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實施辦法
106 年 03 月 03 日 105 學年度第 04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教育部 103 年 1 月 13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190903 號函修訂「校園學生自
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辦理。

第二條

目的

一、 增進本校學生因應壓力與危機管理知能，以協助其他處於自殺危機或憂鬱中同
學。
二、 增進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對憂鬱與自我傷害之辨識及危機處理，增進即時處置知
能。
三、 增進本校輔導人員對憂鬱自傷學生之有效心理諮商與治療之知能。
四、 落實本校高關懷學生群之篩選、輔導與追蹤機制，並建立檔案，定期追蹤，以減
少校園憂鬱自傷事件之發生。
五、 建立本校憂鬱與自傷之危機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六、 建立並落實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模式。
第三條

實施策略

一、 強化組織運作
(一) 成立「學生憂鬱與自傷三級預防推動小組」，由校長、學務長、教務長、總務
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軍訓中心教官與輔導諮商中心主任組成。本小組由校
長擔任召集人，統籌本校資源，強化各處室合作機制，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學務長兼任之，負責三級預防各執行單位工作協調。另外視需要，聘請學者專
家為諮詢對象。
(二) 本小組每學年定期必要時召開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三) 建立校園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處置標準作業流程圖。
(四) 建立通報系統：依據教育部「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實施要點」，凡自傷自殺
案件發生，立即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校安即時通」
通報。
二、 培訓防治人才
(一) 參加教育人員自我傷害防治座談會、研習等，培訓學校之核心推動人員，擬定
執行計畫及精進憂鬱與自傷三級預防。
(二) 培訓學校專業輔導人員成為種子教師，並發揮種子功能，針對校內教師、教
官、行政人員、學生幹部或志工進行教育訓練。
(三) 結合醫療單位、大專校院、民間團體，辦理學生心理衛生及自我傷害專題演
講，教職同仁如何處理學生憂鬱自傷案件之理念與實務分享研習，落實校園學

生憂鬱自傷防治工作，有效處理學生憂鬱自傷問題。
三、 課程推動
(一) 推動生命教育：將生命教育課程融入教學中，並辦理生命教育各項研習，促進
學生逐步體認生命的可貴，進而尊重生命、關懷生命並珍愛生命。
(二) 推動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將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課程融入教學中，增進學生
挫折容忍力、抗壓能力以及問題因應能力。
第四條實施方式
一、 初級預防
(一) 目標：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自我傷害
(二) 策略：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三) 各單位職責：
1. 通識教育中心
(1)將生命教育融入課程，協助建立尊重生命、關懷生命與珍愛生命之議題，
體認生命之可貴。
(2)增進學生挫折容忍力、壓力調適及情緒管理等相關議題，並納入教學課程
綱要及生命體驗活動，提升學生抗壓能力、問題因應解決能力、危機處理
能力、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之自助與助人技巧。
2. 校安中心
(1)24 小時通報求助專線。
(2)協助掌握不適應學生之狀況，必要時進行通報及轉介。
3. 學務處
(1) 輔導諮商中心
A. 舉辦促進心理健康之活動，如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緒管理、潛能
開發、溝通技巧以及壓力與危機管理之活動。
B. 辦理生命教育電影、短片、閱讀、演講等宣導活動。
C. 結合社團及社會資源辦理自我傷害防治工作。
D. 強化教師輔導知能：實施全體教師(含導師及教官等相關訓導人員)對
自我傷害辨識及危機處理知能。
(2) 軍訓中心
加強親師會談功能，增進導師與家長對學生生活狀況的瞭解，以及問題
處理之協助。
(3) 學生服務中心
即時掌握校園學生之心理衛生相關訊息，並轉介至各單位尋求協助。
(4) 衛生保健中心

提供憂鬱症預防與心理健康知識之衛教及轉介。
(5) 宿舍舍監
加強宿舍人員之憂鬱辨識能力及危機處理能力，協助觀察篩檢及轉介。
4. 總務處
(1)隨時檢視校園環境各項設施安全維護及修繕，並加強安全巡邏。
(2)落實校園高樓之中庭與樓梯間之意外預防安全網建置。
(3)實施校園環境美綠化工作，塑造放鬆紓壓校園環境，提升校園身心健
康。
5. 各系所
(1) 鼓勵導師及任課教師參與充實自我傷害防治之研習活動及知識，建立對
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知識的正確認知。
(2) 協助瞭解校內防護資訊、輔導資源及轉介管道。
二、 二級預防
(一) 目標：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少自我傷害發生或嚴重化之可能性
(二) 策略：篩檢高關懷學生，即時介入
(三) 各單位職責：
1. 教務處
推派代表參加個案會議，提供課業相關事項之處理與協助。
2. 通識教育中心
推派代表參加個案會議，提供課業相關事項之處理與協助。
3. 校安中心
(1) 隨時關心週遭學生，發覺高危險群學生，掌握學生狀況。
(2) 推派代表參加個案會議，協助學生狀況之處理及通報校內外各相關單
位。
4. 學務處
(1) 輔導諮商中心
A. 大一新生「大學生身心適應量表」普測，篩選憂鬱、自傷等有明顯情
緒困擾的高關懷學生，主動提供必要的關懷協助與諮商輔導，並建立
高關懷學生資料庫。
B. 定期舉辦自我傷害的輔導知能研習：提升導師、教官、教職員、義務
輔導老師之辨識自我傷害危機的能力，以協助觀察篩檢，對高關懷學
生提供進一步轉介資源、個別或團體心理諮商或治療。
C. 根據需求，適時召開個案會議。
(2) 軍訓中心

A. 參加個案會議，會同導師、輔導老師商討輔導流程分工，防範危機狀
況發生。
B. 協助學生生活安置、請假及住宿等相關事宜。
(3) 學生服務中心
掌握學生需求並提供服務，以協助學生校園生活適應。
(4) 衛生保健中心
A. 提供學生、家長衛教諮詢。
B. 評估學生需求，協助學生就醫。
5. 總務處
（1） 派代表參加憂鬱與自傷個案會議，協助評估校園是否存有危險狀況並
立即加以改善。
（2） 督導學校值日夜人員或警衛提高警覺，並熟悉事件發生時之處理流程。
6. 各系所
（1） 系所導師、任課老師對高危險群個案保持高度敏感與傾聽，並予以追
蹤關懷與輔導。
（2） 鼓勵或帶領學生向輔導單位求助，或轉介相關求助資源。
（3） 針對休學又復學的學生加強關心，必要時予以轉介。
（4） 鼓勵系所導師、任課老師參加憂鬱與自我傷害個案研討會議。
三、 三級預防
(一) 目標：預防自殺未遂者與自殺身亡的周遭同學模仿自殺，及自殺未遂者再自
殺。
(二) 策略：建立自殺行為與自殺企圖者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流程。
(三) 各單位職責：
1. 教務處
協助導師處理學生課業等相關事宜。
2. 通識教育中心
協助導師處理學生課業等相關事宜。
3. 校安中心
（1） 通報：一旦發現自殺者，依「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於規定時限內完成通報作業程序，進行通報與轉介。
（2） 建立通報資料檔案，掌握師生事後反應、生活作息動態及安全問題。
（3） 聯絡家長，傳達學校關心及可能協助之事項。
4. 學務處
(1) 輔導諮商中心
A. 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通報轉介作業流程」規定，進行通報與

轉介。
B. 召開危機處理會議，商討輔導策略及因應計畫。
C. 辦理個別或團體輔導：針對自殺未遂者辦理個別輔導（含心理衡鑑、諮
商晤談、情緒調適、課業適應…等），定期評估其自殺意念與企圖，以
預防其再自殺。並持續追蹤輔導，協助學生及早恢復自我生活照顧、課
業學習及人際互動等功能。
D. 針對自殺身亡者辦理班級輔導(含心理調適、危機能力、悲傷輔導…
等)，減緩周遭同學之哀傷，並預防周遭同學模仿其行為。
E. 通知學生家長，提供哀傷輔導，並給予適度的情緒支持。
F. 整合精神醫療院所專業資源提供處遇治療。
(2) 軍訓中心
協助自殺未遂學生生活安置、請假等相關事宜。
A.

衛生保健中心

B.

自殺未遂學生轉介至社區精神醫療院所等相關單位，協助進一步醫
療處置及緊急救護。

C. 教導正確服藥觀念，並提供正確的自我傷害防治觀念。
D. 提供學生及家屬急難救助、喪葬事宜等相關補助或申請。
5. 總務處
（1） 評估校園環境是否有安全疏失，並加以改善。
（2） 協助因校園環境安全事件處理情形進行詳細報告，配合後續相關事
宜。
6. 各系所
(1) 導師和任課教師關心和追蹤個案班級同學後續身心狀況。
(2) 參與個案班級同學和家長哀傷輔導工作。
(3) 對個案家長表達關懷。
(4) 自殺未遂學生之適應輔導及癒後補救教學。
第五條

計畫考核

一、 績效檢核：依據教育部規定時間及表單填報本校執行自我傷害防治工作成效，並
依其所訂回報方式報請教育部備查。
二、 落實通報與危機處理之督導。
第六條 預期成效
一、 透過執行本校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之過程，體認生命可貴，並促使師生尊重生命、
關懷生命與珍愛生命。
二、 建立本校完整之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機制。
三、 有效抑制本校自我傷害比率，降低學生自我傷害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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