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立龍津高中 109 學年度親職教育座談會輔導室報告資料
輔導主任

張秋蘭 109.09.18

輔導室是學生的學習加油站，家長的親職教育諮詢中心。
輔導室與您在一起!
壹、 輔導室服務陣容：
輔導主任：張秋蘭（分機 740) 輔導組長：林孟嫻（分機 744)
資料組長：楊珮雯（分機 744)
高中專輔導教師
翁曉菁（分機 743)
薛宇臻（分機 743)
資源班老師

藝才組長：邱燕君（分機 742)
國中專輔教師
陳鳯儀（分機 742)
莊子嫺（分機 741)
資源班老師

張維修（分機 741)

張完如（分機 741)

貳、我們所提供的服務：
一、 生活輔導：
（一）提供學生之個別需求之個別晤談及諮商服務。
（二）會同導師加強情緒困擾及適應不良學生之輔導。
二、 學習輔導：
（一） 配合各年級學生身心發展狀況，實施各項測驗、解釋及多元入學宣導，
協助學生自我瞭解，並且提供各班導師及相關處室對高關懷學生加強
輔導。
（二） 蒐集並提供學生各科學習策略與方法
三、生涯輔導：
（一） 利用班週會課實施各年級班級輔導：高一選學程及多元入學方案說
明、高二多元入學方案輔導、高三選擇校系及選填志願輔導。
（二） 為了讓三年級學生能夠充份掌握考試情報及準備方向，輔導室特將各
項考試時程及自我準備要項編輯成冊提供學生及導師參考，期盼各位
同學能隨時自我檢核，並請各班導師能配合升學進程，適時提醒大家
做好充分的準備，家長亦可關心及督促孩子即早完成準備工作。
（三） 辦理大專院校參訪及與「教授有約活動」邀請相關學群科系大學教授
蒞校演講，藉由各大專院校之說明，讓學生了解各校資訊，協助其升
學選校。
（四） 設置輔導室網站，提供升學就業網路連結，供學生參考。
（五） 辦理國中、高中「職業達人」活動。
四、親職教育：

1. 辦理特殊教育學生輔導座談會。
2. 辦理親職教育輔導知能研習，提供父母教養子女相關諮詢服務，加強家庭
成員彼此間良性及合宜的互動。
3. 辦理孝親卡片製作，鼓勵學生以行動表達對親情的謝意。
五、生命教育：
1. 利用班會規劃課程，實施生命教育講座。
2. 舉辦生命教育體驗活動，培養學生挫折容忍力及珍惜尊重自己與他人的生
命。
六、性別平等教育：
1. 透過專題演講及性別平等相關主題之輔導專欄，探討正確的性別關係。
2. 利用班週會規劃課程，實施性別平等教育單元課程。
八、其他：
1. 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提供教師輔導知能資訊。
2. 輔導人力資源擴展:聯繫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理師提供諮詢服務。
3. 實施「生命教育小團體」加強同學生活輔導。
參、升學相關資訊網站
高中部：
1. 大學特殊選才
http://www.jbcrc.edu.tw/srecruit.html

大學繁星推薦
3. 個人申請入學
4. 大學分發入學

2.

http://www.jbcrc.edu.tw/star.html
http://www.jbcrc.edu.tw/caac.html
http://www.jbcrc.edu.tw/uac.html

國中部:
1. 109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http://adapt.k12ea.gov.tw/?page_id=975
2. 生涯及技藝教育網 http://140.122.103.235/
肆、109 學年度輔導室輔導室升學輔導、學習歷程、親職相關活動一覽表
日期
109 年 09 月 10 日
(星期四 19:00~21:00)
109 年 09 月 18 日
(星期五 18:20~19:00)
109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五 19:00~21:00)
109 年 12 月 18 日
(星期五 19:00~21:00)
110 年 03 月 12 日
(星期五 19:00~21:00)

活動主題
108 新課綱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
(家長場)
美術班後援會（併班親會）

地點
藝欣樓階梯教室

國高中家庭教育系列活動
親職教育講座~數位時代教養
親職講座專題演講~

藝欣樓階梯教室

高一類組選填說明

藝欣樓階梯教室

國際情境教室

藝欣樓階梯教室

伍、109 學年龍津高中高三升學輔導時程表
項
日期
次
1 109.09.11（五）
2

項目

執行單位

高三特殊選才與繁星推薦
講座
英文聽力測驗（1）報名

輔導室

高三申請入學講座

輔導室

6-7 節，階梯教室

輔導室

高三輔導師教師於課
程中實施
109.11.05（四）寄發英
聽測驗 1 成績單

3

109.09.04（五）～10(四)英聽
報名 1
109.09.25（五）

4

10 月 11（一）開始

大學學系測驗量表施測

5

109.10.24

英文聽力測驗(1)考試

6

109.10.30（五）～109.11.13（五） 學科能力測驗報名

大考中心
教務處

英文聽力測驗（2）報名

教務處

英文聽力測驗考試（2）

教務處

11 110.01.22（五）～
110.01.23（六）

學科能力測驗

教務處
輔導室

12 110.01.29（五）～110.01.30（日） 術科考試
美術組（1/29～1/30）
體育組（1/25～1/27）
音樂組（2/01～2/04）
13 110.01.25（一）
上午 10:00

備審資料講座

6-7 節，階梯教室

教務處

109.11.09（一）～
109.11.13（五）英聽報名 2
10 109.12.12（六）

8

備註

術科委員
會

輔導室

109.12.24（四）寄發英
聽測驗 2 成績單
110.02.24（三）公布成
績及統計資料
110.02.25（四）寄發成
績單
110.02.25（四）
-110.03.02（二）學測
成績複查
110.03.08（一）寄發學
測成績複查結果
110.02.26（五）寄發術
科成績單
110.02.26（五）～
110.03.03（三）申請術
科考試成績複查
對象：高三學生

110.02.18（四）第二學期開學
14 110.02.19 (五)第六、七節

落點分析說明會-學生場

15 110.02.24（三）

開放學測成績查詢

16 暫訂 110.02.26（五）第六、七 校內升學系統操作說明會
節
-學生場
繁星推薦、普大暨四技個
人申請志願選填校內作業
開始
17 暫訂 110.02.27（四）
大學申請、繁星甄選志願
18:30~21:30
選填
18 暫訂 110.03.05（五）放學前
發放繁星推薦家長同意書
暨繳款通知
19 110.03.17（三）
繁星錄取公告第 1-7 類學
群錄取名單及第八類學群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20 110.03.22（一）
繁星推薦放棄入學資格截
止

輔導室
教務處
大考中心
教務處

輔導室

對象：高三學生、家長

教務處
甄選會
甄選會

1. 繁星推薦錄取生
(醫學系除外)不論
放棄與否，均不得
參加「個人申請」

公告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
選結果

甄選會

22 110.04.02(五)~
模擬面試
110.4.9(五)13:00~16:00
23 110.04.14（三）～110.05.02（日） 繁星推薦醫學系第八類學
群第二階段面試
個人申請大學校系辦理指
定項目甄試
24 110.05.10（一）
繁星推薦醫學系第八類學
群第二階段面試錄取名單
個人申請大學校系辦理指
定項目甄試總成績單
25 110.05.12（三）
繁星推薦甄選會統一公告
第 8 學群錄取名單
26 110.05.13（四）～110.05.14（五） 個人申請正備取生向甄選
會登記就讀志願
27 110.05.20（四）上午 9 時
個人申請統一公告分發結
果
28 110.05.24（一）
繁星推薦第 8 學群錄取生
放棄入學資格截止（郵戳
為憑）
個人申請錄取生放棄入學
資格（郵戳為憑）
29 110.05.18（二）～110.05.27（四） 指定科目考試報名

輔導室

21 110.03.31（三）

2. 放棄繁星同學，請
於辦妥後告知教務
處統整榜單
資料認證：請攜帶正本
與影印本至發證單位
認證
內容：面試技巧
對象：高三學生

各大學

甄選會
各大學
甄選會
甄選會
甄選會
甄選會

教務處

30 110.07.01（四）～110.07.03（六） 指定科目考試

大考中心

31 暫定 110.07.19（一）

寄發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單

大考中心

32 暫定 110.07.20（二）

大學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

輔導室

33 暫定 110.08.06(五)

考試入學錄取公告

大考中心

1.發售 110 學年度大學
考試入學登記分發
相關資訊（暫定
04/09）
2.指定科目考試確認
報名資料（暫定
5/18~5/27）
3. 登記資格(含特種
生)審查繳件
(5/10~5/31)
1.公布考科組合成績
人數累計表及最低
登記標準（暫定
7/19）
2.繳交登記費（暫定
7/19－7/28）
3.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暫定 7/24－7/28）
對象：高三生、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