 

(1)IEP 會議 

(2)新生轉銜會議 

(3)特殊生認輔會議 

4. 辦理特殊生十二年就學安置: 

(1)一般高中職 

(2)高職綜合職能科(特教班) 

(3)特殊學校 

5. 協助高中部聽障生申請特殊教育方案 

6. 協助特殊生申請相關福利服務： 

(1)租車方案 

(2)交通津貼 

(3)在家教育代金 

(4)助理人員服務 

7. 協助特殊生申請各類巡迴輔導教師： 

(1)在家教育巡迴輔導老師 

(2)視障巡迴輔導老師 

(3)聽障巡迴輔導老師 

8. 特殊生相關專業治療： 

(1)物理治療 

(2)職能治療 

(3)語言治療 

9. 特教教學研究會、期末特教推行委員會 

10.特教宣導：國中部一、二年級舉辦特教影片欣賞及觀後討論 

11.舉辦特殊生戶外教學 

12.特殊生申請鑑定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