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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讓愛活出來'以愛為核J心

市立成功高中推展家庭教育經驗

張月良輔導主任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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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家庭教育之實施，旨在提升學生

及其家庭生活品質，營造健康幸福家庭，成

為社會安定的基石。「家庭教育法」第二條

界定:家庭教育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

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因此，凡對家庭或

個人有助益的學習活動，皆為本校規劃家庭

教育活動的考量。本校推動家庭教育，以家

庭教育法為依據，訂定中、長程計畫及年度

實施計畫，透過多元的學習與體驗，充實家

庭教育內涵。目的在加強親職教育、子職教

育、性別教育、倫理教育、家庭資源與管理

教育，並加強特殊及弱勢族群家庭之輔導，

以促進學校與家庭問之聯繫'激發家長關心

子女，協助學校教育，增進教育效果。

本校家庭教育推展「以愛為核心，讓愛

活出來」之教育理念，落實「一個不能少」

之教育目標。家庭教育各項措施本著三級預

防工作模式落實執行。初級預防重在「資訊

提供 J '定期提供家長親職教育相關訊息

近年來家庭結構改變，家庭功能及家人

互動關係式微，為喚起國人重視家庭價值，

教育部訂定 '102家庭教育年 J '以「全家

人互動」、「親子互動」、「祖孫互動」、

「夫妻互動」等四季主軸議題來倡導家庭教

育。希望人人透過學習，看重、愛護家庭，

與家人更相愛。

學校是家庭教育的推手。早在民國92

年，教育部頒布「家庭教育法 J '其中第

十二條明定: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

正式課程外，實施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

及活動，並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家庭

教育推行之後，本校即積極推展能增進家人

關係與家庭功能的各項活動，透過動態表

演、靜態展覽、知能課程等多元方式辦理。

希望落實的作法，讓家庭教育相關理念深植

於親、師、生，培養每人營造家庭氣氛與創

建家庭幸福的能力，進而增進家人關係與家

庭和諧，發揮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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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庭觀念宣導;二級預防重在「教育支

持 J '辦理親職教育座談、輔導知能研習、

快樂學習日、親子論壇等活動;三級預防以

「介入輔導」為主，申請專案計畫，提供特

殊需求及弱勢家庭之學生與家長家庭教育諮

商輔導服務。

參、實施策略與方法

本校推展家庭教育，由家庭教育委員

會研議質施計畫，每次會議邀請教師會、家

長會、各處室、各學科等代表參加，期建立

團體共識並配合推動。實施策略主要為:

(一)統整教育資源，加強教育觀念與價值

之宣導; (二)辦理多元學習課程與活動，

推展家庭教育多元議題; (三)規劃專題研

習與推廣培訓方案，增進親師家庭教育知

能; (四)結合專業輔導人力，落質優先對

象家庭教育諮商與輔導服務。

家庭教育工作之規劃及其方法，以 100 、 101 年度為例，整理如下表:

質施項目 實施方式 實施對象 實施時間 教育資源

I.家庭教育觀念 1.專題演講 l學生 i班會 l家庭教育中心

與價值之宣導 2.座談會 2教職員工 2 週會 2社區醫療及專

2.學校日活動與 3.影片欣賞與討 3.家長 3.空白課程 業輔導機構

親職教育座談
論

(含祖父母) 4.社團時間 (醫師、心理
會

4.徵丈比賽 4.社區人士 5.學校日 師、社工師)

3.快樂學習日 5.攝影比賽 (含退休及校 6.共同領域課程 3.大學

4.家庭教育輔導 6.體驗活動 外教師) 4.家長會

知能研習 7.班會討論 5.特殊需求個案 5.家長人才庫

5.高風險家庭關 8.小團體 與家長 6.青輔會

懷與輔導 9.融入課程 7.公益團體(天

6.新移民多元文 10.親子活動 主教失智老人

化週活動 11.訪談 協會、中華彩

7祖父母節活動 l2.個案輔導 虹天堂協會)

8.全國孝親家庭

月活動

9.家庭教育諮商

輔導服務

10.推廣培訓方案

肆、具體作法

以下就本校推展家庭教育的執行成果提

出說明:

一、成立家庭教育委員會

校長邀集各處室主任、教師會代表、學

科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社會專業人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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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

立委員會。家庭教育委員共13人，其中女性

委員5人，家長5人(含資源班家長及社會專

業家長各1人)。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一次會

議，訂定家庭教育各項實施計畫，並督導家

庭教育推動成果。

二、宣導家庭教育觀念與價值

(一)運用各項會議與活動，提供親職教育相

關訊息，宣導家庭觀念。如導師會議及

校務會議提供老師宣導資料、學校日提

供家長親職教育資訊。

(二)建置家庭教育網頁，並透過每月的「輔

導通報」、「輔導專欄」、「輔導心

語」等提供家庭教育訊息。

三、舉辦學校日暨親職教育

座談會

(一)時間:開學一個月內舉辦，每學年舉辦2

次。

(二)方式:採高一與高二、三交錯實施進行。

分二個階段，班級座談一一由導師、任

課教師分別說明班級經營及教學理念;

綜合座談一一由校長、家長會長分別介

紹校務發展及家長會務，由各處室主

任說明處室業務，並與家長進行雙向溝

通。親師活動之後，接著繼續進行升學

輔導專題演講，提供家長最新大學甄選

相關資訊。

(三)功能:提供家長與導師面對面溝通，讓

家長彼此分享管教與輔導孩子經驗，而

任課教師至班教學說明，展現出專業規

劃能力與主動創新教學。行政單位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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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溝通及學校日手冊提供家長最

新教育資訊，亦達宣導教育理念之效。

(四)意見回饋:由輔導室設計「學校日活動

家長問卷 J '對全校各班家長進行抽樣

調查，並統計分析結果，作為檢討改進

的依據及繼續辦理活動的參考。活動中

家長意見經相關處室研覆後，立即公告

並力求改善。

四、辦理快樂學習日活動

(一)時間:每年四、五月間，利用班會，全

校共同舉行。

(二)方式:結合家長會邀請家長來上課。每

班一個主題，由職涯有成之家長分享職

場經驗、人際關係、學習歷程等，增進

親子溝通與生涯規劃能力。爸媽來上

課，快樂學習日讓學生上不一樣的課。

五、辦理家庭教育輔導知能

研習

(一)主題:成就每一個孩子

內容:邀請親子天下陳之華講師，分享

如何看見每個孩子內在的「軟實力」。

從不同的生涯楷模人物故事，以及芬蘭

教育體制的內涵介紹中，引導參與夥伴

學習珍視每個孩子的「平凡人性 J 並

藉由發自內在真實的看重與賞識，瞭解

與接納每個孩子的差異，逐步成就孩子

的天賦。

(二)主題:給孩子有力量的愛

內容:邀請開平餐飲學校創辦人夏惠汶

博士，協助家長以智慧引導孩子學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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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從父母自我的反思，開啟親于關

係對話的空間，透過「見證」愛的正向

力量，給予孩子最大的支持陪伴，讓孩

子更有勇氣面對人生的難題與挑戰。

(三)主題:協助亞斯伯格症孩子跨越情緒障礙

內容:邀請萬芳醫院張勝傑醫師，協助

教師與家長認識亞斯柏格症之相關特

徵，並指導如何透過堅定的界線設定、

建立接納的同盟關係、清晰具體的口語

指令、持續正向的鼓勵行為等技巧。

(四)主題:協助孩子走出憂鬱

內容:邀請榮民總醫院陳映雪醫師，協

助教師與家長瞭解憂鬱症之診斷依據與

症狀。透過臨床實例個案分析，講解主

要治療之道與預防方法。

(五)主題:如何陪伴與面對自傷孩子的傷與

苦

內容:邀請臺灣大學學輔中心柯書林心

理師，講解自我傷害學生之身心特質與

行為表徵，並分享親師陪伴與相關因應

之道。此外，指導親、師學習如何自我

照顧並尋求相關資源網絡的協助。

六、落實高風險家庭關懷與

輔導

(一)高風險家庭:開學一個月內請各班導師

利用「高風險家庭篩檢問卷 J '建立班

級需要優先關懷與輔導的學生名單。學

務處、教官室配合進行高關懷學生家庭

訪視，並視是否需要轉介社會局提供關

懷性服務。

(二)認輔工作:學期初，先發給各班「認輔

學生需求調查表 J '由導師、輔導老

師、輔導教官提供適應困難、行為偏

差、復學、高風險家庭及特殊需求等學

生名單。再依認輔工作作業流程，建立

認輔人力資源，協調編配認輔個案。認

輔教師以唔談、電話等方式關懷認輔學

生。

七、辦理新移民多元文化週
活動

(一)目的:為使師生了解進而接納異國文化

特色，尊重、關懷與協助新移民及其子

女，協助新移民家庭及其子女文化適

應，融入在地生活。本校訂定每年四月

(第9週)為新移民多元文化週。

(二)活動項目:辦理多元文化海報製作與展

覽、異國文化介紹、異國風味料理製作

與體驗等。

八、辦理祖父母節活動

(一)目的:增進子女對祖父母的認識，學習

長者的經驗與智慧，加強子孫互動與情

感交流。每年9月進行系列活動。

(二)活動項目:辦理感恩祖父母攝影創作比

賽、成功三代情、親情快遞體驗活動、

祖父母影片欣賞與討論、班會討論、珍

愛立約等活動。

(三)祖父母節暑期感恩活動暑期作業:高一

相片故事學習單一一以「祖孫互動」為

主題，透過文字進行照片故事創作;高

二煮出美味祖孫情學習單一一以「為家

人料理一道菜館」為主題，透過料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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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增進祖孫或家人互動，並由照片紀錄

與文字分享，呈現感恩與回饋之情。

(四)歡樂祖父母節一一搭起世代傳承情:辦

理創意祖孫才藝表演。由祖父母、社區

老人服務中心打鼓隊與手語班，校內國

樂、吉他、戲劇、魔術、熱舞、民俗表

演隊等優質社團精彩演出，活動當天由

學生邀請父母或祖父母一起觀賞。表演

結束，繼續參觀昆蟲科學博物館，由國

寶級生物學家一一陳維壽老師親自解說。

九、辦理全國孝親家庭月活動

(一)目的:為鼓勵師生營造溫馨和樂的家

庭，加強家人情感連結，於五月全國孝

親家庭月，辦理「慈孝在我家」系列活

動。

(二)活動項目:包括感恩故事創作比賽、

「昨日的記憶」影片欣賞與短文創作、

「如何安排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班會討

論、「父母達人秀」職業訪談與分享、

「親子論壇一一讓你更懂我的心」等。

(三)親子活動，.父母達人秀」是結合高一

生涯規劃課的職業訪談報告，邀請報告

內容豐富感人之學生，進行分享。學生

於訪談父母過程，可以深入瞭解父母

職業之工作型態與職涯內容，進而從良

善的親子溝通與互動中，省思家庭意義

與價值。「親子論壇一一讓你更懂我的

心」是學生的自主學習活動，其分組、

邀請家長、主持、記錄、攝影等皆由學

生自行審劃。親子議題討論，讓家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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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真誠表達彼此的想法與期待，增進

互重的親子溝通關係。

+、家庭教育諮商(輔導)

活動

(一)目的:針對特殊需求或重大行為學生之

家庭，進行個別諮商輔導與家庭會談，

協助父母瞭解特殊個案學生之身心特

質，學習陪伴與因應之道，從而發展家

庭系統之改變與合作，共同協助個案學

生正向改變。

(二)對象:以家庭為單位，聘請具備專業執

照如心理師、社工師或醫師之專業諮商

心理輔導人員，對個案及家庭監護人

(照顧者)進行數次、每次1小時之家庭

諮商輔導團體課程及個別輔導課程。

(三)方式:

1.團體課程:包括王增勇教授「看見孩子

的彩虹世界一一父母面對多元性別孩子

之陪伴與因應」、柯書林心理師「如何

陪伴與面對自傷孩子的傷與苦」、張勝

傑醫師「協助亞斯伯格症孩子跨越情緒

障礙」、陳映雪醫師「協助孩子走出憂

鬱」等課程，協助家庭學習父母之職

責、家庭支持方案與資源、家庭危機之

處理。

2.個別課程:邀請柯書林心理師透過個別

家庭諮商與輔導之專業協助，讓家長學

習家庭系統觀、親子互動模式等面向，

協助孩子面對與克服個人困境，提升正

向自我價值與適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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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辦理推廣培訓方案

(一)家族系統排列:邀請臺灣海寧格機構排

列師楊世華老師指導「從〈花園裡的

螢火蟲〉影片欣賞看家族系統與親子

互動」與「從家庭系統觀談家庭中的序

位」。親情的感召，像螢火蟲在黑暗中

帶來光明，從家庭系統觀家庭中的序

位，建立家族系統觀念，找出家族中內

在的動力，能解開家庭的糾結，讓家庭

的愛流動，增進親子關係。

(二)人類圖課程:邀請潛能開發講師陳慧真

老師主講「從人類圖談親子關係 J 0 人

類圖系統是邏輯方法，以具體的地圖，

透過人格的投射找出通往存在的本性，

看到自己。運用人類圖瞭解不同特質與

類型親子間如何溝通與互動，增進親子

關係是研習的標的，而活動中學員其實

享受在自己的設計圖，才是意想不到的

效果。

(三)彩繪曼陀羅:邀請杏語心靈診所蘇湘婷

主任治療師指導「圖像療癒一一彩繪人

生」。透過彩繪曼陀羅活動，覺知個人

在家庭互動中的模式與位置。此課程學

員深覺用正向的眼光看待家人互動，更

有能力創造家人情感的連結，讓家人關

係更親密。

恆、省思分享

綜觀本校推展家庭教育，有值得引介的

特別經驗，也有一些困境需要解決:

一、執行特色

(一)建立親師與親子溝通平台，增進親師聯

繫與合作:學校日、家長親職教育座

談、親子論壇、快樂學習日、家長說明

會等，提供親師、親子、家長與學校之

間的溝通機會。

(二)擴充學習內涵，突破學習時間與空間:

重視生活化課程，讓學習更有意義。

「父母達人秀」職業訪談與分享、暑

期「為家人料理一道菜館」等活動，將

學習時間延伸至課餘、假日、寒暑期;

學習環境可為教室、校園、家庭、大自

然......。家庭教育學習，時時處處在進

行。

(三)活動多樣化及深化，吸引學生主動學

習:體驗活動、班會討論、專題演講、

影片欣賞、徵文比賽、小團體等多元方

式，將家庭教育融入學習生活中。

(四)整合校內外資源，推廣宣導相關節日及

新興議題:結合家長會、校友會、大

學、公益團體等資源積極辦理家庭教育

活動，並推行祖父母節、孝親家庭月及

新移民文化週。

二、執行困難與突破

(一)正式課程外實施4小時家庭教育之時間

運作上的限制:高中課業重，空白課程

少，不易安排共同活動時間，為規劃整

體的學習，許多活動只得利用午休、聯

課活動等時間進行。企盼十二年國教實

施之後，各校透過選修、特色課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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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更多彈性時間及多元學習機會。

(二)家庭教育工作推動上的限制:從實務層

面來看，發現高中生對家庭教育各項議

題的接受度有明顯落差，性別、婚姻教

育較受歡迎，可能與身心發展階段的需

求有關，至於家長則對親職教育相關成

長議題較感興趣。家庭教育的目標定位

在教育預防，未來推行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除了考量實施對象的需求，應力

求以創新、務實、議題融合方式，整合

的作法，提升活動執行成效。

(三)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及其家長專業諮商與

輔導服務的限制:本校對於特殊需求學

生，除了召開個案研討會、持續諮商與

輔導以外，透過專案補助計畫提供專

業輔導人員諮商與輔導服務。自從專業

補助方案結束之後，要取得進一步專業

諮商與輔導的經費較為困難。未來有需

要轉介的學生可以運用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醫療相關機構等資源，學校亦可加

強規劃適應困難學生成長課程，改善家

長親于溝通與親子關係。

陸、結語

本校推展家庭教育，除了協助家長學

習管教與溝通的知能，了解每個孩子的獨特

性，善進親職，同時培養學生瞭解家庭的價

值，懂得感恩父母，善盡于職。我們深信每

一個學生都獲得家庭關注並成長，-當生命注

入情感交流的元素，終將建立自信與方向，

開啟美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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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教師與行政團隊努力下，全面

提升家庭教育效能，落實推動的家庭教育家

工作成果，曾榮獲教育部99年度推展家庭教

育績優團體獎之肯定。今年即將實施的特色

課程，其中不乏如愛情婚姻與家庭類的拓展

性活動，不僅擴大學生學習內涵，提供多元

實踐機會，也為啟動十二年國教特色招生及

特色課程預作準備，值此家庭教育年積極推

動家庭教育之際，相信可產出相得益彰之成

效。未來，我們願意繼續深耕家庭教育這塊

園地，建立家庭的核心價值，使家庭的溫暖

與親情能散播在社會各角落;讓家庭功能更

建全，社會更祥和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