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縣內門鄉金竹國民小學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預防與處理機制  

 

壹、           依據  

一、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之『教訓輔三合一實驗計畫』辦理 

二、高雄縣「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三、教育部校園自我傷害防治措施。 

貳、           目標  

一、預防校園自我傷害事件發生。  

二、培養教師敏感於高危險性自我傷害個案並能做必要的介入與輔導。  

三、培養師生對校園自我傷害事件事後處理的能力。  

參、           實施策略  

一、醫療單位（內門鄉群體醫療中心）、民間團體（高雄縣社會福利中心）辦理心理衛生

及自殺防治研討會、專題演講、生命教育研習會等，推廣處理學生自傷案件之理念，

落實校園自殺防治工作，以有效處理學生自殺防治問題。  

二、依據教育部函頒之「校園事件通報管理系統實施要點」，凡自傷自殺案件發生，危機

處理小組應立即以傳真或電話方式通報市府教育局。  

三、強化學校危機處理網路：全面強化「優先關懷群」(自傷高危險群)學生認輔工作，另

積極推動教訓輔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期在親師合作下，建購學生支持輔導系統，防

治學生自殺。  

四、推動生命教育：辦理教師生命教育等研習以增進教師輔導知能，提供適當有效的輔導，

協助學生學習處理與適應。辦理生命教育主題週，配合關懷身心障礙引導學童逐步體

認生命的可貴，進而尊重生命、關懷生命並珍愛生命。  

   

   

   

   

   

   

   

   



伍、        實施方式  

實施階段 執行人員 實 施 內 容  

校長  1.  成立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理小組，研商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計畫，並建立

事件危機處治與事後處治流程，印發全校週知。  

2.  舉辦教師輔導知能成長團體及於各項會議宣導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觀念，

以提昇全校教職員工輔導技能及敏銳覺查度。  

3.    重視學生安全工作與教學設備及校園設施的安全維護，避免不良環境產

生。  

教學組  1.  融入生命與死亡教育課程設計，引導學生愛惜生命，增強適應力。  

2.  協助各科教師隨時執行「疏導學生課業壓力、降低考試焦慮、減少失敗

挫折感」的工作。  

3.  教師部分：透過校務會議意及學年會議等宣導自我傷害防治資訊，並將

其列為教師輔導知能研習主題之一。  

訓導組 1.  加強班親會功能、舉辦家長座談會，增進教師與家長對學生生活狀況的

瞭解及問題處理之協助。  

2.建立校園危機事件流程及全校緊急事件處理通報資料。  

3.  學生部分： 藉由轉入生輔導協助新生適應新學習環境課程；落實班級

輔導課程並透過「自我傷害行為篩選量表」篩選適應欠佳學生，給予適當個

別輔導。 引導學生參與才藝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生活。 

總務處  1.隨時檢視校園各項設施安全維護、修繕，避免製造危險環境。  

2.注意校園警衛及工友的挑選及培訓，加強安全巡邏。  

預  

防  

處  

治  

階  

段 
級任教師 1.積極參與有關自我傷害防治之研習活動，以對學生的自我傷害有正確的認

知。  

2.實施生命教育  

（1）與學生探討生命的意義及價值  

（2）向學生澄清死亡的真相  

3.增進學生因應的技巧及處理壓力的能力  

（1）瞭解學生日常生活中是否遭遇較大的生活變動  

（2）瞭解此生活變動是否對學生造成壓力  

（3）協助學生尋求社會資源  

（4）協助學生發展解決問題的策略  

（5）協助學生對壓力事件做成功的因應  



4.經常與班上每位同學接觸，運用各項記錄與學生做心靈的溝通  

5.願意傾聽，隨時給學生支持、關懷，與學生分享其情緒  

6.提供支援的網絡及相關資訊，讓學生清楚的知道在遇到困難時該如何或向

何人與何單位求助  

7.經常與任課老師聯繫，全面瞭解學生在校情形  

8.留意每位學生的出缺席狀況，與家長保持密切的聯繫，相互交換學生之日

常訊息  

9.利用閒暇做家庭訪問，瞭解學生居家生活狀況  

10.在班上形成一個支援的網絡，提供需要協助同學社會資源  

11.在班上形成一個通報的系統，指定幹部主動報告同學之動態，尤其是異

常舉動  

12.對可能自我傷害傾向的學生保持高度的敏感  

13.留意學生在各項記錄或信件上透露的心事及相關線索  

科任教師 1.積極參與研習活動，充實相關知能  

2.支持與關懷，耐心傾聽，分享學生的情緒經驗  

3.保持對「異常舉動」學生之高度敏感  

4.要自動擔任級任教師的「第三隻眼」  

5.常與輔導老師保持聯繫，加強「全方位」輔導策略  

輔導教師 1.輔導教師自身方面：放下自己的焦慮、擔憂，與學生討論「自殺」，依「學

生最立即需要」及「保護學生的安全性」兩大原則處事，充實自身自殺防

治知能、提供家長預防子女自我傷害的方法、針對全校教職員工宣導自我

傷害防治觀念、危機處理原則，並成立危機處理小組。  

2.對一般教師方面：提供教師情緒管理知能、提出自我傷害傾向的可能徵

兆，教導如何處理學生或同儕自我傷害事件、提供教師哀傷輔導的基本方

法。  

3.對學生方面：引導學生瞭解生命的價值、死亡的概念、提高學生的挫折容

忍度及面對壓力的因應方法、教導學生善用社會支持系統，不要使自身陷

入孤立的狀況、協助新生盡快適應新學校、對於學生家中或校內近期內有

人逝世者，主動提供哀傷輔導。  



 

校長  1.  對具高危險性學生，任課教師、輔導教師、學務人員等會同校園自我傷

害事件緊急處理要點進行輔導。  

2.    指示輔導主任對於自我傷害想法或行動嚴重之學生召開個案會議，研討

危機處理步驟及行動，並指定聯絡家長之負責人研商是否需轉介醫療機

構。  

教學組  1.  協助教師、輔導教師衡鑑篩選高危險性學生。  

2.    會同教師、輔導教師對高危險性學生進行輔導，給予支持關懷，並參加

個案會議，提供課業處理協助。  

3. 對自我傷害想法或行動嚴重之學生召開個案會議研商輔導事宜或轉介醫

療機構，並與家長尋求問題解決對策。 

訓導組  1.協助教師、輔導教師衡鑑篩選高危險性學生。  

2.會同教師、輔導教師對高危險性學生進行輔導，給予支持關懷，並參加個

案會議，商討輔導流程分工，及督導有關人員依據緊急事件處理要點處理高

危險性個案。  

3.建立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治輔導流程，並督導輔導教師依據輔導流程輔導

高危險性個案。 

總務處  1.  重新評估校園是否存有危險狀況並加以改善。  

2.  督導警衛及全單位提高警覺，熟悉事件發生時之處理流程。  

危  

機  

處  

治  

階  

段 

級任教師 1.        對尚未採取行動的個案  

（1）對個案保持高度「敏感、接納、專注地傾聽」  

（2）鼓勵或帶領學生向輔導單位求助，說出心中的痛苦，讓學生有傾吐的

對象，尋求更多的支持及協助  

（3）與個案討論對於「死亡」的看法，瞭解其是否有「死亡計畫」  

（4）營造班級「溫暖接納」的氣氛，讓個案感受到他是團體裡的重要份子，

同學們都很關心他  

（5）通知家長，動員家人發揮危機處理的功能，隨時注意個案的言行舉止

（6）若個案堅持不讓家長知道，可以技巧性地提醒家長多關心、注意孩子

（7）通知學校相關人員（如危機處理小組成員）  

（8）提供個案「支持網絡」成員的聯絡電話  

2. 對十分危急的個案，與相關人員形成一個支持的網絡，隨時有人陪伴個

案  

3. 對已採取行動，但未成功之個案  

（1）立即聯絡相關人員協助將個案送醫急救，並由送醫小組通知家長  

（2）請學務處人員協助清理現場  



（3）聯絡輔導人員協助安撫其他同學情緒，並實施團體輔導  

（4）接納個案的情緒、專注傾聽，並盡可能陪個案一段時間至其情緒平復

（5）透過個案自述或其他資料，瞭解企圖自我傷害的動機  

（6）分別與個案及其他同學討論除了自我傷害之外的問題解決策略  

（7）請家長接個案回家  

（8）鼓勵同學對個案表達關懷，協助個案重返班級  

（9）在個案重返學校的初期，協助班級形成一個支持網絡  

（10）拒絕任何媒體採訪，統一由危機處理小組之代表對外說明  

科任老師 1.對尚未採取行動的個案  

（1）對高危險群個案保持高度敏感、接納、專注地傾聽  

（2）     鼓勵或帶領學生向輔導單位求助，說出心中的痛苦，讓學生有傾吐的

對象  

（3）通知學校相關人員（如級任教師師或危機處理小組成員）  

2. 對已採取行動，但未成功之個案  

　          如果事件發生在任課教師上課中時  

（1）立即聯絡相關人員協助將個案送醫急救，並由送醫小組通知家長

（2）協助安撫其他同學情緒  

（3）抽空探視個案，表達老師的關心  

（4）整理自我的情緒，恢復正常教學  

（5）     個案返校上課後，留意其上課情緒，有異常狀況時通知危機處理小

組處理  

（6）以平常心看待此事，不在校內談論此事  

（7）不對外界做敘述，統一由危機處理小組之代表對外界做說明  

　          事件發生在其他老師上課時  

（1）  個案返校上課後，留意其上課情緒，有異常狀況時通知危機處理小組

處理  

（2）不加入談論話題的行列  

（3）全力配合學校處理措施  

 

輔導教師 1.衡鑑與評估：自殺警訊的偵測、自殺危險程度的衡鑑。  

2.諮商與輔導：對有自殺意圖但未付諸行動者：主動提供關懷、支持、傾聽、

陪伴、增加學生現實感、聯絡家長並告知正確的陪伴學生的態度；對近六

個月內自殺未遂者：評估該傷害對其生、心理的影響、共同策畫復健計畫、

協助個案適當轉介。  



 

校長  1.應召開校內危機處理小組會議，研討處置事宜。  

教學組  1.宜處理社會團體介入事宜、維持校務正常運作、掌握高危險群教師並給予

支援等。  

訓導組  1.於事發後儘速召會議公告事件，建立處理共識，並建立資料檔案，掌握師

生事後反應、生活作息動態及安全問題，適切調整校內氣氛，轉移注意力，

並聯絡家長告知學校之關心及可能協助之事項。  

總務處  1.評估校園是否有安全疏失，加以改善、對現場事件處理情形詳細報告、配

合處理喪葬事宜、調整事發現場環境，去除大家的心理陰影。  

任課教師 　          事後處治的目標及目的  

1.幫助抒解悲傷的情緒與緩和哀悼的心結  

2.經由討論自殺行為的傳染與模仿作用，阻止再發生類似的不幸事件 

　          正確的認知及態度  

1.對「自我傷害（自殺）」與「死亡」有正確的概念，並幫助學生釐清

錯誤的想法  

2.對事後處治的處理對象與工作目的有正確的認識  

3.過濾出哪些人是受事件影響最深的「高危險群」  

4.瞭解高危險群的「高危險時間」  

5.熟悉校內危機小組的運作情形  

6.長我校外及社區輔導機構與醫療資源的正確資訊  

7.能夠適時的與學生討論、溝通、分享  

8.保持高度敏感度  

9.帶領班及或小團體進行討論及輔導  

輔導教師 1.幫助班級討論：澄清事實，減少謠言、回答問題，穩定班級情緒、提供哀

傷輔導及因應壓力的方式。  

2.幫助「支持性團體」的進行：對與逝世者較親近之同儕（教師或學生）進

行支持性輔導與哀傷輔導。  

3.對個案周圍的「人」、「事」、「物」進行輔導：學校輔導單位印發傳單、

海報，邀請有需要幫助的師生至輔導洽談，並於傳單中簡述抒解哀傷的可

行方法。可於校內佈置簡單莊嚴的紀念壇，安排追悼儀式，供師生憑弔。

陸、        預期成效  

    希望加強學生面對社會各項變遷之能，懂得珍惜生命、有困難要懂得求助、轉變想法、學

習自我控制、解決衝突、紓解壓力、提升挫折容度的能力等。  

柒、        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校長： 



附件一 

校內查察策略及通報流程 

 

輔導專業流程 教師職責 

轉介相關輔導處室：訓導

處、輔導處 

1. 觀察學生行為的表現 

2. 收集資料與詢問相關

人員：如家長、任課

老師、同學等 

3. 晤談與評估 

4. 轉介 

成立學校危機處理小

組 

＊ 送醫急救 

＊ 通知家長 

＊ 通報教育局 

＊ 清理現場 

轉介與追蹤輔導 

＊ 家長 

＊ 導師 

＊ 輔導室 

＊ 社區心理衛生

中心 

＊ 精神科醫師 

1. 安撫其他同學的情

緒 

2. 收集相關資訊了解

學生自殺的動機 

轉介與追蹤輔導 

家長、導師、輔導室、社

區心理衛生中心、精神科

醫師 

1. 輔導個案就學適應 

2. 加強生命教育宣導 

發現個案 

憂 

鬱 

行 

為 

  自 

  傷 

  行 

  為 

  已 

  採 

取 

自 

殺 

行 

為 



附件二 

校外諮商輔導專業人員資源 

     1.高雄縣「友善校園」學生心理輔導諮商中心 

(1)巡迴服務定點和時間：（依每年度之工作計畫更改） 

       項目 

時間 
專業諮商 

    項目 

時間 
精神診療 

週三下午 

青年國中 

旗山國中 

橋頭國中 

 

週三下午

文山中學 

橋頭國中 

旗山國中 

 

(2)高雄縣學生心理諮商中心服務定點一覽表（依每年度之工作計畫更改） 

區域 定點學校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鳳山區 青年國中 
高雄縣鳳山市青年

路二段 89 號 

07-7190419 

轉 54 

諮詢服務：週一至週四

上午、 

週三下午 

諮商服務：週三下午 

岡山區 橋頭國中 
高雄縣橋頭鄉新興

路 70 號 

07-6113559 

轉 50、51 
週四上午 

旗山區 旗山國中 
高雄縣旗山鎮大德

里中學路 42 號 

07-6612650 

轉 501、502
週三上午 

 

      2.衛生局提供之定點心理衛生服務：於鳳山衛生所、岡山衛生所、旗山衛

生所社定點站，結合臨床心理師公會，由心理師駐站、提供有心理困擾

民眾(含兒童、青少年心理、行為偏差問題)、自殺未遂個案或家屬之心

理輔導服務。       

3.南區心理衛生諮詢服務中心（國立鳳山商工）。 

4.各區醫療機構。 



附件三 

不自殺契約 
內容： 

1. 要當事人保證短期內不自殺(給一個時間，而不要說保證永遠不自殺) 

2. 要當事人保證若有自殺意念或計劃，一定要告訴家人或找人討論(要配合 24 小

時求助專線) 

 

不 自 殺 約 定 書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姓名   性別   年齡   
生

日 
  年  月 日 班級   

學號   
電 

話 

公： 

宅： 

大哥大： 

住 址   

     我與輔導老師約定，自          至          ，不管在任何情況下，我

不做出傷害或危害自己生命的行為，而如果我發現自己情緒低落，難以控制自

殺念頭、衝動或行為時，我會打電話給輔導老師、家人、朋友或師長討論尋求

協助，幫助自己度過難關。若都找不到人時，我也會打電話請求協助。緊急時

可以協助我的輔導老師、家人或師友的姓名與聯絡方式如下：  

 若我想自我傷害，我會先聯絡 

1.                關係         電話                

2.                關係         電話                         

 而輔導老師必要時可以緊急聯絡的人是： 

 1.                關係         電話                

 2.                關係         電話                

※補充事項： 

立約人：                      聯絡電話：                

輔導老師：                    聯絡電話：                

  立約時間：民國    年   月   日   時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