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愛國國小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壹、實施依據： 

一、教育部學生訓輔（友善校園）工作計畫  

二、教育部推動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貳、實施目標： 

一、    生命教育融入教學，增進學生因應壓力與危機管理知能，並學習協助其他處於自殺危機或憂鬱

中同學之知能。 

二、    增進校內教師及行政人員對憂鬱與自我傷害之辨識及危機處理能力。 

三、    落實校內高關懷學生群之篩選，並建立檔案，定期追蹤，以減少校園憂鬱自傷事件之發生。 

四、    建立憂鬱與自傷之危機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並落實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模式。 

五、    增進學校專業輔導人員對憂鬱自傷學生之有效心理諮商與治療之知能，並建立學校心理健康輔

導網絡，落實學校輔導服務工作。 

六、    營造愛、健康、快樂的校園環境，以發展個人潛能並實現自我。 

七、    整合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相關網絡資源，共同推動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工作。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師生、教職員及家長。 

 

肆、實施策略： 

一、 強化組織運作： 

（一）成立本校學生憂鬱與自傷三級預防推動小組，定期督導執行成果。 

（二）成立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團隊，提供教師處理學生憂鬱與自傷三級預防工作之相關諮詢服

務。 

（三）結合家長、社區、醫療等資源，建置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 網絡。 

二、 培訓防治人才： 

（一）培訓本校之核心推動人員，擬訂執行計畫及憂鬱與自傷三級預防。 

（二）鼓勵校內教師積極參與相關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研習，以增進相關處遇知能。 

（三）提供教育部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處理工作手冊供教師參考，並置於網站，以利學校教師逕行運用，

以及早辨識學生問題，即時提供學生協助。 

（四）訂定本校憂鬱與自我傷害危機處理作業流程等圖示參考資料，以協助教師提升執行效率。 

三、 編製相關教材及參考資料：將學生課業減壓、提升挫折容忍力及情緒管理等議題融入教學課程及

生命體驗活動計畫。 

四、 推動與實施防治計畫： 

（一）初級預防： 

1 、目標：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憂鬱自傷。 

2 、策略：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3 、行動方案： 



(l）於訂定學校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計畫。 

(2）愛國國小學生憂鬱與自傷三級預防推動小組角色與任務： 

職稱 職務 姓名 工作執掌 
備

註 

召集

人 
校長 童新景校長 

1.負責事件總指揮。 

2.召開緊急處理會議。 

3.視需要發佈新聞稿 

4.負責事件處理對外發言之窗口，或指定人員對外發言。 

  

總幹

事 

教導

主任 
柯志勇主任 

1.評估事件嚴重程度，籌組應變小組運作。 

2.依事件類型及大小決定啟重相關組員以進行事件的處理。 

3.平日整合校內外之專業人員（如：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

精神醫師等）資源到校服務。 

4.舉辦促進心理健康之活動，（如：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緒管理、以及

壓力與危機管理）之活動，強化教師輔導知能。 

  

工作

小組 
如下所列 

  

總務

組 

總務

主任 
傅家偉主任 

1.會同訓導組長負責事件現場與善後之各項安全工作。 

2.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項支援。 

3.負責隔離現場 

 

輔導

組 

輔導

室 
鄭雅方老師 

1.篩選與評估需要接受輔導之相關人士，並協助其危機處罝相關資源的轉

介與運用。 

2.協同處理自殺或自傷學生，並陪伴家屬。 

3.協助導師處理班級現場。 

4.進行悲傷輔導團體。 

 

安全

組 

學務

組 
蕭世仁老師 1.會同總務主任負責事件現場與善後之各項安全工作。 

 

醫療

組 

衛生

組 

護理師朱純

惠小姐 

1.負責緊急救護處理。 

2.協助相關醫療處罝事宜，提供適當的醫療服務及建議。 

 

課務

組 

教務

組長 
陳琬字老師 1.負責因事件之發生，相關之課務調整處理。 

 

資料

組 

文書

組 
連芬玲老師 

1.負責事件資料之紀錄與彙整。 

2.呈報事件處理報告。 

3.處理相關各項通報事宜。 

 

委員 教師 

全秀梅老師 

陳仕霖老師 

吳美琪老師 

藍雅玲老師 

白宜樺老師 

賴思蓉老師 

1.支持與關懷，耐心傾聽，分享學生的情緒經驗。  

2.保持對「異常舉動」學生之高度敏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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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積極參與研習活動，充實相關知能。 

 

 

  

 



（二）二級預防： 

1 、目標：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少憂鬱自傷發生或嚴重化之可能性。 

2 、策略：篩選高危險群，即時介入。 

3 、行動方案： 

(l）高關懷群篩選：對有「疑似憂鬱症」、「曾經自殺企圖或已有自殺計畫者」及「憂鬱性妄想或幻聽者」

等疑似高危險群學生；並建立高關懷群檔案，配合篩檢高風險家庭。 

(2）提升導師、同儕、教職員、家長之憂鬱辨識能力，以協助觀察篩檢，對篩檢出之高危險群提供進一

步個別或團體的心理諮商或治療。 

(3）整合校外之專業人員（如：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精神醫師等）資源到校服務，辦理

相關研習宣導。 

（三）三級預防： 

1 、目標：預防自殺未遂者與自殺身亡的周遭朋友或親友模仿自殺。 

2 、策略：建立自殺與自殺企圖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流程。 

3 、行動方案： 

(l）自殺未遂：建立個案之危機處置標準作業流程，對校內之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降低自殺模仿效應），

並注意其他高關懷群是否受影響；安排個案由心理師進行後續心理治療，以預防再自殺；家長聯繫

與預防再自殺教育。 

(2）自殺身亡：建立處置作業流程，含對媒體之說明、對校內相關單位之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降低自

殺模仿效應）、家長聯繫協助及哀傷輔導。 

(3）通報轉介：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與行政院衛生署函頒「自殺防治通報轉介作業流程」，

自傷自殺案件發生時，立即上「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即時通報網」通報並以傳真「自殺暨高

關懷群通報單」通報衛生局，進行後續轉介及協助工作。 

 

伍、預期成效： 

一、    建立完整之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機制，並透過校園執行學生憂鬱與自傷防治工作之過程，

讓師生能體認生命之可貴，激發熱愛生命之情懷。 

二、    有效抑制校園中憂鬱及自我傷害比率逐年增加之趨勢，並降低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率。 

三、    營造安全而愉悅的教學環境，讓師生能樂於工作與學習。 

 

陸、本計畫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處理流程 

自我傷害議題在校園頻頻發生，無論學生或師長面對自我傷害行為經常產生心理壓力，不知道怎麼

去談自我傷害，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事實上，和想要自殺或有自傷行為的人談自殺，並不會促進他們

真的去自殺，反而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其他人知道怎麼協助他。通常想要自殺的人，會釋放自殺的意念或

是求助的訊息，因此，我們若能掌握時機介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將可預防甚至避免重大自我傷害

事件發生。 

自我傷害防治工作，不僅僅是學校的責任，同時更需要結合家庭、社區、醫療等資源，進行合作與

整合，才能在第一時間點將傷害降至最低，以期確實預防自我傷害之發生。同時，協助校園師生發展個

人的調適應能力，也是預防工作的重要的一環。 

在此簡單介紹「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的主要內涵，包括： 

一級預防：強調政策性、環境性、教育性、互動性的全面預防工作，建立「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的架

構，改善校園自我傷害預防措施、推廣正確的生命與情緒教育，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等

行動指標，主要目的在於確立哪些是危險因素（壓力事件、情緒、家庭衝突等）與保護因素

（支持系統、教育等），以提升保護因子並降低危險因素。 

二級預防：篩選出高危險族群，提供心理輔導、資源協助等，落實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概念，以避免自我

傷害行為的發生。 

三級預防：自我傷害危機事件發生時，依據其類型動員小組團隊人員以進行相關 

後續事件的處理，主要目的在於避免事件產生的衝擊擴大，降低事件 

的負面影響，將危機轉化為轉機。 

 

 

 

 

              

 

 

             

  

 

 

 

 

 

 

 

三級預防的模式  

自殺行動 自殺未遂 

自殺身亡 

危機處

置與事

後處置

工作 

危機處

置與事

後處置

工作 

早期發現，學校輔導與

醫療合作協助 

一級預防 二級預防 三級預防 

校園自我傷害危機小組

制度建立與實施 

預防處置階段 危機處置階段 事後處置階段 

推廣生命、情緒教育 

瞭解學生的危險因素

（急性壓力事件、負面

想法與情緒、家庭因素

篩選高危險群 自殺計畫 

自殺意念 



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置小組的設置 

組織：小組得設召集人、總幹事及發言人各 1名，並依事件處理任務編制設置 8個工作小 

      組，各組設組長 1名，組員若干名。其遴選與職掌的內容如下： 

    一、召集人：由學校校長擔任之。 

1.負責事件處理總指揮。 

2.召開緊急處理會議。 

3.指定人員對外發言。 

二、總幹事：由具備評估事件嚴重程度及能靈活掌握小組運作者擔任之。 

1.襄理一切小組事務。 

2.依事件類型及大小決定啟動相關組員以進行事件之處理。 

三、發言人：由校長指定適當人員擔任之。 

1.負責事件處理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2.視需要發佈新聞稿。 

四、工作小組： 

   1.安全組：建議由學校訓導處與總務處相關人員擔任之。 

(1)負責事件現場與善後之各項安全工作。 

   2.輔導組：建議由學校輔導人員擔任之。 

(1)篩選與評估需要接受輔導之相關人士，並協助其危機處置相關  

資源的轉介與運用。 

(2)進入事發現場，協同處理自殺或自傷學生，並陪伴家屬。 

(3)協助處理班級現場，宣告事實。 

(4)進行減壓團體（debriefing)。 

   3.醫療組：建議由衛生組及醫護人員擔任之。 

(1)負責緊急救護處理。 

(2)協助相關醫療處置事宜。 

4.課務組：建議由教務人員擔任之。 

(1)負責因事件之發生，相關課務調整之處理。 

5.總務組：建議由學校總務人員擔任之。 

(1)負責學校內外之聯絡及相關之總務工作。 

(2)負責隔離現場。 

3)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項支援（如器材、用品等）。 

   6.法律組：建議由學校人事人員並聘請法律顧問擔任之。 

(1)負責學校內外有關事務之申訴、仲裁、救助、賠償等協調工作。 

(2)提供相關法律問題諮詢。 

7.資料組：建議由輔導室資料組與學校文書組人員擔任之。 

(1)負責事件資料之記錄與彙整。 

(2)呈報事件處理報告。 



(3)處理相關各項通報事宜。 

   8.社區資源組：包括家長會、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醫院、警察局、其他相關社區機構。 

(1)提供直接、間接服務與相關協助及諮詢。 

 

 

 

 

 

 

 

 

 

 

 

 

 

 

 

 

 

 

 

 

 

 

 



二級預防的處理流程

 
 

二級預防處理流程圖 

統計與建立個人資料

檔案，提供追蹤輔導 

輔導室（諮商中心）： 

安排心理諮商， 

給予協助、關懷，必

要時尋求資源與轉介 

通知家長，輔導室（諮商中心）與學生簽署「不自

殺契約書」，並與家長討論學生狀況，一同擬定協

助方式（就醫、心理輔導、休學等） 

 

持續提供輔導、相關資源協助，並持續追蹤關懷 

教務處： 

協助輔導中心進行篩選

之行政工作 

「校園自我傷害危機小組」推動進行篩選工作 

總務處： 

重新評估校園環境，

進行環境改善 

醫療組： 

建檔，提供相關醫

療資訊，協助就醫

看診工作。 

訓導處（導師）： 

觀察與瞭解班級

學生的狀況 

是否有自殺意念或自殺計

畫 

否 是 

輔導室（諮商中心）： 

發放問卷，導師協助施測評量 

導師、其他科任老師： 

持續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況，同時

觀察班上其他同學的反應，必要

時轉介輔導中心 



校園自我傷害事件發生後「自我傷害危機處置小組」工作 

一、召集人：通常為該校校長 

1. 主持會議。 

2. 瞭解目前危機處置進度，並且安排人員進行事件之行政通報等事宜。 

3. 與總幹事兩人彼此聯繫，給予需要的行政資源與支持。 

4. 與總幹事、發言人進行溝通，決定消息發佈內容與如何與媒體應對。 

5. 在事件被媒體報導之前，必須向督學與主管科提出口頭報告，隨後再補上書面報告。 

二、總幹事 

總幹事是自我傷害事件處理小組的決策人員，其工作範圍包含： 

1. 負責與召集人、發言人溝通。 

2. 依照其專業知識判斷，決定啟動哪些組別，決定介入的策略，於會議中與各小組討論，並發佈

需要執行的任務。 

三、安全組 

安全組主要負責事件現場的處置及安全工作，工作包含： 

1. 在警方到來前，維持事件現場的秩序。 

2. 管制事件現場人員的進出。 

3. 避免師生推擠或毀壞現場之完整。 

4. 協助陪同警方進行相關處理。 

四、醫務組 

進行當事人急救之處理。醫療組人員於平時需準備一緊急醫療箱，當危機事 

件發生時，直接攜帶此緊急醫療箱趕赴現場。狀況可簡單分為以下兩類： 

1. 狀況輕微的當事人 

請當事人至學校保健中心進行傷口之緊急包紮。 

2. 情況危急者，如昏迷或外傷嚴重 

在現場進行急救處理，並且安排一醫療組人員聯絡醫療單位，對校外醫療單位進行當事人受傷

狀況之通報。 

五、輔導組 

輔導組需要針對受到自我傷害事件影響之相關人士，進行輔導與陪伴事宜。 

這需要較多的先備專業知識或技能；尤其是輔導組長，必須具備自我傷害處 

理之概念與專業，才能進行及時與有效的人員調度。其工作範圍包含： 

1. 可與社區資源組合作，尋求諮詢。 

2. 邀請社區資源組人員進入校園，進行直接服務。 

3. 安排專人聯絡並陪伴家長，在電話中或現場對家長解釋事件發生的經過，與家長協商處理的方

式，給予家長支持，並且與家長進行後續的聯絡。 

4. 帶領當事人班級，送當事人離開現場。 

除了當事人及家長的處理之外，也要進入當事人班級進行班級輔導與處理， 

包含四項重點： 



1. 與班級學生宣告事件的事實： 

向班級學生宣告當事人的狀況，並且簡介學校可能的處理流程，減少學生的不確定感，並

且避免謠言的發生。 

2. 以同心圓概念分小組進行減壓團體： 

依照與當事人的親近關係來依序分組，愈親近的朋友便是愈接近圓心，通常也是愈高危險

的人，再來是室友或者同組的同學，最外圈則是平時沒有交集的同班同學，進入班級的人員，

可以依照班級的人數或組別編排，進行分組。 

3. 與死者道別： 

若當事人不幸死亡，可帶領當事人班級，計劃或進行與死者道別的儀式性活動，如寫小卡、

參與告別式等，但活動的內容與方式，是由學生自己思考與決定，而非老師指派，同時也要尊

重每一個學生的特殊性與決定權，而不是強迫全班一起參與此活動。 

由輔導人員評估此活動的可行性，並適時給予資源，或幫班級學生向學校或危機處置小組

進行協商。 

4. 篩選危機師生及安置： 

在進入班級現場或進行減壓團體時，輔導人員便必須注意班級師生的身心狀況，尤其是那

些愈接近同心圓內部的師生。當發覺某些師生有特殊狀況時，必須進行特殊的介入，如安排師

生的支持或通報網絡、請求課務組安排代課事宜、通知學生家長、邀請進入個別諮商等。本重

點相當於為後續處置階段鋪路，被篩選出來的相關人士須於後續處置階段繼續予以追蹤或接手

處理。 

六、總務組 

總務組主要任務是提供所有需要的物件及硬體設備，工作範圍包含： 

1. 事件發生後，需趕往現場負責拉起隔離區域的布條或繩子，防止非相關的師生進入現場，確保

事發現場的完整。 

2. 負責所有的器材需求，如遮蓋遺體的布條；若自我傷害事件於夜間發生，則需準備照明器材等。 

3. 於警方或法醫等人員處理完畢後，負責現場環境的復原及善後，安排人員處理血跡、重新油漆、

損毀器材之修繕等。 

七、課務組 

負責協助因為自我傷害事件發生，受到影響的教師、工作人員等，進行調、 

代課、學生請假事宜。其如：安排某課堂進行減壓團體，通知該老師調課事 

宜；當事人班級教師因事件衝擊，需要休息或接受輔導，則安排其他老師負 

責代課等。 

 

 

 

 

 



 

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置標準化作業流程 

負責事件現場之處置與安全工作 安全組 

進行當事人緊急醫務之處理 醫務組 

1. 通知家長，進入事發現場，協

同處理自殺或自傷學生，並陪

伴家屬 

2. 協助處理班級現場 

3. 進行減壓團體 

4. 篩選危機師生及安置 

輔導組 

1. 負責隔離現場 

2. 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項支援

（如器材、用品等） 

 

總務組 

必要時提供專業諮詢或指導 法律組 

負責蒐集與彙整事件相關資料，處

理相關通報事宜，並擔任會議紀錄 
資料組 

1. 必要時提供直接服務 

2. 提供專業資源與資源連結 社區資源組 

召開危機小組會議 

1.啟動 24小時危機通報系統 

2.召集人應實際需要隨時召開危機小組會議 

3.指派發言人擔任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4.資料組負責蒐集\彙整事件相關資料並擔任會議紀錄 

5.進行工作人員之減壓團體 

6.必要時邀請法律組或社區資源組人員參與會議 

 

1. 必要時與社區相關資源連

結，可提供直接或間接服務 

2. 提供專業資源與資源連結 
社區資源組 

事後處置 

1.若個案死亡，協助處理後事（殯葬事宜、參與告別式等） 

2.個案若生還，持續追蹤該生身心狀況，並進行後續心理諮商，以及生活輔導與後續追蹤 

3.高危機群師生的安置與輔導 

4.實施班級輔導 

5.寫信函給老師或其他家長，讓大家瞭解此危機事件發生後，自我與學生會產生的衝擊及相關反應，並提供求助相關資源與電話。 

6.與此事件相關的師生之減壓團體 

7.危機工作人員的減壓團體 

8.召開工作檢討會，進行事件處理工作之檢討，評估學校處理自我傷害事件的能力，做為未來修正 

防治計畫之參考 

9.呈報整體事件處理報告 

10.資料存檔備查 

負責因為此事件處理人員之調、代

課事宜 

課務組 

相關危機處置 第一線現場處理 



 

 

校園自我傷害防治 
一、自殺行為是有預兆的： 

自我傷害事件發生 

 

事件發現人通報總幹事並通知校護或打 119 

 

總幹事通報召集人，依事件大小決定啟動相關人員進行危機處置 



1.    語言上的線索：可能直接以話語表現，也可能在日記、寫信、寫作文中表現出來。如：「沒有人關心

我的生死」；「如果沒有我的話，事情也許會好些」。 

2.    行為上的線索： 

（a）    突然的、明顯的行為改變，如活潑變成退縮。 

（b）    出現與上課有關的學習行為問題，如成績大幅滑落。 

（c）    放棄個人擁有的財產：如立下遺囑；將心愛的東西送給別人。 

3.    環境上的線索： 

（a）    重要人際關係的結束；如親人死亡、與密友吵架、分手。 

（b）    家庭發生大變動；如財務困難、搬家。 

（c）    表現出對環境的不良適應，並因而失去信心。如九二一大地震後的創傷，造成自殺率上升。 

4. 併發性的線索： 此類表現嘗試上三項的延伸，包括： 

（a）    從社團中退縮下來。（b）    出現憂鬱的徵兆。（c）    出現不滿的情緒。 

（d）    睡眠、飲食規則變的紊亂，失眠、顯的疲憊，身體常有不適、生病。 

（e） 兒童早發性憂鬱症、躁鬱症—有「過度換氣症候群」的情形 

二、一但孩子有自我傷害的意圖，你該如何幫忙？ 

1. 傾聽： 

(1)當一個人處於情緒的危機時，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人願意聽他說些什麼。 

(2)協助他了真實的問題情況，避免錯誤的保證，如：【一切事情都會變好的】。 

(3)千萬不要對他所說的內容有批判性的態度，或以道德標準來衡量他的話；請傾聽他的訴說，接納他。 

(4)最好站在孩子的立場上，去感受他所感受的，讓他體會到有人能夠【真實的了解他、關心他】。【被

真實的了解】是個非常重要的經驗，經由這種經驗，孩子可以和了解他的人如：父母親、師長，形成

心靈上的聯繫。而這種心與心交會的心狀態達到某種程度時，孩子即會發生【整個人的變化】。所以，

若發現孩子可能有自我傷害傾向的行為或企圖時，父母親（或師長）要記得隨時調整自己的心態，放

棄【父母（或師長）的威嚴】，讓孩子感受到真正的關懷。 

2. 支持、表達您對孩子的關心：要向孩子表達您對他的關心時，語氣要恰當，心中最好只有一個念頭： 

(1)【我要仔細而深入地去感受我得孩子目前所感受的】 

(2)【我可以感受到你非常難受】 

(3)【我不敢說我是不是真的能感受到你的內心有多痛苦，但我很願意也很希望能夠和你一起面對你的

問題】； 

(4)【你願不願意讓我多知道你心理的想法和感受?】明確地表達你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事。 

3. 若發現孩子有嚴重的自我傷害想法或感覺時，要保持高度敏感： 

 (1)如果有這方面的發現，請直接詢問他對於自殺的想法。如果我們不對自殺的想法加以處理，孩子會

認為我們並不關心他。 

(2)自殺是一個令大家都感到不舒服的話題，但我們仍必須以坦誠、誠實、真誠的溝通來面對。 

(3)當一個人表達出他想自殺的計劃時，實際情況往往比這想法更糟。所以，即使他以平靜的方式表達

自殺的意圖時，仍然要慎重地處理。 

4.信任自己的判斷： 

  如果您認為孩子正處於自殺的危機中時，則一此項判斷行動，不要讓其他人誤導您而忽略了自殺的訊

息。寧可做一個杞人憂天者，也不要造成遺憾。 

5. 採取行動： 

（1）告訴其家人：和其家人討論您所知道的情形，（宜考量家長平日的教育理念及做法）共同決定要如

何請求援助。同時要和學校老師、輔導老師聯絡，請他們密切注意孩子的舉止。 

（2）跟在自殺個案的身邊：不要讓他獨處，務必等到救援才可以離開。打電話找尋可以協助的人來幫

忙，而不要事事自己處理。 

6. 注意先前的企圖：一個對自殺行為有事前準備的孩子，很可能會真的嘗試一次。如果孩子真事前準

備，必須告訴家人、老師、輔導老師或其他專門人員，小心防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