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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事曆簡易版（詳細行事曆請至學校首頁查詢） 

月
份 

週
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全校行事簡歷 

八 1 25 26 27 28 29 30 31 
◎08/29 全校返校暨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08/30 開學(開學典禮併升旗實施) 

九 

2 1 2 3 4 5 6 7 

◎09/03防震疏散演練第一次預演(7:30起) 

◎09/04 多元選修課程介紹 

◎09/03-04 國三第一次模擬考  

◎09/05-06 高三模擬考  

◎09/05-06 高二複習考  

◎09/1-9 丹麥教育旅行  

◎09/02 國、高中幹部訓練12:30-13:00  

◎09/05(午休)技藝教育學生行前會  

◎09/06 技藝教育開始上課 

◎09/06(5-6)國中部生命教育-自殺防治宣導  

◎09/02-09/06 中學生網站網路讀書心得註冊及小論文寫作宣導 

3 8 9 10 11 12 13 14 

◎09/10 防震疏散演練第二次預演(7:30 起) 

◎09/11 高中新生體檢  

◎09/12 發放註冊單  

◎09/12 發各班家長委員意願調查表 

◎09/13 中秋節  

4 15 16 17 18 19 20 21 

◎09/16 高中英文單字初賽  

◎09/17 登革熱防治日  

◎09/17 108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示範觀摩演練  

◎09/20 親師座談會(晚上)  

◎09/20 國家防災日防震疏散正式演練9:21 起  

◎09/20 國中部性平宣導 

◎09/21 高雄市108年語文競賽  

5 22 23 24 25 26 27 28  

十 

6 29 30 1 2 3 4 5 

◎09/30(3-4)高中部英文單字複賽  

◎09/30(3-4)高中數理能力競賽校內初賽(預定)  

◎09/30(3-4)高一多元性向測驗  

◎09/30 高二家庭教育宣導-影片欣賞  

◎國一生涯檔案封面設計比賽收件  

◎10/05 國慶日調整放假補上課 

◎10/05(6-7)國一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國二多元性向測驗  

7 6 7 8 9 10 11 12 
◎10/09 環境教育議題宣導  

◎10/10-13國慶日放假 

8 13 14 15 16 17 18 19 

◎10/16-18 高中第一次段考  

◎10/16-17 國中第一次段考  

◎10/18 國一二反毒宣導  

◎10/19 大學入學第一次英聽測驗考試  

◎10/19-20 國中童軍團分區聯合入團訓練營  

9 20 21 22 23 24 25 26 

◎10/20 國際女孩日宣導活動  

◎10/21-10/23 國二露營  

◎10/21 高中部 TED 說故事比賽 

◎10/21(3-4) 高三大學學群講座(一)  

◎10/22 國中部 TED 說故事比賽 

◎10/24 國三畢旅行前會  

◎10/25 國中部音樂比賽  

10 27 28 29 30 31 1 2 

◎10/28(3-4)大學學群講座(二)  

◎10/30、31 高三模擬考[3]  

◎10/30-11/1 國三畢旅  

◎10/31-11/15 中學生網站讀書心得及小論文比賽開始投稿 

◎10/31 TED說故事比賽，複賽成績公告 

◎11/1(6-7)國中部英語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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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國三技藝教育停課(畢旅)  

十
一 

11 3 4 5 6 7 8 9 

◎11/04 高中部音樂比賽  

◎110/4(3-4)大學學群講座(三)  

◎11/05-07 韓國世賢高校來訪  

◎11/06 國一新生體檢  

12 10 11 12 13 14 15 16 

◎11/11(3-4)大學學群講座(四)  

◎11/15 健康促進議題宣導  

◎11/15 日本愛媛大學參訪  

◎11/15 小論文比賽 12：00 投稿截止 

◎11/16 高市 108 年度國中英語文競賽 

13 17 18 19 20 21 22 23  

14 24 25 26 27 28 29 30 

◎11/26-11/28 高中第二次段考  

◎11/26-11/27 國中第二次段考  

◎11/28 國中流感疫苗注射  

◎11/29 國中路跑；高中流感疫苗注射  

十
二 

15 1 2 3 4 5 6 7 

Ⓞ12/05 身障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網路報名開始 

◎12/05 捐血活動  

◎12/06(6-7)國二生涯興趣量表施測  

◎12/06-08 全市三級大露營  

◎12/07 教育優先區暨新住民計畫-『親職教育活動』 

◎「航向書海‧愛讀！I DO ！」校際比賽  

16 8 9 10 11 12 13 14 

◎12/09 高中路跑  

◎12/10 國一、二故事劇場欣賞  

◎12/13-14 五十周年校慶暨運動會  

◎12/14 技藝教育成果展；生涯博覽會  

◎12/14 大學入學第二次英聽測驗考試 

17 15 16 17 18 19 20 21 

◎12/16 校慶補假  

◎12/20-24 國際領培營  

◎12/20 國二產業參訪、專業群科實作  

◎12/21 上班(補1/17)  

◎12/21-22 日本三重縣伊勢高中來訪  

18 22 23 24 25 26 27 28 

◎12/23-24 高三模擬考[4]  

◎12/23-27 韓國仁川彌鄒忽外語高校來訪 

◎12/26-27 國三第二次模擬考 

一 

19 29 30 31 1 2 3 4 

◎12/30-31 高三第三次段考  

◎01/01 元旦放假  

◎01/03 第一學期技藝教育結束  

◎01/04 上班(補1/20)  

20 5 6 7 8 9 10 11 
◎01/06高三文昌祈福  

◎01/06(3)高三考前叮嚀  

21 12 13 14 15 16 17 18 

◎01/13-1/15 高中第三次段考  

◎01/14-1/15 國中第三次段考  

◎01/16 休業式  

◎01/17-1/18 學測  

◎01/17、1/20彈性放假 

寒假 19 20 21 22 23 24 25 

◎01/21-2/10寒假  

◎01/23-1/29農曆春節  

◎國二寒假活動-『一日職場體驗』 

二 

寒假 26 27 28 29 30 31 1  

寒假 2 3 4 5 6 7 8 ◎02/06-02/07高中部補考  

108

第

二

學

期 

9 10 11 12 13 14 15 

◎02/10全校返校  

◎02/11開學(開學併升旗舉行)  

◎02/11高一、二複習考  

◎02/11國一、二補考暨複習考  

◎02/11國三補考  

◎02/15補農曆春節調整放假上班  

※若有變更則以學校網頁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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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很高興為您服務： 

處室 行政編組 承辦人員 分機  處室 行政編組 承辦人員 分機 

教
務
處 

教務主任 黃璟松 210  

學
務
處 

學務主任 柯麗妃 310 

教學組長 吳素玫 220  訓育組長 翁雅琦 330 

研究發展組長 邱淨琳 260  國際教育組長 曹 琦 320 

註冊組長 謝崇良 230  衛生保健組長 姜振學 340 

設備組長 張基軍 240  體育運動組長 陳俊憲 360 

試務組長 林姿伶 250  幹事 翁明聰 300 

協助行政 伍連女 231  護理師 袁緣 390 

協助行政 林怡秀 200  營養師 陳盟仁 380 

協助行政 黃榮豐 200  書記 黃麗鳳 300 

協助行政 傅美珍 200  行政協助 黃金玲 356 

協助行政 陳雲釵 242  行政協助 林靜枝 301 

幹事 王錦棉 231  童軍團 邱錦娥 340 

幹事 余建璋 221      

管理員 陳美如 250  處室 行政編組 承辦人員 分機 

工友 鄭淑文 242  

教
官
室 

主任教官 周承潔 350 

工友 蘇美月 241  生活輔導組長 葉惠貞 352 

     教官 鄭雅菁 351 

處室 行政編組 承辦人員 分機  教官 王啟銀 351 

輔
導
室 

輔導主任 游秀敏 510  教官 呂權益 351 

輔導組長 王怡文 520      

資料組長 王昆疆 530  處室 行政編組 承辦人員 分機 

特教組長 陳愛治 540  

總
務
處 

總務主任 聶松齡 410 

協助行政 余玟慧 531  事務組 吳思嫺 420 

高中特教 郭世明 541  出納組 董素妹 430 

高中專輔 洪瑛蘭 550  文書組 吳忠煌 440 

高中專輔 許雅雯 521  幹事 蔡芳玫 421 

國中專輔 張嘉容 560  工友 鄭守銘 400 

國中專輔 鄭婉妤 561  工友 鄭淑妹 400 

國中兼輔 楊櫻華 500  業務助理 石麗英 422 

管理員 黃文怡 562  業務助理 黃雅君 400 

業務助理 簡耀樺 500      

     處室 行政編組 承辦人員 分機 

     
圖
書
館 

圖書館主任 葉瑞麟 610 

     圖書服務組 蔡淑芬 611 

     資訊執秘 蔡美詩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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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您可能關心的事： 

【教務處】 

Q1：國中生的畢業條件為何？ 

A1：國中部畢業條件：（教育部公告版本 1010507） 

（1） 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

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 國二、國三，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丙

等即 60 分以上至 70 分） 

（3）國一，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丙等即 

60 分以上至 70 分） 

Q2：有升學相關問題，可以諮詢哪些校內單位？ 

A2：詢問導師外，亦可向教務主任（分機 210）或註冊組（分機 230）洽詢。 

 

【學務處】 

Q1：請問我要如何幫學生請假? 

A1：您可以直接跟導師聯絡，或是由生輔組（教官室）代為轉達（分機 350、351），並務

必請於三日內完成正式請假程序。 

Q2：請問學生要如何辦理助學貸款? 

A2：助學貸款僅限高中生辦理，學生可於開學後一周內至學務處幹事處（翁明聰先生，分

機 300）登記，辦理後續對保等相關事宜。 

Q3：請問學生午餐一週一蔬食日，營養夠嗎? (配合教育局政策) 

A3：蔬食日主要是將植物性蛋白(如豆類製品)取代動物性蛋白(如豬雞魚肉..等)，可減少過多

油脂的攝入，健康營養不打折。豆類製品食物有板豆腐、油豆腐、豆包、豆漿、豆皮…

等。 

Q4：請問午餐可提供咖啡、茶飲及奶茶飲料嗎? (配合教育部政策) 

A4：成長中的學生，皆不建議飲用，以下為可能對學生造成的影響：造成焦躁、睡眠障

礙、傷胃、增加膽固醇、阻礙鐵質及鈣質吸收。若飲料中添加果糖，身體更會容易合成

三酸甘油脂，亦即更快形成體脂肪，增加肥胖之風險。 

Q5：請問午餐食材安全嗎? (配合教育部政策) 

A5：本校午餐食材透過高雄市府員工消費合作社招標採購，設有食材檢驗及訪廠稽查制

度，替午餐食材安全把關。另外，歡迎學生及家長可即時上官網查閱本校當日菜色及食

材供應商來源資訊。http://lunch.twfoodtrace.org.tw/cateringservice/web/main/ 

Q6：請問午餐豆製品有基因改造的食材嗎? (配合教育局政策) 

A6：本校午餐食材在招標採購豆製品時有加註說明「非基改豆製品」，請學生及家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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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Q1：圖書館何時開放? 

A1：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8：00~12：00 下午 12：00~17：00 

Q2：我該如何借書及借閱的冊數？ 

A2：學生本人持學生證至圖書館,4 冊圖書與 2 本過期雜誌，借期 2 週，期滿如無他人預

約，可再續借 1 週，以一次為限。 

Q3：我要如何還書？我借書逾期了怎辦? 

A3：擲交圖書館流通櫃臺，或圖書館門口還書箱，統一由義工將還書上架，請勿自行上

架。追還原書外，凡逾期 1 天，停止借書 3 天，逾期 2 天，停止借書 6 天，依此

類推。 

Q4：我從圖書館借出圖書如有遺失或損壞時怎辦? 

A4：須賠償原書。 

Q5：我可以使用圖書館電腦嗎？ 

A5：是的。 

1. 圖書館電腦之使用以資料查詢為主。 

2. 使用前請先至櫃檯放置學生證。 

3. 請勿利用圖書館電腦進行下列活動（1）收發 Email （2）玩線上遊戲或任何遊戲（3）

到聊天室聊天、上 FB 或使用任何即時通等軟體（4）其他與資料查詢不相關之行為 

4. 如違反本規則或有其他不良行為者，得隨時請其離館。 

Q6：我到圖書館應注意的事項：有哪些? 

A6： 

1.除隨身備用之文具外，不得攜帶書包及其他物品。 

2.本室圖書資料均可任意取閱，閱畢應放回原處。 

3.本室圖書資料應善加愛護，如有剪裁、污損、破壞等情事，應負賠償責任。 

4.室內請保持肅靜、整潔、不得喧嘩、談笑、朗誦、攜食入內及隨地拋棄紙屑。 

5.閱覽者如違反本規則或有其他不良行為者，得隨時請其離館。 

 

【總務處】 

Q1：教室是否可以裝設冷氣? 
 

A1：由於夏天天氣酷熱，近年來氣溫節節升高，在教室上課的確會感到悶熱不適，為讓同學

有涼爽舒適的上課讀書環境，校長積極向家長會募款，獲得家長會大力支持，因此本校

已於 106 年 5 月完成高中部各班冷氣裝設、今年 6 月並完成國中部各教室冷氣安裝，

一舉解決長年來之問題。總務處亦已針對冷氣使用以及管理，對國、高中部同學進行機

會教育，節約用電並愛惜冷氣，環保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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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高中部廁所能否全面整修? 
 

A2：近年來已完成忠孝樓、仁愛樓廁所改建工作，今年配合和平樓及信義西棟耐震補強工

程施工，完成了和平樓廁所整修，因改建經費無法一次到位，改善老舊廁所一直為總

務處努力的目標，目前積極向中央爭取逸仙樓廁所整建經費補助，預計 109 年整修逸

仙樓廁所。 

Q3：有聲廣播聲音有時不夠清楚? 
 

A3：本校因鄰近住宅區與醫院，有聲廣播聲音太大，屢遭投訴，影響到附近環境居住品質；

學校近年來全面使用無聲廣播效果良好，盡量不使用有聲廣播，以營造社區和諧氛圍。 
 
Q4：繳費單據遺失、錯誤怎麼辦?逾期未繳費，學校可以代收嗎？ 
 

A4：繳費單據遺失可以至出納組登記申請補發。繳費內容若有錯誤，先向申請處室登記更

正後，再至出納組更換繳費單，另外學校不會代收費用，繳費逾期仍可利用郵局繳

費。 
 

【輔導室】 

Q1：我的孩子可能有特殊教育的相關需求，要怎麼尋求資源呢？ 

A1：您的孩子若有特教服務的相關需求 ( 如無障礙環境提供、學校系統各類障礙的鑑

定、資源班入班鑑定、語言治療、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心理諮商、段考特殊考試服

務需求、身障學生多元入學管道……等等 )，您可以向班級導師說明討論，或是至本

校特教組諮詢。 

Q2：如何協助我的孩子生涯規劃? 

A2：國中部學生每人有 1 本生涯檔案及生涯輔導(發展)紀錄手冊，學校透過課程及辦理相

關活動，在老師的引導及協助下自我覺察、生涯覺察及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家長平

常可以與孩子多互動、討論，並在每學年結束前，學校發回生涯輔導(發展)紀錄手冊

請家長簽名時，了解孩子這一年來的學習、探索心得，藉此幫助孩子生涯規劃與決

定。 

Q3：關於親子互動與家庭關係，有哪些諮詢資源可以運用? 

A3：(1)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婚姻家庭法律諮詢專線」電話號碼 02-25028934，專

線提供免費法律諮詢及福利資源轉介服務，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轉知家長善加運用。 

    (2)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於一般上班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提供家

長免費諮詢電話如下，轉知家長善加運用：學生議題諮線：386-1785、386-

0885。 

    (3)為照顧弱勢族群及協助生活陷困之家庭及個人，衛福部設有 1957 福利諮詢專線，

聘請專業社工提供各項社會福利諮詢，並橫向聯結自殺防治、就業安全、就學安全

及治安維護等網絡，整合全國各縣(市)政府通報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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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處室報告事項： 

【教務處】 

依教育部 108 年 7 月 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66466 號函，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日

期訂於 109 年 5 月 16、17 日（星期六、日）。 

一、教學組 

1、108 學年度國中部第八節補救教學預計自 10 月初開始上課。 

2、國中部課業輔導於 9/9 開始上課。 

3、相關事項，請參閱學校網頁行事曆。 

二、研發組 

1、國一、國二輔導課因應 12 年國教轉型為主題探索式的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各學科領

域、科展製作、藝術、體育、管樂等課程，希望學生除了重視課業外，也要培養正當

休閒興趣。 

三、註冊組 

1、事關各位學生畢業條件請務必詳細閱讀，並注意自己的成績。 

國中部畢業條件：（教育部公告版本 1010507） 

（1） 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

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 國二、國三，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丙

等即 60 分以上至 70 分） 

（3）  國一，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丙等即 

60 分以上至 70 分） 

（4） 國二及國三科目領域共分七大領域，國一分為八大領域 

甲、【語文領域】--國文、英語 

乙、【數學領域】 

丙、【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物、理化、地科、生活科技 

丁、【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 

戊、【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美術、表演藝術 

己、【綜合領域】--家政、童軍、輔導活動 

庚、【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教育、體育 

辛、【科技領域】--資訊、生活科技 

四、試務組 

1、本學期的段考時間： 

國中部：第一次段考：10/16-18；第二次段考：11/26-28；第三次段考：1/13-15 

2、上學期國三模擬考時間： 

國中部－第一次：09/05-06、第二次：12/26-27 

3、段考期間缺考者，統一於段考結束後隔天早上 8 點 10 分舉行，並請先行完成請假程序

後於當天自行至教務處報到。 

4、段考補考分數計算：高中部：公、喪、重病假以實得分數計算，其餘假別超過 60 分

者，一律以 60 分計算，未達 60 分以實得分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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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敬愛的家長 您好： 

時光荏苒，轉眼新學期已揭序幕，除平時學校課業與活動外，期望開學後，家長在生活

常規上能給予孩子妥善的規劃及指導，勿讓貴子弟虛擲光陰，虛度青春；為此，本處律定五

項生活守則–有禮貌、守秩序、愛整潔、常運動、勤讀書，並積極落實於學生的日常。 

以國際教育為特色的文山高中在校名 WUNSHAN 中，昭示了砥礪學生的格言：「我們

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We are Unique) ，在文山將受到老師全心全力的栽培(Nurturing)，自

動自發(Self-motivated)，積極努力(Hard-working)，勇敢冒險面對挑戰 (Adventurous)，

成為具備高尚情操的全球公民(Noble)。」這也是我們對孩子深切的期待與努力的方向。 

以下特別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盼能做為家長在學期中督導貴子弟的參考： 

1. 開學初詐騙集團騙取註冊費非常盛行，請家長多注意不要隨意至提款機匯款，應審慎和

學校保持聯繫，若遇詐騙電話，請打 165 電話反應警政署。 

2. 學生生活常規輔導、服儀暨請假有關規定明訂於學生手冊，學生於入學時都已領取一

本，在本校網站也有提供電子檔供參考，若有不清楚歡迎來電教官室查詢。僅就其中部

分要點作以下提醒。 

(1)全體學生應穿著整齊的學校制服或體育服裝到校上課；若遇天氣寒冷，學校外套不

足以保暖時，可在學校外套內加穿個人外套或衣物，請勿直接穿著便服外套到校；

不論教室或校園等角落，都應遵守服儀規定，若經巡堂登記到服裝不合規定，除扣

班級秩序成績外並進行個人勸導；寒暑假期間進入校園，無論是課輔、參加補考或

返校打掃等，仍應穿著整齊的學校制服或體育服裝，請家長協助督促貴子弟遵守。 

(2)本校除配合教育部解除髮禁政策，秉持﹝尊重與包容﹞.﹝多元與欣賞﹞.﹝自由與責

任﹞的理念，並透過民主的程序，按比例原則結合學生代表、家長代表、教師代表

及學校行政人員共同開會研討，為教育學生為目的，髮式以不染、不燙、不怪異為

共同性原則，採尊重自主，回歸自然，並依規定不用處罰方式來管理，改以勸導方

式和家長多溝通、協調，以營造多元開放、友善健康的校園。 

(3)學生臨時病痛或事故無法到校，請家長先行電話告知導師，事後三日內送請假本銷

抵曠課。 

(4)為方便同學管理請假紀錄，本學期已於上學年修改請假方式，由原本假單改為假卡

方式，希望家長囑孩子遵守請假相關規定。 

3. 學校於每週二舉行全校或分學制(國高中部輪流)升旗典禮，時間為 AM 07：40。請指

導孩子儀容服裝端正參加重要集會，每個月初升旗典禮實施服儀檢查，雖本校配合教育

部政策，不以學生服儀為懲處依據，但仍希望學生能有端莊合宜之服儀表現，期家長能

基於教育立場，能配合要求孩子不任意修改制服，頭髮不染、不燙、不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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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相關事項： 

(1)導護時間為 7：10-7：30，居於安全考量，請勿讓孩子太早到校。 

(2)為維護同學及各位『行的安全』，請家長騎乘機車接送同學上放學時，務必讓自身與孩

子都戴安全帽，騎自行車同學亦請依規定戴安全帽，以免發生危險，違者依校規懲處。 

(3)本校在學校側門旁規劃兩處家長接送區，請各位家長於上下學期間接送同學時，不要

將車輛停放於校門口旁或門口，基於安全與流暢切勿停於「公車停車專用格」，敬請務

必配合，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5. 新興毒品盛行泛瀾，多以「毒咖啡、毒奶茶包、毒巧克力、毒口含錠、毒梅子

粉」等形式流竄，外觀與一般市售物品包裝無異，毒販為吸引年輕人吸毒花

招百出，利用各式包裝或糖果卸下年輕人心房，請提醒貴子弟千萬不要吃來

路不明的東西，以免染毒。如果發現自己的子弟有此行為應立即規勸制止，如果經

學校查獲，除依校規懲處外並通知相關單位承辦。 

6. ＭＴＶ、ＫＴＶ、ＰＵＢ、電動遊樂場、網咖、撞球場等場所出入份子複雜，易招惹無

妄之災、且容易沾染毒品，請勸導貴子弟儘量不要進入上述場所。開學期間，請家長關

注學生校外行為，避免涉入不良幫派組織之婚喪喜宴或其他餐敘集結活動。 

7. 基於衛生安全，本校嚴禁於上學期間訂購外食與飲料；孩子中午未參加營養午餐，懇請

家長親送。 

8. 天氣漸暖，注意貴子弟戲水安全，嚴禁到危險水域或無救生人員之游泳池游泳，以防溺

水事件發生；請務必告誡貴子弟，生命之珍貴。 

9. 防制校園霸凌： 

推廣「尊重他人，健康上網」之正向防杜網路霸凌作法，每個人應有尊重自己也尊重他

人之網路素養，如果遭遇網路霸凌事件時，你可以怎麼做： 

(1)不謾罵：不要與對方謾罵，也不要張貼讓對方不舒服的言論。 

(2)請刪文：先以訊息通知對方，告訴對方你的感受，請對方刪除讓人不舒服的貼文。 

(3)留證據：若告知對方刪文後仍未改善，即將讓人不舒服的內容截圖下來，留做證據

，並與家長或老師討論如何處理。 

(4)快阻斷：使用社群網站的「解除朋友關係」或「封鎖」功能，阻斷網路霸凌行為人

與你的聯絡，避免繼續看到不舒服的貼文。 

(5)尋求助：透過下列「多元反映管道」尋求協助，並得向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02)3393-1885、www.win.org.tw 提出申訴。 

10. 因孩子接觸 3C 產品的年齡下降，及對 3C 產品的依賴度也越來越高，導致近視眼

的比例逐年攀升，甚至出現成癮症狀。為了孩子的視力健康與時間管理，建議家長與孩

子溝通，約定手機或電腦的使用規定，降低孩子近視眼與成癮的風險。此外，本校亦訂

有在校手機使用規範，應提醒孩子確實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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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應國內今年本土登革熱疫情，請家長與孩子除了配合政府各項防治工作外，也應

發揮自身影響力，號召身邊的人一同加入清除孳生源的行列，並務必留意個人健康，如

有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活動史

，確診時應儘速告知導師或學校人員，以進行後續防治處理。 

12. 目前為流感好發的季節，學校孩子人數多，在校朝夕相處，也是傳染病散播的高風

險地點。若孩孩子有生病的徵兆，建議家長儘速帶孩子就醫，在校期間也儘可能戴口罩

。 

13. 近年來孩童的體位有兩極化的趨勢，有些孩童為追求完美，攝取營養不均衡而導致

過瘦，也有孩童無法克制食慾或偏食，導致過重。保健中心備有體重計及體脂計，建議

有需要的孩童定期測量，以改善體位不佳的現象。另外，建議家長鼓勵孩童多運動，多

吃蔬果，不但可維持良好體態，也能促進身體健康。有良好的健康，學習更有力。 

14. 本校每年例行與香港、日本、韓國、美國、丹麥、德國等姐妹校交流互訪與教育旅

行，如果您評估各項狀況適宜，請鼓勵您的孩子參與出訪甄選或擔任接待家庭甄選，讓

自己有機會體認與學習不同的國際文化。 

15. 學務處除承辦各項多元創意、節能減碳和才藝運動等相關競賽，並不定期於首頁公

告各項跨校競賽訊息，尤其本校學生近年於各項校外競賽屢獲佳績，請鼓勵貴子弟能積

極參與，以提升相關知識與增進能力。 

16. 「家庭是生涯教育的學習起點」、「家庭是所有教育的出發點」，請家長多陪伴孩子，

孩子的成長就只有一次，青春期的他更需要您的愛。 

 

最後，敬祝闔家平安，孩子在學校的生活順利，學業進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諮詢，

學校竭誠願意為您服務。 

 

 

 

 

 

【總務處】 

敬愛的家長 您好： 
 

總務處期待您的子弟在本校學習期間，能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因此發起「三關運動」，

凡離開教室或放學離開學校前，皆能注意關水(自來水)，關電(燈具，電扇、冷氣)，關門

窗，落實三關，養成節能好習慣，環保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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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108 年圖書館推動閱讀相關計畫活動 

 

活動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單位 

01. 推動閱讀計畫、獎

勵辦法  

1. 每月借閱冊次超過 10 本者，予以嘉獎乙次；一整

學期，各班借閱排行優異者，全班同學期末各記嘉

獎乙次。 

2. 鼓勵學生撰寫心得，心得達五篇者或閱讀次數達 

30 次者，予以嘉獎乙次，並公佈於圖書館網站。 

圖書館，

各班教

室。每周

四早修舉

行 

02. 建置文中閱讀教學

網站  

1.建置好書推薦、新書介紹網頁。  

2.建置閱讀經驗心得分享網頁。  

3.活動照片網頁。  

圖書資訊

組  

每月推薦 

03.佈置班級圖書  1.國高中班級圖書借閱，營造書香氣氛，鼓勵學生互相

討論；每年新增班級套書供師生借閱。 

2.推動班級共讀活動。  

各班導師  

班級經營 

04.辦理教師資訊研 

   習  

1.辦理教師資訊研習，提升資訊融入教學能力。 

２.提供資訊媒材運用資加教學知能。 

圖書館 

資訊執秘 

05.班級圖書資訊利 

   用教育 

國高中新生圖書資訊利用教育，並於期初入班宣導。 圖書館 

06.參加「愛閱網」線 

   上閱讀測驗活動 

國中推廣班級閱讀活動。教育局頒發閱讀 100 愛閱網

計畫：100 本以上金牌獎+嘉獎 2 次、60-99 本銀牌獎

+嘉獎 1 次、30-59 本銅牌獎+嘉獎 1 次 

圖書館 

高雄市教

育局 

07.辦理「主題書展」 定期辦理主題書展：本學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

品」 

圖書館 

08.全國中學生小論 

   文競賽、網站閱讀 

   心得競賽 

1. 全國中學生網站小論文競賽，11 月 15 日截止。 

全國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競賽，10 月 31 日截止。 

圖書館 

09.航向書海閱讀競 

   賽 

雄女圖書館主辦，國高中各一隊報名參加鼓勵學生閱

讀。 

圖書館 

 

10.文山 TED TALK 說 

   故事大賽 

推展閱讀教育，深化閱讀影響，藉由 TED 說故事有效

轉化閱讀型式，培養學生表達能力分享生活體驗或實

用知識。 

圖書館 

 

 

 

【輔導室】 

1. 本校志工隊有園藝組、圖書服務組、春暉輔導組與資源回收組，協助本校工作推動，

若家長有興趣，請填寫手冊中的徵求單。 

2. 本學期親職教育講座規畫於 12/07（六），歡迎家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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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衛生福利部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將安心專線號碼更改為 1925(諧音：依舊愛

我)，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之免費心理諮詢服務，處理全國民眾情緒困擾、心理壓

力等議題，以利自殺(傷)防治推動，敬請善用。 

4. 多數的學生在升學與生涯的路上，受家長意見的影響很大，而輔導工作若有機會協助

孩子，無非希望家長能與老師一起合作，看到孩子獨特的優勢與亮點，相信會讓他們

更有力量邁開大步往前走。104 工作世界彙整了家長專區：陪孩子做人生第一次生涯

決定，網址： https://goo.gl/K4jJzA，讓家長可以試著瞭解自己孩子的興趣與未來

發展，分享給家長，期望可以陪孩子做好人生第一次的生涯決定： 

(1) 科系導航：陪孩子瞭解選填的學群科系，畢業後可能從事的職業及發展。 

(2) 興趣何倫碼：透過對孩子的日常觀察，和孩子一起探索符合興趣的職業。 

(3) 職業地圖：和孩子探索他好奇的產業，瞭解與該產業有關的職業。 

5. 文山高中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國中部）實施一覽表： 

主題軸 實施年級 內容 

自我覺察 

國中部一年級 
1. 生涯檔案封面設計比賽 
2. 生涯特色闖關活動 

國中部二年級 1. 建置生涯檔案 

國中部三年級 充實生涯檔案 

跨年級參與 

1. 多元社團 
2. 志願服務 
3. 小團體輔導 
4. 國際教育活動 
5. 實施心理測驗 

生涯覺察 

國中部一年級 
1. 生涯檔案、生涯紀錄手冊建置說明 
2. 戶外教學 

國中部二年級 
1. 童軍露營 
2. 一日職場體驗活動 

國中部三年級 
1. 職業達人講座 
2. 畢業旅行 

跨年級參與 
1. 充實生涯檔案、生涯紀錄手冊 
2. 閱讀—悅讀 

生涯探索與 

進路選擇 

國中部一年級 
1. 技職教育宣導 
2. 家長職業經驗分享 

國中部二年級 

1. 技職院校體驗活動 
2. 社區高職參訪、實作 

3. 產業參訪 

國中部三年級 

1. 開辦技藝教育 
2. 職群介紹講座 
3. 完成生涯檔案、生涯紀錄手冊 

跨年級參與 
1. 生涯博覽會 
2. 技藝教育成果展 

 

https://goo.gl/K4jJzA
https://goo.gl/K4jJzA
https://goo.gl/K4jJ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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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獲取生涯/升學各項最新訊息？ 

單位與網站 網址 備註 

教育部國前署「國中及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生涯

輔導網」 

https://career.cloud.ncnu.edu.tw/ 提供國高中生豐富的生涯資

訊，網頁連結已置於學校首頁 

108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

學宣導網站 

http://adapt.k12ea.gov.tw/ 1.有關國中會考日程表、各入 

 學管道說明及分數採計方式。 

2.下載各項宣導資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

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

心 

https://cap.nace.edu.tw/ 

 
1.提供國中會考歷屆試題、111  

 年會考考題範例。 

2.歷年會考人數與成績計算各 

 項統計資料。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http://12basic.edu.tw/index.php 認識入學方式、課程教學、適

性輔導國民色養。 

全國高中高職五專資訊

網 

http://203.71.156.202/search/ 提供各區高中職及五專學校介

紹 

108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

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 

招生委員會網址 

http://www.jctv.ntut.edu.tw/u5/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相關流程、

成績採計方式及學校科系介

紹。 

108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

免試入學招生 

 

1.108 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

試入學招生委員會 (主辦學

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https://s5.nkuht.edu.tw/ 

2.技訊網 2019 

https://techexpo.moe.edu.tw/sear

ch/profile_committee.php?comi

d=come13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相關流

程及成績採計方式。 

親子天下 108 課綱國中│素養怎麼考？

會考會變更難嗎？國中父母常

見 5 大問題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

ticle/5080057-/ 

108 課綱系列｜國中會考怎麼

考素養？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

article/4506 

108 課綱之相關問題及說明，可

藉由網站再延伸閱讀。 

108課綱配套措施及 QA 

 

 

提供國一學生及家長，關於 108

課綱配套措施及說明 

https://career.cloud.ncnu.edu.tw/
https://cap.nace.edu.tw/
https://s5.nkuh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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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中畢業生升學進路及高雄區高中職五專學校對照圖表請參閱下圖。 

國中畢業生升學進路階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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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免試入學--積分計算說明】 
※資料來源：108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高雄區宣導簡報)http://adapt.k12ea.gov.tw/ 

1. 

 

 

 

 

 

 

 

 

 

 

 

 

 

 

 

 

 

 

 

 

2. 

 
 

 

志願序積分換算

總積分

100分

多元發展項目

上限40分

志願序30分

國中會考30分

學校群 學校序 積分

1 1-10 30

2 11-20 29

3 21-30 28

選填志願
限擇1~30所招生學校報名，同一所技術型高中(含高中附設專業群科) 內

得就招生科別選填多科(組)志願

連續選填同校不同科者皆計為同一志願序；同一學校第二次選填，視為

第二所志願學校計分，以此類推。

好文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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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多元發展項目積分採計方式

總積分

100分

多元發展項目

上限40分

均衡學習10分

服務學習10分

體適能 20分

競賽表現20分

檢定證照20分

獎勵紀錄10分

幹部任期10分

志願序30分

國中會考30分

多元發展項目上限
40分是什麼意思？
會不會很難獲得？

多元發展項目各單項總和等於
100分，我們可以選擇優勢發
展項目爭取分數，最高採計上
限為40分，而且絕大部分的人
都可獲得上限40分。

 

 

多元發展項目積分採計

• 國中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及綜合活動

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達60分以上

• 單領域3分、2領域6分、3領域10分

均衡學習

上限10分

• 校內或校外服務滿3小時以上得1分；每學

年4分

服務學習

上限10分

• 含肌耐力、柔軟度、瞬發力、心肺耐力
• 單項中等以上：每學年3分
• 教育部體適能常模參考網站

http://www.fitness.org.tw/model01.php

體適能

上限20分

不會！！
體適能共有4項，單項中等以上
每學年就可以拿3分，4項都通
過1年就可以拿12分耶！！

我體能不是很好，體適
能分數ㄧ定很難獲得吧？

那2年就可以拿到
上限20分了！

身心障礙、重大傷病及
體弱持有證明者，比照
單項中等，予以計分。
也能取得20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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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多元發展項目積分採計

• 國際性前8名或全國性前3名：9分

• 全國性4-8名或區域性前3名：6分

• 區域性4-8名：3分

• 競賽項目含括國中學習七大領域

• 活化學生多元學習及學校社團活動

競賽表現

上限20分

• 閩南語檢定

• 客家語檢定

• 英語文檢定

• 技能檢定：丙級20分(限高職採計)

檢定證照

上限20分

語言檢定說明：同一檢定工具計分方式為

通過聽、讀能力者或通過說、寫能力者給10分

聽、讀、說、寫四項能力皆通過者給20分

• 大功4.5分、小功1.5分、嘉獎0.5分

• 各項優良事蹟僅能擇一多元發展項目採

計，不得重複計分

獎勵紀錄

上限10分

• 班級幹部：須經由班級民主程序產生

• 學校幹部：學校委員會代表及社團社長

• 擔任學校或班級幹部：每滿1學期2分

幹部任期

上限10分

國中會考 

 

總積分

100分

多元發展項目上限40分

志願序30分

國中會考30分

A精 熟：每科6分

B基 礎：每科4分

C待加強：每科2分

考試科目: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
寫作(不納入級分.納入超額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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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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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奇蹟男孩》看見特殊生教養的勝利方程式  

作者 曲智鑛 

 

《奇蹟男孩》劇照。 圖片來源：甲上娛樂。 

 

《奇蹟男孩》這部電影，是一位特殊需求孩子家庭與求學經驗的縮影。因為遺傳疾病，

一出生就歷經 27 次手術的小男主角奧吉擁有異於常人的面容，使他在人際交往上困難

重重。父母為了保護他，讓他在小學五年級以前都在家自學，刻意讓他免於面對學校同

儕的互動壓力。 

直到五年級開學，媽媽希望他能突破以往的模式，走入校園，接受更高一階的挑戰。即

使爸爸在過程中提出擔心與質疑，最終還是達成共識，也讓他開啟了不同的經歷。 

喜愛科學的奧吉在學校第一次上科學選修課時，老師提到了一個概念：物體的運動速度

不會改變，除非「有外力」施加。對我來說，這其實某種程度反映了奧吉因外表而造成

他與他人先天的隔閡，除非有「外力」施加──像是校長刻意安排三個孩子當奧吉的校

園導覽員、威爾的母親鼓勵孩子主動伸出友誼的雙手、桑默爾主動為陷入低潮的奧吉打

氣並跟他一起吃午餐……。要讓人類與生俱來的慣性偏見與歧視被打破，實在不容易。

（可參考我過去寫的文章：〈歧視是與生俱來的？那些我在特殊孩子身上看到的事〉） 

在這部電影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如何協助特殊需求孩子跨越環境困難，並發掘自我價

值。我大概歸納為以下幾點： 

好文共讀 

https://opinion.cw.com.tw/search/doSearch?keyword=%E6%9B%B2%E6%99%BA%E9%91%9B
https://www.parenting.com.tw/reading/book-75-/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78/article/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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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人無條件的愛與支持 

從影片的許多橋段都可以看到，父母是如何用不同的態度支持與鼓勵孩子。孩子在學校

多次跌倒，但因為家人的加油打氣，仍然願意站起來繼續努力。爸爸在第一天送孩子上

學時，為所有特殊需求孩子的家長做了非常好的示範。他告訴奧吉兩個規則：第一，任

何課堂都不要舉手發言超過兩次，科學課除外。第二，你會覺得很孤單（在學校），但

這並不是事實（因為我們全家都愛你與支持你）。這兩個建議源於父親對孩子與環境的

理解，相當中肯務實，也帶有關鍵的影響作用。 

至於奧吉的媽媽，奧吉在低潮時向她訴苦，問：情況會一直都那麼糟嗎？媽媽沒有敷衍

孩子，而是運用真誠一致的溝通。她告訴奧吉：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但我們可以一

起努力！ 

奧吉的姊姊跟奧吉分享自己好友友情的變化，讓奧吉知道不是只有自己正在經歷「痛

苦」與「困難」，而這些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整部影片深刻的描繪奧吉家人之間的愛與

力量，這樣的愛絕對是孩子在面對挫折時的養份。 

2.家長的高期待，鼓勵孩子突破舒適圈 

即使媽媽知道奧吉會面對環境的衝擊（她向神禱告，希望其他的孩子能善待奧吉），但

仍然鼓勵孩子勇於嘗試。整部電影快接近尾聲時，透過奧吉口中說出：「媽媽，謝謝

你！謝謝你逼我來上學，雖然曾經很痛苦，但現在我很快樂！」或許，「成功」有時候

需要一些「勉強」。 

3.家庭環境塑造了孩子的非認知能力 

奧吉的媽媽強化了奧吉的自我控制與學習熱誠。她是奧吉的家教老師，她與爸爸的幽默

與樂觀也影響了奧吉在面對困難時轉念的能力。《幫助每個孩子成功》的作者 Paul 

Tough 提出：非認知能力的培養環境是最重的！這個概念在《奇蹟男孩》中一覽無遺。

環境說穿了就是父母親的身教、平時處理事情的態度、遇到問題與困難時的反應等等，

語言、行為模式與情緒反應，都會對孩子造成深遠的影響。 

4.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與校方對於霸凌零容忍的態度 

奧吉的班導師放棄華爾街工作、追逐自己的教育夢，幾場班級內的教學活動都是老師帶

領孩子討論人生格言。這些格言希望形塑的學習環境文化，我相信對孩子是有正向影響

與「暗示」的。「當面對正確與仁慈的抉擇時，請選擇仁慈」，這樣的格言提醒了孩子

「選擇」，並且隨時注意自己的行為，因為你的所作所為，代表的是你這個人！所以當

奧吉面對學校同儕的霸凌時，有的孩子願意挺身而出，主動伸出援手。當孩子自己說了

http://bit.ly/2C1lZPq
https://www.parenting.com.tw/reading/book-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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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說的話之後，也會開始自省，並且嘗試彌補。我相信老師期待創造的環境氛圍對孩

子是有影響的。 

老師與校長處理同儕衝突與霸凌問題的方式也值得我們學習，在影片中，校長的用語是

「零容忍」（zero tolerance）──儘管面對家長的施壓，但他仍然不為所動。我相信這是

教育理念表態的重要時刻。不管這個會議有多少人參加，都應堅持學校的核心價值與原

則。有多少人能在這樣的壓力下捍衛自己的理念？值得反思！ 

5.自助與人助，贏得他人的尊敬 

奧吉的強項是自然科學，他不僅在上課表現優秀，也在科展活動時大放異彩。這是我們

常說的：在教養的過程中，我們要發掘孩子的優勢能力，讓他在學習的過程中建立自

信。我們看到奧吉因為科學學習的優勢，拉近了跟威爾的關係（幫他作弊），讓威爾打

從心底佩服自己的學習能力，破冰之後，威爾才開始從新（心）認識奧吉的幽默、隨和

與重義氣。 

在影片後半段，威爾和奧吉面對高年級的挑釁時，奧吉不但沒有逃跑，反而站在前面對

抗惡勢力。即使面對惡劣的環境，他也沒有放棄，做好自己的本份（用功努力，友善待

人），並等待改變的時機，最終靠自己的毅力贏得他人的尊敬。 

《奇蹟男孩》這部電影真實反映了特殊生家長的心境。特殊孩子是太陽，爸爸媽媽繞著

他轉，健康的手足卻容易被忽視。台灣的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就是主要協助家長

與健康手足的單位。我常鼓勵家長，要留個別互動的時間給每一個孩子，讓他們感覺自

己是被重視的。當健康的手足感受到愛與關心，他自然有能力去愛他的手足，而成為父

母親家中最重要的幫手，就跟奧吉的姊姊薇亞一樣。 

身教是有長遠影響的，每個孩子就像種籽，家庭和學校則是孕育他們成長的環境。從

《奇蹟男孩》這部電影可以看到好幾個不同家庭對孩子行為直接的影響。價值觀是長期

累積的，就像亞馬遜的創辦人貝佐斯說的：聰明是天賦，善良是選擇。在正確與仁慈之

間，你會選擇仁慈嗎？ 

文章來源：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78/article/6388 

 

 

 

 

  

https://www.parenting.com.tw/reading/book-75-/
https://www.parenting.com.tw/reading/book-75-/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78/article/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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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無意識情緒勒索：「自我察覺」是父母

都該練習的一堂課 
「有時候如果我想做的事情我媽不同意，她就會說自己有多辛苦，讓我覺得自己若不照著她

的話做，就是很自私。」孩子與父母親之間的情感矛盾，心理師分享提升親子「自我覺察」

的方法，讓愛不再是單向抒發。 

文｜蔡宜芳心理師 

八年級的小元這學期常常沒有到校，每次導師打電話到家裡，媽媽都說小元肚子痛、頭痛、

腳痛或感冒，媽媽帶小元去看醫生，有時候是輕微的感冒或腸胃炎，有時候找不到明確的原

因，醫生曾經建議小元轉診去看精神科，但媽媽當場和醫生翻臉。久而久之，小元漸漸的越

來越少到校。媽媽說小元從小就體弱多病，是個可憐的孩子，但奇怪的是，小元只要在家，

好像一點問題都沒有。 

家訪時，發現爸媽的說辭很不一樣，爸爸說媽媽個性多疑，而且太保護孩子了！為了小元身

體不好，媽媽辭掉工作照顧小元根本是多此一舉，爸爸認為小元就像一般人偶爾有點小病痛

而已，媽媽很多時候都借題發揮，爸爸覺得媽媽不應該幫小元找藉口，讓他不去上學。但是

小元和媽媽感情很好，所以爸爸也無法強制帶小元去上學。 

媽媽則是聲淚俱下的説，先生外遇，常常晚歸或不回家，在外面還欠了一屁股債，為了先生

她兼了兩份差，還向娘家借錢還債。她為了給孩子完整的家而沒有離婚，為了小元體弱多病

她只好辭職在家專心照顧小元，還常常帶著小元到廟裡求神拜佛。媽媽覺得小元在家都很正

常，只要一想到上學就會開始身體不舒服，如果真的勉強小元去上學就會生病，在家也沒有

什麼不好。在家訪時，小元幾乎都不說話，問小元最近好嗎，身體如何，都是媽媽代答。 

在持續的家訪半年多以後，小元開始一週會到校一兩天，但在諮商室裡面，小元的話都很簡

短，我和小元之間，彷彿隔了一道牆。 

 

有一次，小元終於多說了一些自己的事情。 

「自從我爸外遇不回家後，我媽晚上就跑來我房間和我一起睡，她說爸爸外遇不要她了，一

邊說一邊哭，我也很氣我爸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媽，我覺得她很孤單，有一次我重感冒沒有去

上學，她忙著煮飯給我吃，整個人看起來有活力多了，我覺得我媽很可憐，當我看她又不好

的時候，所以我就會說我身體不舒服想請假，想讓她心情好一點。」 

原來，小元是因為媽媽才不來上學的。 

在家族治療的觀點來看，因為父親對母親的背叛及缺席，小元承接了父親的應該扮演的角

色，成為母親的「情緒配偶」，變成了母親的「小老公」，提供母親需要的支持和情感慰

藉。 

好文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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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元本來就是個心思細膩又敏感的孩子，對爸爸的氣憤加上對媽媽的心疼，讓小元不知不覺

的扛下了承擔了母親情緒的責任，義不容辭的分擔母親的辛苦，但又常常吃力不討好，小元

常常感到自責、愧疚與無能為力。 

「有時候如果我想做的事情我媽不同意，她就會說自己有多辛苦，讓我覺得自己若不照著她

的話做，就是很自私。」 

「情緒勒索」，也是經常出現的戲碼。 

「我辛辛苦苦一個人養你這麼大，你爸有照顧過你嗎？你不聽我的話，不然你就去找你爸好

了！」 

只要不合乎媽媽的期待，媽媽就會哭著說自己為這個家付出這麼多，到頭來得到得是什麼，

或是懷疑是不是連小元都要拋棄她。 

小元發現，自己被媽媽控制了，因為心疼媽媽，渴切的想分擔媽媽的辛苦，所以不知不覺被

媽媽的情緒牽著鼻子走，小元開始無法做自己，被媽媽情緒勒索。 

「小元你辛苦了！你為了這個家、為了媽媽做了好多好多，但你也會發現，不管自己做得再

多再好，媽媽還是覺得不夠，你是兒子，不是媽媽的老公。」 

「退出」小老公的角色，重新當回兒子，是小元最大的挑戰。這可能很困難，因為習慣承擔

這麼多的小元，開始把責任還給爸媽，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內疚和罪惡感，還要面對媽媽的情

緒勒索與指責。而小元的退出，會讓好不容易稍微平衡的家庭重新失衡，爸媽可能又開始經

歷激烈的衝突，但，那是爸媽應該要面對的課題，小元帶來的平衡，其實是搖搖欲墜的假

象。小元的第一步，就是看清自己只是兒子，面對母親的指責，練習放下罪惡感與內疚。同

時，肯定自己重新找回了自己。 

另一方面，身為父母親的你，「自我覺察」也很重要。面對和另一半的矛盾衝突，在龐大的

壓力下，你是否在無意間讓孩子過度的承擔了你的情緒？或是透過自怨自艾，讓孩子覺得如

果他不聽你的話，就不是個乖孩子？當你不再拉著孩子的手，把孩子當成自己的保護傘，當

你開始能真實的去面對你的婚姻、你的另一半，你才有可能真的獲得平靜和幸福。 

爸媽可以怎麼做： 

1. 自我覺察：觀察自己是否以愛之名，當孩子不聽話或不符合期待的時候，用貶低孩子價

值、責備、威脅等語句，以「情緒勒索」的方式來讓孩子感到愧疚、自責，而不得不聽自己

的話。像是像是當孩子不乖時，跟孩子說「我照顧你這麼辛苦，你怎麼忍心讓我失望？」

「你成績考成這樣，你怎麼對得起我們？」「如果你敢不去補習，那你就不要回家了！」 

把這些話改成：「你這次沒有考好，媽媽覺得有點失望，也想了解你是發生什麼事或是遇到

困難而退步嗎？」 

2. 自我照顧：在婚姻中，你是不是因為經濟、感情或婆媳問題等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而不

自覺的把情緒投射在孩子身上，讓孩子變成你的「情緒配偶」，需要聽你的話，還要幫忙照

顧或分擔你的情緒。如果有這樣的狀況，建議可以找人聊聊，或是尋求精神科或心理師的專

業協助。 

文章來源：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0424?type=tag&tag=4909&ref=wi-tags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0424?type=tag&tag=4909&ref=wi-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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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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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聯合國於每年 5 月 17 日均發表支持「國際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and Transphobia）之相關聲明，今年度關注議

題為「同志青少年」(LGBTQIYouth)，提升其可見度、尊重及平等，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4 條規定「學校應對因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

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之精

神一致，期待各界更加重視新世代的性別平等議題。 

二、 我國 103 年 6 月 23 日至 6 月 26 日舉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中華民國（臺灣）第 2 次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審查暨發表會

議」，國外審查委員建議：確保學校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要求學校針對

基於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而被邊緣化或被歧視的學生採取具目標的措施以

保護並促進其權利。同志青少年需要學校及師長積極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

法」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規範，以提升校園之

尊重及友善，促進社會和諧與平等。 

 

 

 

 



 

 
 

42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 

家長志工服務徵求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 

新的學年度開始了，感謝去年所有志工們的熱心參與，因為有您們大愛

無私的付出，學校的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未來新的一年，我們仍非常需要

您的參與和協助，不管您是老朋友或是新伙伴，文山志工隊會因為您的加入

而有新的動力，讓我們一起發揮愛心與服務熱忱，用心共創美麗的文山！ 

目前文山志工隊的召募項目、工作內容與時間如下： 

項目 工作內容 值勤時間（週一到週五） 

園藝維修 協助校園綠化及美化的工作 可依個人時間自由安排 

輔導學習 
擔任本校學生學習落後學生的課業

輔導或心理輔導 

配合學生時間，由輔導老師協

調安排 

資源回收 於掃地時間指導學生處理資源回收 
每天下午 2：50-3：20，可依

個人時間安排，不需天天值勤 

校園修繕 協助校園器材修繕工作 可依個人時間自由安排 

 

誠摯歡迎和期盼您的參與，有意願之家長請填妥以下的資料，並於 9

月 30日（星期一）前將回條交由您的小孩（若有兩個以上，請交給年

級小的）帶給導師。謝謝！ 

 

--------------------------------------------------------------- 

□我願意投入文山志工服務 

我有意願擔任的志工服務項目為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性別：□男 □女 

家長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