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2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生輔導委員會議記錄

一、時間：103年 5月 14日(星期三)上午10時 10分

二、地點：實驗大樓會議室

三、主席：王校長瑩瑋                   

    出席人員：學生輔導委員會委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 許蕙娟輔導員        　                  記錄：鄭佩鈴

四、主席致詞：略

五、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義務輔導老師計28位，按月至身心健康中心值班並支援學生輔導工作。

（二）「生涯興趣量表線上施測」持續辦理推廣中，藉由量表幫助學生瞭解自己的生涯

     興趣，找到適合的生涯發展方向。

（三）於103年 3月 20日（週四）12：10~13：30於百世多麗中餐廳辦理「僑生及外籍

      生期初團體輔導活動」。

（四）於103年 4月 16日（週三）10：10~12：00於實驗大樓演講廳辦理「生涯規劃專

      題演講」。

（五）於103年 4月 23日（週三）上午10：10~11：40於實驗大樓演講廳辦理導師暨

      義輔老師輔導知能研習－「焦點解決輔導策略」，主講者為社團法人台灣愛克曼

      兒童及青少年體驗學習協會徐仲欣理事長。

（六）於103年 5月 28日（週三）辦理日夜間部兩場次「I Love美好人生提案」性別

      教育專題演講：第1場上午10:10~12:00（日間部）於教學大樓210階梯教室，

      主講師為實踐大學黃秋華老師（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第2場晚上

      6:30~8:00（進修部）於實驗大樓演講廳，主講師為樹德科技大學戴秉珊老師（教

      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七）學生生涯興趣量表施測及解測、個別諮商、義輔老師輔導知能研習等持續進行中。

（八）資源教室業務報告：

    1.資源教室申請「103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

      費 65萬 6,308元整，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

      要點」規定辦理，各項經費（協助同學工作費、教材與耗材費、課業輔導鐘點費、

      學生輔導活動費、會報經費與雜支）妥善運用於資源教室與身心障礙學生中。

   2.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教室身障學生人數：共 20人

   3.有關減免學雜費與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依時限通知申請。身障生工

     讀保障時數持續服務中。

   4.資源教室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已辦理「期初團體活動」（103.2/28）、「個別化支

     持計畫(ISP))會議」共 3 場（103.3/18、3/25與 4/8）、「輔導身心障礙職場與就

     業知能專題演講」（103. 5/13）。尚有「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103. 6/24）、

    「期末與送舊團體活動」、「轉銜會議」等活動預定辦理。

  六、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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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 修訂本校導師輔導績效評分表（如附表），提 請討論。

    說明:

       1.依據102-1學期（102/12/04）學生輔導委員會及102-2學期（103/04/23）

         導師會議，增列導師滿意度調查及部分文字修訂。

       2.修正前後評分表如附件一。

       3.檢附導師輔導滿意度調查表如附件二。

    決議：

1.修正後通過。

2.經導師會議報告全校班級導師知悉後，於下學年度實施。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計畫」草案，提 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教育部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辦理。

        2.檢附「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計畫」草案如附

          件三。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七、臨時動議： 無

八、主席結語：略 

九、散會：11 時 10 分

                                         附件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學年度導師輔導績效評分表（修正後）

教師姓名：       院系：           學院         系   

本學年擔任導師期間： □一學年   □一學期     教師簽名                     

評分

項目
輔導績效內容及配分(基本分數 80 分) 評分

加
分
績
效

1. A參加輔導會議(身心障礙會報、義輔老師會議等)、活動(含急救相關知

  能訓練)、研習、工作坊。     (每場 2 分，最高 10 分)

   B參加校內外單位舉辦之CPR或AED訓練並取得證照或合格證明（須在

     有效期內）。                (每項 5 分，最高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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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安排班級幹部、導生分組或個別訪談並填交訪談輔導紀錄。

                             (每梯次 3 分或每人次 1 分，最高 15 分)

   B憂鬱指數偏高、缺曠、成績低落、健康追蹤、轉學生等重點輔導。

                                (每人次 2 分，最高 10 分)

3. 每學期初規劃各授課週至少安排一小時導生互動時間，並送交活動規劃表備查。 

(一學期 5 分，合計 10 分)

4. 訪視校外賃居生並紀錄、家長聯繫單或協助意外事件處理。

                             (每件 2 分，每人次 1 分，最高 10 分)

5. 協助學生校內外志願服務或服務教育學習。

                             (請提供資料，每件 2 分，最高 10 分)

6. A 辦理有關學生輔導、性別平等教育之演講或活動；或受邀擔任講師。

                             (請檢附相關資料，每場 5 分，最高 10 分)

   B帶班參與有關學生安全、身心健康、性別平等教育或生涯、職涯輔導等講

    座或活動。                  (每場 3 分，最高 9 分)

7. 其他協助學生解決重大問題等事蹟，足為表率者。

                             (請提供紀錄，每件 5 分，最高 20 分)      

減
分
項
目

1. 未參加每學期導師會議。       (每場 5 分，合計 10 分，請假者不扣分)

2. 未出席指導每學期至少四次班會並有班會紀錄。 (一次 2 分，合計 16 分)

3. 未參與班級學生重要集會(畢業典禮、校慶、運動會等)，亦未覓妥代理人者。

                       (每次 10 分，事先告知並覓妥代理人者不扣分)

總分                       合計       分

導師輔導滿意度調查表

發出問卷數 有效問卷數 平均分數

其他建議

附註：

一、身心健康中心於每學年度結束統計本表各項積分，經導師簽名確認後報校核備。

二、本表供各系做為遴選績優導師之參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學年度導師輔導績效評分表   （修正前）

教師姓名：       院系：           學院         系   甲

本學年擔任導師期間： □一學年   □一學期     教師簽名                     

評分

項目
輔導績效內容及配分(基本分數 80分) 評分

加
分
績

效

1.A.參加各種輔導會議(身心障礙會報、義輔老師會議等)、活動(含急救相

關知能訓練)、研習、工作坊。(每場2分，最高 10分)

  B.參加校內外單位舉辦之CP)R訓練並取得證照或合格證明。(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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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安排班級幹部 、分組或個別訪談並填交訪談輔 導紀錄。

(每梯次3分或每人次1分，最高 15分)

 B 憂鬱指數偏高、缺曠成績低落、健康追蹤、轉學生等重點輔導。

(每人次2分，最高 10分)

3.每學期初規劃各授課週至少安排一小時導生互動時間，並送交活動規

劃表備查。                            (一學期5分，合計10分)

4.訪視校外賃居生並紀錄、家長聯繫單或協助意外事件處理。

（每件 2分，每人次1分，最高 10分）

5.協助學生校內外志願服務或服務教育學習。

（請提供資料，每件 2分，最高 10分）。

6.A.辦理各種學生輔導或性別平等教育演講、活動，或擔任講師。

(請檢附相關資料，每場 5 分，最高 10

分)

  B.協助宣導及帶班參與身心健康、學生安全、性別平等或生涯輔導講座

或活動。(每場3分，最高 9分)

  

7.其他協助學生解決重大問題等事蹟，足為表率者。

(請提供紀錄，每件 5分，最高 20分) 

減
分
項
目

1.未參加每學期導師會議（每場5分，合計10分，請假者不扣分）。 

2.未出席指導每學期至少四次班會並有班會紀錄（一次 2分，合計 16

分）。
  

3. 未參與班級學生重要集會(畢業典禮及校慶、運動會等)，亦未覓妥代

理人者(每次10分，事先告知並覓妥代理人者不扣分)

總分                         合計    分(超過 100分者以 100分計算)

                                                                                 附件 2

   導師輔導滿意度調查表

同學好：
為瞭解本學年班級導師輔導情形，並作為學年度績優導師評選之參考

請填答以下問卷，並於 6 月 10 日前將問卷擲交至行政大樓 1 樓身心健康中
心(學輔)。

                   身心健康中心(學輔)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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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卷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

同意
非常
不同意

5 4 3 2 1

1
當有問題請教導師

時，可聯絡到導師

2
導師會参與班上的活

動，如：班會、校慶、

運動會等。

3
有同學向導師求助

時，導師會盡量幫助

或提供其他資源協助

4

導師關心同學們的學

習與生活上的適應等

問題，如有需要亦會

協助解決

5
這學期，我對導師的

協助或指導感到滿意

其他

建議

                                      附件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103年 1月 13日臺教學(三)字第1020190903號函頒教育

     部「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辦理。

貳、推動實施計畫期程：102-103學年度。

参、本校執行初級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工作如下： 

   一、初級預防：

    目標：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自我傷害。

       策略：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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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訂定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防治計畫。

    （二）建立校園危機應變機制，設立24小時通報求助專線，訂定

          自我傷害事件危機應變處理作業流程，並定期進行演練。

    （三）校長主導整合校內資源，強化各處室合作機制。

      1教務處：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力（堅

         毅性與問題解決能力）與危機處理、及自我傷害之自助與

         助人技巧。

      2學務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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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生命教育電影、短片、閱讀、演講等宣導活動。

  （3）辦理正向思考與潛能開發等訓練。

  （4）結合社團及社會資源辦理自我傷害防治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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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對家長進行自我傷害認識與處理之教育宣導。

   （7）同儕之溝通技巧與情緒管理訓練。

       3總務處：

   （1）校警之危機處理能力之加強。

   （2）校園高樓之中庭與樓梯間之意外預防安全網、生命教育

        文宣與求助專線之廣告。

 4人事室：提供職員正向積極的工作態度訓練，建立友善的校

          園氛圍。

  （四）校長主導結合校外網絡單位資源，以建構整體協助機制。

二、二級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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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篩檢高關懷學生，即時介入。

   行動方案：

   （一）高關懷學生辨識：新生入學後由身心健康中心心理師進行憂

         鬱量表檢測，憂鬱指數偏高同學將以密件通知導師多加關

         懷，如需要進一步輔導之學生，可轉介至身心健康中心，而

         有自殺及精神疾病傾向者，由心理師主動邀請晤談，並視學

         生需求轉介，必要時進行危機處理。

   （二）篩檢計畫之實施須符合專業法律與倫理，即在尊重學生的自

         主與考慮不傷害生命的原則下，強調保密隱私、以及不標籤

         化與污名化之下進行。實施過程包括六階段：

          1說明：說明篩檢目的與保障篩檢結果的保密性。

      2取得同意：除非學生有傷害他人或自己的危險性，否則，應依

       尊重自主原則，在學生（家長）同意下進行篩檢，非強迫性（未

       成年學生請取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3解釋結果：對篩檢結果的解釋要謹慎與專業，不隨便給學生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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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精神疾病或任何不好的標籤。

     4保密：學校諮商輔導人員、導師及相關教師應遵守法律命令及

      專業倫理，不得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個案當事人之秘

      密。

      5主動關懷：主動提供高關懷學生必要的關懷協助及需要的諮商

        輔導。

      6必要的轉介：當知悉學生有疑似精神疾病、有明顯的自傷或傷

        人之虞時，需進行危機處置與必要的轉介與協助就醫。

  （三）提升導師、教官、同儕、教職員、家長之憂鬱與自殺風險度

        之辨識與危機處理能力，以協助觀察辨識；並對所發現之高

        關懷學生提供進一步個別或團體的心理諮商或治療。

  （四）整合校外之專業人員（如：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

        師、精神科醫師等）資源到校服務。

三、三級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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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自殺未遂者的再自殺。

   策略：建立自殺與自殺企圖者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流程。

   行動方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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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以

          預防再自殺；家長聯繫與預防再自殺教育；進行班級團體輔

          導，提供心理衛生教育及同儕如何對當事人進行協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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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通報轉介：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與衛生

         福利部之「自殺防治通報轉介作業流程」(含「自殺防治通報

         轉介流程圖」、「自殺暨高危險群個案通報單」及「自殺個案

         轉介回復表」)進行通報與轉介。

   （四）處理回報：學校發生學生自殺死亡事件應填具「學生自我傷

         害狀況及學校處理簡表」。

肆、執行成效評估指標： 

一、初級預防：

（一）學校編定全校性自我傷害防治工作計畫。

（二）防治人才之培訓：

   1派員參與相關輔導人員種子培訓。

   2進行校內導師、教官、同儕及社團幹部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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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級預防執行成效：

（一）進行高關懷學生之辨識。

（二）針對高關懷學生介入輔導，並建立檔案，定期追蹤。

 三、三級預防執行成效：

（一）建立學生自我傷害之虞或自殺未遂之危機處理流程。

（二）建立學生自殺死亡之危機處理流程。

（三）辦理學校輔導人員及教官（或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危機處理能

      力之培訓。

伍、預期成效

   一、透過校園執行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之過程，體認生命之可貴，並促使師生

尊重生命、關懷生命與珍愛生命。

   二、學校建立完整之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機制。

   三、有效抑制校園自我傷害之比率，有效降低學生自我傷害事件之發生。

陸、本計畫經學生輔導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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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機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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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學校人員（導師/教師/行政人員等）於知悉事件發生時，依「校園
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落實通報（校內、外通報），
並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處理
1.校內：當事人之醫療處理（醫療人員）、當事人家屬之聯繫（學

務單位）、事件之對外/媒體發言（發言人）、當事人（自殺未
遂）及相關師生之心理諮商輔導（輔導單位  /  導師  ）、當事人（憂
鬱或自殺未遂）成績或課程安排之彈性處理（教務單位）、當事
人（憂鬱或自殺未遂）請假相關事宜之彈性處理（學  務單位  ）。
2校外：校外機制及資源之引進/介入（醫療人員、精神科醫師、心

理師、社工師等）
3.律定後續處理之評估機制

落實一級預防之各項措施
1.依「三級預防架構」律定相關處理措施：一級-全體教職員（學務單位）、二級-

校內諮商輔導專業人員（輔導單位）、三級-建置校內外諮商輔導專業團隊（校
長室）。規劃並執行學生篩檢方案、強化教師之辨識能力及基本輔導概念（輔
導單位）；設置校內/外通報窗口、擬定校內查察策略及通報流程（含保密/保
護機制）、（學務單位）。
2.擬定並執行教育  /  宣導措施  ：以融入式教學方式落實學生情緒教育及生命教育

於各學科（含綜合領域）之課程中（教務單位）；宣導校內相關資源訊息，並
提供師生緊急聯繫電話/管道資訊（學務單位）；相關心理衛生之預防推廣活
動之辦理（輔導單位）。
3.強化校園危機處理機制：將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納入既有危機處理流程中。（校

長室）。

1.事件之後續處理
2.相關當事人之後續心理諮商及生活輔導與追蹤（follow-up）
3.預防再發或轉介衛政單位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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