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組織與工作職掌 

 

職  稱 人員 工   作   職   掌 

召集人 黃美娟校長 統籌規劃推行家庭教育相關事宜 

執行秘書 吳慧敏主任 執行推行家庭教育工作相關事宜 

行政組 
組  長：吳慧敏主任 

副組長：汪素玲組長 

規劃暨執行本校推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計畫與成果

彙整等行政相關事宜 

課務組 
組  長：蕭偉智主任 

副組長：邱思敏組長 

規劃暨執行本校家庭教育課程實施計畫 

各學習領域推行家庭教育課程:彙整各領域課程計畫融

入家庭教育之單元 

請各領域召集人推動家庭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 

活動組 

組  長：陳俐臻主任 

副組長：李佳穎組長 

組  員：楊廷信老師 

        鄧貴安老師 

        劉佳雯老師 

規劃暨執行本校家庭教育活動 

終身教育組 組  長：衛榮華組長  規劃暨執行本校家庭教育終身教育活動 

場地組 組  長:張亦妤主任 場地布置，並利用電子看板宣導家庭教育相關訊息 

公關組 
組  長：陳穎春會長 

副組長:黃筱涵理事長 

家長會及社區資源聯繫運用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會議記錄 
 

一、時間：110年 09月 22日(星期三)上午 8時 50分至 9時 10分 

二、地點：文碧樓二樓會議室 

三、主席：黃美娟校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汪素玲 

五、主席報告:略                                

六、業務報告:本校 110學年度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辦理內容及期程。 

七、提案討論 

    案  由：本校 110學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依相關法規規劃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如附件一、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 9:10) 

 

 

 

 

 

 

 

 

 



【附件一】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家庭教育活動 

活動主題 辦理時間 辦理方式 參加對象 備    註 

第 1學期家長日 110.09.25(六) 親師懇談 全校學生家長 導師、任課 

幫助孩子提升自主學習力 

及善用網路不迷網 
110.09.25(六)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范廷榛老師 

性別無分好壞 
男女非關優劣 

110.09.30(四) 專題講座 八年級學生 黃筱涵老師 

網路成癮防治宣導 
手遊斷捨離 

110.10.04(一) 專題講座 七年級學生 林宜旻老師 

如何培養孩子的自制力 110.12.03(五)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洪英正老師 

愛家-幸福家庭 123宣導 110.12.07(二)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待聘 

看韓劇學輔導 

網路世界-女神降臨 
110.12.08(三) 親職講座 全體教職員工 黃筱涵老師 

冬至親子團聚活動 110.12.16(四) 視疫情調整 晚自習學生 教務處 

適性入學宣導 111.01.13(四) 親職講座 
八、九年級 

學生家長 
楊憶湘校長 

 

 【附件二】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家庭教育活動 

活動主題(暫定) 辦理時間(暫定) 辦理方式 參加對象 備    註 

做孩子的貼心父母 

陪伴孩子一起成長 

111.04.15(五) 

晚上 7:00-9:00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邱郁涵老師 

關係取向初級輔導運用 
111.04.27(三) 

上午 8:15-9:00 
專題講座 全體教職員工 黃筱涵老師 

情感教育 

-我愛情很戲劇 

111.04.18(一) 

上午 8:15-9:00 
專題講座 全體八年級學生 林宜旻老師 

父母自我情緒管理及教

導孩子如何情緒管理 

111.5.13(五) 

晚上 7:00-9:00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楊世璠老師 

關於讀書這件事 

名人們的讀書方式 

111.06 

上午 10：00-11：30 
親職講座 全校新生家長 

新生報到日 

莫昭平老師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會議記錄 
 

一、時間：111年 03月 17日(星期四)下午 12時 30分至 13時 10分 

二、地點：文碧樓 2樓會議室 

三、主席：黃美娟校長 

四、紀錄：汪素玲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主席報告：略 

七、業務報告： 

    (一)110學年度第 1學期推動家庭教育成果報告(如簡報檔)。 

    (二)110學年度第 2學期推動家庭教育規劃(如附件)。 

八、建議:建議應依據家庭教育課程綱要之內涵架構-家人關係與家庭生活管理 

         及五大核心內涵:瞭解家庭、關懷家人、預備建立家庭、家庭資源與 

         管理、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規劃相關活動以達成家庭教育課程總 

         目標，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 

九、提案討論：無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 

 

 

 

 

 

 



 【附件】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家庭教育活動 

時  間 講題/活動 主講人／處室 對 象 地  點 

111.3.4(五) 

19:00-21:00 

家長日 輔導處 家長 書面／線上 

適性入學宣導 楊憶湘校長 家長 2 樓會議室 

111.3.10(四) 

15:05-15:50 

與父母一同聊情感教育 

我的愛情很戲劇 
林宜旻老師 學生 2 樓會議室 

111.3.25 (五) 

19:00-21:00 
薩提爾的親子對話練習 楊東蓉老師 家長 2 樓會議室 

111.4.21(四) 

19:00-21:00 

永結同「新」新住民婚姻 

教育講座 

外聘講師 

(家教中心安排) 
家長 2 樓會議室 

111.6.1(三) 

19:00-21:00 
認識青少年情緒及處理方法 陳忠寅心理師 家長 2 樓會議室 

111.6.20(一) 新生親職教育講座 待聘 家長 2 樓會議室 

全學年 
相關節日感恩活動 

(母親節、畢業典禮等活動) 
學務處、輔導處 師生、家長 文山國中 

全學年 各領域教學活動融入 輔導處 師生、家長 文山國中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1學期

家庭教育成果
1



家長日-線上親師懇談



親職教育講座

范廷榛老師
【幫助孩子提升自主學習力及善用網路不迷網】

洪英正老師
【如何培養孩子的自制力】



學生心理衛生宣導

林宜旻老師
【網路成癮防治宣導-手遊斷捨離-與家人一同討論上網時間管理】



志工相關活動

手機拍照研習-與家人共學共享

食農桌遊-與家人共學

志工培訓活動協助推動家庭教育

志工們開心大合照



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隔宿露營前-生火教學-分擔家務

萬聖節家庭教育宣導-正向溝通技巧

補校結業暨慶生活動-營造正向家人關係

隔宿露營前-搭帳棚訓練-分擔家務



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越南文化簡介-了解母親生活脈絡-共同話題

農葉植群:草頭寶寶製作體驗-與家人共享期末感恩週-製作杯子蛋糕與家人分享

勾針編織社-與家人共學



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游紉有餘社團-與家人共學

游紉有餘社團-與家人共學 「手做創作」成果展-與家人共享

「茶道」課程-與家人共享



家庭教育相關活動及刊物

財商課程-與家人一同討論財務管理

文中采風刊物-與家人一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