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 

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一、實施依據： 

(一)本校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二)家庭教育法及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推行家庭教育計畫 

二、實施目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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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透過家庭教育活動之辦理，增進親子間良性之溝通互動，與親師生之

家庭教育知能。 

(三)透過多元與雙向互動之方式，引導學生家長思考與培養有效之教養方

法與態度，結合良好之親師合作機制，以健全學生身心發展。 

三、組織與職掌： 

(一)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輔導主任擔任執行秘書、結合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主任及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共計二十二人，成

立「家庭教育工作推動小組」。 

(二) 小組成員及分工執掌如下： 

執行小組職稱 學校擔任職務 姓名 性別 工作項目 

主任委員 校長 洪金水 男 督導家庭教育工作實施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張吉勝 男 擬定實施計畫，綜理相關事務 

委員 家長會長 龐百宏 女 協助推廣相關理念與活動 

委員 教務主任 洪琮閔 女 規劃相關課程及教學活動 

委員 學務主任 鍾建安 男 協助與家長聯繫、協調工作 

委員 總務主任 廖振華 男 校園環境布置及相關設備採購 

委員 圖書館主任 陳志忠 男 協助辦理相關活動及成果 

委員 教學組長 賴勇先 男 推展相關課程及教學活動 

委員 訓育組長 陳偉弘 男 推展相關學生與學校活動 

委員 心輔組長 許婷婷 女 辦理相關活動、講座及成果 

委員 
生命教育中心

組長 
洪淑貞 女 辦理相關活動、講座及成果 

委員 國一年級導師 洪令娟 女 協助推展家庭教育 



執行小組職稱 學校擔任職務 姓名 性別 工作項目 

委員 國二年級導師 江幸玲 女 協助推展家庭教育 

委員 國三年級導師 楊濟銘 女 協助推展家庭教育 

委員 高一年級導師 陳麗惠 女 協助推展家庭教育 

委員 高二年級導師 徐文彩 女 協助推展家庭教育 

委員 高三年級導師 溫旺盛 女 協助推展家庭教育 

委員 國文領域召集人 張玉玫 女 推動家庭教育融入課程 

委員 英文領域召集人 馮台筠 女 推動家庭教育融入課程 

委員 數學領域召集人 王琇卉 女 推動家庭教育融入課程 

委員 自然領域召集人 李東原 男 推動家庭教育融入課程 

委員 社會領域召集人 劉輝強 男 推動家庭教育融入課程 

委員 藝能領域召集人 賴玉菁 女 推動家庭教育融入課程 

 

四、規劃辦理原則 

(一)家庭教育之範圍： 

家庭教育是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包含 

1. 親職教育(指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 

2. 子職教育(指增進子女本分之教育活動) 

3. 性別教育(指增進性別知能之教育活動) 

4. 婚姻教育(指增進夫妻關係之教育活動) 

5. 失親教育（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之未成年子

女家庭生活知能） 

6. 倫理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及關懷之教育活動) 

7. 多元文化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及尊重之教育活

動) 

8. 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指增進家庭各類資源運用及管理之教育活

動) 

9. 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二) 家庭教育之實施方式：於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之家庭教育課程

及活動，採取多元彈性的實施方式，因應學生身心發展之需求、家庭

狀況，及學校人力、物力而規劃不同主題之學習活動，並於學校行事

曆載明。 

(三) 善用社區資源推行家庭教育，並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 

  



五、實施方式與內容 

項目 重點內容 時間 對象 承辦單位 

行政組織運作 

成立家庭教育工作小組，定期召

開會議 
定期辦理 委員 輔導處 

擬定家庭教育工作計畫 學期初 全校 輔導處 

家庭教育活動納入學校行事曆 學期初 全校 各相關單位 

家庭教育課程

實施 

於各教學領域融入家庭教育 全學年 師生 教學組 

推派教師參加家庭教育研習 全學年 教師 教學組 輔導處 

家庭教育活動

辦理 

辦理親師懇談會、編輯親師懇談

日親職手冊，增進親師溝通 
學期初 

教師 

家長 
學務處 家長會 

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增加家長親

職知能 
定期辦理 家長 

輔導處  

生命教育中心 

辦理升學輔導家長說明會(含多

元入學管道、繁星推薦、大學學群

介紹等) 

定期辦理 家長 輔導處 

辦理山茶花電影讀書會、幸運草

親職讀書會，透過多媒體、書籍協

助家長自我認識 

全學年 家長 輔導處 

配合祖父母節宣導相關活動，增

進代間溝通與了解 
定期辦理 家長 秘書室 

配合節慶(如母親節、父親節)舉

辦感恩慶祝活動 
定期辦理 

家長 

學生 

學務處、輔導處 

生命教育中心 

家庭教育諮詢

輔導與諮商 

針對校內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

生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機制 
全學年 

學生 

家長 
生輔組 輔導處 

視需要辦理個案會議 全學年 親師生 輔導處 

提供家長諮詢服務(電話或面談) 全學年 家長 輔導處 生輔組 

辦理特教 IEP 會議，結合家長及

教師研擬特殊學生輔導與安置措

施 

學期初 

學期末 

教師 

家長 
輔導處 

社區資源結合 

結合家長會與志工團，協助校內

相關活動 
全學年 全校 秘書室 家長會 

結合家長資源支援升學輔導工作 定期辦理 家長 輔導處 

家庭教育訊息

宣導 

重要集會宣導家庭教育理念、議

題、法規(朝會、週會、導師會、

校務會議、親師座談會等) 

全學年 全校 各相關單位 

於學校網頁建置家庭教育網頁專

區，提供相關資源連結與文章訊
全學年 家長 輔導處 



項目 重點內容 時間 對象 承辦單位 

息 

急難家庭協助

服務 

提供教育部產學基金申請 全學年 學生 生輔組 

提供仁愛基金申請 全學年 學生 生命教育中心 

家庭教育軟硬

體設備充實 

增購有助於推展家庭教育之相關

圖書、影音資源、教學媒材等 
全學年 親師生 各相關單位 

六、經費：各項活動經費由相關計畫經費支應以及家長會補助。 

七、本計畫經學校家庭教育執行小組討論，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