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成員名單 

 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組織與工作職掌 

職  稱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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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慧芳主任 執行推行家庭教育工作相關事宜 

行政組 
組  長：趙慧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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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慈主任 

副組長：廖信榮組長 

組  員：賴蕙君老師 

        李佳穎老師 

        蕭啟仙老師 

規劃暨執行本校家庭教育活動 

終身教育

組 
組  長：鄧美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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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卿妙理事長 

家長會及社區資源聯繫運用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會議記錄 

一、時間：109年 11月 11日(星期三)上午 8時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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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汪素玲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主席報告 

七、業務報告 

八、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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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第 2學期擬辦理親子烹飪大賽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擬利用周末假日辦理，邀請親子組隊參賽。 

    決  議:為慶祝 75周年校慶請相關單位研議活動辦法後公告，鼓勵學生及 

           家長組隊參加。 

    建  議:校慶可辦理親子趣味競賽。亦可擴及社區組隊，參加大隊接力，            

           每隊都是優勝、不分名次。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 

敬陳 

輔導主任 

校    長 

 



【附件一】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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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19(六) 

上午 8:00-9:30 
 親師懇談 全校學生家長  

成為兒女的心靈捕手 109.09.19(六) 

上午 10:00-11:30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外聘丁介陶

老師主講 

家庭好「食」光 
親子活動 

109.10.24(六) 
上午 9:00-11:00 

親子共同
備餐並享
用成果 

家長及學生 由黃筱涵老
師及林宜旻
老師指導 

性別無分好壞， 
男女非關優劣 

109.10.29(四) 
下午 14:05-14:50 

專題講座  全體八年級學生 由黃筱涵老

師主講 
理解數位時代特質， 

讓親子更靠近 
109.10.30(五) 

晚上 7:00-9:00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由馬永年老

師主講 

如何在家教養品格 109.11.27(五) 

晚上 7:00-9:00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外聘李玉珍

老師主講 

性別平等在我家 109.12.01(五) 

下午 14:00-16:00 

親職講座 教師及家長 外聘魏素鄉

校長主講 

家庭中的性別教育 109.12.18(五) 

晚上 7:00-9:00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外聘林煜捷

老師主講 

適性入學宣導 110.01.07(四) 

晚上 7:00-9:00 

親職講座 八九年級學生 

家長 

外聘楊憶湘

校長主講 

 

 【附件二】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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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協助孩子 

使用 3C 不成癮 

110.04.23(五) 

晚上 7:00-9:00 
  親職講座 全校學生家長 外聘陳品皓

心理師主講 

關係取向初級輔導之運

用~懼學個案輔導 
110.04.28(三) 

上午 8:15-9:00 
專題講座 全體教職員工 

由黃筱涵 

老師主講 

性別教育講座~ 

人際蹺蹺板身體界線 

110.04.12(一) 

上午 8:15-9:00 
專題講座 全體八年級學生 

由林宜旻 

老師主講 

親子烹飪大賽 110.4.24(六) 

上午 10:00-13:00 
烹飪比賽 全體學生及家長 

 

陪孩子走青春路  
109.06 

上午 10：00-11：30 

親職講座 
全校新生家長 

新生報到日 

講師待聘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簽辦歷程表

頁    次：第 1 頁 / 共 1 頁

列印日期：109/11/30 10:47

1098747107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輔導處 汪素玲

公文文號: 承辦機關: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主旨: 檢陳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教育委員會期初會議會議紀錄，簽請核示。

簽辦時間(起)

簽辦時間(迄)
意見承(簽)辦人職稱簽辦單位簽辦機關

新北市立文
山國民中學

輔導處 汪素玲

109/11/25 14:37

輔導組長 109/11/25 14:35

教務處 蕭偉智

109/11/25 15:51

教務主任 109/11/25 15:50

學務處 林育慈

109/11/26 11:43

學務主任 109/11/26 11:26

總務處 張亦妤 知悉

109/11/26 15:48

總務主任 109/11/26 15:47

輔導處 汪素玲

109/11/26 16:19

輔導組長 109/11/26 16:18

趙慧芳

109/11/27 11:07

輔導主任 109/11/27 11:00

校本部 黃美娟 如擬

109/11/30 08:23

校長 109/11/30 08:22

輔導處 汪素玲輔導組長 109/11/30 10:34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會議書面資料 

 

一、時間：110 年 6 月 10 日 (四)  

二、地點：文山國中教職員直播室 

三、業務報告 

本校 109學年度家庭教育活動成果 

場次 時      間 講 題/講師 對象 地點 人數 

1 109.9.19 

上午 10:00 

    -11:30 

成為兒女的心靈捕手 

講師:丁介陶老師 

家長、教師及

社區人士 

文碧 2樓 

會議室 

 

37人 

2 109.10.24 

上午 9:00 

    -11:00 

家庭好『食』光」家庭教育

活動 

講師: 黃筱涵及林宜旻老師 

 

家長與學生 

凌碧 1樓 

家政教室 

36人 

3 109.10.20 

上午 10:15 

    -12:00 

分享與給予～ 

親子愛相隨 

講師:蔡宜寧心理師 

 

家長 

凌碧 5樓多

功能教室 

30人 

4 109.11.27 

下午 19:00 

   -21:00 

如何在家教養品格 

講師:李玉珍老師 

 

家長、教師及

社區人士 

文碧 2樓 

會議室 

19人 

5 109.12.1 

下午 

第五-六節 

性別平等在我家 

講師:魏素鄉校長 

 

教職員工 

 

文碧 2樓 

會議室 

19人 

6 109.12.18 

下午 19:00 

   -21:00 

家庭中的性別教育 

講師:林煜捷老師 

 

家長及教師 

 

文碧 2樓 

會議室 

14人 

7 110.1.6 

下午 19:00 

  -21:00 

適性入學宣導 

講師:楊憶湘校長 

家長 文碧 2樓 

會議室 

20人 

   8 110.4.15 

上午 9:00 

  -11:00 

從心遇見自己，照亮孩子-

薩提爾溝通案例分享 

講師:李儀婷老師 

教職員工 

 

文碧 2樓 

會議室 

15人 

9 110.4.23 

下午 19:00 

   -21:00 

如何培養孩子的人際力 

講師:陳品皓心理師 

家長、教師及

社區人士 

文碧 2樓 

會議室 

29人 

 



 

 

 



 

110.6.11以電話聯繫家長會代表李立逸委員，委員意見如下:學生若遇急難，要

立即聯繫社福單位來協助；若遇家暴事件，要立即通報。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簽辦歷程表

頁    次：第 1 頁 / 共 1 頁

列印日期：110/06/21 10:50

1108853836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輔導處 汪素玲

公文文號: 承辦機關: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主旨: 檢陳109學年度家庭教育執行小組期末委員意見及回饋，簽請核示。。

簽辦時間(起)

簽辦時間(迄)
意見承(簽)辦人職稱簽辦單位簽辦機關

新北市立文
山國民中學

輔導處 汪素玲

110/06/18 16:13

輔導組長 110/06/18 16:13

趙慧芳

110/06/18 16:34

輔導主任 110/06/18 16:27

校本部 黃美娟 如擬

110/06/21 07:42

校長 110/06/21 07:42

輔導處 汪素玲

110/06/21 08:22

輔導組長 110/06/21 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