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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轉介篇 

一、 學生心理輔導要領 

（一） 日常關懷與建立情誼 

    所謂見面三分情，導師可以把握每次與同學見面的

時間與同學談天說地，營造輕鬆、自然並且關懷的氣

氛。不僅可以建立良好的師生情誼，更可藉此關懷學生

的心理健康，更助於建立未來介入處遇時的信任感。 

1. 課程與出席：最近上課都有到嗎？有沒有特別有興

趣，或是感到困難的科目？ 

2. 生活作息：這幾天睡得好嗎？平均每天都睡了幾小

時？食慾如何？有好好吃飯嗎？ 

3. 人際互動：有沒有能談心的朋友？跟同學相處有沒

有遇到困難？目前是獨住還是跟朋友一起呢？ 

4. 校外生活：最近下課後都安排什麼活動呢？有在打

嗎？工作適應得如何？ 

5. 其他：是否有參加社團？來澎湖的生活還習慣嗎？ 

（二） 善用網路與社群媒體 

    網路世代發達，許多導師都會使用網路社交媒體來

經營班級，甚至可以說是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導師們也可以善用網路資源來關懷學生的心理健康。 

1. 善用班級社團與群組：導師可以於班級社群與群組

中表達對班級同學的關心，以及分享心理健康衛生

的相關資訊。 

2. 留意社交媒體上的訊息：許多學生都會透過社交媒

體來抒發心情，導師可以直接或間接取得這些訊息

得知學生近日的情緒以評估其心理健康狀態，並適

時加以輔導。 

二、 心理健康評估與危機覺察 

    與學生互動時除了主動表達師長的關愛之外，也可以留意

生活中的各種面向，以助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態，更可警覺隱

藏其中的潛在危機。 

（一） 評估個人功能 

    包含睡眠、飲食、課業與工作之穩定性，若情緒狀

態已經影響到上述功能，例如睡眠失調、短時間內明顯

的體型改變、課程與工作頻繁地缺曠，可能表示學生的

個人生活適應需要協助。 

（二） 評估人際支持 

    家人、伴侶、朋友與師長皆是重要的人際支持系



統，更與霸凌與孤獨等重大人際困擾有關。可以評估學

生是否有支持性的關係，例如可以詢問「當你壓力大

時，有誰是可以讓你感到放心，並可以陪你聊聊天的人

嗎？」若學生缺乏具支持性的關係，可能表示學生的人

際狀況需要協助。 

（三） 評估自傷自殺危機 

    若觀察到有危機警訊則務必特別留意，例如學生話

語、互動或網路上有包含下列訊息，可能表示學生心理

健康狀況需要協助。 

1. 提到想要結束生命、結束一切。 

2. 表示痛苦永無止境。 

3. 出沒危險場域或採購危險器物。 

4. 透漏無力與絕望，例如：一切都毫無意義… 

5. 丟棄或贈送珍視之物。 

6. 社交行為的激增或驟降。 

三、 輔導介入要領 

（一） 主動接觸與表達關懷 

    導師可以主動聯繫，並積極表達對學生的關心與擔

心。作為傾聽者耐心聆聽學生的傾訴，不著急給予建



議，並適時表達同理與支持。 

表達範例：「聽你說的這些讓我很難過也很擔心，但也很

高興你這麼信任老師，願意和我分享心中的想法。」 

（二） 面對自傷自殺危機 

    若您發現學生有明確自傷自殺意念，請儘速向身心

健康中心聯繫諮詢。若有明確自傷自殺行為，請儘速聯

繫校安中心。對於危機事件，不建議直接答應學生為此

保密，以確保學生人身安全與系統工作流暢。 

四、 轉介與同意 

    若您在輔導學生後評估需要轉介身心健康中心，以下是談

論轉介的建議與表達示範。 

（一） 學生同意前往身心健康中心 

    這是建立信任感重要的一步！除了積極表達關懷與

擔憂，也可以對學生之個人功能、人際支持與自傷自殺

危機進一步觀察與評估。且在取得學生同意後，可鼓勵

或提議陪同前往身心健康中心。 

表達示範：「見你最近看上去悶悶不樂，較少來上課，也

很少與同學互動，這讓我有些擔心你。學校身心健康中

心的老師可以陪你聊聊最近的困擾，也可以陪伴你一起



解決。」 

1. 願意主動前來：可與學生討論前往身心健康中心的

確切時間，以便後續關懷。若發現學生對此感到猶

豫與疑惑，導師可直接邀請陪同前往。 

表達示範：「若你對獨自前往有些擔心，也許老師可

以一起陪你過去。」 

2. 願意透過導師轉介：若學生同意接受轉介，可由導

師填寫轉介表，轉介後身心健康中心心理師將會主

動聯繫學生預約晤談時間以及關懷追蹤。 

表達示範：「老師知道身心健康中心那邊有更多的資

源，你是否願意讓我轉達你的困擾，讓心理師一起

來協助你？」  

（二） 學生拒絕前往身心健康中心： 

1. 透過其他方式鼓勵學生：或許出於對諮商會談的汙

名，學生可能因此抗拒進入會談。如此導師可以邀

請學生前來身心健康中心詢問好奇或疑惑的事情或

單純來聊聊天，鼓勵學生接觸、熟悉中心。 

表達示範：「如果你不想去晤談的話也沒關係，也可

以去那邊看看，順便找人聊天講話，身心健康中心



的老師都很親切友善的。」 

2. 僅告知學生轉介：導師可告訴學生自己會聯繫學校

心理師，請學生留意近日心理師的來電。即便無法

取得同意，讓學生知曉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而後便

可填寫轉介單進行轉介，再由心理師直接聯繫與介

入輔導。需要注意的是，導師往後的持續關懷至關

重要，避免學生感到造成導師麻煩或被嫌棄。 

表達示範：「老師聽到你的狀況有些擔心，我想我會

需要和身心健康中心的心理師討論一下，也會請心

理師連絡你，也許你們可以在電話討論那些困擾你

的事情，讓老師和心理師一起幫你想辦法。」 

3. 專業心理諮詢協助：若學生十分抗拒前來，導師後

續的追蹤工作也不必孤軍奮戰。請與身心健康中心

聯繫，諮詢心理師以間接協助學生，商量後續關懷

策略或提供其他專業機構資源。 

4. 與學生家長聯繫：導師可以在徵得學生同意後與家

長聯繫，讓家人知悉學生在校的身心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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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導師可說是與學生最為貼近的師長了，時常扮演著學校與學生之間

的溝通橋樑。因為這份貼近，學生無論生活、課業還是情緒上遇到困難

時，導師時常都是學生傾訴的窗口。因此十分仰賴導師的心理輔導知能

與現場判斷，以啟動校方資源後續的挹注，一同協助學生度過難關。 

    導師與學生的第一線接觸難能可貴，是校園心理輔導系統工作中不

可或缺的一環，更是學校、家長和學生之間重要的橋梁。不僅可以為學

生的困難發聲，也可以直接傳達校方對同學的關懷，以及協助與家長溝

通。因此，導師角色對於校園師生關係和諧、安定學生向學，有其存在

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知識能力篇 
一、 班級經營及輔導技巧 

    給予適時關心與協助，從學生的人際互動當中，可以了解學生

的個性、想法和行為，若您在班上觀察到人際疏離的學生，可私下

了解學生，提供協助。 

（一） 善用班會時間 

導師可以利用班會時間規劃班級活動，增加師生情誼連結和互

動，建立信任和溫暖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從中學習敞開心胸與良

好的人際互動。 

（二） 增加班級凝聚力 

導師可經營班級幹部或建立班級臉書，定時讓學生有個彼此交流

和溝通的平台，並定期上去瀏覽學生動態偶爾分享生活點滴和給

予學生加油、鼓勵的話。 

（三） 班級內分組或系上直屬群組 

導師可以將班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或使用系上學長姐、學弟妹

的直屬群組，透過分組的方式增進歸屬感和凝聚力。 

（四） 定期舉辦導生聚 

導師可在期中和期末的時候，約學生出來吃飯，了解學生在學校

的適應情形，建議可以分小組的方式來進行導生聚，這樣可以拉



近師生彼此的距離。 

二、 師生關係與溝通技巧 

在建立雙贏的師生關係上，每一位導師都可以發揮身為師長的影響

力促進與學生互動，作為個人調適、人際溝通與衝突處理之楷模。 

（一） 教師個人調適 

1. 保持好心情 

2. 給予愛與關懷 

3. 保持彈性、創造幽默 

（二） 有效的溝通技巧 

1. 站在同學的立場，積極傾聽 

2. 重視溝通的環境及方法，增進雙向溝通 

3. 適度地開放自己的經驗 

4. 運用鼓勵的力量 

5. 善用三明治溝通法，將建議夾雜在讚美與肯定之間。 

6. 創造集思廣益、合作的相處氣氛 

（三） 師生衝突處理方式 

1. 覺察衝突的存在 

2. 掌握自己的情緒及對學生的尊重 

3. 認清關鍵點及彼此的顧慮，尋求彼此都能接受的結果 



4. 採取行動，再追蹤是否真能解決衝突或需要再溝通 

三、 學生可能出現的問題 

（一） 生活困擾 

1. 經濟：是否有足夠的生活費 

2. 自我打理和管理生活的能力 

3. 適應校園和新的生活圈 

4. 適應新的人際關係、建立歸屬感 

5. 溝通班級事務與調解衝突 

（二） 時間困擾（生活作息、社團、約會、網路、生活安排與規劃） 

1. 生活作息混亂（早上爬不起來、晚上晚睡、打工太晚） 

2. 網路濫用（遊戲、電視劇、電影、小說、漫畫、聊天室） 

3. 不知道如何安排時間（優先順序） 

4. 社團、約會、交際、打工、手機電話的時間分配 

（三） 生涯困擾 

1. 科系不符合自己的期待 

2. 對於自己的學習感到茫然 

3. 想要培養其他專長 

4. 對於自己專業的領域沒有興趣 

5. 擔心未來找不到工作 



（四） 學業困擾 

1. 喜歡自己現在讀的科系嗎？ 

2. 報告、作業太多無法勝任嗎？ 

3. 能聽得懂老師的上課內容嗎？ 

4. 你對於學習的期待是什麼？ 

5. 有想要轉系、轉學、輔系、休學嗎？ 

（五） 家庭困擾 

1. 與家人的溝通是否通暢？ 

2. 家人相處的氣氛如何？ 

3. 父母的管教方式（民主、開放、權威） 

4. 家人對你的期許是什麼？ 

5. 家中過去是否面臨重大事件壓力（失業、死亡、意外） 

（六） 人際情感困擾 

         1.新環境不知道怎麼認識朋友 

         2.不知如何與人溝通 

         3.無法被理解或理解他人 

         4.關係霸凌（排擠與攻擊） 

         5.害怕衝突 

（七） 生理困擾 



         1.健康狀況/睡眠狀況不佳 

         2.心悸、頭暈、腹瀉、胃痛、嘔吐 

         3.易疲勞 

         4.生理痛、頭痛 

（八） 情感困擾 

         1.不知如何與不同性別/相同性別的人相處 

         2.苦惱沒有對象 

         3.如何告白，表白心意 

         4.沒有安全感，害怕對方離開 

         5.身體界線的自主權（安全性行為、尊重、懷孕） 

         6.危險情人 

         7.家人不支持 

（九） 情緒困擾 

   1.不明原因暴躁 

   2.情緒起伏大/情緒不穩定 

   3.無法相信自己和肯定自己 

   4.內在想法衝突和矛盾 

   5.沒有穩定自己情緒的方法 

   6.衝動，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 



   7.內心覺得孤單、沒有安全感、沒有依靠 

（十） 精神困擾 

   1.身體緊繃僵硬、常緊張 

   2.身體莫名不舒服、心裡悶不舒服 

   3.心中常有可怕念頭出現或影像、聲音出現 

   4.無法控制自己脫序的行為 

   5.總覺得有人會傷害自己 

   6.有想要結束生命的想法 

   7.常常不吃或暴飲暴食 

四、 導師輔導 Q&A 

（一）該怎麼和學生談心互動 

1. 學生不來找您，您可以主動去找學生。如果您願意主動

出擊，相信學生一定能感受到您的用心，亦可讓學生了

解老師很重視與他的談話。在很少數的情況下，您約談

的學生會爽約，若您擔心學生可能會傷害自己或別人的

情形，請您一定要與身心健康中心或校安人員聯繫，讓

學校資源協助。 

2. 善用一對一的談話表達您對學生的重視與關心。有時候

學生也許會說：「老師，某某也一起留下來好不好？」這



可能是學生擔心，您是否不想跟他單獨聊天的擔心，因

此當您堅持說：「老師比較想一個人跟您聊一聊耶！」通

常學生能感受到導師真切的關懷而樂於接受。 

3. 佈置一個讓彼此都能安心談話的空間。單獨談話時可以

將門打開，保持空間開放，或是約在不是太吵雜的公共

空間，也許是讓彼此舒服的方式。 

4. 與學生對談時，建議盡可能確保您不受外務的干擾，並

提供一段連續的完整時間。高度憂鬱和焦慮的同學，常

因沒自信，會擔心耽誤您寶貴的時間，因此請老師在與

這群學生談話時，應當盡可能地避免外務干擾，例如：

將電話拿起來，或事先清楚表示可以提供的會談時間，

否則他們很容易以「沒事」來忽略自己的需求。 

（二）如何了解學生的需要？ 

    可以從學生「最近」的生活事件、「最需要」被幫助的地方開

場，並使用開放式問句（減少是不是？對不對？好不好？類型的

封閉式問句），並允許談話時出現的沉默，不用急著問話。可以透

過下列的議題打開話閘子，同學會在無意間，透露出需要幫助的

地方： 

    1.最近在忙些什麼？（了解生活作息與規劃） 



    2.家住哪裡？多久回家一次？（了解家庭關係） 

    3.中午/晚餐都去哪裡吃？和誰一起吃？（了解人際與作息） 

    4.沒上課/晚上的時候，都在做什麼？（了解安排與作息） 

    5.參加哪些社團或志工活動？（了解興趣、人際狀態） 

    6.課業上有什麼想討論或想讓老師的？（了解學習狀況） 

    7.早起上第一節能爬得起來去上課嗎？（了解生活作息） 

（三）遇到沉默不語的學生時該怎麼辦？ 

    對談是雙向的交流，雖然老師開了頭，但遇到學生不回話的

情況，可能讓老師覺得很焦慮只好承擔起負責說話、不讓場面變

冷的角色，但你可以試著將對談的責任還給學生，練習因應沉默

的技巧，也趁機觀察學生的反應，等待其回應，例如您可以說：

「你好像需要時間想一想，老師先不吵你，你可以先整理一下，

準備好了再跟我說」，然後在一旁靜靜等待。 

（四）該怎麼表達您的關心，而不是變成說教？ 

    您可以在拋出疑問後，以開放的心態好好聆聽學生的想法。

並且在聆聽的過程中，給予簡短的回應，例如：眼神與其保持接

觸、身體前傾、點頭等肢體回應方式，或者可以用「嗯嗯」、「原

來如此」、「難怪你會···」的口語反應來回應，讓學生感受到您是

很專心在聽他說話的。雖然在聽學生說話的過程中，我們也會有



些認同或不認同的地方，但是先別急於傳達您的價值觀，試圖

「矯正」或「改變」學生的想法。如此不但可能讓學生不想說

了，也使你的關心變成了說教，反而失去了您的本意。 

 

 

 

 

 

 

 

  



 案例分析篇  
一、人際關係 

    個案 H.J.飲食上有些不習慣，目前有幾家固定的餐飲輪替，以

前都一點就寢，目前因為經濟考量所以住在宿舍，室友都比較晚

睡，因燈光、聲音所以比較難睡。對此曾經向樓長反應，但效果有

限。會吵的人只有短暫約束，只好用棉被遮光，會談前一天有嘗試

用耳塞減少鍵盤和滑鼠聲，也時能觀察到個案在課堂上精神不濟。 

    談話中發現目前有固定活動的小團體，但時常無法跟上話題而

感到尷尬與困窘。發現個案比較喜歡談小說等靜態活動，平常都到

圖書館借閱，但身邊朋友沒人可以一同談論。鼓勵個案在圖書館碰

到同好，可以打聲招呼隨意聊一下。 

評估和後續措施： 

1. 導師邀約談話時能感受到個案緊張不安，談吐不清，難以表

達自己的狀況，在導師建議下同意前往身健中心。 

2. 來談後個案認為自己目前還不需要諮商服務，但諮詢了溝通

與人際技巧，心理師提供了我訊息、及三明治溝通法與開瓶

器等談話技巧。 

3. 導師與心理師諮詢後保持日常見面與關心，並鼓勵個案使用

技巧與室友溝通。 



二、情緒困擾 

    個案 K.J.經由新生入學測驗篩檢出。身材微胖，會談時會斜

眼，顯得很不放心，警醒度較高，怕被干涉的感覺。有時會大哭一

場，有不斷重複的反芻的想法，也怕麻煩別人，鼓勵個案可以來身

心健康中心得到協助。常會莫名其妙想到被霸凌的事，不願透漏細

節，主要是高中時和同學一起玩，但與兩個人玩到自己被打，但向

老師反應後卻被老師回應「這樣也承受不起」，使個案相當憤怒。覺

得老師這樣反應好聽點叫失責，難聽一點叫失敗，且家長並不知

情，最近半夜會驚醒，常透過發呆放鬆自己。 

評估與後續措施: 

1. 導師發現個案近期鮮少到課且神情恍惚，評估個人功能可能

需要協助，因而邀請前來研究室談話。 

2. 導師與學生談後發現有明顯的憂鬱傾向，評估人際功能評估

也發現沒有可以談心的朋友提供支持。 

3. 建議前往身心健康中心，但該生表明無意願，但同意導師轉

介並由心理師主動聯繫。 

4. 導師來電身心健康中心，確認該生已前往會談，並諮詢後續

可提供的協助。 

5. 導師協助日常課程分組，並主動邀請參與班級活動。 



三、自傷自殺危機 

    個案 T.C.因期中成績不佳，主動向導師表達困擾。覺得近日讀

書步變調慢，記憶力也變差，讀書時難以專注，因而希望詢問導師

讀書技巧。發現個案神情疲憊，與導時談論生活作息時提到最近一

週經常失眠，且自行停用了抗憂鬱劑。導師邀請往身心健康中心談

論情緒與失眠等困擾，但該生認為困擾自己的的是課業問題，目前

不想要處理心理方面的困擾，並談到希望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來。後

續透過班上同學了解個人班級適應狀況，雖然個案與班上同學多有

往來，但時不時會從社群網站上看到十分憂鬱的負面訊息，近日甚

至有上傳帶有傷口的照片。 

評估與後續措施: 

1. 導師來電至身心健康中心諮詢如何介入輔導個案，並告知個

案有自我傷害的疑慮，建議導師直接陪同個案前往中心。 

2. 身健中心心理師安排後續固定會談事宜，與個案一同討論目

前身心的不適，以及導師所觀察到對於用藥與自傷的擔憂。 

3. 心理師於談話時發現確實有自傷的傷口，並且伴隨較高的自

殺意念。遂與個案討論後，通報校內校安中心與澎湖縣政衛

生局，並與個案就診之身心科醫師討論用藥狀況。 

4. 導師協助持續關懷個案，並留意自傷自殺之意圖與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