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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 
「輔導」是一種教育理念與方法，更是專業助人的歷程。國民義

務教育階段的兒童、青少年正值人格發展的關鍵時刻，輔導人員必須

抱持「用愛陪伴、用心傾聽」的精神去關懷及協助孩子的成長，不僅

協助孩子本身，連同家庭、社區系統也一併納入輔導資源體制之中，

以逐步發揮「預防性、輔導性、諮商性、治療性」的專業助人歷程，

落實校園三級輔導的功能。 

臺中市推動「幸福學堂」的目標，是要讓學生得以安心學習並樂

於學習。在基本生活層面上，讓孩子免於挨餓受飢，在上課期間提供

弱勢學生免費營養午餐，假日則有全國首創的安心餐券；在愛與歸屬

的需求層面，透過三級預防的輔導機制，從導師、學校輔導團隊，到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專業輔導人員，以愛與關懷為主軸，「看重每一

個有需要的孩子」，給學生真誠溫暖且感受自在的環境，幫助每一個

學生發現自己的定位，建立正向的自我價值觀念，讓每一個學生都能

擁有自信與希望的未來。 

今年由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編輯策劃的「用愛陪伴 用心傾聽~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案例彙編」，納入了情緒困擾、

過動、失落、拒學、中輟、霸凌防治等議題，從呈現的案例深入探討

各議題的輔導措施，包含對個案問題進行系統化的評估、可採行的輔

導策略、提供家長建議，與該議題可使用之輔導策略與資源等，深入

淺出地將專業經驗交流與傳承，可供本市各級學校推動相關學生輔導

工作之參考。 

在此，誠摯的感謝各校同仁與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業輔導人員的

付出與努力，讓來自不同家庭環境，擁有不同特性的學生，都得以安

心學習並樂於學習，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局長      謹識 



伴你行過失落迷航-談失落議題

陳一嫻、陳嫚儀、游琇雅、廖家弘、蘇慧玲

壹、背景分析
熊大是八年級的男生，家中排行老二，哥哥現讀大一。熊大三歲時父母離異，兄弟倆由

父親扶養並與祖父母同住，母親則改嫁另組家庭，雙方不再往來。熊大的父親近年因工作不

穩定而意志消沉，在熊大升八年級的暑假時，因飲酒過度引發猛爆性肝炎過世。開學不久，

導師發現熊大在校情緒起伏大、上課不專心，且經常出現遲到、曠課的情形，與祖母聯繫才

知悉熊大的爸爸在暑假期間突然過世。導師和輔導室對於熊大在校的失常行為，給予許多包

容、關懷和引導，但導師觀察到熊大明顯對爸爸有關的話題過度敏感、迴避不談，且愈來愈

容易與人起衝突，似乎一直無法調適父親過世的事實。為避免熊大的不穩情緒和失序行為衍

生更多負面影響，故轉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進行三級輔導。

貳、案例描述
哐啷！失控的熊大

「哐啷 ！」校園某處傳來玻璃破碎的聲音。八年級某班的窗戶玻璃被砸破了，地上散落

玻璃碎片，幾位同學驚慌快跑到導師休息室報告：「老師！熊大抓狂了！」

導師聞訊趕緊前往教室，看見熊大一臉陰鬱地坐著，有些同學則面帶怒氣，教室內氣氛

凝重。經詢問後，瞭解剛才班上幾位同學在抱怨自己的爸爸，覺得爸爸管太多、很煩，甚至

有同學說「真希望爸爸死了算了」等語，讓在旁一直沉默的熊大突然暴跳如雷，對同學發怒，

雙方發生衝突、互丟物品，最後還砸破玻璃、引發騷動。

沒有媽媽的童年，爸爸是唯一的英雄

熊大來自單親家庭，父母在他三歲時離異，自此雙方互不往來。多年後，輾轉得知媽媽

早已另組家庭，且育有一對子女。爺爺 8 年前過世後，熊大就與奶奶、爸爸和哥哥一起生活，

由爸爸獨自撐起全家的經濟開銷。熊大的叔叔，經濟狀況不佳，偶爾會回家探望奶奶，只是

常來去匆匆，與家人互動不多。

為彌補熊大兄弟缺少母親的遺憾，爸爸每天辛勤工作，盡其所能滿足熊大兄弟在物質上

的需求，假日也會盡量帶全家出遊。熊大與爸爸父子之間感情相當親密，也視爸爸為心中的

英雄。

英雄崩壞，父子關係相形漸遠

看似安穩的家庭在熊大升國中時發生重大轉變。那年，爸爸被公司資遣面臨中年失業，

轉職不順，收入開始很不穩定。家裡各項開銷、房租、借貸的壓力逼得爸爸焦頭爛額，時常

向親友周轉，有時也遭受嘲諷。爸爸開始借酒澆愁，家中氣氛日益沉重，過往的歡笑聲不再，

取而代之的是沉悶的氛圍。

爸爸喝酒的頻率愈來愈高，最後每天與酒瓶為伍，酒後經常對家人大呼小叫，引起鄰居

的關切和側目。熊大幾次試圖安慰和鼓勵爸爸，都被爸爸以「小孩子懂什麼！」或「你不要

管這麼多！」等話語責斥回絕，管教時也變得缺乏耐心、動輒作勢打罵，日積月累下來，熊

大對爸爸也感到失望、憤怒，父子關係漸漸疏遠。

爸爸過世，熊大變了

國一時期，熊大學業表現普通，與班上同學相處雖不緊密，但也沒有特殊問題，人際關

係尚可，校方獎懲紀錄上亦無功過。熊大有位從國小就是死黨的好友，雖然國中不同班，但

常會相約打籃球、聊天，兩人是很麻吉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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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而意志消沉，在熊大升八年級的暑假時，因飲酒過度引發猛爆性肝炎過世。開學不久，

導師發現熊大在校情緒起伏大、上課不專心，且經常出現遲到、曠課的情形，與祖母聯繫才

知悉熊大的爸爸在暑假期間突然過世。導師和輔導室對於熊大在校的失常行為，給予許多包

容、關懷和引導，但導師觀察到熊大明顯對爸爸有關的話題過度敏感、迴避不談，且愈來愈

容易與人起衝突，似乎一直無法調適父親過世的事實。為避免熊大的不穩情緒和失序行為衍

生更多負面影響，故轉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進行三級輔導。

貳、案例描述
哐啷！失控的熊大

「哐啷 ！」校園某處傳來玻璃破碎的聲音。八年級某班的窗戶玻璃被砸破了，地上散落

玻璃碎片，幾位同學驚慌快跑到導師休息室報告：「老師！熊大抓狂了！」

導師聞訊趕緊前往教室，看見熊大一臉陰鬱地坐著，有些同學則面帶怒氣，教室內氣氛

凝重。經詢問後，瞭解剛才班上幾位同學在抱怨自己的爸爸，覺得爸爸管太多、很煩，甚至

有同學說「真希望爸爸死了算了」等語，讓在旁一直沉默的熊大突然暴跳如雷，對同學發怒，

雙方發生衝突、互丟物品，最後還砸破玻璃、引發騷動。

沒有媽媽的童年，爸爸是唯一的英雄

熊大來自單親家庭，父母在他三歲時離異，自此雙方互不往來。多年後，輾轉得知媽媽

早已另組家庭，且育有一對子女。爺爺 8 年前過世後，熊大就與奶奶、爸爸和哥哥一起生活，

由爸爸獨自撐起全家的經濟開銷。熊大的叔叔，經濟狀況不佳，偶爾會回家探望奶奶，只是

常來去匆匆，與家人互動不多。

為彌補熊大兄弟缺少母親的遺憾，爸爸每天辛勤工作，盡其所能滿足熊大兄弟在物質上

的需求，假日也會盡量帶全家出遊。熊大與爸爸父子之間感情相當親密，也視爸爸為心中的

英雄。

英雄崩壞，父子關係相形漸遠

看似安穩的家庭在熊大升國中時發生重大轉變。那年，爸爸被公司資遣面臨中年失業，

轉職不順，收入開始很不穩定。家裡各項開銷、房租、借貸的壓力逼得爸爸焦頭爛額，時常

向親友周轉，有時也遭受嘲諷。爸爸開始借酒澆愁，家中氣氛日益沉重，過往的歡笑聲不再，

取而代之的是沉悶的氛圍。

爸爸喝酒的頻率愈來愈高，最後每天與酒瓶為伍，酒後經常對家人大呼小叫，引起鄰居

的關切和側目。熊大幾次試圖安慰和鼓勵爸爸，都被爸爸以「小孩子懂什麼！」或「你不要

管這麼多！」等話語責斥回絕，管教時也變得缺乏耐心、動輒作勢打罵，日積月累下來，熊

大對爸爸也感到失望、憤怒，父子關係漸漸疏遠。

爸爸過世，熊大變了

國一時期，熊大學業表現普通，與班上同學相處雖不緊密，但也沒有特殊問題，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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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國二的暑假，熊大的爸爸因罹患猛爆性肝炎就醫，開學前一週爸爸不治驟逝。家裡主

要照顧責任落在 65 歲的奶奶身上，叔叔偶爾提供些許生活費，哥哥因考上有提供獎學金的大

學到外地就讀，並積極打工應付生活開銷，因此長時間不在家。

爸爸過世後的第一個新學期，熊大開始出現遲到、缺交作業、曠課等行為，而且上課經

常打瞌睡、分心恍神，有時甚至在校外遊盪，連最喜歡的體育課也顯得興趣缺缺，同學約他

打籃球也提不起勁。原本與同學互動溫和的熊大變得容易和同學起衝突，導師詢問原因，熊

大總是沉默不語或意興闌珊的回答「不知道」。

變了樣的熊大讓奶奶好憂心

導師家訪時，奶奶除了提到家裡經濟困境外，最憂心的還是熊大近期的叛逆行為。對於

熊大遲到、缺交作業、曠課和同學衝突的問題，奶奶束手無策，曾期望熊大像哥哥那樣體貼

懂事和自動自發，但熊大卻彷彿變了個人，讓奶奶失望、生氣又擔心，更怕熊大走偏。

爸爸過世近二個月，熊大變得比以前安靜，常關在自己的房間、不願幫忙做家事、很常

頂嘴，尤其是奶奶想移動爸爸生前的東西時，熊大就會發脾氣、對奶奶大小聲。最令奶奶擔

憂的還包括近期常在熊大房間發現空的啤酒瓶，奶奶擔心熊大學習爸爸喝酒的壞習慣，因此

拜託導師幫忙開導和規勸。

關懷熊大，輔導資源介入

導師認為熊大的反常行為與爸爸的過世有關，因此轉知輔導室，經輔導教師評估後轉介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輔導員隨即與熊大接觸、建立關係及進行會談處遇。

參、問題主述
熊大(以下稱個案)因父親過世，情緒、行為，與生活適應明顯受到影響，包含：對父親

相關話題過度敏感、容易與同儕起衝突、出現劇烈的負向情緒反應和行為表現、對生活變得

缺乏動力及退縮封閉。此因父喪產生的轉變，乃面臨失落事件可能會有的反應，需幫助個案

進行哀傷調適，協助其轉移負向情緒壓力、適應新的生活。

肆、個案評估
案父驟然過世及隨之衍生的生活困境，增加個案在經歷青少年發展階段上的風險。抱持

復原力（Resilience）觀點的學者（Werner & Smith, 2001）指出，孩子不一定完全受到負向環

境的威脅，也有承受與忍耐折磨的能力，能去克服生活的要求、挑戰和磨練，讓本身的能力、

知識、長處有機會持續成長並適應逆境。

因此以下的個案評估，將從危險因子（risk factors）與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二面

向進行探討，並細分成：個人、家庭、同儕與社會四個層面，協助個案發展出面對困境和度

過哀傷事件的韌力。

一、危險因子

（一）個人特質方面

1. 個案以壓抑情緒、消極被動的態度面對此哀傷事件。

2. 個案呈現負向調適行為，如：模仿案父飲酒、遲到曠課、不在乎學業等。

3. 個案將負向情緒轉移至他人身上，以降低自己的不舒服，如將對案父過世的失落

情緒轉移至案祖母身上，對案祖母或同儕發脾氣。

（二）家庭環境方面

1. 個案從小缺乏案母關愛，案父失業後連帶使親職角色崩解，個案內心存在對父母

角色的失望。而案父過世導致依附關係斷裂，亦複雜化個案的哀傷調適歷程。

2. 案父驟逝對整個家庭造成衝擊，家庭成員對生活的焦慮感大增。案祖母及案兄忙

於調適新生活，無暇顧及個案心理需求或提供情緒支持，對於個案出現的情緒起

伏、遲到、缺交作業、曠課和同學衝突等行為問題，除了以責罵規勸之外，難以

提供正向的關注和回應。

3. 案父過世後，案家經濟狀況更為困窘，然缺乏資源連結能力，不熟悉對外求助管

道。

（三）同儕支持方面

1. 個案不擅交際，同儕支持系統較薄弱。

2. 青少年同儕欠缺因應重大失落的經驗和能力，能提供的同理和支持有限。

3. 同儕衝突的增加，導致同儕支持度下降，連帶影響個案到校意願，衍生出遲到及

曠課行為。

（四）社會因素方面

1. 民政與社政單位未能及時發現案家需求，無主動介入，難以提供相關協助。

2. 社會文化較不鼓勵男孩展現哀傷、脆弱的一面，個案可能無法好好經驗悲傷歷程。

二、保護因子

（一）個人特質方面

1. 試圖改變現狀：在案父失業、酗酒的時候，個案仍嘗試鼓勵案父，顯現個案試圖

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善問題。

2. 願意接受援助：個案對於導師的關懷和建議都不排斥，也願意接受輔導員的介入，

呈現個案內心願意嘗試新的辦法，具有療癒自我的意志和希望。

（二）家庭環境方面

1. 案兄為正向楷模：雖同處逆境，案兄仍未放棄學業，並努力打工賺取生活費，減

輕案家負擔。可視為個案的正向楷模，以及案家的正向力量。

2. 案祖母的堅忍典範：案祖母曾經歷伴侶過世、媳婦離開、長子驟逝等失落悲傷歷

程，仍未曾放棄自我，堅忍面對一切。

3. 案祖母發揮照顧功能：面對隔代教養的困難，案祖母仍能發揮基本照顧功能，成

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

4. 其他親屬支持：案叔叔回家時會提供案家部分生活費，減輕案家經濟負擔。

（三）同儕支持方面

1. 友伴支持：個案的知心好友會適時陪伴個案、提供支持，協助個案度過此歷程。

2. 同儕氣氛友善：案同學會主動邀請個案參加活動，同學間的氛圍仍屬友善，加以

適當引導思考後，願意體諒、包容個案目前狀況。

（四）社會因素方面：

1. 學校針對個案需求提供幫助：學校能敏銳發現個案因遭逢父喪而出現的違常行為，

不以偏差的角度標籤化學生，並積極提供個案關懷與轉介三級輔導資源。

2. 學校可發揮輔導效能：學校平時從生命教育與尊重多元家庭的角度，發揮輔導效

能、營造友善校園風氣，提升案同學的同理心與正確態度，皆能為喪親家庭子女

提供更安全、安心與溫暖的校園環境。

3. 學校連結社區資源：學校聯繫相關資源包括里長、公所、家長會、民政、社政、

社福與民間宗教團體等，提供案家所需各項資源協助。

4. 社會福利機構可提供相關資源：民政、社政及民間社福機構可提供經濟扶助、急

難救助及生活物資等資源，協助案家渡過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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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國二的暑假，熊大的爸爸因罹患猛爆性肝炎就醫，開學前一週爸爸不治驟逝。家裡主

要照顧責任落在 65 歲的奶奶身上，叔叔偶爾提供些許生活費，哥哥因考上有提供獎學金的大

學到外地就讀，並積極打工應付生活開銷，因此長時間不在家。

爸爸過世後的第一個新學期，熊大開始出現遲到、缺交作業、曠課等行為，而且上課經

常打瞌睡、分心恍神，有時甚至在校外遊盪，連最喜歡的體育課也顯得興趣缺缺，同學約他

打籃球也提不起勁。原本與同學互動溫和的熊大變得容易和同學起衝突，導師詢問原因，熊

大總是沉默不語或意興闌珊的回答「不知道」。

變了樣的熊大讓奶奶好憂心

導師家訪時，奶奶除了提到家裡經濟困境外，最憂心的還是熊大近期的叛逆行為。對於

熊大遲到、缺交作業、曠課和同學衝突的問題，奶奶束手無策，曾期望熊大像哥哥那樣體貼

懂事和自動自發，但熊大卻彷彿變了個人，讓奶奶失望、生氣又擔心，更怕熊大走偏。

爸爸過世近二個月，熊大變得比以前安靜，常關在自己的房間、不願幫忙做家事、很常

頂嘴，尤其是奶奶想移動爸爸生前的東西時，熊大就會發脾氣、對奶奶大小聲。最令奶奶擔

憂的還包括近期常在熊大房間發現空的啤酒瓶，奶奶擔心熊大學習爸爸喝酒的壞習慣，因此

拜託導師幫忙開導和規勸。

關懷熊大，輔導資源介入

導師認為熊大的反常行為與爸爸的過世有關，因此轉知輔導室，經輔導教師評估後轉介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輔導員隨即與熊大接觸、建立關係及進行會談處遇。

參、問題主述
熊大(以下稱個案)因父親過世，情緒、行為，與生活適應明顯受到影響，包含：對父親

相關話題過度敏感、容易與同儕起衝突、出現劇烈的負向情緒反應和行為表現、對生活變得

缺乏動力及退縮封閉。此因父喪產生的轉變，乃面臨失落事件可能會有的反應，需幫助個案

進行哀傷調適，協助其轉移負向情緒壓力、適應新的生活。

肆、個案評估
案父驟然過世及隨之衍生的生活困境，增加個案在經歷青少年發展階段上的風險。抱持

復原力（Resilience）觀點的學者（Werner & Smith, 2001）指出，孩子不一定完全受到負向環

境的威脅，也有承受與忍耐折磨的能力，能去克服生活的要求、挑戰和磨練，讓本身的能力、

知識、長處有機會持續成長並適應逆境。

因此以下的個案評估，將從危險因子（risk factors）與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二面

向進行探討，並細分成：個人、家庭、同儕與社會四個層面，協助個案發展出面對困境和度

過哀傷事件的韌力。

一、危險因子

（一）個人特質方面

1. 個案以壓抑情緒、消極被動的態度面對此哀傷事件。

2. 個案呈現負向調適行為，如：模仿案父飲酒、遲到曠課、不在乎學業等。

3. 個案將負向情緒轉移至他人身上，以降低自己的不舒服，如將對案父過世的失落

情緒轉移至案祖母身上，對案祖母或同儕發脾氣。

（二）家庭環境方面

1. 個案從小缺乏案母關愛，案父失業後連帶使親職角色崩解，個案內心存在對父母

角色的失望。而案父過世導致依附關係斷裂，亦複雜化個案的哀傷調適歷程。

2. 案父驟逝對整個家庭造成衝擊，家庭成員對生活的焦慮感大增。案祖母及案兄忙

於調適新生活，無暇顧及個案心理需求或提供情緒支持，對於個案出現的情緒起

伏、遲到、缺交作業、曠課和同學衝突等行為問題，除了以責罵規勸之外，難以

提供正向的關注和回應。

3. 案父過世後，案家經濟狀況更為困窘，然缺乏資源連結能力，不熟悉對外求助管

道。

（三）同儕支持方面

1. 個案不擅交際，同儕支持系統較薄弱。

2. 青少年同儕欠缺因應重大失落的經驗和能力，能提供的同理和支持有限。

3. 同儕衝突的增加，導致同儕支持度下降，連帶影響個案到校意願，衍生出遲到及

曠課行為。

（四）社會因素方面

1. 民政與社政單位未能及時發現案家需求，無主動介入，難以提供相關協助。

2. 社會文化較不鼓勵男孩展現哀傷、脆弱的一面，個案可能無法好好經驗悲傷歷程。

二、保護因子

（一）個人特質方面

1. 試圖改變現狀：在案父失業、酗酒的時候，個案仍嘗試鼓勵案父，顯現個案試圖

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善問題。

2. 願意接受援助：個案對於導師的關懷和建議都不排斥，也願意接受輔導員的介入，

呈現個案內心願意嘗試新的辦法，具有療癒自我的意志和希望。

（二）家庭環境方面

1. 案兄為正向楷模：雖同處逆境，案兄仍未放棄學業，並努力打工賺取生活費，減

輕案家負擔。可視為個案的正向楷模，以及案家的正向力量。

2. 案祖母的堅忍典範：案祖母曾經歷伴侶過世、媳婦離開、長子驟逝等失落悲傷歷

程，仍未曾放棄自我，堅忍面對一切。

3. 案祖母發揮照顧功能：面對隔代教養的困難，案祖母仍能發揮基本照顧功能，成

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

4. 其他親屬支持：案叔叔回家時會提供案家部分生活費，減輕案家經濟負擔。

（三）同儕支持方面

1. 友伴支持：個案的知心好友會適時陪伴個案、提供支持，協助個案度過此歷程。

2. 同儕氣氛友善：案同學會主動邀請個案參加活動，同學間的氛圍仍屬友善，加以

適當引導思考後，願意體諒、包容個案目前狀況。

（四）社會因素方面：

1. 學校針對個案需求提供幫助：學校能敏銳發現個案因遭逢父喪而出現的違常行為，

不以偏差的角度標籤化學生，並積極提供個案關懷與轉介三級輔導資源。

2. 學校可發揮輔導效能：學校平時從生命教育與尊重多元家庭的角度，發揮輔導效

能、營造友善校園風氣，提升案同學的同理心與正確態度，皆能為喪親家庭子女

提供更安全、安心與溫暖的校園環境。

3. 學校連結社區資源：學校聯繫相關資源包括里長、公所、家長會、民政、社政、

社福與民間宗教團體等，提供案家所需各項資源協助。

4. 社會福利機構可提供相關資源：民政、社政及民間社福機構可提供經濟扶助、急

難救助及生活物資等資源，協助案家渡過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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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策略
依據個案問題主述與個案評估，擬定輔導策略，分為前、中、後期的處遇：1.前期工作

主要在建立具安全感的輔導關係，預備陪伴個案進入哀傷調適歷程；2.輔導中期重點在於處

理失落經驗，包含評估個案的哀傷反應、協助個案貼近並接納自己的情緒、給予充分的時間

經驗和宣洩哀傷情緒、引導個案正向面對失落事件等；3.輔導後期著力於發展個案生活適應

的能力，找出個案對生活、生命的意義感和希望感，連結環境中有助個案適應的保護性資源。

以下針對個案、案家、校方的介入策略，詳細分述如下：

一、針對個案的輔導策略：

(一) 輔導前期（第 1～2 次會談）

1. 建立關係：建立良好關係是輔導工作重要的第一步。初次會談時簡要自我介紹、說明為

什麼進行會談，與個案討論將如何進行等問題澄清，過程中多使用肯定的態度開啟談話，

營造溫暖、平穩及被接納的氣氛，適時運用多元的技巧增加個案自我揭露的意願。以下

舉例說明:
(1) 肯定個案經驗：肯定個案的經驗是建立安全關係的開始，例如「我瞭解對一個不熟

的人，講些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是不太容易的。」、「我能懂你沉默的心情，坐在這裡

跟一個不太熟的老師講話，真的有點奇怪。如果我是你，可能也不知道要怎麼開

始。」。

(2) 放慢步調：失落事件觸及的是較複雜、令人感到失控、恐懼和難受的哀傷情緒，因

此輔導員需放慢步調，增加個案在會談中的安全感，當個案沉默時，切勿連珠炮的

追問。當個案感受到輔導員具有支持和舒緩情緒的效能時，會更願意冒險接觸自己

真實的感受並說出內在想法。放慢步調的作法，可從調整語調（輕聲平穩）和語速

（放慢）開始，多以肯定經驗的語句開啟對話，如「我明白…我瞭解…有關爸爸的

事，連想起來可能都滿難受的，對嗎？」、「心情應該是很複雜的，可能都不知道要

怎麼說，是嗎？」。

(3) 運用多元技巧，增加個案自我揭露的意願：在哀傷議題的處遇上，常涉及失落事件，

而喪親直接導致的正是依附關係的全然失落。因此處理哀傷議題時，輔導員需要對

個案和逝者的依附關係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正向安全的依附關係有助於發展正向的

自我概念，如感受到自己是有價值、有能力、有自尊的；相對地，失落或不安全的

依附關係可能導致個案感到自我價值低落、不被愛，面對困境時容易感到無能或無

力。透過瞭解個案主觀知覺的依附關係，有助於深入評估個案內心潛在的保護或危

險因子，並在陪伴的過程中，強化其正向適應能力。操作上，建議透過口語的探問

外，同時藉由繪畫、牌卡、繪本故事、遊戲或其他表達性媒材等方式蒐集資料，協

助個案在較輕鬆自在的情境下進行表達。

2. 評估個案哀傷反應：失落事件發生的六個月內，個案身心的不穩定現象屬於正常的失落

反應(鄔佩麗，2012)，但需留意當個案身心不穩定現象，已明顯對其生活適應造成其他

衍生性的負向影響時，應及時介入評估。可從生理反應、認知層面、情緒層面進行觀察，

並留意影響程度：

(1) 生理反應：輔導員須判斷此為正常或異常的行為反應，如案父剛過世時出現失眠、

做惡夢、嗜睡、心不在焉、呼吸急促，感覺快窒息、無精打采或對聲音敏感等的行

為，屬正常反應（李開敏等，2004）；當個案出現長期無法遏止的哭泣，完全不進食

或暴飲暴食即為一種警訊。另外，可觀察個案對人、事、時、地的定向感，個案是

否能覺察他是誰或輔導員是誰、最近發生過什麼事、現在是哪一年的幾月幾號、現

在在哪裡，以此評估個案是否因失落事件造成創傷反應，並影響其正常的生活功能。

(2) 認知層面：輔導員可透過詢問個案如何理解失落事件，評估是否出現認知扭曲，如

否認、無法相信、幻覺、沉迷對逝者的思念、感到逝者仍存在等狀況。在評估反應

程度時，常見的方式可使用十點量表，1 代表最少，10 代表最多，可由輔導員評估

或讓個案做自我評估，以具體化的方式協助輔導員與個案對哀傷的程度有更清楚的

理解。

(3) 情緒層面：輔導員評估哪些為正常情緒反應、哪些是過度反應。可透過留意個案整

體呈現的情緒狀態及當個案談論案父時所出現的情緒起伏，瞭解個案目前最常出現

的情緒反應為何。

以上生理、認知、情緒層面的反應需以個案真實的狀況評估，若已嚴重影響個案生活作

息即須提高警覺，必要時協請其他專業資源介入；若個案呈現出大部分人會出現的反應則可

試著以耐心、同理心陪伴個案度過此歷程。

（二）輔導中期（第 3～5 次會談）

此階段主要在於協助個案進行哀傷調適，透過談論案父死亡事件，引導經驗重現、喚起

和釐清個案遭遇失落事件所引發的各種複雜感受，催化情緒並協助情緒宣洩和進行哀悼。

1. 引導經驗重現：幫助個案回憶案父過世時，自己經歷哪些事情。例如引導個案回想當時

身在何處？知道案父死亡的那一刻感受到什麼？腦袋閃過哪些念頭？當時周圍有誰陪

在身邊？引導過程應延續肯定經驗和放慢步調的原則，避免快速、突然的歷程回顧，同

時謹慎評估個案意願和心理準備度。

2. 引導接受失落的事實：談論喪禮舉辦的過程，對於個案慢慢接受案父已不在的事實是有

幫助的，可引導個案談論相關歷程，如詢問案父住院到過世、喪禮舉行的過程，透過與

個案談論葬禮儀式細節，讓個案體認到案父已死亡的事實。

3. 指出並反映個案的情緒：個案在進行回顧時，會再次經驗情緒的波動，但未必能釐清自

己陷入什麼情緒中？以及受到什麼影響？輔導員透過會談、表達性媒材及繪本共讀等多

元的形式，鼓勵個案釐清、貼近並接納自己的感受，逐漸增強個案自我調適能力。以下

列出個案曾經歷的情緒狀態，以及輔導員回應的方式：

(1) 哀傷：面對案父突然離世，個案透過壓抑，避免接觸感到哀傷的部分。輔導員透過

同理、情感反映，協助個案經驗和接納自己的哀傷情緒。

(2) 憤怒：個案對案父生前不積極振作、無法節制飲酒導致死亡的行為感到生氣，並將

憤怒、不諒解的情緒轉移至他人，顯得易怒。輔導員協助個案釐清錯誤歸因，覺察

自己將憤怒情緒轉移到他人（尤其是祖母）的現象。

(3) 自責：個案對於未能制止案父酗酒感到愧疚和自責。對於曾做過的努力予以否定，

認為自己什麼都做不好、太無能以致於無力制止案父，甚至出現認知扭曲和自我貶

抑，將案父的死歸咎為自己的責任，呈現自我價值低落。輔導員引導個案將問題外

化，讓個案離開自責的位置，重新思考及認識案父酗酒的事件。

(4) 無助感：未來不知該依靠誰，該怎麼走下去，對未來的茫然焦慮、對經濟的擔憂，

並深刻感受到案祖母或他人期待自己成為成熟懂事、有能力的人，讓個案備感壓力。

帶領個案看見身旁各項資源，包含人、物、制度等，增加被支持的感覺，並協助個

案釐清他人及自己對自身期待的合理性，看見自己有能力的地方，重拾能力感，舒

緩其壓力。

(5) 自我否定：個案經歷幼時遭案母拋下，案父酗酒過世，案兄又求學離家的種種失落，

產生被拋下、孤單、我不重要、他們不要我等自我否定的感受。引導個案釐清依附

關係的重大失落所導致的自我貶抑和無助感，同理個案感到害怕、失望、焦慮、無

助，讓個案重新看見自己的重要性，釐清、區分事件與自己。

4. 經驗哀傷的痛苦：

有時個案會用置身事外的角度談論失落事件，或陷在「憤怒」、「無所謂了」、「不知道」

的層次裡，造成哀傷調適歷程的停滯。透過以下幾種技巧可引導個案進入經驗哀傷的痛

苦，幫助其走過哀傷歷程，而非從哀傷情緒中逃走。

(1) 喚起感覺：運用不同的方式喚起個案的感覺，例如鼓勵個案舊地重遊、帶案父的遺

物（象徵物）進行分享、使用表達性媒材、進行角色扮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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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策略
依據個案問題主述與個案評估，擬定輔導策略，分為前、中、後期的處遇：1.前期工作

主要在建立具安全感的輔導關係，預備陪伴個案進入哀傷調適歷程；2.輔導中期重點在於處

理失落經驗，包含評估個案的哀傷反應、協助個案貼近並接納自己的情緒、給予充分的時間

經驗和宣洩哀傷情緒、引導個案正向面對失落事件等；3.輔導後期著力於發展個案生活適應

的能力，找出個案對生活、生命的意義感和希望感，連結環境中有助個案適應的保護性資源。

以下針對個案、案家、校方的介入策略，詳細分述如下：

一、針對個案的輔導策略：

(一) 輔導前期（第 1～2 次會談）

1. 建立關係：建立良好關係是輔導工作重要的第一步。初次會談時簡要自我介紹、說明為

什麼進行會談，與個案討論將如何進行等問題澄清，過程中多使用肯定的態度開啟談話，

營造溫暖、平穩及被接納的氣氛，適時運用多元的技巧增加個案自我揭露的意願。以下

舉例說明:
(1) 肯定個案經驗：肯定個案的經驗是建立安全關係的開始，例如「我瞭解對一個不熟

的人，講些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是不太容易的。」、「我能懂你沉默的心情，坐在這裡

跟一個不太熟的老師講話，真的有點奇怪。如果我是你，可能也不知道要怎麼開

始。」。

(2) 放慢步調：失落事件觸及的是較複雜、令人感到失控、恐懼和難受的哀傷情緒，因

此輔導員需放慢步調，增加個案在會談中的安全感，當個案沉默時，切勿連珠炮的

追問。當個案感受到輔導員具有支持和舒緩情緒的效能時，會更願意冒險接觸自己

真實的感受並說出內在想法。放慢步調的作法，可從調整語調（輕聲平穩）和語速

（放慢）開始，多以肯定經驗的語句開啟對話，如「我明白…我瞭解…有關爸爸的

事，連想起來可能都滿難受的，對嗎？」、「心情應該是很複雜的，可能都不知道要

怎麼說，是嗎？」。

(3) 運用多元技巧，增加個案自我揭露的意願：在哀傷議題的處遇上，常涉及失落事件，

而喪親直接導致的正是依附關係的全然失落。因此處理哀傷議題時，輔導員需要對

個案和逝者的依附關係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正向安全的依附關係有助於發展正向的

自我概念，如感受到自己是有價值、有能力、有自尊的；相對地，失落或不安全的

依附關係可能導致個案感到自我價值低落、不被愛，面對困境時容易感到無能或無

力。透過瞭解個案主觀知覺的依附關係，有助於深入評估個案內心潛在的保護或危

險因子，並在陪伴的過程中，強化其正向適應能力。操作上，建議透過口語的探問

外，同時藉由繪畫、牌卡、繪本故事、遊戲或其他表達性媒材等方式蒐集資料，協

助個案在較輕鬆自在的情境下進行表達。

2. 評估個案哀傷反應：失落事件發生的六個月內，個案身心的不穩定現象屬於正常的失落

反應(鄔佩麗，2012)，但需留意當個案身心不穩定現象，已明顯對其生活適應造成其他

衍生性的負向影響時，應及時介入評估。可從生理反應、認知層面、情緒層面進行觀察，

並留意影響程度：

(1) 生理反應：輔導員須判斷此為正常或異常的行為反應，如案父剛過世時出現失眠、

做惡夢、嗜睡、心不在焉、呼吸急促，感覺快窒息、無精打采或對聲音敏感等的行

為，屬正常反應（李開敏等，2004）；當個案出現長期無法遏止的哭泣，完全不進食

或暴飲暴食即為一種警訊。另外，可觀察個案對人、事、時、地的定向感，個案是

否能覺察他是誰或輔導員是誰、最近發生過什麼事、現在是哪一年的幾月幾號、現

在在哪裡，以此評估個案是否因失落事件造成創傷反應，並影響其正常的生活功能。

(2) 認知層面：輔導員可透過詢問個案如何理解失落事件，評估是否出現認知扭曲，如

否認、無法相信、幻覺、沉迷對逝者的思念、感到逝者仍存在等狀況。在評估反應

程度時，常見的方式可使用十點量表，1 代表最少，10 代表最多，可由輔導員評估

或讓個案做自我評估，以具體化的方式協助輔導員與個案對哀傷的程度有更清楚的

理解。

(3) 情緒層面：輔導員評估哪些為正常情緒反應、哪些是過度反應。可透過留意個案整

體呈現的情緒狀態及當個案談論案父時所出現的情緒起伏，瞭解個案目前最常出現

的情緒反應為何。

以上生理、認知、情緒層面的反應需以個案真實的狀況評估，若已嚴重影響個案生活作

息即須提高警覺，必要時協請其他專業資源介入；若個案呈現出大部分人會出現的反應則可

試著以耐心、同理心陪伴個案度過此歷程。

（二）輔導中期（第 3～5 次會談）

此階段主要在於協助個案進行哀傷調適，透過談論案父死亡事件，引導經驗重現、喚起

和釐清個案遭遇失落事件所引發的各種複雜感受，催化情緒並協助情緒宣洩和進行哀悼。

1. 引導經驗重現：幫助個案回憶案父過世時，自己經歷哪些事情。例如引導個案回想當時

身在何處？知道案父死亡的那一刻感受到什麼？腦袋閃過哪些念頭？當時周圍有誰陪

在身邊？引導過程應延續肯定經驗和放慢步調的原則，避免快速、突然的歷程回顧，同

時謹慎評估個案意願和心理準備度。

2. 引導接受失落的事實：談論喪禮舉辦的過程，對於個案慢慢接受案父已不在的事實是有

幫助的，可引導個案談論相關歷程，如詢問案父住院到過世、喪禮舉行的過程，透過與

個案談論葬禮儀式細節，讓個案體認到案父已死亡的事實。

3. 指出並反映個案的情緒：個案在進行回顧時，會再次經驗情緒的波動，但未必能釐清自

己陷入什麼情緒中？以及受到什麼影響？輔導員透過會談、表達性媒材及繪本共讀等多

元的形式，鼓勵個案釐清、貼近並接納自己的感受，逐漸增強個案自我調適能力。以下

列出個案曾經歷的情緒狀態，以及輔導員回應的方式：

(1) 哀傷：面對案父突然離世，個案透過壓抑，避免接觸感到哀傷的部分。輔導員透過

同理、情感反映，協助個案經驗和接納自己的哀傷情緒。

(2) 憤怒：個案對案父生前不積極振作、無法節制飲酒導致死亡的行為感到生氣，並將

憤怒、不諒解的情緒轉移至他人，顯得易怒。輔導員協助個案釐清錯誤歸因，覺察

自己將憤怒情緒轉移到他人（尤其是祖母）的現象。

(3) 自責：個案對於未能制止案父酗酒感到愧疚和自責。對於曾做過的努力予以否定，

認為自己什麼都做不好、太無能以致於無力制止案父，甚至出現認知扭曲和自我貶

抑，將案父的死歸咎為自己的責任，呈現自我價值低落。輔導員引導個案將問題外

化，讓個案離開自責的位置，重新思考及認識案父酗酒的事件。

(4) 無助感：未來不知該依靠誰，該怎麼走下去，對未來的茫然焦慮、對經濟的擔憂，

並深刻感受到案祖母或他人期待自己成為成熟懂事、有能力的人，讓個案備感壓力。

帶領個案看見身旁各項資源，包含人、物、制度等，增加被支持的感覺，並協助個

案釐清他人及自己對自身期待的合理性，看見自己有能力的地方，重拾能力感，舒

緩其壓力。

(5) 自我否定：個案經歷幼時遭案母拋下，案父酗酒過世，案兄又求學離家的種種失落，

產生被拋下、孤單、我不重要、他們不要我等自我否定的感受。引導個案釐清依附

關係的重大失落所導致的自我貶抑和無助感，同理個案感到害怕、失望、焦慮、無

助，讓個案重新看見自己的重要性，釐清、區分事件與自己。

4. 經驗哀傷的痛苦：

有時個案會用置身事外的角度談論失落事件，或陷在「憤怒」、「無所謂了」、「不知道」

的層次裡，造成哀傷調適歷程的停滯。透過以下幾種技巧可引導個案進入經驗哀傷的痛

苦，幫助其走過哀傷歷程，而非從哀傷情緒中逃走。

(1) 喚起感覺：運用不同的方式喚起個案的感覺，例如鼓勵個案舊地重遊、帶案父的遺

物（象徵物）進行分享、使用表達性媒材、進行角色扮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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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緒宣洩：在會談中加入表達性藝術治療，如：繪畫、牌卡或其他適當媒材、自由

書寫，或使用象徵性意涵的沙盤治療，抑或藉由角色扮演協助個案融入情境。選擇

的介入方式以適合且個案願意使用為最優先考量，另需考量輔導員本身對該媒材與

治療方式的熟悉程度，以有效幫助個案進行情緒宣洩。

(3) 進行哀悼：陪伴個案釋放、放下對案父的複雜情感並接受現狀，進行哀悼與表達未

竟事宜，透過接納內心的失落並理解現實的狀況，協助個案發展出更多自我肯定，

並體認日後要學習獨立並自我照顧。

（三）輔導後期（第 6～8 次會談）

1. 面對現實生活：協助個案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事務，討論案父不在後的差異，幫助個案適

應案父離世的生活，並調整和案祖母間的互動模式，引導個案用同理的角度看待案祖母

所處的位置及狀況。

2. 湧現正向力量：此時焦點為將個案負面情緒轉化成正向能量，使其能往前邁進，如：將

案父對個案的期許變成鼓勵個案前進的動力、邀請個案探索經歷此事件後，所獲得的新

觀點，藉以轉化成未來面對問題的正向能量。

3. 生活適應議題：

(1) 模仿喝酒行為：個案似以模仿案父行為來回憶與接近案父，協助個案看見自己行為

背後的意涵，並討論其他懷念父親的替代方式。

(2) 上課品質變差，狀況不佳：走過整個失落歷程後，正向能量的湧現讓個案逐漸往好

的方向發展。當個案對生活重新有希望、目標與動力時，此部分隨之改善，這段期

間導師及同學宜多以同理心陪伴個案，給予個案時間慢慢復原。

(3) 同儕衝突：協助個案學習人際溝通技巧，於會談中進行角色扮演、模擬練習，將此

技巧類化至生活中。增進其同理心，並適時學會處理情緒與自我接納，教導壓力因

應技巧以提升挫折忍受力，藉此改善其人際關係。

(4) 家庭結構改變：案父離世後，個案面臨生活中更多的責任。與個案討論隨之產生的

壓力與挑戰，陪伴個案找出因應策略，以及當問題無法改變或解決時，可以如何面

對。

4. 進行歷程回饋，強化個案的復原力：

(1) 以肯定個案經驗的角度，去看見個案即便是負向因應行為都是面對困境所展現的努

力，透過生命故事的分享帶出復原力的概念，引導個案理解危機是生活的一部分，

遭遇挫折是生活的常態，鼓勵個案建立正向自我概念與勇於面對未來的信念，穩定

個案的自我效能感。

(2) 引導個案回顧因應失落的策略和情緒調節的方法，哪些是有助於自己復原的？哪些

會讓自己步入更危險的處境？透過培養個案自我覺察與判斷風險的知能，引導個案

以自尊、自愛的方式，強化自身面對困境的保護因子。

(3) 協助個案統整身邊擁有的支持系統與資源，如：哪些家人、師長或朋友的陪伴帶來

安慰和幫助，讓個案覺察與他人的正向聯結，促進個案建立自身的人際網絡與社會

支持系統。

二、針對案家的介入策略

（一）邀請案祖母分享過去至今如何走過生活的各種關卡，鼓勵案兄分享生活的近況與對未

來的想法，從家庭的互動與交流中，協助提取案家緩衝危機的方式與能力，促進案家

人與個案的情感凝聚和聯結，強化家庭韌力。

（二）請校方通報高風險家庭，轉介社會局介入案家，經社工人員評估後確切瞭解案家的需

求，提供經濟補助。

（三）提供政府及民間單位的社會福利資源管道，如：急難救助、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

庭補助、實體食物銀行等等。

三、針對校方的介入策略

（一）降低導師與輔導教師的焦慮感，分享正常哀傷反應，並辨識出異常哀傷行為，提供後

續處理方式，如：協助個案度過此階段及觀察個案的行為反應是否需特別注意；或者

進行人際溝通與情緒因應的班級輔導，引導案同學分辨自己與他人的情緒，以同理的

態度學習因應他人不同的情緒反應，改善個案及案同學互動狀況，並提升同儕支持能

量。

（二）協助校方與案家連結並確保溝通管道暢通。

（三）建議校方平時多提供復原力相關的輔導概念和情緒調適的練習，鼓勵教師培養學生多

元思考的方向，針對失落、挫折的生命故事進行討論，透過傳遞尊重和多元的價值，

強化學生覺察自我優勢和長處，培養面對逆境的能力。

（四）增進校方對社會資源的基本認識，如經濟補助、諮商輔導資源、醫療或社會福利機構。

陸、輔導心語
不同的個案在面臨失落事件與經驗哀傷歷程時，反應會有所不同，因此哀傷輔導進行的

步調、方式應考量個案的個別性，以下幾點提醒，作為參考：

一、尊重個別差異：尊重個案內在主觀世界的經驗，不強加個人價值觀，並跟隨個案的步

調進入哀傷調適歷程。

二、陪伴者存三心：帶著耐心、同理心、平常心陪伴個案走過哀傷。

三、留意系統間的影響：留意個案身處的家庭、學校、或社會文化系統，如何直接或間接

影響個案進行哀傷調適。

四、經濟資源連結：兒童或青少年遭遇喪親事件時，可多留意是否衝擊個案的基本生存需

求，如：斷炊、失去住宿處所，或是無力辦理喪葬事宜等，若有相關迫切需求，應盡

快連結適切的急難救助資源，解決燃眉之急。

五、專業精進：助人專業需不斷精進、學習，才能更有能力陪伴他人度過此歷程；自我照

顧與鼓勵，對於自我效能的提升也相當重要。

六、專業轉介：助人工作者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在於以個案的福祉為優先考量，但個案的差

異性與複雜性往往也帶給助人者挑戰或挫折。因此助人者在服務過程，應檢視自己的

狀態並評估相關議題的處遇能力，必要時進行專業轉介或勇於求援，避免損及個案權

益，且可舒緩服務壓力、增進知能。

柒、給家長的話
當子女面臨失落議題與哀傷情緒時，家長也會受到影響，可能與子女同為當事人，在此

提供「一不四要」原則，協助家長面對此狀況。

一、不要急著改變：處於悲痛情緒期間，先不急著做出生活的重大改變，如換工作、再婚、

變賣房子、搬家或讓孩子轉學等。當悲傷或心情不穩定時，容易影響判斷力，也不易

適應新環境。

二、要照顧身體、正常作息：身體狀況亦會影響情緒調適，提醒自己均衡飲食、注意休息

與睡眠、避免過度飲酒或濫用非醫師處方藥物。

三、要聆聽真實的情緒：避免對自己與孩子說「不要難過」、「不要傷心」、「不要哭」，雖然

這些話的本意是希望能早點度過失落歷程或提供安慰，但反而會使孩子誤以為表現「真

實的情緒」是不應該的，「傷心」或「哭」是不好的，而造成情緒壓抑、無法宣洩。請

記得聆聽或被聆聽，都有助健康的紓解情緒與壓力。

四、要適度以肢體表達關懷：脆弱時若有家人相互依偎，將會幫助彼此產生安全感。適度

給予孩子溫暖的擁抱、撫背、拍肩等肢體接觸，能讓孩子感受到關懷和撫慰。

五、要適時尋求專業協助：在心理復原的道路上，每個人的步調不同，而失落事件對不同

家庭成員所產生的衝擊程度也不盡相同。對心理或體質較為脆弱的孩子或家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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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緒宣洩：在會談中加入表達性藝術治療，如：繪畫、牌卡或其他適當媒材、自由

書寫，或使用象徵性意涵的沙盤治療，抑或藉由角色扮演協助個案融入情境。選擇

的介入方式以適合且個案願意使用為最優先考量，另需考量輔導員本身對該媒材與

治療方式的熟悉程度，以有效幫助個案進行情緒宣洩。

(3) 進行哀悼：陪伴個案釋放、放下對案父的複雜情感並接受現狀，進行哀悼與表達未

竟事宜，透過接納內心的失落並理解現實的狀況，協助個案發展出更多自我肯定，

並體認日後要學習獨立並自我照顧。

（三）輔導後期（第 6～8 次會談）

1. 面對現實生活：協助個案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事務，討論案父不在後的差異，幫助個案適

應案父離世的生活，並調整和案祖母間的互動模式，引導個案用同理的角度看待案祖母

所處的位置及狀況。

2. 湧現正向力量：此時焦點為將個案負面情緒轉化成正向能量，使其能往前邁進，如：將

案父對個案的期許變成鼓勵個案前進的動力、邀請個案探索經歷此事件後，所獲得的新

觀點，藉以轉化成未來面對問題的正向能量。

3. 生活適應議題：

(1) 模仿喝酒行為：個案似以模仿案父行為來回憶與接近案父，協助個案看見自己行為

背後的意涵，並討論其他懷念父親的替代方式。

(2) 上課品質變差，狀況不佳：走過整個失落歷程後，正向能量的湧現讓個案逐漸往好

的方向發展。當個案對生活重新有希望、目標與動力時，此部分隨之改善，這段期

間導師及同學宜多以同理心陪伴個案，給予個案時間慢慢復原。

(3) 同儕衝突：協助個案學習人際溝通技巧，於會談中進行角色扮演、模擬練習，將此

技巧類化至生活中。增進其同理心，並適時學會處理情緒與自我接納，教導壓力因

應技巧以提升挫折忍受力，藉此改善其人際關係。

(4) 家庭結構改變：案父離世後，個案面臨生活中更多的責任。與個案討論隨之產生的

壓力與挑戰，陪伴個案找出因應策略，以及當問題無法改變或解決時，可以如何面

對。

4. 進行歷程回饋，強化個案的復原力：

(1) 以肯定個案經驗的角度，去看見個案即便是負向因應行為都是面對困境所展現的努

力，透過生命故事的分享帶出復原力的概念，引導個案理解危機是生活的一部分，

遭遇挫折是生活的常態，鼓勵個案建立正向自我概念與勇於面對未來的信念，穩定

個案的自我效能感。

(2) 引導個案回顧因應失落的策略和情緒調節的方法，哪些是有助於自己復原的？哪些

會讓自己步入更危險的處境？透過培養個案自我覺察與判斷風險的知能，引導個案

以自尊、自愛的方式，強化自身面對困境的保護因子。

(3) 協助個案統整身邊擁有的支持系統與資源，如：哪些家人、師長或朋友的陪伴帶來

安慰和幫助，讓個案覺察與他人的正向聯結，促進個案建立自身的人際網絡與社會

支持系統。

二、針對案家的介入策略

（一）邀請案祖母分享過去至今如何走過生活的各種關卡，鼓勵案兄分享生活的近況與對未

來的想法，從家庭的互動與交流中，協助提取案家緩衝危機的方式與能力，促進案家

人與個案的情感凝聚和聯結，強化家庭韌力。

（二）請校方通報高風險家庭，轉介社會局介入案家，經社工人員評估後確切瞭解案家的需

求，提供經濟補助。

（三）提供政府及民間單位的社會福利資源管道，如：急難救助、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

庭補助、實體食物銀行等等。

三、針對校方的介入策略

（一）降低導師與輔導教師的焦慮感，分享正常哀傷反應，並辨識出異常哀傷行為，提供後

續處理方式，如：協助個案度過此階段及觀察個案的行為反應是否需特別注意；或者

進行人際溝通與情緒因應的班級輔導，引導案同學分辨自己與他人的情緒，以同理的

態度學習因應他人不同的情緒反應，改善個案及案同學互動狀況，並提升同儕支持能

量。

（二）協助校方與案家連結並確保溝通管道暢通。

（三）建議校方平時多提供復原力相關的輔導概念和情緒調適的練習，鼓勵教師培養學生多

元思考的方向，針對失落、挫折的生命故事進行討論，透過傳遞尊重和多元的價值，

強化學生覺察自我優勢和長處，培養面對逆境的能力。

（四）增進校方對社會資源的基本認識，如經濟補助、諮商輔導資源、醫療或社會福利機構。

陸、輔導心語
不同的個案在面臨失落事件與經驗哀傷歷程時，反應會有所不同，因此哀傷輔導進行的

步調、方式應考量個案的個別性，以下幾點提醒，作為參考：

一、尊重個別差異：尊重個案內在主觀世界的經驗，不強加個人價值觀，並跟隨個案的步

調進入哀傷調適歷程。

二、陪伴者存三心：帶著耐心、同理心、平常心陪伴個案走過哀傷。

三、留意系統間的影響：留意個案身處的家庭、學校、或社會文化系統，如何直接或間接

影響個案進行哀傷調適。

四、經濟資源連結：兒童或青少年遭遇喪親事件時，可多留意是否衝擊個案的基本生存需

求，如：斷炊、失去住宿處所，或是無力辦理喪葬事宜等，若有相關迫切需求，應盡

快連結適切的急難救助資源，解決燃眉之急。

五、專業精進：助人專業需不斷精進、學習，才能更有能力陪伴他人度過此歷程；自我照

顧與鼓勵，對於自我效能的提升也相當重要。

六、專業轉介：助人工作者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在於以個案的福祉為優先考量，但個案的差

異性與複雜性往往也帶給助人者挑戰或挫折。因此助人者在服務過程，應檢視自己的

狀態並評估相關議題的處遇能力，必要時進行專業轉介或勇於求援，避免損及個案權

益，且可舒緩服務壓力、增進知能。

柒、給家長的話
當子女面臨失落議題與哀傷情緒時，家長也會受到影響，可能與子女同為當事人，在此

提供「一不四要」原則，協助家長面對此狀況。

一、不要急著改變：處於悲痛情緒期間，先不急著做出生活的重大改變，如換工作、再婚、

變賣房子、搬家或讓孩子轉學等。當悲傷或心情不穩定時，容易影響判斷力，也不易

適應新環境。

二、要照顧身體、正常作息：身體狀況亦會影響情緒調適，提醒自己均衡飲食、注意休息

與睡眠、避免過度飲酒或濫用非醫師處方藥物。

三、要聆聽真實的情緒：避免對自己與孩子說「不要難過」、「不要傷心」、「不要哭」，雖然

這些話的本意是希望能早點度過失落歷程或提供安慰，但反而會使孩子誤以為表現「真

實的情緒」是不應該的，「傷心」或「哭」是不好的，而造成情緒壓抑、無法宣洩。請

記得聆聽或被聆聽，都有助健康的紓解情緒與壓力。

四、要適度以肢體表達關懷：脆弱時若有家人相互依偎，將會幫助彼此產生安全感。適度

給予孩子溫暖的擁抱、撫背、拍肩等肢體接觸，能讓孩子感受到關懷和撫慰。

五、要適時尋求專業協助：在心理復原的道路上，每個人的步調不同，而失落事件對不同

家庭成員所產生的衝擊程度也不盡相同。對心理或體質較為脆弱的孩子或家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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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調適過程中衍生其它身心症狀，如憂鬱、焦慮、失眠等，故必要時尋求外在專業

資源的協助，可使心理復原的歷程走得更順利。

捌、資源百寶箱
一、心理諮商及社福資源
序

號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

諮詢電話

或網址
服務時間 地址

01
臺中市家庭教育

中心

提供兩性、婚姻、親

子、家人關係或個人心

理困擾諮詢服務

04-22124885
04-22124385
04-22122385

週一至週五 (國定假日

除外)：
上午 09：00 至 12：00
下午 14：00 至 17：00
晚上 19：00 至 21：00

臺中市東區

三賢街 245
號(東英棒球

場旁)

02
臺中市衛生局社

區心理衛生中心

心理組業務包含：自殺

防治、心理健康、災難

心理、危機處遇、定點

諮商

04-2515-5148
週一至週五(國定假日

除外)：
上午 08 時至下午 17 時

臺中市豐原

區瑞安街 143
號

03
臺中觀音線

心理協談中心

含婚姻家庭、親子溝

通、兩性情感、人際關

係、自我成長、生涯發

展、壓力調適等

04-2233-9958
04-2233-9971
04-2234-9821

週一至週六(國定假日

除外)：
09：00 至 22：00

臺中市北屯

區柳陽東街

23 號

04
財團法人張老師

基金會台中分事

務所

協助當事人解決家

庭、親子、人際、感情、

生涯等問題，促進其生

活適應，提昇心理健康

1980
04-2206-6180

週一至六：

上午 09：00 至 12：00
下午 13：30 至 17：00
晚上 18：00 至 21：00

臺中市北區

進化北路 369
號 7 樓週日：

上午 09：00 至 12：00
下午 13：30 至 17：00

05
社團法人台中市

生命線協會

協助自殺防治、婚姻家

庭、生活危機調適、男

女感情、青少年輔導等

議題

1995
04-2203-1195

電話協談為 24 小時服

務，全年無休

臺中市北區

大雅路 58 號

9 樓之 4

06 踹貢少年專線

提供 13～18 歲少年傾

訴情緒的管道，協助其

抒發壓力

0800-00-1769
週一至週五：

16：30 至 19：30

07
哎喲喂呀兒童專

線

提供 12 歲以下兒童傾

訴情緒的管道，協助其

抒發壓力

0800-003-123
週一至週五：

16：30 至 19：30

08
爸媽 call-in
教養專線

提供有 18 歲以下子女

的家長，討論親職教養

問題

0800-532-880
週一至週五：

14：00 至 17：00

09
臺中市向晴家庭

福利服務中心

提供單親家庭成員個

別輔導、子女及家長成

長活動、支持性服務

04-2202-2210
週二至六

09：00 至 17：00

臺中市北區

民權路 400
號 3 樓

10
臺中市葫蘆墩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

提供單親家庭成員親

職教育、法律扶助、自

我成長、就業輔導與經

濟補助等相關服務。

04-2527-1119
週二～週六

09：00 至 18：00

臺中市豐原

區圓環北路

一段 355 號 3
樓

11
失親兒基金會台

中服務處

經濟補助、課業輔導、

心理輔導、品格教育、

生活關懷、醫療補助

04-2359-4581

臺中市西屯

區工業區一

路 98 之 11號
7 樓之 2

12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社區心理諮商

及潛能發展中心

（需收費）

個別心理諮商、婚姻與

家庭諮商、遊戲治療、

團體心理諮商

04-7289258
04-7232105 轉

1444 或 1445

一般就學期間：

1.週二至週六上午 8 時

至下午 17 時

2.週三開放至晚上 21 時 彰化市進德

路 1 號綜合

中心 3 樓寒暑假期間：

1.週二至週六上午 8 時

至下午 4 時

2.週三晚間不開放

13
祕密花園--青少

年視訊諮詢服務

親密關係、情緒困擾、

人際溝通、自我探索、

親子關係、生涯規劃、

精神疾病諮詢

網路線上諮詢：

http://young.hpa.gov.tw/ymvc/index.aspx

14 臺灣殯葬資訊網

提供殯葬禮儀、臨終關

懷、悲傷輔導、書籍影

片等參考資訊

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index.php

二、有關失落議題繪本
序

號
繪本名稱 出版社

序

號
繪本名稱 出版社

01 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格林文化 11 走向春天的下午 大塊文化

02 向悲傷罷工：小鳥停在愛的手上 格林文化 12 當鴨子遇見死神 大穎文化

03 想念外公 遠流 13 好好哭吧！ 大穎文化

04 恐龍上天堂 遠流 14 鴨寶寶到哪裡去了？ 大穎文化

05 獾的禮物 遠流 15 小熊貝兒為什麼傷心？ 大穎文化

06 一片葉子落下來 高寶 16 想念你 擁抱我 兒童福利聯盟

07 再見，愛瑪奶奶 和英 17 想念再見 兒童福利聯盟

08 怎麼會這樣？？！艾維斯的故事 小魯文化 18 小魯的池塘 三之三

09 葬禮之後 心理 19 孩子也會悲傷 三之三

10 我永遠愛你 上誼文化公司 20 爸爸的圍巾 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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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調適過程中衍生其它身心症狀，如憂鬱、焦慮、失眠等，故必要時尋求外在專業

資源的協助，可使心理復原的歷程走得更順利。

捌、資源百寶箱
一、心理諮商及社福資源
序

號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

諮詢電話

或網址
服務時間 地址

01
臺中市家庭教育

中心

提供兩性、婚姻、親

子、家人關係或個人心

理困擾諮詢服務

04-22124885
04-22124385
04-22122385

週一至週五 (國定假日

除外)：
上午 09：00 至 12：00
下午 14：00 至 17：00
晚上 19：00 至 21：00

臺中市東區

三賢街 245
號(東英棒球

場旁)

02
臺中市衛生局社

區心理衛生中心

心理組業務包含：自殺

防治、心理健康、災難

心理、危機處遇、定點

諮商

04-2515-5148
週一至週五(國定假日

除外)：
上午 08 時至下午 17 時

臺中市豐原

區瑞安街 143
號

03
臺中觀音線

心理協談中心

含婚姻家庭、親子溝

通、兩性情感、人際關

係、自我成長、生涯發

展、壓力調適等

04-2233-9958
04-2233-9971
04-2234-9821

週一至週六(國定假日

除外)：
09：00 至 22：00

臺中市北屯

區柳陽東街

23 號

04
財團法人張老師

基金會台中分事

務所

協助當事人解決家

庭、親子、人際、感情、

生涯等問題，促進其生

活適應，提昇心理健康

1980
04-2206-6180

週一至六：

上午 09：00 至 12：00
下午 13：30 至 17：00
晚上 18：00 至 21：00

臺中市北區

進化北路 369
號 7 樓週日：

上午 09：00 至 12：00
下午 13：30 至 17：00

05
社團法人台中市

生命線協會

協助自殺防治、婚姻家

庭、生活危機調適、男

女感情、青少年輔導等

議題

1995
04-2203-1195

電話協談為 24 小時服

務，全年無休

臺中市北區

大雅路 58 號

9 樓之 4

06 踹貢少年專線

提供 13～18 歲少年傾

訴情緒的管道，協助其

抒發壓力

0800-00-1769
週一至週五：

16：30 至 19：30

07
哎喲喂呀兒童專

線

提供 12 歲以下兒童傾

訴情緒的管道，協助其

抒發壓力

0800-003-123
週一至週五：

16：30 至 19：30

08
爸媽 call-in
教養專線

提供有 18 歲以下子女

的家長，討論親職教養

問題

0800-532-880
週一至週五：

14：00 至 17：00

09
臺中市向晴家庭

福利服務中心

提供單親家庭成員個

別輔導、子女及家長成

長活動、支持性服務

04-2202-2210
週二至六

09：00 至 17：00

臺中市北區

民權路 400
號 3 樓

10
臺中市葫蘆墩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

提供單親家庭成員親

職教育、法律扶助、自

我成長、就業輔導與經

濟補助等相關服務。

04-2527-1119
週二～週六

09：00 至 18：00

臺中市豐原

區圓環北路

一段 355 號 3
樓

11
失親兒基金會台

中服務處

經濟補助、課業輔導、

心理輔導、品格教育、

生活關懷、醫療補助

04-2359-4581

臺中市西屯

區工業區一

路 98 之 11號
7 樓之 2

12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社區心理諮商

及潛能發展中心

（需收費）

個別心理諮商、婚姻與

家庭諮商、遊戲治療、

團體心理諮商

04-7289258
04-7232105 轉

1444 或 1445

一般就學期間：

1.週二至週六上午 8 時

至下午 17 時

2.週三開放至晚上 21 時 彰化市進德

路 1 號綜合

中心 3 樓寒暑假期間：

1.週二至週六上午 8 時

至下午 4 時

2.週三晚間不開放

13
祕密花園--青少

年視訊諮詢服務

親密關係、情緒困擾、

人際溝通、自我探索、

親子關係、生涯規劃、

精神疾病諮詢

網路線上諮詢：

http://young.hpa.gov.tw/ymvc/index.aspx

14 臺灣殯葬資訊網

提供殯葬禮儀、臨終關

懷、悲傷輔導、書籍影

片等參考資訊

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index.php

二、有關失落議題繪本
序

號
繪本名稱 出版社

序

號
繪本名稱 出版社

01 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格林文化 11 走向春天的下午 大塊文化

02 向悲傷罷工：小鳥停在愛的手上 格林文化 12 當鴨子遇見死神 大穎文化

03 想念外公 遠流 13 好好哭吧！ 大穎文化

04 恐龍上天堂 遠流 14 鴨寶寶到哪裡去了？ 大穎文化

05 獾的禮物 遠流 15 小熊貝兒為什麼傷心？ 大穎文化

06 一片葉子落下來 高寶 16 想念你 擁抱我 兒童福利聯盟

07 再見，愛瑪奶奶 和英 17 想念再見 兒童福利聯盟

08 怎麼會這樣？？！艾維斯的故事 小魯文化 18 小魯的池塘 三之三

09 葬禮之後 心理 19 孩子也會悲傷 三之三

10 我永遠愛你 上誼文化公司 20 爸爸的圍巾 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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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一、正常的哀傷（normal grief)，又稱為單純的悲傷，是指遭遇失落事件後常見的許多感覺

和行為。

二、正常的哀傷現象：

（一）感覺：悲哀、憤怒、愧疚感與自責、焦慮、孤獨感、疲倦、無助感、驚嚇、渴念、

解脫感、放鬆、麻木。

（二）身體感官知覺：胃部空虛、胸部緊迫、喉嚨發緊、對聲音敏感、覺得自己或周遭

人物都不真實、呼吸急促，有窒息感、肌肉軟弱無力、缺乏精力、口乾。

（三）認知：不相信、困惑、沉迷於對逝者的思念、感到逝者仍然存在、幻覺。

（四）行為：失眠、食慾障礙、心不在焉的行為、社會退縮行為、夢到失去的親人、避

免提起逝者、尋求與呼喚、嘆氣、坐立不安，過動、哭泣、舊地重遊及隨身攜帶

遺物、珍藏遺物、模仿逝者。

上述現象若持續過久、過長時，就有可能變成病態的悲傷反應，甚至引發憂鬱及焦慮。

三、哀傷輔導：協助人們在合理時間內，引發正常的哀傷，以健全地完成哀傷任務。

四、哀傷輔導原則與程序：

（一）協助生者體認失落。

（二）幫助生者界定並體驗情感。

（三）幫助生者在失去逝者的情況中活下去。

（四）尋求失落的意義。

（五）將情感從逝者身上轉移。

（六）給予充分的時間去悲傷。

（七）闡明「正常的」悲傷行為。

（八）允許個別差異。

（九）檢查防衛及調適型態。

（十）界定病態行為並轉介。

拾、參考資料來源
李開敏、林方晧、張玉仕、葛書倫譯(2004)。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心理衛生實務工作者手冊 

 (Worden, J. W.)。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黃龍杰(2008)。搶救心理創傷。台北，張老師文化。

鄔佩麗(2012）。危機處理與創傷治療。台北市，學富文化。
Werner, E. E., & Smith, R. S. (2001). Journeys from childhood to midlife: Risk,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真「情」相擁-談情緒困擾議題

紀佩妤、翁瑋鍼、張代芳、張昆新、許思菁、陳昭雲、陳海山、黃靚琦、劉曉嵐、謝敏珍、

鍾知諭

壹、背景分析
阿丹為國小三年級男性學童，與祖父母、父母和哥哥同住，哥哥為國中一年級學生。阿

丹有氣喘病，小時候曾住過加護病房，目前仍然需要固定服藥。阿丹的爸爸(以下簡稱丹爸)
在外地工作，所以阿丹的媽媽(以下簡稱丹媽)就成了阿丹的主要照顧者，但丹媽工作時間很

長。阿丹的祖母認為照顧、管教個案是丹媽的工作，因此阿丹回家後到丹媽返家前的那段時

間都是自己一個人玩，沒有人照料、管教。

阿丹因為氣喘的關係，從小享有丹媽最大的照顧和關愛，但身體活動也遭到限制，不能

玩太激烈的運動。阿丹的主要興趣和人際關係以網路電腦遊戲為主，會花很多時間在遊戲上，

有沉迷的現象。阿丹在網路上認識的朋友大多比自己年紀大，因此用語和口頭禪也較同年齡

的孩子成熟，連帶著也影響阿丹在學校的人際關係。

丹爸和丹媽之間的教養態度不一致，當丹爸認為阿丹需要處罰時，丹媽無法貫徹執行；

然而丹爸卻因工作不在家，無法即時管教阿丹；所以在丹爸管不到、丹媽管不了的情況下，

阿丹不把父母的管教當一回事。

阿丹的身體狀況、家人的互動情形，使阿丹的情緒控制變得很困難。在學校常動不動就

生氣，和同學發生衝突，動手打人。導師曾請阿丹的父母到學校來商討如何管教阿丹，丹爸

覺得丹媽沒有嚴格的管教阿丹，而丹媽覺得導師總是偏袒別人，沒有站在阿丹的這一邊，因

此丹媽私底下對導師頗有微詞。

貳、案例描述
阿丹在學校不喜歡上課，時常反抗老師的指令或引導。上課時，阿丹幾乎沒有在聽課，

自顧自地玩自己的，或者是捉弄鄰座的同學，有時拿鉛筆戳人，有時拿橡皮擦丟同學，甚至

反駁老師，讓班上同學跟著起鬨，使老師無法好好上課，造成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困難。

阿丹情緒控制能力較低，很小的事件都可以讓他生氣。比方說，有一天阿丹洗手時不慎

把水甩到同學，經同學告訴老師後，老師要求阿丹道歉，阿丹不願意道歉，因此把清潔用品

丟滿一地，踢踏著地板，發洩怒氣，執拗著不願意道歉，就算是與阿丹感情較好的同學來安

慰他，他也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安慰，反踢同學一腳。還有一次，阿丹在情緒不佳的情況下，

在校園內逕自亂跑，就像刺蝟一樣，只要老師一追，阿丹就跑遠，直到他的情緒穩定以後，

才慢慢返回教室。阿丹處於盛怒的情緒下，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平復，有時候甚至需要

一整節課的時間才能慢慢平息怒氣。不管是老師或者是同學，都沒有辦法讓阿丹短時間內在

暴怒的情況冷靜下來，只能隨他在教室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平復情緒。

阿丹的情緒控制不好，自然也就時常和人發生衝突。在和同學互有對錯下，認為同學欺

負他，大吵大鬧；又認為老師處理得不公平，總是糾正阿丹的行為，而不管他人；不然就是

在動手打人之後，認為被打的人反正又不會痛，所以沒有關係，不需要道歉。

參、問題主述
個案以負向情緒來操弄生活環境，如：以暴怒與採用暴力方式來控制案母，並把這樣的

技巧帶到學校裡，導致個案在校與人互動時，經常生氣與動手打人。個案對別人沒有同理心、

無法聽從老師的指令，甚至出現對立反抗行為。個案打人後，導師得放下班上事務來處理個

案的狀況，此舉強化了個案的特殊性。再加上案母和導師之間觀念的差異，使得個案的情緒

表達有了靠山，恣意地發洩種種情緒，使問題變本加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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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相擁 - 談情緒困擾議題玖、附錄
一、正常的哀傷（normal grief)，又稱為單純的悲傷，是指遭遇失落事件後常見的許多感覺

和行為。

二、正常的哀傷現象：

（一）感覺：悲哀、憤怒、愧疚感與自責、焦慮、孤獨感、疲倦、無助感、驚嚇、渴念、

解脫感、放鬆、麻木。

（二）身體感官知覺：胃部空虛、胸部緊迫、喉嚨發緊、對聲音敏感、覺得自己或周遭

人物都不真實、呼吸急促，有窒息感、肌肉軟弱無力、缺乏精力、口乾。

（三）認知：不相信、困惑、沉迷於對逝者的思念、感到逝者仍然存在、幻覺。

（四）行為：失眠、食慾障礙、心不在焉的行為、社會退縮行為、夢到失去的親人、避

免提起逝者、尋求與呼喚、嘆氣、坐立不安，過動、哭泣、舊地重遊及隨身攜帶

遺物、珍藏遺物、模仿逝者。

上述現象若持續過久、過長時，就有可能變成病態的悲傷反應，甚至引發憂鬱及焦慮。

三、哀傷輔導：協助人們在合理時間內，引發正常的哀傷，以健全地完成哀傷任務。

四、哀傷輔導原則與程序：

（一）協助生者體認失落。

（二）幫助生者界定並體驗情感。

（三）幫助生者在失去逝者的情況中活下去。

（四）尋求失落的意義。

（五）將情感從逝者身上轉移。

（六）給予充分的時間去悲傷。

（七）闡明「正常的」悲傷行為。

（八）允許個別差異。

（九）檢查防衛及調適型態。

（十）界定病態行為並轉介。

拾、參考資料來源
李開敏、林方晧、張玉仕、葛書倫譯(2004)。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心理衛生實務工作者手冊 

 (Worden, J. W.)。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黃龍杰(2008)。搶救心理創傷。台北，張老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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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 E. E., & Smith, R. S. (2001). Journeys from childhood to midlife: Risk,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真「情」相擁-談情緒困擾議題

紀佩妤、翁瑋鍼、張代芳、張昆新、許思菁、陳昭雲、陳海山、黃靚琦、劉曉嵐、謝敏珍、

鍾知諭

壹、背景分析
阿丹為國小三年級男性學童，與祖父母、父母和哥哥同住，哥哥為國中一年級學生。阿

丹有氣喘病，小時候曾住過加護病房，目前仍然需要固定服藥。阿丹的爸爸(以下簡稱丹爸)
在外地工作，所以阿丹的媽媽(以下簡稱丹媽)就成了阿丹的主要照顧者，但丹媽工作時間很

長。阿丹的祖母認為照顧、管教個案是丹媽的工作，因此阿丹回家後到丹媽返家前的那段時

間都是自己一個人玩，沒有人照料、管教。

阿丹因為氣喘的關係，從小享有丹媽最大的照顧和關愛，但身體活動也遭到限制，不能

玩太激烈的運動。阿丹的主要興趣和人際關係以網路電腦遊戲為主，會花很多時間在遊戲上，

有沉迷的現象。阿丹在網路上認識的朋友大多比自己年紀大，因此用語和口頭禪也較同年齡

的孩子成熟，連帶著也影響阿丹在學校的人際關係。

丹爸和丹媽之間的教養態度不一致，當丹爸認為阿丹需要處罰時，丹媽無法貫徹執行；

然而丹爸卻因工作不在家，無法即時管教阿丹；所以在丹爸管不到、丹媽管不了的情況下，

阿丹不把父母的管教當一回事。

阿丹的身體狀況、家人的互動情形，使阿丹的情緒控制變得很困難。在學校常動不動就

生氣，和同學發生衝突，動手打人。導師曾請阿丹的父母到學校來商討如何管教阿丹，丹爸

覺得丹媽沒有嚴格的管教阿丹，而丹媽覺得導師總是偏袒別人，沒有站在阿丹的這一邊，因

此丹媽私底下對導師頗有微詞。

貳、案例描述
阿丹在學校不喜歡上課，時常反抗老師的指令或引導。上課時，阿丹幾乎沒有在聽課，

自顧自地玩自己的，或者是捉弄鄰座的同學，有時拿鉛筆戳人，有時拿橡皮擦丟同學，甚至

反駁老師，讓班上同學跟著起鬨，使老師無法好好上課，造成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困難。

阿丹情緒控制能力較低，很小的事件都可以讓他生氣。比方說，有一天阿丹洗手時不慎

把水甩到同學，經同學告訴老師後，老師要求阿丹道歉，阿丹不願意道歉，因此把清潔用品

丟滿一地，踢踏著地板，發洩怒氣，執拗著不願意道歉，就算是與阿丹感情較好的同學來安

慰他，他也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安慰，反踢同學一腳。還有一次，阿丹在情緒不佳的情況下，

在校園內逕自亂跑，就像刺蝟一樣，只要老師一追，阿丹就跑遠，直到他的情緒穩定以後，

才慢慢返回教室。阿丹處於盛怒的情緒下，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平復，有時候甚至需要

一整節課的時間才能慢慢平息怒氣。不管是老師或者是同學，都沒有辦法讓阿丹短時間內在

暴怒的情況冷靜下來，只能隨他在教室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平復情緒。

阿丹的情緒控制不好，自然也就時常和人發生衝突。在和同學互有對錯下，認為同學欺

負他，大吵大鬧；又認為老師處理得不公平，總是糾正阿丹的行為，而不管他人；不然就是

在動手打人之後，認為被打的人反正又不會痛，所以沒有關係，不需要道歉。

參、問題主述
個案以負向情緒來操弄生活環境，如：以暴怒與採用暴力方式來控制案母，並把這樣的

技巧帶到學校裡，導致個案在校與人互動時，經常生氣與動手打人。個案對別人沒有同理心、

無法聽從老師的指令，甚至出現對立反抗行為。個案打人後，導師得放下班上事務來處理個

案的狀況，此舉強化了個案的特殊性。再加上案母和導師之間觀念的差異，使得個案的情緒

表達有了靠山，恣意地發洩種種情緒，使問題變本加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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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評估
一、危險因子

（一）生理層面：

1. 個案由於罹患氣喘，造成支氣管功能較弱，過敏體質造成個案容易鼻塞、流鼻水；同

時，每當天氣轉換時，容易感染病毒而造成感冒。個案時常鼻塞的狀況，讓個案呼吸

不順，頭昏腦脹，影響了個案的學習專注力。

2. 個案氣喘發作時，時常咳嗽不已，嚴重時，無法躺下來休息，因為躺著會讓呼吸更為

不順，只能半坐躺著睡，導致個案的睡眠品質很不好。睡眠品質差，又影響白天的學

習狀況以及情緒反應。

3. 為了預防個案氣喘復發，難以參與較動態、激烈的活動。體育課的時候，個案通常在

旁邊做簡單的暖身操，無法下場跑步或打球。即便下課時，儘能在教室附近，不能在

戶外活動，因為擔心一有風吹草動，造成感冒而誘發氣喘。氣喘造成的生理限制間接

地影響個案的人際關係。

（二）心理層面：錯誤的心理需求。

1. 沈迷網路：因為氣喘的關係，個案無法參與許多活動，影響個案的人際關係和成就需

求。在網路裡，個案透過贏得線上遊戲感到滿足，並有許多網友同樂。當現實生活充

滿挫折和不滿意，對一個小三的孩子而言，似乎可以選擇的方式是在現實生活中回味

虛擬的世界；在網路能獲得現實生活所沒有的成就感與人際關係，因而不斷地沉迷於

網路裡。

2. 情緒控制能力有限：

(1)個案因罹患氣喘所帶來的身體不適，所以產生負向情緒如：暴怒與採用暴力方式表達

情緒，進而知道其能以身體不適和負向情緒來控制案母、導師與同學，導致案父母和

案祖父母教養產生衝突、導師帶班困難、人際互動常出現爭執等。

(2)個案從家人互動模式中習得以負向情緒來操弄生活環境，並把這樣的技巧帶到學校裡，

導致個案在校與人互動時，經常生氣與動手打人。個案打人後，導師得放下班上事務

來處理個案的狀況，此舉強化了個案的特殊性。再加上案母和導師之間觀念的差異，

使得個案的情緒表達有了靠山，恣意地發洩種種情緒，使問題變本加厲。

(3)個案的心理狀態仍然相對自我中心，雖然已經為小學三年級但是依然有「世界應該要

繞著我轉的」想法，並且會希望他人符合自己的期待，以證明自己的能力和獲取成就

感。

（三）家庭層面：

1. 管教資源有限：案父長期不在家，祖父母未給予即時管教協助，使得個案的身體照顧、

行為管教等責任全落在案母身上，個案又是情緒控制力不佳的孩子，案母在工作與持

家等多重壓力下，已無多餘心力管教個案，常縱容個案的行為表現。

2. 親職管教態度不一：案母對個案的行為管教顯得較為縱容，容許個案在情緒與行為上

恣意妄為。同時，案母也擔心個案的情緒反應會觸發氣喘發作，所以只要個案在家能

情緒穩定，案母多採順服個案的態度來管教個案。案父對個案的管教較有原則，案母

的管教態度則較為情緒化，且案父母溝通不足，造成案家管教態度阻力多於助力，個

案也因此無所適從。當父母管教態度分歧，且皆想要討好個案，容易造成個案很有力

量，導致個案沒有適當的挫折感來進行分化的過程。

（四）社會層面：

1. 師生關係不佳：

(1)個案情緒控制力差，經常打人的情形，挑戰著導師風格嚴謹的班級經營，同時也影

響著班級互動氣氛。導師認為案父母沒有好好管教個案，釀成個案在班上脫序的行

為。

(2)個案非但不服從老師的管教，對老師的指令有對立反抗行為，使老師認為個案桀騖

不遜，難以教導。另一方面，個案針對老師的管教，總認為老師偏心，不管別人，

只管教個案，也不願意檢討自己的行為。凡此種種，使師生關係雪上加霜。

(3)案母不認同導師對個案的管教，對導師頗有微詞，不諱言讓個案知道案母對導師的

觀感，影響個案對待導師態度。

2. 同儕關係不睦：

(1)個案下課時會和一些關係不錯的同學一起玩耍，但是上課時，卻時常捉弄同學，如

把橡皮擦切成小塊丟同學、拿筆亂畫別人的作業本。

(2)個案在校時而生氣、時而捉弄同學，導致有部分的同學害怕個案或不知道怎麼跟個

案相處，而不敢和個案互動。

二、保護因子

以「優勢觀點」(Strength Perspective)而言，其假定當人們正向的能力若可以得到支持，則他

們則將會以自身的能力去採取行動，因此處遇過程中，應將關注焦點置於個案的優勢、興趣、

知識及能力。依照本理論，個案及其家庭的長處和優勢現況評估茲說明如下：

（一）心理層面：

1. 理解能力佳：個案與他人對話使用的口語用詞，較同年齡層兒童成熟，因此，與個案

對話時，個案較能明白輔導人員、老師們使用的詞語意義，此有助於個案情緒控制技

巧的學習。

2. 能接受反思：個案對於輔導員引導自我探索和反思時，雖未能有所深談，但已可安靜

思考。

3. 興趣成長和追求認同：個案雖沈迷網路，但其可在網路上獲得自我認同與肯定，個案

並無因身體狀況不佳而自我放棄，反而能過有動機的生活，積極對於網路遊戲和電腦

有所專研，顯示個案對於自我成長仍有所期待。

（二）家庭層面：

1. 親子依附關係強：個案與案母依附關係緊密，個案尚能服從案母的教養，據此，若加

強案母的親職教養功能，有助於提升個案各能力之發展。

2. 親友支持網絡：案祖父母對個案關愛有加，且共同居住，可藉由適度邀請，讓案祖父

母可作為案父母補充性親職教養，及提供個案與案父母的心理支持。

3. 經濟狀況穩定：案家為雙薪家庭，當案家經濟資源穩定時，家庭壓力源便減少，照顧

者較能有足夠之心力發展其他支持能力，如：情感支持、親職教養；再者，亦可間接

提昇個案接受醫療、教育資源之機會。

（三）社會層面：

1. 醫療資源：個案持續穩定就醫，不僅有助於病情控制，亦能提昇衛教資訊的可取得性，

可健全案父母對於疾病之認知。

2. 學校資源：導師關心個案身體與人際互動，且能積極與案父母溝通討論個案在校生活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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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評估
一、危險因子

（一）生理層面：

1. 個案由於罹患氣喘，造成支氣管功能較弱，過敏體質造成個案容易鼻塞、流鼻水；同

時，每當天氣轉換時，容易感染病毒而造成感冒。個案時常鼻塞的狀況，讓個案呼吸

不順，頭昏腦脹，影響了個案的學習專注力。

2. 個案氣喘發作時，時常咳嗽不已，嚴重時，無法躺下來休息，因為躺著會讓呼吸更為

不順，只能半坐躺著睡，導致個案的睡眠品質很不好。睡眠品質差，又影響白天的學

習狀況以及情緒反應。

3. 為了預防個案氣喘復發，難以參與較動態、激烈的活動。體育課的時候，個案通常在

旁邊做簡單的暖身操，無法下場跑步或打球。即便下課時，儘能在教室附近，不能在

戶外活動，因為擔心一有風吹草動，造成感冒而誘發氣喘。氣喘造成的生理限制間接

地影響個案的人際關係。

（二）心理層面：錯誤的心理需求。

1. 沈迷網路：因為氣喘的關係，個案無法參與許多活動，影響個案的人際關係和成就需

求。在網路裡，個案透過贏得線上遊戲感到滿足，並有許多網友同樂。當現實生活充

滿挫折和不滿意，對一個小三的孩子而言，似乎可以選擇的方式是在現實生活中回味

虛擬的世界；在網路能獲得現實生活所沒有的成就感與人際關係，因而不斷地沉迷於

網路裡。

2. 情緒控制能力有限：

(1)個案因罹患氣喘所帶來的身體不適，所以產生負向情緒如：暴怒與採用暴力方式表達

情緒，進而知道其能以身體不適和負向情緒來控制案母、導師與同學，導致案父母和

案祖父母教養產生衝突、導師帶班困難、人際互動常出現爭執等。

(2)個案從家人互動模式中習得以負向情緒來操弄生活環境，並把這樣的技巧帶到學校裡，

導致個案在校與人互動時，經常生氣與動手打人。個案打人後，導師得放下班上事務

來處理個案的狀況，此舉強化了個案的特殊性。再加上案母和導師之間觀念的差異，

使得個案的情緒表達有了靠山，恣意地發洩種種情緒，使問題變本加厲。

(3)個案的心理狀態仍然相對自我中心，雖然已經為小學三年級但是依然有「世界應該要

繞著我轉的」想法，並且會希望他人符合自己的期待，以證明自己的能力和獲取成就

感。

（三）家庭層面：

1. 管教資源有限：案父長期不在家，祖父母未給予即時管教協助，使得個案的身體照顧、

行為管教等責任全落在案母身上，個案又是情緒控制力不佳的孩子，案母在工作與持

家等多重壓力下，已無多餘心力管教個案，常縱容個案的行為表現。

2. 親職管教態度不一：案母對個案的行為管教顯得較為縱容，容許個案在情緒與行為上

恣意妄為。同時，案母也擔心個案的情緒反應會觸發氣喘發作，所以只要個案在家能

情緒穩定，案母多採順服個案的態度來管教個案。案父對個案的管教較有原則，案母

的管教態度則較為情緒化，且案父母溝通不足，造成案家管教態度阻力多於助力，個

案也因此無所適從。當父母管教態度分歧，且皆想要討好個案，容易造成個案很有力

量，導致個案沒有適當的挫折感來進行分化的過程。

（四）社會層面：

1. 師生關係不佳：

(1)個案情緒控制力差，經常打人的情形，挑戰著導師風格嚴謹的班級經營，同時也影

響著班級互動氣氛。導師認為案父母沒有好好管教個案，釀成個案在班上脫序的行

為。

(2)個案非但不服從老師的管教，對老師的指令有對立反抗行為，使老師認為個案桀騖

不遜，難以教導。另一方面，個案針對老師的管教，總認為老師偏心，不管別人，

只管教個案，也不願意檢討自己的行為。凡此種種，使師生關係雪上加霜。

(3)案母不認同導師對個案的管教，對導師頗有微詞，不諱言讓個案知道案母對導師的

觀感，影響個案對待導師態度。

2. 同儕關係不睦：

(1)個案下課時會和一些關係不錯的同學一起玩耍，但是上課時，卻時常捉弄同學，如

把橡皮擦切成小塊丟同學、拿筆亂畫別人的作業本。

(2)個案在校時而生氣、時而捉弄同學，導致有部分的同學害怕個案或不知道怎麼跟個

案相處，而不敢和個案互動。

二、保護因子

以「優勢觀點」(Strength Perspective)而言，其假定當人們正向的能力若可以得到支持，則他

們則將會以自身的能力去採取行動，因此處遇過程中，應將關注焦點置於個案的優勢、興趣、

知識及能力。依照本理論，個案及其家庭的長處和優勢現況評估茲說明如下：

（一）心理層面：

1. 理解能力佳：個案與他人對話使用的口語用詞，較同年齡層兒童成熟，因此，與個案

對話時，個案較能明白輔導人員、老師們使用的詞語意義，此有助於個案情緒控制技

巧的學習。

2. 能接受反思：個案對於輔導員引導自我探索和反思時，雖未能有所深談，但已可安靜

思考。

3. 興趣成長和追求認同：個案雖沈迷網路，但其可在網路上獲得自我認同與肯定，個案

並無因身體狀況不佳而自我放棄，反而能過有動機的生活，積極對於網路遊戲和電腦

有所專研，顯示個案對於自我成長仍有所期待。

（二）家庭層面：

1. 親子依附關係強：個案與案母依附關係緊密，個案尚能服從案母的教養，據此，若加

強案母的親職教養功能，有助於提升個案各能力之發展。

2. 親友支持網絡：案祖父母對個案關愛有加，且共同居住，可藉由適度邀請，讓案祖父

母可作為案父母補充性親職教養，及提供個案與案父母的心理支持。

3. 經濟狀況穩定：案家為雙薪家庭，當案家經濟資源穩定時，家庭壓力源便減少，照顧

者較能有足夠之心力發展其他支持能力，如：情感支持、親職教養；再者，亦可間接

提昇個案接受醫療、教育資源之機會。

（三）社會層面：

1. 醫療資源：個案持續穩定就醫，不僅有助於病情控制，亦能提昇衛教資訊的可取得性，

可健全案父母對於疾病之認知。

2. 學校資源：導師關心個案身體與人際互動，且能積極與案父母溝通討論個案在校生活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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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策略
依據系統動力觀的角度，學生、家庭和學校三者猶如立三角，彼此互相牽引和聯繫和投

射，若一方角色能力微弱時，便會牽到另外兩者隨之動搖(如圖 2)。

孩子(個案、個案)

家長(主要照顧者) 轉介者(班導、學校)
圖 2：個案、家庭與學校的三角動力圖(許宗蔚，2014)

又以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概念而言，個案生活主要連結環境之微系統

(Microsystem)-為家庭、學校、就診醫院三系統，因此輔導策略以其為主要處遇介入對象，並以

上述個案生理、心理、家庭、社會等面向評估，訂立處遇計畫。

一、生理層面：

（一）提升個案與案父母對疾病的知能：提供醫療資源，協助案父母、個案進行醫療方面之

鑑定，提升案父母與個案對疾病的認識，利用提供案家衛生教育相關課程，達成自我

照顧之目標。

（二）提升個案體適能：陪同家人與個案瞭解各運動類型之屬性，篩選適合個案之運動項目，

鼓勵個案定期運動，增強其體適能力，並邀請案父母陪同，以加深其對於個案體能之

信心。

二、心理層面

（一）提升個案情緒控制能力：

1. 目標：瞭解情緒狀態，引導個案瞭解自我情緒狀態、情緒產生原因，並發展情緒控制

的技巧。

2. 方法：

運用非結構遊戲治療的方法，以同理性的反映協助個案覺察自我的情緒歷程，例

如：當個案的遊戲內容出現生氣的情緒時—像是個案在遊戲中表現出 A 人偶欺負 B
人偶，導致B人偶生氣反擊的時候—助人者可以回應：「當A人偶弄到B人偶的時候，

B 人偶好生氣喔」。其次，運用詮釋技巧協助個案覺察情緒背後的內在需求與信念，

續用上述例子：「好像當 B 人偶覺得自己是對的時候，非得用生氣討回公道不可」或

是「好像生氣其實也是很有用呢！可以幫 B 人偶得到很多東西，B 人偶現在覺得有力

量，又可以叫 A 人偶乖乖聽話」。最後運用治療性的設限，協助個案適應規範與發展

情緒處理方法，例如：當個案因為憤怒的情緒而會破壞玩具或是攻擊助人者時，可以

使用「先同理，再設限，最後提供替代方案」的方法協助個案了解自己的情緒，學習

控制情緒，並轉移注意力，找出處理情緒的方法；助人者也許可以這樣回應個案：「我

知道你很生氣，要叫 A 人偶好看，但你不能弄壞 A 人偶，你可以打沙包（或是撕紙

等可以發洩情緒的行為）」。以上方法可協助個案處理內在的需求與情緒調節功能，並

牽移到會談外的情境（高淑貞，1994）。
其次，可以運用結構遊戲治療的方式，事先了解個案有適應上困難的情境，並設

計活動催化個案在會談中呈現問題情境的行為，並協助個案發展新的適應行為。例如：

當個案在上音樂課時，經常因為不會吹奏樂器、覺得無聊，而產生干擾上課的行為時，

助人者可以在關係建立之後，引導個案在會談時練習吹奏樂器給助人者聽，並給予適

當的讚美和肯定，協助個案建立自尊、自信（梁培勇，1985）。

（二）提升個案自我認同與價值感：

1. 個案對電腦、網路熟悉，據此給予個案鼓勵與肯定，並連結可讓個案發揮此長才之資

源，如邀請個案利用電腦製作教室佈置與相關文宣，提升個案自我信心與價值感。

2. 在會談情境中發掘與發展個案除了電腦、電玩之外，較有興趣的項目，協助個案練習、

熟悉該項活動，並擴展到會談室外的情境，成為一般行為，並立個案的自信心與自我

價值感。例如：當助人者在個案的遊戲中發現他對於繪畫、積木、踢球有特別的愛好

的時候，可以立即給予肯定讚美，並在個案討論中回饋給老師與家長，請老師在相關

課程中給與個案更多的引導與鼓勵，家長也可以在親子相處的時間安排相關的活動，

一方面建立個案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培養親子關係。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技術主要在

建立個案的自信與自尊，以及培養個案的替代行為，並增強師生、親子關係，因此初

期並不以訓練技能為目的，不宜過早讓個案進入課外才藝班、各類競賽、或嚴格要求

技巧的完美，避免傷害個案的自發行為。

三、家庭層面：

(一) 提升案父母與祖父母之親職教養功能：

瞭解案父母與案祖父母親職教養的限制與困難，協助主要照顧者獲取親職教養相關資

訊，提升主要與次要照顧者的親職教養能力。以本案為例，當助人者發現主要照顧者

之間的教養態度不一致的時候，可以邀請主要照顧者(在本案為父母親)一同會談，通常

父母親剛開始會談時經常會以為會被助人者指責，或是彼此責怪，因此助人者應時時

提醒父母，會談並不是為了指責誰對誰錯，而是一同發現問題，尋找方法；並邀請父

母討論他們遭遇的困難，這個時候父母可能比較能夠談到他們的苦惱，這時助人者可

以適時點出父母之間的合作和溝通上較有落差的部分，再與父母親討論。這個過程可

能需要數次的會談才比較能找出父母親之間溝通上的問題，當問題較為清晰的時候，

可以透過尋找父母親之間溝通較為成功的經驗出發，協助父母親找到問題的解決方

法。

 (二) 轉介親子諮商：

邀請個案與主要、次要照顧者進行親子諮商，建立一致性之教養方式，並讓個案與主

要、次要照顧者建立溝通系統，讓其有機會可以表達對彼此的期待和需求，並討論目

前案家規範、氣氛和目標，增加成員對於家庭的參與感和發展正向親密動力關係。

四、社會層面：

 (一) 個案人際互動改善：

協同學校輔導教師，設計提升社交技巧之方案團體，並邀請個案加入，讓個案在與團

體成員間共同完成方案各階段目的時，增進人際互動技巧。

 (二) 引導學校看見個案優勢：

嘗試引導學校老師看見個案在校的改變與優良表現，並將此表現與主要、次要照顧者

分享，藉此建立親師溝通關係的友善，以協助老師班級經營、親職教養發揮成效，

增加對個案之認同感與接受度。

 (三) 連結課後安親資源：

協助案家連結安親班、教會資源，透過此資源建立個案課後照顧系統，並透過參與教

會活動，促進個案與外界系統互動之能力，並可適時降低案母親職照顧壓力。

 (四) 建立病友支持網絡系統：

協助個案與家人連結相同疾病症狀之團體，讓案家能從團體中的其他成員找尋共同疾

病與生活經驗，藉此獲得心理上的支持與同理，並從中學習社會適應。

 (五) 提供導師處理情障學生之因應策略：

請老師觀察並記錄容易引發個案強烈情緒反應之情境，避免或減少此類情境再發生。

另外，若個案於課堂上有強烈情緒反應時，導師可先採用保護個案之措施（如擁抱），

以免他在情緒激動下自傷或傷人，之後將他帶離該情境，以緩和情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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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策略
依據系統動力觀的角度，學生、家庭和學校三者猶如立三角，彼此互相牽引和聯繫和投

射，若一方角色能力微弱時，便會牽到另外兩者隨之動搖(如圖 2)。

孩子(個案、個案)

家長(主要照顧者) 轉介者(班導、學校)
圖 2：個案、家庭與學校的三角動力圖(許宗蔚，2014)

又以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概念而言，個案生活主要連結環境之微系統

(Microsystem)-為家庭、學校、就診醫院三系統，因此輔導策略以其為主要處遇介入對象，並以

上述個案生理、心理、家庭、社會等面向評估，訂立處遇計畫。

一、生理層面：

（一）提升個案與案父母對疾病的知能：提供醫療資源，協助案父母、個案進行醫療方面之

鑑定，提升案父母與個案對疾病的認識，利用提供案家衛生教育相關課程，達成自我

照顧之目標。

（二）提升個案體適能：陪同家人與個案瞭解各運動類型之屬性，篩選適合個案之運動項目，

鼓勵個案定期運動，增強其體適能力，並邀請案父母陪同，以加深其對於個案體能之

信心。

二、心理層面

（一）提升個案情緒控制能力：

1. 目標：瞭解情緒狀態，引導個案瞭解自我情緒狀態、情緒產生原因，並發展情緒控制

的技巧。

2. 方法：

運用非結構遊戲治療的方法，以同理性的反映協助個案覺察自我的情緒歷程，例

如：當個案的遊戲內容出現生氣的情緒時—像是個案在遊戲中表現出 A 人偶欺負 B
人偶，導致B人偶生氣反擊的時候—助人者可以回應：「當A人偶弄到B人偶的時候，

B 人偶好生氣喔」。其次，運用詮釋技巧協助個案覺察情緒背後的內在需求與信念，

續用上述例子：「好像當 B 人偶覺得自己是對的時候，非得用生氣討回公道不可」或

是「好像生氣其實也是很有用呢！可以幫 B 人偶得到很多東西，B 人偶現在覺得有力

量，又可以叫 A 人偶乖乖聽話」。最後運用治療性的設限，協助個案適應規範與發展

情緒處理方法，例如：當個案因為憤怒的情緒而會破壞玩具或是攻擊助人者時，可以

使用「先同理，再設限，最後提供替代方案」的方法協助個案了解自己的情緒，學習

控制情緒，並轉移注意力，找出處理情緒的方法；助人者也許可以這樣回應個案：「我

知道你很生氣，要叫 A 人偶好看，但你不能弄壞 A 人偶，你可以打沙包（或是撕紙

等可以發洩情緒的行為）」。以上方法可協助個案處理內在的需求與情緒調節功能，並

牽移到會談外的情境（高淑貞，1994）。
其次，可以運用結構遊戲治療的方式，事先了解個案有適應上困難的情境，並設

計活動催化個案在會談中呈現問題情境的行為，並協助個案發展新的適應行為。例如：

當個案在上音樂課時，經常因為不會吹奏樂器、覺得無聊，而產生干擾上課的行為時，

助人者可以在關係建立之後，引導個案在會談時練習吹奏樂器給助人者聽，並給予適

當的讚美和肯定，協助個案建立自尊、自信（梁培勇，1985）。

（二）提升個案自我認同與價值感：

1. 個案對電腦、網路熟悉，據此給予個案鼓勵與肯定，並連結可讓個案發揮此長才之資

源，如邀請個案利用電腦製作教室佈置與相關文宣，提升個案自我信心與價值感。

2. 在會談情境中發掘與發展個案除了電腦、電玩之外，較有興趣的項目，協助個案練習、

熟悉該項活動，並擴展到會談室外的情境，成為一般行為，並立個案的自信心與自我

價值感。例如：當助人者在個案的遊戲中發現他對於繪畫、積木、踢球有特別的愛好

的時候，可以立即給予肯定讚美，並在個案討論中回饋給老師與家長，請老師在相關

課程中給與個案更多的引導與鼓勵，家長也可以在親子相處的時間安排相關的活動，

一方面建立個案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培養親子關係。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技術主要在

建立個案的自信與自尊，以及培養個案的替代行為，並增強師生、親子關係，因此初

期並不以訓練技能為目的，不宜過早讓個案進入課外才藝班、各類競賽、或嚴格要求

技巧的完美，避免傷害個案的自發行為。

三、家庭層面：

(一) 提升案父母與祖父母之親職教養功能：

瞭解案父母與案祖父母親職教養的限制與困難，協助主要照顧者獲取親職教養相關資

訊，提升主要與次要照顧者的親職教養能力。以本案為例，當助人者發現主要照顧者

之間的教養態度不一致的時候，可以邀請主要照顧者(在本案為父母親)一同會談，通常

父母親剛開始會談時經常會以為會被助人者指責，或是彼此責怪，因此助人者應時時

提醒父母，會談並不是為了指責誰對誰錯，而是一同發現問題，尋找方法；並邀請父

母討論他們遭遇的困難，這個時候父母可能比較能夠談到他們的苦惱，這時助人者可

以適時點出父母之間的合作和溝通上較有落差的部分，再與父母親討論。這個過程可

能需要數次的會談才比較能找出父母親之間溝通上的問題，當問題較為清晰的時候，

可以透過尋找父母親之間溝通較為成功的經驗出發，協助父母親找到問題的解決方

法。

 (二) 轉介親子諮商：

邀請個案與主要、次要照顧者進行親子諮商，建立一致性之教養方式，並讓個案與主

要、次要照顧者建立溝通系統，讓其有機會可以表達對彼此的期待和需求，並討論目

前案家規範、氣氛和目標，增加成員對於家庭的參與感和發展正向親密動力關係。

四、社會層面：

 (一) 個案人際互動改善：

協同學校輔導教師，設計提升社交技巧之方案團體，並邀請個案加入，讓個案在與團

體成員間共同完成方案各階段目的時，增進人際互動技巧。

 (二) 引導學校看見個案優勢：

嘗試引導學校老師看見個案在校的改變與優良表現，並將此表現與主要、次要照顧者

分享，藉此建立親師溝通關係的友善，以協助老師班級經營、親職教養發揮成效，

增加對個案之認同感與接受度。

 (三) 連結課後安親資源：

協助案家連結安親班、教會資源，透過此資源建立個案課後照顧系統，並透過參與教

會活動，促進個案與外界系統互動之能力，並可適時降低案母親職照顧壓力。

 (四) 建立病友支持網絡系統：

協助個案與家人連結相同疾病症狀之團體，讓案家能從團體中的其他成員找尋共同疾

病與生活經驗，藉此獲得心理上的支持與同理，並從中學習社會適應。

 (五) 提供導師處理情障學生之因應策略：

請老師觀察並記錄容易引發個案強烈情緒反應之情境，避免或減少此類情境再發生。

另外，若個案於課堂上有強烈情緒反應時，導師可先採用保護個案之措施（如擁抱），

以免他在情緒激動下自傷或傷人，之後將他帶離該情境，以緩和情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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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輔導心語
「孩子身上背著一個心鎖，鎖頭上的鑰匙孔，總期待被他人看見，並用一支正確的鑰匙

打開，卸下連他們自己也感受到負擔與壓力的心鎖。鑰匙不對，只會讓鑰匙孔有更多的磨損

與受傷，但，鎖頭終究打不開。」

「評估需求」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卻也是我們助人者容易忽略的。我們常借重自己多年

助人工作經驗，只要看見孩子身上的心鎖、鑰匙孔，便開始感到「孩子一定很不舒服」，而急

著找尋鑰匙，試圖用最快速的方式，欲將鎖頭打開（開始輔導與處遇策略）。但我們卻忽略了，

需要先仔細觀察鑰匙孔的樣子；開鎖的過程，我們也忘記看看孩子臉上的神情，遺忘了需要

向孩子關心與瞭解「你還好嗎？」「孩子，這鎖頭需要鑰匙才能打開嗎？」

面對情緒困擾的孩子，對我們大人而言，可能會認為孩子的情緒狀態難以控制，以致讓

我們感到氣憤；然而，站在孩子的角度，或許孩子也正對著「我為什麼會這樣」而困惑、不

知所措，甚至比我們這些大人們更著急、想知道「我到底怎麼了？」

以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點，兒童的認知發展，並不如成年，能夠輕易地表達心情感受。

因為，孩子認知的詞語有限，很難用一種適切字詞表達情緒，也因此讓成人們更難瞭解孩子

的內在感受，甚至誤以為「這孩子情緒太多了，為什麼他不能照著規則做就好了？」孩子不

太容易用文句表達心情，但不代表他們的情緒是沒來由的產生。我們忽略了，需要好好的感

受、同理與理解孩子內在真正的感覺與需求。

孩子需要的，是我們用心感受他們的內在、同理與理解，以期待能找出最適合的鑰匙，

打開心鎖。因此，面對本案，除對輔導與處遇策略的斟酌，同時也重視孩子及其家庭各層面

的評估。對於此案，我們曾面臨很大的挑戰，連結與運用各資源網絡系統來因應，而常常資

源使用後，也不見得能完全改善孩子所面臨的困難，孩子急躁了，我們亦是不知所措。然而，

陪伴孩子如同一場接力賽，助人者絕不是第一棒，同時也不會是最後一棒。孩子依舊處於困

境，或許代表助人者未找尋一把正確的鑰匙開進孩子心房，孩子接收不到能與我們對話的頻

率。即是如此，我們對於孩子的陪伴與關懷仍須持續下去。

「評估」與「處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陪伴孩子成長與改變的歷程裡，評估與

處遇依舊進行著。或許，輔導工作並沒有所謂最好的評估、處遇方法或輔導策略，而我們仍

要不斷的尋求最適合個案的方式，促使個案從內在由衷地長出能量；打開孩子的心鎖，最終

的價值意義，應是能在有需求的孩子心中，種下ㄧ顆改變的種子，同時也給了機會，讓孩子

改變、成長與茁壯。個案終究需要脫離我們而獨立生活，唯有讓個案擁有自己的能量與能力，

方能在生命的旅程中，學習成長，面對與解決自己遭遇的困境，而讓生命獲得延續。

柒、資源百寶箱(以臺中為主)
一、氣喘病資源：

（一）相關書籍文章

1.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http://www.asthma-edu.org.tw/asthma/download.aspx
2.氣喘照護手冊 http://my.so-net.net.tw/gaia_hwang/air/asthma/index.htm
3.黃璟隆等著(2004)。家有氣喘兒：氣喘兒童完全照護手冊。台北：上旗文化。

（二）資源團體

1.臺灣氣喘之友協會 http://www.asthmatics.org.tw/content/3.html
電話：04-2461-6163   

2.沙鹿童綜合氣喘病友團體

電話：04- 26581919#4840(社工室)
二、網路成癮資源

（一）相關書籍文章

1.兒童資訊安全-資安健康手冊
http://www.tvcr.org.tw/manager/news/activity/infoexam/index02.html

2.現實與虛幻-網路沉迷輔導(教育部輔導電子書) http://www.guide.edu.tw/book/book/book_06.html
3.林煜軒等譯(2013)。網路成癮：評估及治療指引手冊。台北：心理出版社。

（二）輔導資源網站

1.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 https://eteacher.edu.tw/About.aspx
網站分教師版、家長版、學生版。提供網路交友、網咖現象等主題，以幫助家長、老師

和孩子建立正確的網路使用行為。

2.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 http://iad.heart.net.tw/paper.html
對網路成癮之輔導有深入探討，包括網路成癮相關文獻、網路成癮相關網站以及網路成

癮求助留言版等資源，提供家長、教師與學校甚至網路成癮者有關網路成癮的因應之道。

3.陽明高中友善校園網路成癮輔導部落格 http://tea.ymsh.tp.edu.tw/blog/354
網站中包含與網路成癮相關的文章，並提供處遇的方式以及教學的教材參考資料。

4.網路成癮問題的諮詢機構

(1)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網路成癮求助留言版 http://iad.heart.net.tw/rgbook.php?action=list
(2)白絲帶家庭網安諮詢熱線 http://www.cyberangel.org.tw

家庭網安熱線電話：(02) 3393-1885
服務時間：每週一～週五 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30～15：30

(三)提供過濾網站軟體資源

1.hinet 上網時間管理 http://hicare.hinet.net/timecontrol/index.php
申請專線：0800-080412

2.HiNet 色情守門員 http://hicare.hinet.net/main.php
3.台灣網際網路協會 http://www.twia.org.tw/ 檢舉不當的網站內容和垃圾信件。

4.教育部網路守護天使 http://nga.moe.edu.tw/
5.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http://www.win.org.tw/iwin/

三、情緒障礙與情緒管理輔導

（一）情緒障礙學生輔導手冊 http://tec.nkuht.edu.tw/files/archive/231_20d81c82.pdf
（二）國小普通班教師如何輔導情緒障礙學生

http://counse.cmsh.tc.edu.tw/spec_edu/document/spe_advocation/emotion.pdf
（三）輔導情緒困擾學生之個案分享 http://ftp.klps.kh.edu.tw/topic/92_10/case/peter/9.pdf
（四）教學資源/正向管教案例 http://ce.naer.edu.tw/teaching.php?type=4
（五）教學方案：

1.情緒管理團體諮商方案 http://counseling.heart.net.tw/emotional.shtml
2.情緒管理 DIY http://120.115.16.6/org/gen/輔導課程/情緒管理 DIY.doc

四、班級經營

（一）班級經營資訊網 http://class.heart.net.tw/
（二）教育部學生輔導資訊網 http://www.guide.edu.tw/
五、親職教育

（一）親職教育網站 http://www.mingdao.edu.tw/parent/P2/s6.htm
（二）親子天下雜誌 http://www.parenting.com.tw/ 
（三）教育部家庭教育網 http://moe.familyedu.moe.gov.tw
（四）親子教育書籍

許皓宜(2013)。教出情緒不暴走的孩子。台北：新手父母。

楊俐容(2013)。情緒教養課典藏套書 (2 冊)。台北：天下雜誌。

六、心理資源地圖

（一）韓老師專線服務（04）2203-8185
（二）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電話：25155148
（三）衛生所免費定點心理諮詢(請洽各區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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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輔導心語
「孩子身上背著一個心鎖，鎖頭上的鑰匙孔，總期待被他人看見，並用一支正確的鑰匙

打開，卸下連他們自己也感受到負擔與壓力的心鎖。鑰匙不對，只會讓鑰匙孔有更多的磨損

與受傷，但，鎖頭終究打不開。」

「評估需求」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卻也是我們助人者容易忽略的。我們常借重自己多年

助人工作經驗，只要看見孩子身上的心鎖、鑰匙孔，便開始感到「孩子一定很不舒服」，而急

著找尋鑰匙，試圖用最快速的方式，欲將鎖頭打開（開始輔導與處遇策略）。但我們卻忽略了，

需要先仔細觀察鑰匙孔的樣子；開鎖的過程，我們也忘記看看孩子臉上的神情，遺忘了需要

向孩子關心與瞭解「你還好嗎？」「孩子，這鎖頭需要鑰匙才能打開嗎？」

面對情緒困擾的孩子，對我們大人而言，可能會認為孩子的情緒狀態難以控制，以致讓

我們感到氣憤；然而，站在孩子的角度，或許孩子也正對著「我為什麼會這樣」而困惑、不

知所措，甚至比我們這些大人們更著急、想知道「我到底怎麼了？」

以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點，兒童的認知發展，並不如成年，能夠輕易地表達心情感受。

因為，孩子認知的詞語有限，很難用一種適切字詞表達情緒，也因此讓成人們更難瞭解孩子

的內在感受，甚至誤以為「這孩子情緒太多了，為什麼他不能照著規則做就好了？」孩子不

太容易用文句表達心情，但不代表他們的情緒是沒來由的產生。我們忽略了，需要好好的感

受、同理與理解孩子內在真正的感覺與需求。

孩子需要的，是我們用心感受他們的內在、同理與理解，以期待能找出最適合的鑰匙，

打開心鎖。因此，面對本案，除對輔導與處遇策略的斟酌，同時也重視孩子及其家庭各層面

的評估。對於此案，我們曾面臨很大的挑戰，連結與運用各資源網絡系統來因應，而常常資

源使用後，也不見得能完全改善孩子所面臨的困難，孩子急躁了，我們亦是不知所措。然而，

陪伴孩子如同一場接力賽，助人者絕不是第一棒，同時也不會是最後一棒。孩子依舊處於困

境，或許代表助人者未找尋一把正確的鑰匙開進孩子心房，孩子接收不到能與我們對話的頻

率。即是如此，我們對於孩子的陪伴與關懷仍須持續下去。

「評估」與「處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陪伴孩子成長與改變的歷程裡，評估與

處遇依舊進行著。或許，輔導工作並沒有所謂最好的評估、處遇方法或輔導策略，而我們仍

要不斷的尋求最適合個案的方式，促使個案從內在由衷地長出能量；打開孩子的心鎖，最終

的價值意義，應是能在有需求的孩子心中，種下ㄧ顆改變的種子，同時也給了機會，讓孩子

改變、成長與茁壯。個案終究需要脫離我們而獨立生活，唯有讓個案擁有自己的能量與能力，

方能在生命的旅程中，學習成長，面對與解決自己遭遇的困境，而讓生命獲得延續。

柒、資源百寶箱(以臺中為主)
一、氣喘病資源：

（一）相關書籍文章

1.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http://www.asthma-edu.org.tw/asthma/download.aspx
2.氣喘照護手冊 http://my.so-net.net.tw/gaia_hwang/air/asthma/index.htm
3.黃璟隆等著(2004)。家有氣喘兒：氣喘兒童完全照護手冊。台北：上旗文化。

（二）資源團體

1.臺灣氣喘之友協會 http://www.asthmatics.org.tw/content/3.html
電話：04-2461-6163   

2.沙鹿童綜合氣喘病友團體

電話：04- 26581919#4840(社工室)
二、網路成癮資源

（一）相關書籍文章

1.兒童資訊安全-資安健康手冊
http://www.tvcr.org.tw/manager/news/activity/infoexam/index02.html

2.現實與虛幻-網路沉迷輔導(教育部輔導電子書) http://www.guide.edu.tw/book/book/book_06.html
3.林煜軒等譯(2013)。網路成癮：評估及治療指引手冊。台北：心理出版社。

（二）輔導資源網站

1.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 https://eteacher.edu.tw/About.aspx
網站分教師版、家長版、學生版。提供網路交友、網咖現象等主題，以幫助家長、老師

和孩子建立正確的網路使用行為。

2.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 http://iad.heart.net.tw/paper.html
對網路成癮之輔導有深入探討，包括網路成癮相關文獻、網路成癮相關網站以及網路成

癮求助留言版等資源，提供家長、教師與學校甚至網路成癮者有關網路成癮的因應之道。

3.陽明高中友善校園網路成癮輔導部落格 http://tea.ymsh.tp.edu.tw/blog/354
網站中包含與網路成癮相關的文章，並提供處遇的方式以及教學的教材參考資料。

4.網路成癮問題的諮詢機構

(1)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網路成癮求助留言版 http://iad.heart.net.tw/rgbook.php?action=list
(2)白絲帶家庭網安諮詢熱線 http://www.cyberangel.org.tw

家庭網安熱線電話：(02) 3393-1885
服務時間：每週一～週五 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30～15：30

(三)提供過濾網站軟體資源

1.hinet 上網時間管理 http://hicare.hinet.net/timecontrol/index.php
申請專線：0800-080412

2.HiNet 色情守門員 http://hicare.hinet.net/main.php
3.台灣網際網路協會 http://www.twia.org.tw/ 檢舉不當的網站內容和垃圾信件。

4.教育部網路守護天使 http://nga.moe.edu.tw/
5.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http://www.win.org.tw/iwin/

三、情緒障礙與情緒管理輔導

（一）情緒障礙學生輔導手冊 http://tec.nkuht.edu.tw/files/archive/231_20d81c82.pdf
（二）國小普通班教師如何輔導情緒障礙學生

http://counse.cmsh.tc.edu.tw/spec_edu/document/spe_advocation/emotion.pdf
（三）輔導情緒困擾學生之個案分享 http://ftp.klps.kh.edu.tw/topic/92_10/case/peter/9.pdf
（四）教學資源/正向管教案例 http://ce.naer.edu.tw/teaching.php?type=4
（五）教學方案：

1.情緒管理團體諮商方案 http://counseling.heart.net.tw/emotional.shtml
2.情緒管理 DIY http://120.115.16.6/org/gen/輔導課程/情緒管理 DIY.doc

四、班級經營

（一）班級經營資訊網 http://class.heart.net.tw/
（二）教育部學生輔導資訊網 http://www.guide.edu.tw/
五、親職教育

（一）親職教育網站 http://www.mingdao.edu.tw/parent/P2/s6.htm
（二）親子天下雜誌 http://www.parenting.com.tw/ 
（三）教育部家庭教育網 http://moe.familyedu.moe.gov.tw
（四）親子教育書籍

許皓宜(2013)。教出情緒不暴走的孩子。台北：新手父母。

楊俐容(2013)。情緒教養課典藏套書 (2 冊)。台北：天下雜誌。

六、心理資源地圖

（一）韓老師專線服務（04）2203-8185
（二）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電話：25155148
（三）衛生所免費定點心理諮詢(請洽各區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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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支持服務諮詢專線

1.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02-4128185(手機)
2.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捌、給家長的話
情緒控制力較弱的孩子多半因為孩子本身對於挫折的忍受力較低，不容許失敗發生；萬

一失敗了，常以負向的情緒如：狂哭、暴怒、罵人，甚至以行動來攻擊他人。

我們不希望孩子長大後成為「慣寶寶」，更不希望成為「情緒暴走族」或「鄭捷第二」。

古人說：「不立規矩，難成方圓。」因此，即早為孩子立下行為的界線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立下界線，孩子也才有依循的根據，也才不易學壞。然而，訂立行為規範，並不是由母親(或
照顧者)片面要求孩子即可，而是需要所有家中成人以相同的標準與界線帶領孩子才行，否則，

孩子將搞不清楚標準何在，甚至把較為寬鬆的一方的要求做為擋箭牌，徒增管教困難度。一

旦孩子出問題了，父母親又因標準不一而互推責任，嚴重時，連夫妻感情也因子女行為而時

常吵架，那就得不償失了！我們建議：爸媽應該找個沒有干擾的時間，坐下來好好談一談管

教子女的議題，必要時，找輔導員或夫妻諮詢專家做中間人，除能針對管教技巧提出建言，

再者，有中間人協調，較能達到主題聚焦及避免溝通不成而破局的窘境。

再者，我們要思考，如何教育情緒控制力較弱的孩子？

孩子的情緒就像是一疊紙張。當事件發生，就像風吹散紙張，孩子的情緒隨之受到影響。

有些孩子收拾紙張的能力強，不一會兒，就能把紙張收好、疊好，代表情緒馬上就能恢復原

狀；但有些孩子的收納能力不太好，要收拾被風吹散的紙，可能需要花很大的力氣，東撿一

張紙，西收另一張紙，一不小心，紙就容易破了、皺了，要重新疊好、收好紙張，要費盡心

力，代表著當事件發生時，得要花費很多力氣，才能讓情緒恢復，一不小心弄不好，可能又

要重來。怎麼樣讓孩子的紙張不要一再被吹散，保持完好的一疊紙？

與其期待風不要吹散紙張，不如教導孩子怎麼處理吹散四處的紙。

做家長的，不是要替小朋友排除影響情緒的事件，也不是不管他人只要自己快樂就好；

而是要教導孩子如何察覺、面對並且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當孩子暴怒、狂哭或其他負向情

緒來的時候，老師或父母親可以先把孩子拉開到比較沒有人的地方(如教室角落、家裡的房間

等)，一面同理孩子的感覺，一面穩定孩子的情緒，一來一往之間，情緒很快就會平息下來。

接著可以陪著孩子探討發生情緒的原因，引導孩子思考事件和情緒之間的關連，同時和孩子

一起討論各種不同解決方法可能造成的後果，並帶著孩子一起演練，因為口頭上的理解和實

際操作是兩回事，唯有不斷地練習，才能讓孩子遇到事情時，可以自然地應用出來。

最後，與孩子回到整個事件，探討因為事件引發的暴怒、狂哭或其他負向情緒所造成的

後果或傷害，協助孩子修復因事件破裂的人際關係。我們的經驗是，協助孩子從暴怒到關係

修復需要花費 30 分鐘到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孩子處理情緒的能力愈強，情緒平復的時間則

愈短。請父母親千萬別以為半小時到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很長，且要面對孩子暴怒難控制的衝

突不好處理而忽略不做，或以為孩子情緒過了就沒有事，殊不知協助孩子面對情緒，事實上

也是在培養孩子的抗壓性與挫折容忍力。孩子的生命中會有不同的事件考驗其處理情緒的能

力，唯有如此，他們的生命才能更強壯、更堅韌。

如果孩子的狀況已經影響到家人或是學校的老師或同學，建議家長們須正視孩子眼前的

問題，結合學校和家庭，乃至於輔導資源防微杜漸，當問題還不算嚴重時，儘快處理，協助

孩子調整情緒處理的技巧。為了孩子的最佳利益，家長和學校老師、輔導資源共同合作的默

契是相當重要的，縱使有時候家長和導師的教育理念不盡相同，但有個事實不容忽視，就是：

老師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合夥人。家長可以和老師一起合作，在家裡有家長督促孩子的行為；

在學校有老師照顧孩子的生活，親師合作，方能達到較大的效益。

父母對孩子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做家長的，無論「教」或「不教」孩子，都在潛移默化

中教導孩子生命觀、價值觀以及人際中的應對進退。因此，為人父母，千萬別漠視您對孩子

的影響力：不要怕在管教中和子女發生衝突，而是要用溫和而堅定的口氣來和子女互動；管

教子女的過程中，別好高騖遠，先從簡單的先約束起，一步一步地往前邁進；同時，也千萬

別忘記了，以身作則，讓孩子看著您的好行為中，學習成為一個好棒的人！

玖、參考資料來源
高淑貞（譯）（1994）。遊戲治療：建立關係的藝術（原作者：Garry L. Landreth）。台北：  

 桂冠（原著出版年：1991）。 

許宗蔚（2014）。校園諮商輔導實務處理原則(第二階段)。校園諮商與心理治療系列工作坊。 

 台中市：詮欣工坊。 

梁培勇（譯）（1985）。孺子可教：如何幫助小孩解決問題（原作者：Charles E. Schafer & Howard 
 L. Milman）。台北：大洋（原著出版年：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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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支持服務諮詢專線

1.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02-4128185(手機)
2.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捌、給家長的話
情緒控制力較弱的孩子多半因為孩子本身對於挫折的忍受力較低，不容許失敗發生；萬

一失敗了，常以負向的情緒如：狂哭、暴怒、罵人，甚至以行動來攻擊他人。

我們不希望孩子長大後成為「慣寶寶」，更不希望成為「情緒暴走族」或「鄭捷第二」。

古人說：「不立規矩，難成方圓。」因此，即早為孩子立下行為的界線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立下界線，孩子也才有依循的根據，也才不易學壞。然而，訂立行為規範，並不是由母親(或
照顧者)片面要求孩子即可，而是需要所有家中成人以相同的標準與界線帶領孩子才行，否則，

孩子將搞不清楚標準何在，甚至把較為寬鬆的一方的要求做為擋箭牌，徒增管教困難度。一

旦孩子出問題了，父母親又因標準不一而互推責任，嚴重時，連夫妻感情也因子女行為而時

常吵架，那就得不償失了！我們建議：爸媽應該找個沒有干擾的時間，坐下來好好談一談管

教子女的議題，必要時，找輔導員或夫妻諮詢專家做中間人，除能針對管教技巧提出建言，

再者，有中間人協調，較能達到主題聚焦及避免溝通不成而破局的窘境。

再者，我們要思考，如何教育情緒控制力較弱的孩子？

孩子的情緒就像是一疊紙張。當事件發生，就像風吹散紙張，孩子的情緒隨之受到影響。

有些孩子收拾紙張的能力強，不一會兒，就能把紙張收好、疊好，代表情緒馬上就能恢復原

狀；但有些孩子的收納能力不太好，要收拾被風吹散的紙，可能需要花很大的力氣，東撿一

張紙，西收另一張紙，一不小心，紙就容易破了、皺了，要重新疊好、收好紙張，要費盡心

力，代表著當事件發生時，得要花費很多力氣，才能讓情緒恢復，一不小心弄不好，可能又

要重來。怎麼樣讓孩子的紙張不要一再被吹散，保持完好的一疊紙？

與其期待風不要吹散紙張，不如教導孩子怎麼處理吹散四處的紙。

做家長的，不是要替小朋友排除影響情緒的事件，也不是不管他人只要自己快樂就好；

而是要教導孩子如何察覺、面對並且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當孩子暴怒、狂哭或其他負向情

緒來的時候，老師或父母親可以先把孩子拉開到比較沒有人的地方(如教室角落、家裡的房間

等)，一面同理孩子的感覺，一面穩定孩子的情緒，一來一往之間，情緒很快就會平息下來。

接著可以陪著孩子探討發生情緒的原因，引導孩子思考事件和情緒之間的關連，同時和孩子

一起討論各種不同解決方法可能造成的後果，並帶著孩子一起演練，因為口頭上的理解和實

際操作是兩回事，唯有不斷地練習，才能讓孩子遇到事情時，可以自然地應用出來。

最後，與孩子回到整個事件，探討因為事件引發的暴怒、狂哭或其他負向情緒所造成的

後果或傷害，協助孩子修復因事件破裂的人際關係。我們的經驗是，協助孩子從暴怒到關係

修復需要花費 30 分鐘到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孩子處理情緒的能力愈強，情緒平復的時間則

愈短。請父母親千萬別以為半小時到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很長，且要面對孩子暴怒難控制的衝

突不好處理而忽略不做，或以為孩子情緒過了就沒有事，殊不知協助孩子面對情緒，事實上

也是在培養孩子的抗壓性與挫折容忍力。孩子的生命中會有不同的事件考驗其處理情緒的能

力，唯有如此，他們的生命才能更強壯、更堅韌。

如果孩子的狀況已經影響到家人或是學校的老師或同學，建議家長們須正視孩子眼前的

問題，結合學校和家庭，乃至於輔導資源防微杜漸，當問題還不算嚴重時，儘快處理，協助

孩子調整情緒處理的技巧。為了孩子的最佳利益，家長和學校老師、輔導資源共同合作的默

契是相當重要的，縱使有時候家長和導師的教育理念不盡相同，但有個事實不容忽視，就是：

老師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合夥人。家長可以和老師一起合作，在家裡有家長督促孩子的行為；

在學校有老師照顧孩子的生活，親師合作，方能達到較大的效益。

父母對孩子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做家長的，無論「教」或「不教」孩子，都在潛移默化

中教導孩子生命觀、價值觀以及人際中的應對進退。因此，為人父母，千萬別漠視您對孩子

的影響力：不要怕在管教中和子女發生衝突，而是要用溫和而堅定的口氣來和子女互動；管

教子女的過程中，別好高騖遠，先從簡單的先約束起，一步一步地往前邁進；同時，也千萬

別忘記了，以身作則，讓孩子看著您的好行為中，學習成為一個好棒的人！

玖、參考資料來源
高淑貞（譯）（1994）。遊戲治療：建立關係的藝術（原作者：Garry L. Landreth）。台北：  

 桂冠（原著出版年：1991）。 

許宗蔚（2014）。校園諮商輔導實務處理原則(第二階段)。校園諮商與心理治療系列工作坊。 

 台中市：詮欣工坊。 

梁培勇（譯）（1985）。孺子可教：如何幫助小孩解決問題（原作者：Charles E. Schafer & Howard 
 L. Milman）。台北：大洋（原著出版年：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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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惠玲、李懿庭、林靜雅、柯雅棋、郭彥廷、梁翠真、葉青玲、楊宴妮、鄭斐文、謝佩瑾、

蘇湘雅

壹、背景分析

圖 1、案家家庭圖

「雲層那麼厚，陽光是怎麼穿過來的？讓我還是能看到眼前的景物，不會迷路。」
小峻眨著眼睛問著我，那時候的我帶著微笑，看著小峻問「那你覺得是什麼原因
呢？」。

個案轉介表上寫著，「小峻，目前就讀小學三年級，與爸爸和爺爺住在一起。爺爺長期酗

酒，導致肝硬化，又沒有穩定就醫，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奶奶五年前因癌症病逝，而小峻的

爸媽過去常為了生活開銷、教養方式等問題發生衝突，夫妻關係在屢次爭吵中逐漸疏離，在

兩年前雙方決定簽字離婚。媽媽目前在小峻家附近租屋，以便就近探視，每當爸爸需要到外

地工作時，媽媽便會幫忙照顧小峻。而不喜歡單獨跟爺爺相處的小峻，有時候也會跑去附近

的公園、社區或網咖遊蕩到六、七點再回家，還因而認識一些時輟時學的國中生。」。看著小

峻這些經歷，感覺小峻就像在追風的孩子，欲在風中安定，風卻絲毫沒有打算停下來。

貳、案例描述

追趕～逐風而居的孩子

小峻跟同學不時地有爭執和肢體衝突，時常被學務處、輔導室，還有導師約談、責罰，

但小峻認為是別人來惹自己的，對於只有自己受罰感到很不公平，也因此更加討厭那些同學。

在課堂上，老師們則為了小峻上課不專心、容易分心、喜歡插話、玩遊戲時無法遵守遊戲規

則、有時還會擅自離開座位等脫序行為感到頭痛不已。雖然老師多次用口頭勸誡、暫時隔離，

或是罰站、剝奪下課時間等方式來處理，也會在聯絡簿上告知家長，無奈卻始終成效不彰。

最後，小峻因而被轉介到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第一次和小峻的見面，他帶著防衛的眼神看著我，問我：「你來幹嘛？」簡單向他自
我介紹並說明目的後，他站在原地不動，眼睛眨呀眨好奇的看著擺置的玩具。我説：
「這裡的東西你都可以拿來玩，你可以自己選擇你想要玩的玩具。」小峻發現我好
像不是來責罵他的，開始打開櫃子，拿起恐龍笑著對我說：「是恐龍耶！」接著開始
擺起陣行來：「劍龍是爺爺、雷龍是爸爸、暴龍是我，恐爪龍是阿酷」、「吼～恐爪龍
發動攻勢，咬傷了雷龍，劍龍反撲結果被恐爪龍用尖利的爪子抓流血…蹦！暴龍跳
出來了！嘶～哈哈！暴龍用牙齒把他們全部都咬死了，勝利！」看著小峻玩得咬牙
切齒、激動興奮的模樣，我心想，小峻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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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師長眼中的小峻，除了上述行為外，還有不告而取、情緒容易失控的狀況。聯絡簿中

寫滿了導師反映其未經告知就吃掉同學的餅乾糖果、營養午餐的雞腿；亂翻別人書包和鉛筆

盒；還有多次偷拿錢財的紀錄。此外，若是事情不如小峻的意，例如：沒有拿到喜歡的東西、

分到不喜歡的組別、或認為別人惹到自己時，小峻有時就會突然抓狂起來，氣到踹桌子、推

人、打人，甚至會自己去撞牆壁等行為。

跑跳～願意停歇下來等待著的風

小峻的父親從事日領的臨時工作，月收入約兩萬五千元左右。上班地點須視公司的安排，

若是到較遠的地方工作，就會影響來學校接小峻的時間，所以小峻有時會自行走路回家。爸

爸下班後喜歡和朋友一起喝酒、吃檳榔聊天，偶爾也會帶著小峻一同前往，父親聚會聊天時，

小峻就在旁邊看電視、玩電動。其實，就算是在家裡，小峻也多半和爸爸待在房間裡看電視、

玩電腦遊戲，父子倆鮮少互動及交談，目光都放在充滿打鬥場面的影片和電玩，父親並不覺

得有何不妥，小峻更是樂在其中。

或許是父親對小峻總是有些溺愛、放任，也因此養成他予取予求的習慣，針對小峻在學

校的種種舉動，爸爸總覺得沒什麼，有時還會認為小峻的行為是因為同學先挑起的；然而，

如果小峻跑去偷東西或破壞公物，被逮個正著時，父親又會嚴厲地打罵小峻。如此極端的管

教方式，讓校方實在是束手無策，不曉得該怎麼跟父親溝通。

晤談幾次後，小峻漸漸感覺到我和學校裡的老師不太一樣，慢慢開始放鬆下來。他
大膽地探索起遊戲室，把玩具逐一拿出來，一會兒跑去摸沙，一下子又跑去射飛鏢…
不斷穿梭在房間裡。有一次，他露出如太陽般的燦爛笑容迎接我，後來，他拿出美
髮用具要我幫他梳頭髮，當我的手輕輕地落在他頭上時，小竣整個人頓時柔軟了起
來，臉龐也露出舒服安心的表情，像個安靜沉睡的小孩般…我想，小峻是很孤單的
吧！他好渴望別人能親近他、靠近他，在他的內心深處，不過是想要一份安全感、
被愛與被理解…

輔導員評估小峻疑似有過動症，便和學校共同合作，建議父親應該要帶小峻前往醫院進

行評估，而醫師也確診小峻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簡稱 ADHD）。起初，由於父親未能督促小峻服藥，導致用藥不規律，效果不佳，嗣後輔導員

積極跟母親聯繫，請她協助叮嚀小峻按時服藥，也請導師負責監督小峻於下午用藥。學校也

為此特別安排了班級輔導與個案研討會，讓師生們對 ADHD 兒童的特殊性有更多的認識與瞭

解。這時身為輔導員的我，覺得逐風的小峻，總算能讓風稍微等著他，不再讓他飄泊著。

碰～當我們碰在一起，風依然輕拂

透過持續不懈的溝通，小峻的爸爸願意減少晚上外出的頻率，在家多陪伴小峻。在班級

輔導後，讓老師及同學們對小峻有更多的理解，更能以同理心看待小峻。班上有幾位男同學

也願意待在小峻身邊、和小峻一起玩耍。據這幾位與小峻較要好的同學表示，小峻會願意協

助他們一起搬東西，或是很有義氣地在他們被欺負時挺身而出；而老師也發現，當小峻心情

好的時候，其實是個熱心、直率、樂於幫忙做事的孩子，不時還會有貼心的表現。按時服藥

的小峻，易衝動的情形已改善許多，愈來愈能跟同學有良好的互動。而家庭及學校環境穩定

後，小峻慢慢能感受到大家的善意及關愛，情緒明顯平穩許多，也展露更多笑容了。

學期結束前的最後一次晤談，小峻將所有碗盤裝滿了沙，小心翼翼地放進櫃子裡說：
「不可以讓其他人動喔！」鐘聲響起，小峻笑著對我說：「開學見！」
小峻，我知道你想在這裡有個專屬於你的位置，這裡有你獨家的記憶，你心裡的那
個小小孩將會在這裡慢慢被看見…

現在，雖然小峻偶爾不免還是會闖禍，但問題行為已較先前減少許多，透過穩定就醫，

搭配持續進行的三級輔導，每週固定跟小峻個別輔導，也不定期和爸爸討論小峻在家裡的情

追趕跑跳～碰 !- 談過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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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趕跑跳～碰！-談過動議題

邵惠玲、李懿庭、林靜雅、柯雅棋、郭彥廷、梁翠真、葉青玲、楊宴妮、鄭斐文、謝佩瑾、

蘇湘雅

壹、背景分析

圖 1、案家家庭圖

「雲層那麼厚，陽光是怎麼穿過來的？讓我還是能看到眼前的景物，不會迷路。」
小峻眨著眼睛問著我，那時候的我帶著微笑，看著小峻問「那你覺得是什麼原因
呢？」。

個案轉介表上寫著，「小峻，目前就讀小學三年級，與爸爸和爺爺住在一起。爺爺長期酗

酒，導致肝硬化，又沒有穩定就醫，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奶奶五年前因癌症病逝，而小峻的

爸媽過去常為了生活開銷、教養方式等問題發生衝突，夫妻關係在屢次爭吵中逐漸疏離，在

兩年前雙方決定簽字離婚。媽媽目前在小峻家附近租屋，以便就近探視，每當爸爸需要到外

地工作時，媽媽便會幫忙照顧小峻。而不喜歡單獨跟爺爺相處的小峻，有時候也會跑去附近

的公園、社區或網咖遊蕩到六、七點再回家，還因而認識一些時輟時學的國中生。」。看著小

峻這些經歷，感覺小峻就像在追風的孩子，欲在風中安定，風卻絲毫沒有打算停下來。

貳、案例描述

追趕～逐風而居的孩子

小峻跟同學不時地有爭執和肢體衝突，時常被學務處、輔導室，還有導師約談、責罰，

但小峻認為是別人來惹自己的，對於只有自己受罰感到很不公平，也因此更加討厭那些同學。

在課堂上，老師們則為了小峻上課不專心、容易分心、喜歡插話、玩遊戲時無法遵守遊戲規

則、有時還會擅自離開座位等脫序行為感到頭痛不已。雖然老師多次用口頭勸誡、暫時隔離，

或是罰站、剝奪下課時間等方式來處理，也會在聯絡簿上告知家長，無奈卻始終成效不彰。

最後，小峻因而被轉介到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第一次和小峻的見面，他帶著防衛的眼神看著我，問我：「你來幹嘛？」簡單向他自
我介紹並說明目的後，他站在原地不動，眼睛眨呀眨好奇的看著擺置的玩具。我説：
「這裡的東西你都可以拿來玩，你可以自己選擇你想要玩的玩具。」小峻發現我好
像不是來責罵他的，開始打開櫃子，拿起恐龍笑著對我說：「是恐龍耶！」接著開始
擺起陣行來：「劍龍是爺爺、雷龍是爸爸、暴龍是我，恐爪龍是阿酷」、「吼～恐爪龍
發動攻勢，咬傷了雷龍，劍龍反撲結果被恐爪龍用尖利的爪子抓流血…蹦！暴龍跳
出來了！嘶～哈哈！暴龍用牙齒把他們全部都咬死了，勝利！」看著小峻玩得咬牙
切齒、激動興奮的模樣，我心想，小峻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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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師長眼中的小峻，除了上述行為外，還有不告而取、情緒容易失控的狀況。聯絡簿中

寫滿了導師反映其未經告知就吃掉同學的餅乾糖果、營養午餐的雞腿；亂翻別人書包和鉛筆

盒；還有多次偷拿錢財的紀錄。此外，若是事情不如小峻的意，例如：沒有拿到喜歡的東西、

分到不喜歡的組別、或認為別人惹到自己時，小峻有時就會突然抓狂起來，氣到踹桌子、推

人、打人，甚至會自己去撞牆壁等行為。

跑跳～願意停歇下來等待著的風

小峻的父親從事日領的臨時工作，月收入約兩萬五千元左右。上班地點須視公司的安排，

若是到較遠的地方工作，就會影響來學校接小峻的時間，所以小峻有時會自行走路回家。爸

爸下班後喜歡和朋友一起喝酒、吃檳榔聊天，偶爾也會帶著小峻一同前往，父親聚會聊天時，

小峻就在旁邊看電視、玩電動。其實，就算是在家裡，小峻也多半和爸爸待在房間裡看電視、

玩電腦遊戲，父子倆鮮少互動及交談，目光都放在充滿打鬥場面的影片和電玩，父親並不覺

得有何不妥，小峻更是樂在其中。

或許是父親對小峻總是有些溺愛、放任，也因此養成他予取予求的習慣，針對小峻在學

校的種種舉動，爸爸總覺得沒什麼，有時還會認為小峻的行為是因為同學先挑起的；然而，

如果小峻跑去偷東西或破壞公物，被逮個正著時，父親又會嚴厲地打罵小峻。如此極端的管

教方式，讓校方實在是束手無策，不曉得該怎麼跟父親溝通。

晤談幾次後，小峻漸漸感覺到我和學校裡的老師不太一樣，慢慢開始放鬆下來。他
大膽地探索起遊戲室，把玩具逐一拿出來，一會兒跑去摸沙，一下子又跑去射飛鏢…
不斷穿梭在房間裡。有一次，他露出如太陽般的燦爛笑容迎接我，後來，他拿出美
髮用具要我幫他梳頭髮，當我的手輕輕地落在他頭上時，小竣整個人頓時柔軟了起
來，臉龐也露出舒服安心的表情，像個安靜沉睡的小孩般…我想，小峻是很孤單的
吧！他好渴望別人能親近他、靠近他，在他的內心深處，不過是想要一份安全感、
被愛與被理解…

輔導員評估小峻疑似有過動症，便和學校共同合作，建議父親應該要帶小峻前往醫院進

行評估，而醫師也確診小峻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簡稱 ADHD）。起初，由於父親未能督促小峻服藥，導致用藥不規律，效果不佳，嗣後輔導員

積極跟母親聯繫，請她協助叮嚀小峻按時服藥，也請導師負責監督小峻於下午用藥。學校也

為此特別安排了班級輔導與個案研討會，讓師生們對 ADHD 兒童的特殊性有更多的認識與瞭

解。這時身為輔導員的我，覺得逐風的小峻，總算能讓風稍微等著他，不再讓他飄泊著。

碰～當我們碰在一起，風依然輕拂

透過持續不懈的溝通，小峻的爸爸願意減少晚上外出的頻率，在家多陪伴小峻。在班級

輔導後，讓老師及同學們對小峻有更多的理解，更能以同理心看待小峻。班上有幾位男同學

也願意待在小峻身邊、和小峻一起玩耍。據這幾位與小峻較要好的同學表示，小峻會願意協

助他們一起搬東西，或是很有義氣地在他們被欺負時挺身而出；而老師也發現，當小峻心情

好的時候，其實是個熱心、直率、樂於幫忙做事的孩子，不時還會有貼心的表現。按時服藥

的小峻，易衝動的情形已改善許多，愈來愈能跟同學有良好的互動。而家庭及學校環境穩定

後，小峻慢慢能感受到大家的善意及關愛，情緒明顯平穩許多，也展露更多笑容了。

學期結束前的最後一次晤談，小峻將所有碗盤裝滿了沙，小心翼翼地放進櫃子裡說：
「不可以讓其他人動喔！」鐘聲響起，小峻笑著對我說：「開學見！」
小峻，我知道你想在這裡有個專屬於你的位置，這裡有你獨家的記憶，你心裡的那
個小小孩將會在這裡慢慢被看見…

現在，雖然小峻偶爾不免還是會闖禍，但問題行為已較先前減少許多，透過穩定就醫，

搭配持續進行的三級輔導，每週固定跟小峻個別輔導，也不定期和爸爸討論小峻在家裡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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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強化父母親教養功能，並與校方通力合作之下，相信能對小峻能一點一滴長出自己心中

想要的開心果的樣子，身邊的人也逐漸可以發掘小峻的優勢和長才，讓小峻的生命碰跳出有

別以往的美好舞步，讓風雖輕拂，但卻不會無所依從。

小峻問著我：「為什麼陽光可以透過密布的雲層？」，我反問了小峻，小峻先是愣了
一會兒，俏皮地回答我：「那是因為太陽總是尋找著機會，不曾放棄，讓雲願意把自
己的一些空間騰讓給陽光。」

參、問題主述
輔導員依據與案主、案家及校方的晤談和行為觀察，瞭解主要問題如下：

一、注意力不易集中，理解能力差，上課無法專心，干擾行為嚴重，導致課業落後。

二、易衝動、自控力及社交技巧不足，易與他人產生衝突，人際關係差，並有偷竊行為。

三、案主放學後經常在外遊蕩，流連網咖，生活較不規律。

四、案主常看暴力影片和電動，在學校也會模仿以暴力解決問題或宣洩情緒。

肆、個案評估

輔導員歸納案主的危險因子，和保護因子，以規劃後續的處遇計畫。整理如下：

一、危險因子

（一） 個人方面

1. 案主較難集中精力持續進行具有挑戰性、費力或單調的事務；對於需要保持專注以

達成目標的事情感到困難，行事易衝動及缺乏考慮行為後果的能力。

2. 無法遵守規則和經常性的犯錯，使案主難獲得他人肯定，自我價值感低，面對挫折

易自暴自棄且會情緒化。

3. 面對人際衝突，傾向責怪他人，難覺察自己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責任。

4. 易以負向方式尋求注意(如：上課發生怪聲)，滿足渴望被關心的需求。

（二） 家庭方面

1. 面對婚姻關係衝突、離異、案爺爺酗酒及生病等問題，讓案父母長期處於高壓狀態，

因此先前少有時間陪伴、支持案主。

2. 案父會以暴力的方式管教案主，時有管教失當之情事。

3. 案父對於過動症認識不足，影響案主就醫。

（三） 同儕方面

1. 同學多將案主視為害群之馬，常在公開場合說案主的壞話，甚或把案主的姓名當成

取笑他人的「代名詞」。

2. 案主結交時輟時學的國中生，經常與他們在公園、社區內四處遊蕩。

（四） 社會方面

1. 一般社區民眾未主動關心與通報夜間在外遊蕩的案主。

2. 網咖並未嚴守「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設置自治條例」第 10 條規定「不得容留未滿

十五歲之人，於非例假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及每日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進入

或留滯。」，使個案夜間仍在網咖逗留。

二、保護因子

（一） 個人方面

1. 案主個性熱心、直率、樂於幫忙、有正義感。

2. 案主對球類運動感興趣，尤其喜歡棒球。

3. 個案對於繪本頗感興趣，能專注於繪本人物圖畫中，且偶爾會對繪本圖畫進行詮釋。

（二） 家庭方面

1. 案主樂於與案父相處，且案父關愛案主，對其有正向期待。

2. 案母雖已未與案主同住，還是願意給予案主生活上的協助和照顧。

3. 案家經濟雖不穩定，仍足以供應案主生活所需。

（三） 學校和同儕方面

1. 師長關心案主，尤其導師常不厭其煩的叮嚀、提醒案主，案主感受到師長的用心與

關懷，對於他人的敵意較為緩和，情緒趨於穩定。

2. 校方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促使家長與學校合作。

3. 案主能每天準時到校，對學校生活仍有期待，且有幾位互動良好之朋友。

（四） 社會方面

1. 學校的行政處室、老師、家長、社工、警官及輔導人員均隨時保持聯繫，掌握案主

課後動向及校外交友情形。

2. 較為熱心的街坊鄰居和商家會主動跟案主攀談、留意其行蹤，並適時敦促案主返家。

三、小結

整體而言，案主是一位熱心直率，樂於助人的人，雖然在持續從事單調、困難度高之事

情較容易中斷，但是對於其感興趣的活動（如：球類運動和繪本閱讀），能夠專注於其中，透

過活動將能協助案主提升專注力。案父母對過動症認識不足且案父時有管教過當之情事，並

與案主關係較為疏離，但父母仍對個案有正向期待並願意提供協助，而案主也仍渴望父母的

陪伴。師長對案主相當關心，會不厭其煩叮嚀提醒，並與家長保持良好合作關係。案主在同

儕互動中較易受挫，被同學排擠，但由於個案講義氣的個性，也讓他擁有一些好朋友。而當

個案晚上在外時，熱心的街坊鄰居和商家會主動留意案主行蹤，敦促其返家。校方人員、家

長、社工、警官及輔導人員密切保持聯繫，合作架起的保護網，使案主最後終能克服困境，

在大家守護之下順利學會飛翔。

伍、輔導策略

根據上述的評估，訂定短、中、長期輔導策略如下：

一、 短、中期輔導策略

案主之過動相關干擾行為及人際技巧不足引發的人際衝突，及案家對案主問題不了

解，無法有效教育案主解決問題等不利因素，造成案主無法穩定學習，需立即介入協助

案主能穩定在校學習，故擬定以下中短期策略協助案主脫離混亂問題情境，重回學習及

生活軌道。

（一） 協助家長瞭解 ADHD 及連結醫療資源

1. 輔導員提供如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出版的《為什麼我的孩子不專心－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家長手冊》等相關資料讓案父母初步了解過動症狀、評估準則及可

供選擇的治療方式，並連結兒少精神科專業定點諮詢服務，充分和案父母進行討論

後，他們漸能理解案主的許多衝動控制行為可能不是故意的，並願意配合調整教養

方式；同時亦進一步與導師溝通，使其願意與輔導員討論輔導策略與調整對待案主

的態度，進而能發掘案主的進步，也持續給予鼓勵以增強好的表現。案主在校的行

為因而逐漸穩定下來，專注力和衝動控制能力亦有所提升，已較能坐在座位上聽課，

與同學間的衝突及暴力行為皆降低許多。

2. 由於案父對身心科存有刻板印象，相當排斥依循校方建議就醫評估案主問題，輔導

員帶領案父母認識 ADHD 的特性，並以「近視的孩子得戴眼鏡來輔助眼睛，過動

的孩子也需要服用藥物來幫助衝動控制」為例，鼓勵案父母帶案主至身心科進一步

確認案主是否需接受過動症治療。

3. 案父母同意就醫後，輔導員接著協助案母預約身心科門診、陪同就醫，連結醫療資

源。

4. 案主經確診為過動症時，輔導員進一步與案父母溝通用藥觀念以及協調後續分工，

並決定爾後早上由案父叮囑案主服藥，中午請導師協助確認，案母則負責定期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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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強化父母親教養功能，並與校方通力合作之下，相信能對小峻能一點一滴長出自己心中

想要的開心果的樣子，身邊的人也逐漸可以發掘小峻的優勢和長才，讓小峻的生命碰跳出有

別以往的美好舞步，讓風雖輕拂，但卻不會無所依從。

小峻問著我：「為什麼陽光可以透過密布的雲層？」，我反問了小峻，小峻先是愣了
一會兒，俏皮地回答我：「那是因為太陽總是尋找著機會，不曾放棄，讓雲願意把自
己的一些空間騰讓給陽光。」

參、問題主述
輔導員依據與案主、案家及校方的晤談和行為觀察，瞭解主要問題如下：

一、注意力不易集中，理解能力差，上課無法專心，干擾行為嚴重，導致課業落後。

二、易衝動、自控力及社交技巧不足，易與他人產生衝突，人際關係差，並有偷竊行為。

三、案主放學後經常在外遊蕩，流連網咖，生活較不規律。

四、案主常看暴力影片和電動，在學校也會模仿以暴力解決問題或宣洩情緒。

肆、個案評估

輔導員歸納案主的危險因子，和保護因子，以規劃後續的處遇計畫。整理如下：

一、危險因子

（一） 個人方面

1. 案主較難集中精力持續進行具有挑戰性、費力或單調的事務；對於需要保持專注以

達成目標的事情感到困難，行事易衝動及缺乏考慮行為後果的能力。

2. 無法遵守規則和經常性的犯錯，使案主難獲得他人肯定，自我價值感低，面對挫折

易自暴自棄且會情緒化。

3. 面對人際衝突，傾向責怪他人，難覺察自己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責任。

4. 易以負向方式尋求注意(如：上課發生怪聲)，滿足渴望被關心的需求。

（二） 家庭方面

1. 面對婚姻關係衝突、離異、案爺爺酗酒及生病等問題，讓案父母長期處於高壓狀態，

因此先前少有時間陪伴、支持案主。

2. 案父會以暴力的方式管教案主，時有管教失當之情事。

3. 案父對於過動症認識不足，影響案主就醫。

（三） 同儕方面

1. 同學多將案主視為害群之馬，常在公開場合說案主的壞話，甚或把案主的姓名當成

取笑他人的「代名詞」。

2. 案主結交時輟時學的國中生，經常與他們在公園、社區內四處遊蕩。

（四） 社會方面

1. 一般社區民眾未主動關心與通報夜間在外遊蕩的案主。

2. 網咖並未嚴守「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設置自治條例」第 10 條規定「不得容留未滿

十五歲之人，於非例假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及每日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進入

或留滯。」，使個案夜間仍在網咖逗留。

二、保護因子

（一） 個人方面

1. 案主個性熱心、直率、樂於幫忙、有正義感。

2. 案主對球類運動感興趣，尤其喜歡棒球。

3. 個案對於繪本頗感興趣，能專注於繪本人物圖畫中，且偶爾會對繪本圖畫進行詮釋。

（二） 家庭方面

1. 案主樂於與案父相處，且案父關愛案主，對其有正向期待。

2. 案母雖已未與案主同住，還是願意給予案主生活上的協助和照顧。

3. 案家經濟雖不穩定，仍足以供應案主生活所需。

（三） 學校和同儕方面

1. 師長關心案主，尤其導師常不厭其煩的叮嚀、提醒案主，案主感受到師長的用心與

關懷，對於他人的敵意較為緩和，情緒趨於穩定。

2. 校方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促使家長與學校合作。

3. 案主能每天準時到校，對學校生活仍有期待，且有幾位互動良好之朋友。

（四） 社會方面

1. 學校的行政處室、老師、家長、社工、警官及輔導人員均隨時保持聯繫，掌握案主

課後動向及校外交友情形。

2. 較為熱心的街坊鄰居和商家會主動跟案主攀談、留意其行蹤，並適時敦促案主返家。

三、小結

整體而言，案主是一位熱心直率，樂於助人的人，雖然在持續從事單調、困難度高之事

情較容易中斷，但是對於其感興趣的活動（如：球類運動和繪本閱讀），能夠專注於其中，透

過活動將能協助案主提升專注力。案父母對過動症認識不足且案父時有管教過當之情事，並

與案主關係較為疏離，但父母仍對個案有正向期待並願意提供協助，而案主也仍渴望父母的

陪伴。師長對案主相當關心，會不厭其煩叮嚀提醒，並與家長保持良好合作關係。案主在同

儕互動中較易受挫，被同學排擠，但由於個案講義氣的個性，也讓他擁有一些好朋友。而當

個案晚上在外時，熱心的街坊鄰居和商家會主動留意案主行蹤，敦促其返家。校方人員、家

長、社工、警官及輔導人員密切保持聯繫，合作架起的保護網，使案主最後終能克服困境，

在大家守護之下順利學會飛翔。

伍、輔導策略

根據上述的評估，訂定短、中、長期輔導策略如下：

一、 短、中期輔導策略

案主之過動相關干擾行為及人際技巧不足引發的人際衝突，及案家對案主問題不了

解，無法有效教育案主解決問題等不利因素，造成案主無法穩定學習，需立即介入協助

案主能穩定在校學習，故擬定以下中短期策略協助案主脫離混亂問題情境，重回學習及

生活軌道。

（一） 協助家長瞭解 ADHD 及連結醫療資源

1. 輔導員提供如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出版的《為什麼我的孩子不專心－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家長手冊》等相關資料讓案父母初步了解過動症狀、評估準則及可

供選擇的治療方式，並連結兒少精神科專業定點諮詢服務，充分和案父母進行討論

後，他們漸能理解案主的許多衝動控制行為可能不是故意的，並願意配合調整教養

方式；同時亦進一步與導師溝通，使其願意與輔導員討論輔導策略與調整對待案主

的態度，進而能發掘案主的進步，也持續給予鼓勵以增強好的表現。案主在校的行

為因而逐漸穩定下來，專注力和衝動控制能力亦有所提升，已較能坐在座位上聽課，

與同學間的衝突及暴力行為皆降低許多。

2. 由於案父對身心科存有刻板印象，相當排斥依循校方建議就醫評估案主問題，輔導

員帶領案父母認識 ADHD 的特性，並以「近視的孩子得戴眼鏡來輔助眼睛，過動

的孩子也需要服用藥物來幫助衝動控制」為例，鼓勵案父母帶案主至身心科進一步

確認案主是否需接受過動症治療。

3. 案父母同意就醫後，輔導員接著協助案母預約身心科門診、陪同就醫，連結醫療資

源。

4. 案主經確診為過動症時，輔導員進一步與案父母溝通用藥觀念以及協調後續分工，

並決定爾後早上由案父叮囑案主服藥，中午請導師協助確認，案母則負責定期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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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回診，以穩定案主治療情形。針對家長顧慮服藥副作用的部分，輔導員建議家長

可紀錄案主服用藥物後的狀況，除了即時與輔導員進行討論，若有擔心亦能在回診

時向醫生洽詢。

（二） 協助案主增進人際互動技巧

1. 透過遊戲、心靈牌卡、畫圖、沙遊等多元的個別輔導，帶領案主探索自我概念、心

理需求及自己在人際互動中扮演的角色和常用的回應方式，與案主討論面對挫折、

衝突、不被理解的情境時，內在想法與情緒如何影響其行為反應及伴隨而來的效果，

教育案主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

2. 運用認知行為治療概念，以五步驟的口訣引導案主發展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

(1) 步驟一，暫停：看看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2) 步驟二，想一想：動動腦，有哪些方法可以解決問題？

(3) 步驟三，找出好方法：好方法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4) 步驟四，怎麼做：想想看這個好方法應該怎麼做？

(5) 步驟五，再確定一下：這個方法是否可行？還要預先設想後果。

3. 請老師鼓勵幾位較有愛心、耐心的學生，和案主做朋友、建立小團體或賦予「小老

師」的使命，勉勵他們幫忙照顧 ADHD 兒童，增進案主學習和同儕互動的機會，

改善人際關係；在需要分組活動時，也可以額外針對案主的優良表現進行加分，讓

團隊分數提升，預防班級可能對案主產生的排擠效應。

4. 協助學校老師們瞭解 ADHD 兒童的問題與困難，讓學校老師能夠初步接納案主的

症狀及現況，再者，因案主時常無法等待、容易插話、不願遵守規則、容易發脾氣、

偶爾會在同學頭上吹氣或吐口水，故在班級中人際關係不佳。鼓勵導師可利用機會

教育、班級經營技巧，向全班學生分享 ADHD 兒童的特性，擴大包容力與同理心。

（三） 協助案主培養專注力

1. 個別輔導

(1) 事先佈置晤談室，排除不必要的環境刺激，使案主能專注於輔導員設計之活動

以及和輔導員互動。

(2) 運用《視覺專注力遊戲在家輕鬆玩》等專注力訓練書籍設計活動，藉由在遊戲

中一再重複的動作，訓練案主肢體協調能力，更能提升其專注力。

2. 透過親職教育，提供案父母可培養專注力之教養方式

(1) 將家中較為安靜的一隅，規劃為專屬案主的讀書空間，並養成案主定時定點閱

讀、寫作業的習慣。

(2) 善用計時器，在設定好的時段內，讓案主儘可能只專注完成一件事，培養時間

感。

（四） 協助導師運用班級經營策略降低案主之干擾：由於個案時有干擾上課之行為，因此

協助導師運用一些策略。

1. 為顧及班級大多數學生的權益，授課時較難給予有特殊需求的 ADHD 學生太多關

注，建議老師可於下課、彈性時間跟案主建立遵守規矩的默契，當案主無法專注、

開始干擾課堂秩序，便走到其座位旁給予提醒（輕聲告知或做出約定好的提示動作），

拉回案主的注意力，意識到目前須專注於老師身上。

2. 因應案主因過動無法久坐、易任意離席干擾班級秩序的問題，協助導師於上課時安

排讓案主能起身活動之機會，如協助擦黑板、傳送物品、收發考卷等，使案主能適

時活動，降低任意離座頻率。

3. 針對案主午休時間會干擾同學的情形，請導師安排案主於下課或中午時間練習球類

運動，避免案主影響同學午休，也藉此釋放案主精力及訓練案主專注力。

4. 考量案主易受到外在事物影響而分心、不專注，經與同班級同學溝通、取得共識後，

將案主的座位調整至老師附近或班上較安靜、較具包容力的同學旁邊，減少案主和

其他同學互相干擾的機會，相鄰座位的同學也能適時提醒案主專心上課。

5. 建議導師及課托班老師採行能有效改善案主不當行為的處置方式：例如，案主表現

不佳時，要求其寫悔過書，觀察到案主有好的表現，便將悔過書還給案主，讓案主

先自我反省與表達，並充分與之討論，藉此讓案主明白事理，避免讓處罰淪為表面

形式，卻無法解決問題。

二、 長期輔導策略

案主之自信及親子和親師關係皆需長期經營，故擬定下列長期輔導策略以協助案主發揮

能力及增進案父母親職能力及持續加強親師合作，以協助案主發展為自信快樂的個體。

（一） 協助案主發揮優勢能力

1. 與案主建立穩定的信任關係，持續予以賦能和支持，增加其被接納、被肯定的經驗，

也從中找出案主的興趣、喜好、正向特質與優勢能力，創造「心流經驗」（註：「心

流」意即無視於周遭人事物，全神貫注在有興趣事物，直到忘我境界的狀態）。

2. 協助導師、同儕與家長瞭解案主干擾行為背後希望被鼓勵、被讚賞、被接納的期待

和需求，能用不同角度看待案主行為，透過優勢觀點發掘案主長處並主動為案主創

造使其優勢能力能夠發揮的舞台，讓案主能夠盡情發揮，在友善的環境氛中，得到

其期待的正向關注及肯定。例如，發現案主具熱心、樂於幫忙的特質，安排其擔任

衛生股長，創造使其能順利達成維護班級整潔任務的舞台，從中得到肯定和自信。

（二） 增進案父母親職能力

1. 輔導員同理案父照顧案祖父和案主的辛勞，協助案父紓解焦慮與不安的情緒，穩定

心情。透過提供案父母個別心理支持，促使案父母發揮正向親職功能。

2. 提供親職教養諮詢，鼓勵案父母練習多以肯定、支持的方式與案主互動，以強化案

主自信心及促進親子關係。當案主出現不恰當的行為，練習當下以溫和、堅定語氣

告知與提醒，並教導教為妥適的因應之道，秉持正向楷模角色讓案主能夠仿傚、學

習。

3. 因案父母已離異，缺乏溝通機會，在教養觀念上較不同調。輔導員協助案父母建立

一致的管教方式與態度，進而幫忙案主逐步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規範。

4. 建議案父母於假日利用一至兩小時，輪流帶案主到戶外走動，或是陪同參與運動，

創造親子間愉快的經驗和回憶。

（三） 加強親師合作

1. 鼓勵導師透過電話、聯絡簿、家庭訪視等方式，密集跟案家保持聯繫，詳實轉達關

於案主就學與學習概況，並趁機強化案主的長處或優點。例如，透過聯絡簿或作業

本的批改，加註「最近幾天來，老師常看到你協助擦黑板以及主動送物品，感受到

你的熱心與付出，十分感謝你的用心」，除能給予案主回饋，更藉此教導案父正向管

教的方法。

2. 輔導員不定期跟導師、資源班、課托班老師瞭解案主在校學習狀況，共同討論輔導

策略，輔導員也會邀約導師一同家訪，對案家現況和需求進行盤點，與案父、導師

界定問題，一同設定具體可執行的目標。

陸、給家長的話

當孩子出現疑似過動傾向，學校老師建議孩子應該到醫院接受診斷時，您的內心想必是

五味雜陳、煎熬難耐吧？擔心以後孩子會被標籤化、懷疑藥物是不是會帶來什麼副作用…無

數個問號在您心中打轉，讓您不想貿然地帶孩子去就醫，或者，可能您認為孩子的脫序行為，

能夠藉由適當的處罰、威嚇予以阻斷，沒想到效果卻始終有限。再加上，三不五時就會接到

學校的通知，反映孩子又在學校惹了一堆麻煩，層出不窮的狀況讓您的壓力指數直線上升，

身心俱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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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回診，以穩定案主治療情形。針對家長顧慮服藥副作用的部分，輔導員建議家長

可紀錄案主服用藥物後的狀況，除了即時與輔導員進行討論，若有擔心亦能在回診

時向醫生洽詢。

（二） 協助案主增進人際互動技巧

1. 透過遊戲、心靈牌卡、畫圖、沙遊等多元的個別輔導，帶領案主探索自我概念、心

理需求及自己在人際互動中扮演的角色和常用的回應方式，與案主討論面對挫折、

衝突、不被理解的情境時，內在想法與情緒如何影響其行為反應及伴隨而來的效果，

教育案主合宜的人際互動技巧。

2. 運用認知行為治療概念，以五步驟的口訣引導案主發展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

(1) 步驟一，暫停：看看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2) 步驟二，想一想：動動腦，有哪些方法可以解決問題？

(3) 步驟三，找出好方法：好方法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4) 步驟四，怎麼做：想想看這個好方法應該怎麼做？

(5) 步驟五，再確定一下：這個方法是否可行？還要預先設想後果。

3. 請老師鼓勵幾位較有愛心、耐心的學生，和案主做朋友、建立小團體或賦予「小老

師」的使命，勉勵他們幫忙照顧 ADHD 兒童，增進案主學習和同儕互動的機會，

改善人際關係；在需要分組活動時，也可以額外針對案主的優良表現進行加分，讓

團隊分數提升，預防班級可能對案主產生的排擠效應。

4. 協助學校老師們瞭解 ADHD 兒童的問題與困難，讓學校老師能夠初步接納案主的

症狀及現況，再者，因案主時常無法等待、容易插話、不願遵守規則、容易發脾氣、

偶爾會在同學頭上吹氣或吐口水，故在班級中人際關係不佳。鼓勵導師可利用機會

教育、班級經營技巧，向全班學生分享 ADHD 兒童的特性，擴大包容力與同理心。

（三） 協助案主培養專注力

1. 個別輔導

(1) 事先佈置晤談室，排除不必要的環境刺激，使案主能專注於輔導員設計之活動

以及和輔導員互動。

(2) 運用《視覺專注力遊戲在家輕鬆玩》等專注力訓練書籍設計活動，藉由在遊戲

中一再重複的動作，訓練案主肢體協調能力，更能提升其專注力。

2. 透過親職教育，提供案父母可培養專注力之教養方式

(1) 將家中較為安靜的一隅，規劃為專屬案主的讀書空間，並養成案主定時定點閱

讀、寫作業的習慣。

(2) 善用計時器，在設定好的時段內，讓案主儘可能只專注完成一件事，培養時間

感。

（四） 協助導師運用班級經營策略降低案主之干擾：由於個案時有干擾上課之行為，因此

協助導師運用一些策略。

1. 為顧及班級大多數學生的權益，授課時較難給予有特殊需求的 ADHD 學生太多關

注，建議老師可於下課、彈性時間跟案主建立遵守規矩的默契，當案主無法專注、

開始干擾課堂秩序，便走到其座位旁給予提醒（輕聲告知或做出約定好的提示動作），

拉回案主的注意力，意識到目前須專注於老師身上。

2. 因應案主因過動無法久坐、易任意離席干擾班級秩序的問題，協助導師於上課時安

排讓案主能起身活動之機會，如協助擦黑板、傳送物品、收發考卷等，使案主能適

時活動，降低任意離座頻率。

3. 針對案主午休時間會干擾同學的情形，請導師安排案主於下課或中午時間練習球類

運動，避免案主影響同學午休，也藉此釋放案主精力及訓練案主專注力。

4. 考量案主易受到外在事物影響而分心、不專注，經與同班級同學溝通、取得共識後，

將案主的座位調整至老師附近或班上較安靜、較具包容力的同學旁邊，減少案主和

其他同學互相干擾的機會，相鄰座位的同學也能適時提醒案主專心上課。

5. 建議導師及課托班老師採行能有效改善案主不當行為的處置方式：例如，案主表現

不佳時，要求其寫悔過書，觀察到案主有好的表現，便將悔過書還給案主，讓案主

先自我反省與表達，並充分與之討論，藉此讓案主明白事理，避免讓處罰淪為表面

形式，卻無法解決問題。

二、 長期輔導策略

案主之自信及親子和親師關係皆需長期經營，故擬定下列長期輔導策略以協助案主發揮

能力及增進案父母親職能力及持續加強親師合作，以協助案主發展為自信快樂的個體。

（一） 協助案主發揮優勢能力

1. 與案主建立穩定的信任關係，持續予以賦能和支持，增加其被接納、被肯定的經驗，

也從中找出案主的興趣、喜好、正向特質與優勢能力，創造「心流經驗」（註：「心

流」意即無視於周遭人事物，全神貫注在有興趣事物，直到忘我境界的狀態）。

2. 協助導師、同儕與家長瞭解案主干擾行為背後希望被鼓勵、被讚賞、被接納的期待

和需求，能用不同角度看待案主行為，透過優勢觀點發掘案主長處並主動為案主創

造使其優勢能力能夠發揮的舞台，讓案主能夠盡情發揮，在友善的環境氛中，得到

其期待的正向關注及肯定。例如，發現案主具熱心、樂於幫忙的特質，安排其擔任

衛生股長，創造使其能順利達成維護班級整潔任務的舞台，從中得到肯定和自信。

（二） 增進案父母親職能力

1. 輔導員同理案父照顧案祖父和案主的辛勞，協助案父紓解焦慮與不安的情緒，穩定

心情。透過提供案父母個別心理支持，促使案父母發揮正向親職功能。

2. 提供親職教養諮詢，鼓勵案父母練習多以肯定、支持的方式與案主互動，以強化案

主自信心及促進親子關係。當案主出現不恰當的行為，練習當下以溫和、堅定語氣

告知與提醒，並教導教為妥適的因應之道，秉持正向楷模角色讓案主能夠仿傚、學

習。

3. 因案父母已離異，缺乏溝通機會，在教養觀念上較不同調。輔導員協助案父母建立

一致的管教方式與態度，進而幫忙案主逐步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規範。

4. 建議案父母於假日利用一至兩小時，輪流帶案主到戶外走動，或是陪同參與運動，

創造親子間愉快的經驗和回憶。

（三） 加強親師合作

1. 鼓勵導師透過電話、聯絡簿、家庭訪視等方式，密集跟案家保持聯繫，詳實轉達關

於案主就學與學習概況，並趁機強化案主的長處或優點。例如，透過聯絡簿或作業

本的批改，加註「最近幾天來，老師常看到你協助擦黑板以及主動送物品，感受到

你的熱心與付出，十分感謝你的用心」，除能給予案主回饋，更藉此教導案父正向管

教的方法。

2. 輔導員不定期跟導師、資源班、課托班老師瞭解案主在校學習狀況，共同討論輔導

策略，輔導員也會邀約導師一同家訪，對案家現況和需求進行盤點，與案父、導師

界定問題，一同設定具體可執行的目標。

陸、給家長的話

當孩子出現疑似過動傾向，學校老師建議孩子應該到醫院接受診斷時，您的內心想必是

五味雜陳、煎熬難耐吧？擔心以後孩子會被標籤化、懷疑藥物是不是會帶來什麼副作用…無

數個問號在您心中打轉，讓您不想貿然地帶孩子去就醫，或者，可能您認為孩子的脫序行為，

能夠藉由適當的處罰、威嚇予以阻斷，沒想到效果卻始終有限。再加上，三不五時就會接到

學校的通知，反映孩子又在學校惹了一堆麻煩，層出不窮的狀況讓您的壓力指數直線上升，

身心俱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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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難以用言語表達感受、需求或想法的孩子們，往往也不擅於將可能影響做法的環

境因素納入考量，很難適應計畫的改變或新規定，建議您可以主動出擊，針對孩子的行為表

現跟導師進行討論，如果能夠的話，最好是私下單獨面談，或以電話聯繫，若僅僅透過聯絡

簿溝通，孩子很有可能會予以塗改，甚至反而不敢將聯絡簿帶回家。再者，設定清楚、簡單

的家庭規則與底線，鼓勵孩子找出替代性的想法及做法等，也都可以幫忙孩子養成遵守規範

的持續性，再加上協助孩子穩定就醫，相信更能夠提升孩子的正向行為表現。如你想進一步

了解過動兒的狀況，以下「資源百寶箱」的書籍將能提供你更多的訊息。

孩子的改變絕非一蹴可幾，需要您耐心的理解和長期的關懷，好消息是，您並不是孤軍

奮戰，在這條愛的路上，有我們會與您相伴！

柒、輔導心語

在一個雨後傍晚，我和小峻的相處也到一個段落，在陪著小峻回到教室的路上。小
峻突然問了句：「老師，你會一直陪著我嗎？我好希望可以一直看到你。」。我的心
頓了一下，我發現原來我已是小峻不可或缺的部分。我轉頭看著小峻，跟小峻說「你
是一個追風的孩子。因此如果很久的以後，需要我時，你只要讓風慢下來，或許就
會看到我了。」。小峻似懂非懂地看著微笑著的我。

回想起這段輔導小峻的日子，輔導員除了透過個別會談，也密集地和導師聯繫，以瞭解

小峻在校學習狀況。小峻因衝動、無法等待、易打斷別人說話、難以遵循例行規定等特質，

遭到同學排擠，大家都不太願意坐在小峻附近；而小峻也確實因為缺乏適當的社交技巧、溝

通能力不佳，容易跟同學起爭執，所以輔導員運用了角色演練與同理心練習，讓小峻進行人

際互動模擬。後來，小峻在諮商室晤談時，已能具體說此感受以及處理方式，只不過，回歸

到班級上，又會受到環境與事物的刺激、連結，讓小峻不易將諮商室學習正向經驗運用於生

活之中，於是，輔導員進一步鼓勵家長，藉由生活經驗給予機會教育、肯定及適當的包容與

提醒，期能有效提升小峻的人際互動技巧。在此同時，輔導員也會隨時省思輔導成效與內容，

善用團體及個別督導的機會，共同討論案主的概況，處理自我焦慮情緒。

在家庭與學校相互連結、共同努力之下，升上四年級的小峻，專注力提升了，也一點一

滴累積著好的表現。同時老師和同學對於個案在學校的表現也多了一些肯定，父親也對於個

案的管教更有效能，讓親子的關係有了一些改善。

輔導員在輔導過程中，充分運用網絡資源、相關書籍、網站、研習或其他資源推展輔導

策略，讓自己在等待和肯定小峻的進步及改變之餘，自己更多了一些成長與學習。

這段時間，我常在內心與自己對話「我該如何協助小峻？」，也時常懷疑「小峻好像
又退步了？我到底該怎麼辦？」，在這樣的自問自答的思量中，我嘗試釐清自己和小
峻的一進一退之間，該如何自處。在過程中，我發現小峻引領著我踏入小飛俠的夢
不落國，乘著風經歷著高低起伏的風景，在狀況的好轉和轉壞的循環中，追著彼此
的想望，而情緒也在轉折著。但我們在這樣的追趕跑跳碰中，反而經歷了共同擁有
的生命旅程。

自從我遇見了你 就覺得自己如此幸運
明明是個梅雨季 卻天天都放晴

多麼的不可思議 我們像牛郎和織女星
雖然隔著遙遠兩地 卻如此如此珍惜

追趕跑跳我們碰在一起 不到終點永遠都不能放棄

愛的路上我和你 整天都是好心情
Shake Your Shake Your Body 最有元氣
愛的路上我和你 我們一起玩遊戲
誰輸誰贏沒關係 快樂就是勝利

愛的路上我和你 用力串起兩顆心（有你就有好心情）
追趕所有的奇蹟 大聲愛你

愛的路上我和你 我們一起玩遊戲
跑跳碰出新玩意 最美就是生命

當我們同在一起（限時把愛送給你）

你是最美的旋律 雖然只簡單的三個音
也要用力說愛你 就像是 Do Re Mi

愛需要多點耐力 才能夠天天都笑嘻嘻
哪怕突然起了烏雲 卻還是亮晶晶

追趕跑跳我們碰在一起 不到終點永遠都不能放棄

－5566《追趕跑跳碰》

捌、資源百寶箱

一、 醫療資源（中部地區）

（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精神科：（04）2229-4411
（二） 臺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兒童青少年精神科：（04）2359-2525 轉 3407
（三） 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04）2473-9595
（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04）2205-2121
（五） 林新醫院身心健康科：（04）2258-6688
（六） 維新醫院：（04）2203-8585
（七） 黃淑琦心身診所：（04）2208-3603
（八） 王志中診所：（04）2482-3855
（九）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精神科：（04）829-8686
（十） 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童發展中心：（04）723-8595 轉 1161-1164
（十一）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兒童精神科：（049）255-0800
（十二）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05）532-3911
（十三） 天主教若瑟醫院小兒心智科：（05）633-7333

二、 相關組織及資源

（一） 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www.spc.ntnu.edu.tw
（二） 臺中 ADHD 心動家族：http://www.tc-adhd.com/
（三） 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02）2736-4062
（四） 臺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02）2736-1386
（五） 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02）2568-2083
（六） 臺灣學障學會：0929-157-702

三、 書籍

（一） 《注意力過動缺陷症 20 問－教師實用輔導手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我的過動症：一段從寓言到輔導的旅程》（心理出版社）

（三） 《當媽媽遇見過動兒》（心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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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難以用言語表達感受、需求或想法的孩子們，往往也不擅於將可能影響做法的環

境因素納入考量，很難適應計畫的改變或新規定，建議您可以主動出擊，針對孩子的行為表

現跟導師進行討論，如果能夠的話，最好是私下單獨面談，或以電話聯繫，若僅僅透過聯絡

簿溝通，孩子很有可能會予以塗改，甚至反而不敢將聯絡簿帶回家。再者，設定清楚、簡單

的家庭規則與底線，鼓勵孩子找出替代性的想法及做法等，也都可以幫忙孩子養成遵守規範

的持續性，再加上協助孩子穩定就醫，相信更能夠提升孩子的正向行為表現。如你想進一步

了解過動兒的狀況，以下「資源百寶箱」的書籍將能提供你更多的訊息。

孩子的改變絕非一蹴可幾，需要您耐心的理解和長期的關懷，好消息是，您並不是孤軍

奮戰，在這條愛的路上，有我們會與您相伴！

柒、輔導心語

在一個雨後傍晚，我和小峻的相處也到一個段落，在陪著小峻回到教室的路上。小
峻突然問了句：「老師，你會一直陪著我嗎？我好希望可以一直看到你。」。我的心
頓了一下，我發現原來我已是小峻不可或缺的部分。我轉頭看著小峻，跟小峻說「你
是一個追風的孩子。因此如果很久的以後，需要我時，你只要讓風慢下來，或許就
會看到我了。」。小峻似懂非懂地看著微笑著的我。

回想起這段輔導小峻的日子，輔導員除了透過個別會談，也密集地和導師聯繫，以瞭解

小峻在校學習狀況。小峻因衝動、無法等待、易打斷別人說話、難以遵循例行規定等特質，

遭到同學排擠，大家都不太願意坐在小峻附近；而小峻也確實因為缺乏適當的社交技巧、溝

通能力不佳，容易跟同學起爭執，所以輔導員運用了角色演練與同理心練習，讓小峻進行人

際互動模擬。後來，小峻在諮商室晤談時，已能具體說此感受以及處理方式，只不過，回歸

到班級上，又會受到環境與事物的刺激、連結，讓小峻不易將諮商室學習正向經驗運用於生

活之中，於是，輔導員進一步鼓勵家長，藉由生活經驗給予機會教育、肯定及適當的包容與

提醒，期能有效提升小峻的人際互動技巧。在此同時，輔導員也會隨時省思輔導成效與內容，

善用團體及個別督導的機會，共同討論案主的概況，處理自我焦慮情緒。

在家庭與學校相互連結、共同努力之下，升上四年級的小峻，專注力提升了，也一點一

滴累積著好的表現。同時老師和同學對於個案在學校的表現也多了一些肯定，父親也對於個

案的管教更有效能，讓親子的關係有了一些改善。

輔導員在輔導過程中，充分運用網絡資源、相關書籍、網站、研習或其他資源推展輔導

策略，讓自己在等待和肯定小峻的進步及改變之餘，自己更多了一些成長與學習。

這段時間，我常在內心與自己對話「我該如何協助小峻？」，也時常懷疑「小峻好像
又退步了？我到底該怎麼辦？」，在這樣的自問自答的思量中，我嘗試釐清自己和小
峻的一進一退之間，該如何自處。在過程中，我發現小峻引領著我踏入小飛俠的夢
不落國，乘著風經歷著高低起伏的風景，在狀況的好轉和轉壞的循環中，追著彼此
的想望，而情緒也在轉折著。但我們在這樣的追趕跑跳碰中，反而經歷了共同擁有
的生命旅程。

自從我遇見了你 就覺得自己如此幸運
明明是個梅雨季 卻天天都放晴

多麼的不可思議 我們像牛郎和織女星
雖然隔著遙遠兩地 卻如此如此珍惜

追趕跑跳我們碰在一起 不到終點永遠都不能放棄

愛的路上我和你 整天都是好心情
Shake Your Shake Your Body 最有元氣
愛的路上我和你 我們一起玩遊戲
誰輸誰贏沒關係 快樂就是勝利

愛的路上我和你 用力串起兩顆心（有你就有好心情）
追趕所有的奇蹟 大聲愛你

愛的路上我和你 我們一起玩遊戲
跑跳碰出新玩意 最美就是生命

當我們同在一起（限時把愛送給你）

你是最美的旋律 雖然只簡單的三個音
也要用力說愛你 就像是 Do Re Mi

愛需要多點耐力 才能夠天天都笑嘻嘻
哪怕突然起了烏雲 卻還是亮晶晶

追趕跑跳我們碰在一起 不到終點永遠都不能放棄

－5566《追趕跑跳碰》

捌、資源百寶箱

一、 醫療資源（中部地區）

（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精神科：（04）2229-4411
（二） 臺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兒童青少年精神科：（04）2359-2525 轉 3407
（三） 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04）2473-9595
（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04）2205-2121
（五） 林新醫院身心健康科：（04）2258-6688
（六） 維新醫院：（04）2203-8585
（七） 黃淑琦心身診所：（04）2208-3603
（八） 王志中診所：（04）2482-3855
（九）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精神科：（04）829-8686
（十） 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童發展中心：（04）723-8595 轉 1161-1164
（十一）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兒童精神科：（049）255-0800
（十二）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部：（05）532-3911
（十三） 天主教若瑟醫院小兒心智科：（05）633-7333

二、 相關組織及資源

（一） 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www.spc.ntnu.edu.tw
（二） 臺中 ADHD 心動家族：http://www.tc-adhd.com/
（三） 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02）2736-4062
（四） 臺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02）2736-1386
（五） 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02）2568-2083
（六） 臺灣學障學會：0929-157-702

三、 書籍

（一） 《注意力過動缺陷症 20 問－教師實用輔導手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我的過動症：一段從寓言到輔導的旅程》（心理出版社）

（三） 《當媽媽遇見過動兒》（心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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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一、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ADHD）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ADHD）之兒童總是會被當成不聽話、活潑等等，但，他們真

是如此嗎？ADHD 的症狀可概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過動／易衝動、注意力不良和合併過動／

易衝動及注意力不良的混合型：

（一） 在注意力不良的狀況中，通常可以發現可能有下述的狀況：

1. 無法注意到小細節或因粗心大意使學校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發生錯誤。

2. 無法完成老師或家長交辦事務，包括學校課業、家事等。（非違抗性行為或因不瞭解

而使得交代的工作無法完成）。

3. 在工作或遊戲活動中無法持續維持注意力。

4. 和別人說話時，似乎沒在聽。

5. 缺乏組織能力。

6. 常避免、不喜歡或拒絕參與需要持續使用腦力的工作，如：學校工作或家庭作業。

7. 容易遺失或忘了工作或遊戲所需的東西，如：玩具、鉛筆、書等。

8. 容易被外界的刺激所吸引。

9. 容易忘記每日常規活動，需大人時常提醒。

另外，在注意力不良中，會發現到孩子在上課時，常受到窗外事物的影響而分心，或是

對於導師的話語沒辦法完全聽清楚，而可能會搞錯老師的意思。

（二） 而在過動／易衝動的狀況中，則可以觀察到孩子可能有下述的狀況：

1. 在座位上無法安靜的坐著，身體扭來扭去。

2. 無法安靜地參與遊戲及休閒活動。

3. 在課堂中常離席，坐不住。

4. 在教室或活動場合中不適宜地跑、跳及爬高等。

5. 不停地動（很像發動的馬達）。

6. 話多（經常不間斷地持續說話）。

7. 問題尚未問完前，便搶先答題。

8. 不能輪流等待（在需輪流的地方，無法耐心地等待）。

9. 常中斷或干擾其他人，如：插嘴或打斷別人的遊戲。

二、 ADHD 個案的輔導原則

目前針對 ADHD 兒童的相關行為表現，通常會認為是先天和後天的因素相互影響。因為

若我們對於兒童的教養態度抱持著是嚴厲且責罰過當的態度，則個案的相關症狀可能會惡化，

甚至會發展出其他情緒障礙等相關問題行為。假如採取與此類個案保持疏離冷漠的方式，他

們也會感到不知所措，反而無法改善他們的行為。因此，對於此類兒童有越清楚的了解，並

且能針對個案設計不同的行為處遇策略，越能夠協助孩子穩定就學，並且能讓他們有較好的

學習成效。

值得留意的是，兒童的心理和行為處遇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且是持之以恆的，由於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小朋友控制力較弱，講道理的方法很難調整其行為，只有讓他一而再、再而

三地經驗行為的後果，個案才會了解什麼行為該繼續或停止。可運用以下 3 個步驟來管理過

動兒的行為：

（一） 具體列出問題行為

老師需觀察整理，寫下學生的特性為何：是衝動、注意力不集中、還是人際關係障

礙？而這些特性在生活裡造成哪些不良行為？列出問題行為時，應確實記錄行為發

生的時間、地點、次數、情況。

（二） 排定問題處理的順序

在許多問題中，選出對目前生活影響最大、最容易改變的行為來處理，避免將所有

的問題一把抓，同時處理過多問題，不但無法得到好效果，反而徒增雙方的挫折感。

（三） 擬定策略

藉由讓學生重複體驗行為的後果，以增強好習慣、終止或減少不良行為，可參考如

下：

1. 「關注」與「忽略」技巧交互使用：當學生出現不良行為，在不影響教學之下，儘

可能不去注意他的需求；在學生做了好行為時，則適度地給予鼓勵、讚美。若孩子

不聽話，大人一再嘮叨，不但沒有效果且會造成反作用。

2. 運用暫時隔離方法及行為代價法，減少問題行為發生機率：如過動兒出現抓人頭髮

行為時，可罰坐 5 分鐘。

3. 利用計點制度，做系統性的矯正：老師先列出兩張表，分別說明希望學生每天、每

星期要做到的工作或責任（最好每天不要超過 5 項，視學生年齡酌情增減），另一張

記錄學生希望得到的獎勵，當點數累積到一定時，給予他們希望的獎勵。一開始，

目標不要訂得太高，否則雙方都沒有成就感。

4. 與家長合作，態度一致。

5. 定期評估改善程度，修改計畫：問題行為有輕重緩急之分，每個階段的學生也各有

其重要的學習課題，所以應該要定期評估目前的作法，隨時發現問題、隨時修改。

最後，ADHD 的兒童須視其狀況，考慮使用相關藥物。雖然藥物可能會有副作用，惟可

視兒童的服藥狀況調整藥物的種類或劑量，因為大多數使用藥物的 ADHD 孩童在上課的學習

狀況和行為表現均能有所改善。但是，藥物並非萬靈丹，我們除須借助藥物的效果，仍應配

合相關的心理和行為處遇，讓孩童的狀況能夠得到最大的成效，同時，亦相當需要父母展現

對於兒童接納和包容的態度。

拾、參考資料來源

石英、池旭臺、李榮純、楊曉媚、鄭婉儀(2011)。返璞歸真˙重現風華：中輟復學輔導。初

 版。臺北市：教育部。

甘阿霞、林萱瑋、侯莉絹、涂志賢、袁碧芬、張孟熙、張寶丹、賴雅玫、鐘淑華(2011）。攜

 手迎向藍天：國小輔導案例彙編。初版。臺北市：教育部。

池旭臺、陳玟君、鄧文南、徐淑芬、余婌媜、楊惠如、陳宜慧、錢姝君、鐘瓊華(2011)。現

 實與虛幻：網路沉迷輔導。初版。臺北市：教育部。

吳佳玲、吳秉耘、徐夢萍、許淑貞、游玉英、游鯉毓、黃淑美、謝育伶(2011)。攜手護青春：

 國中輔導案例彙編。初版。臺北市：教育部。

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無日期）。為什麼我的孩子不專心－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家

 長手冊。

陳宜男、劉奇鑫（2010）。視覺專注力遊戲在家輕鬆玩。初版。臺北市：新手父母。

陳綺文(譯)(2011)。我的過動症：一段從寓言到輔導的旅程(原作者：Laura Wolmer）。初版。

 臺北市：心理。

抱書熊(2000)。注意力不足過動兒童的安置與輔導。取自
 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bookbear/paper/003-adhd.htm
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無日期）。為什麼學生不專心－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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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一、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ADHD）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ADHD）之兒童總是會被當成不聽話、活潑等等，但，他們真

是如此嗎？ADHD 的症狀可概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過動／易衝動、注意力不良和合併過動／

易衝動及注意力不良的混合型：

（一） 在注意力不良的狀況中，通常可以發現可能有下述的狀況：

1. 無法注意到小細節或因粗心大意使學校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發生錯誤。

2. 無法完成老師或家長交辦事務，包括學校課業、家事等。（非違抗性行為或因不瞭解

而使得交代的工作無法完成）。

3. 在工作或遊戲活動中無法持續維持注意力。

4. 和別人說話時，似乎沒在聽。

5. 缺乏組織能力。

6. 常避免、不喜歡或拒絕參與需要持續使用腦力的工作，如：學校工作或家庭作業。

7. 容易遺失或忘了工作或遊戲所需的東西，如：玩具、鉛筆、書等。

8. 容易被外界的刺激所吸引。

9. 容易忘記每日常規活動，需大人時常提醒。

另外，在注意力不良中，會發現到孩子在上課時，常受到窗外事物的影響而分心，或是

對於導師的話語沒辦法完全聽清楚，而可能會搞錯老師的意思。

（二） 而在過動／易衝動的狀況中，則可以觀察到孩子可能有下述的狀況：

1. 在座位上無法安靜的坐著，身體扭來扭去。

2. 無法安靜地參與遊戲及休閒活動。

3. 在課堂中常離席，坐不住。

4. 在教室或活動場合中不適宜地跑、跳及爬高等。

5. 不停地動（很像發動的馬達）。

6. 話多（經常不間斷地持續說話）。

7. 問題尚未問完前，便搶先答題。

8. 不能輪流等待（在需輪流的地方，無法耐心地等待）。

9. 常中斷或干擾其他人，如：插嘴或打斷別人的遊戲。

二、 ADHD 個案的輔導原則

目前針對 ADHD 兒童的相關行為表現，通常會認為是先天和後天的因素相互影響。因為

若我們對於兒童的教養態度抱持著是嚴厲且責罰過當的態度，則個案的相關症狀可能會惡化，

甚至會發展出其他情緒障礙等相關問題行為。假如採取與此類個案保持疏離冷漠的方式，他

們也會感到不知所措，反而無法改善他們的行為。因此，對於此類兒童有越清楚的了解，並

且能針對個案設計不同的行為處遇策略，越能夠協助孩子穩定就學，並且能讓他們有較好的

學習成效。

值得留意的是，兒童的心理和行為處遇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且是持之以恆的，由於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小朋友控制力較弱，講道理的方法很難調整其行為，只有讓他一而再、再而

三地經驗行為的後果，個案才會了解什麼行為該繼續或停止。可運用以下 3 個步驟來管理過

動兒的行為：

（一） 具體列出問題行為

老師需觀察整理，寫下學生的特性為何：是衝動、注意力不集中、還是人際關係障

礙？而這些特性在生活裡造成哪些不良行為？列出問題行為時，應確實記錄行為發

生的時間、地點、次數、情況。

（二） 排定問題處理的順序

在許多問題中，選出對目前生活影響最大、最容易改變的行為來處理，避免將所有

的問題一把抓，同時處理過多問題，不但無法得到好效果，反而徒增雙方的挫折感。

（三） 擬定策略

藉由讓學生重複體驗行為的後果，以增強好習慣、終止或減少不良行為，可參考如

下：

1. 「關注」與「忽略」技巧交互使用：當學生出現不良行為，在不影響教學之下，儘

可能不去注意他的需求；在學生做了好行為時，則適度地給予鼓勵、讚美。若孩子

不聽話，大人一再嘮叨，不但沒有效果且會造成反作用。

2. 運用暫時隔離方法及行為代價法，減少問題行為發生機率：如過動兒出現抓人頭髮

行為時，可罰坐 5 分鐘。

3. 利用計點制度，做系統性的矯正：老師先列出兩張表，分別說明希望學生每天、每

星期要做到的工作或責任（最好每天不要超過 5 項，視學生年齡酌情增減），另一張

記錄學生希望得到的獎勵，當點數累積到一定時，給予他們希望的獎勵。一開始，

目標不要訂得太高，否則雙方都沒有成就感。

4. 與家長合作，態度一致。

5. 定期評估改善程度，修改計畫：問題行為有輕重緩急之分，每個階段的學生也各有

其重要的學習課題，所以應該要定期評估目前的作法，隨時發現問題、隨時修改。

最後，ADHD 的兒童須視其狀況，考慮使用相關藥物。雖然藥物可能會有副作用，惟可

視兒童的服藥狀況調整藥物的種類或劑量，因為大多數使用藥物的 ADHD 孩童在上課的學習

狀況和行為表現均能有所改善。但是，藥物並非萬靈丹，我們除須借助藥物的效果，仍應配

合相關的心理和行為處遇，讓孩童的狀況能夠得到最大的成效，同時，亦相當需要父母展現

對於兒童接納和包容的態度。

拾、參考資料來源

石英、池旭臺、李榮純、楊曉媚、鄭婉儀(2011)。返璞歸真˙重現風華：中輟復學輔導。初

 版。臺北市：教育部。

甘阿霞、林萱瑋、侯莉絹、涂志賢、袁碧芬、張孟熙、張寶丹、賴雅玫、鐘淑華(2011）。攜

 手迎向藍天：國小輔導案例彙編。初版。臺北市：教育部。

池旭臺、陳玟君、鄧文南、徐淑芬、余婌媜、楊惠如、陳宜慧、錢姝君、鐘瓊華(2011)。現

 實與虛幻：網路沉迷輔導。初版。臺北市：教育部。

吳佳玲、吳秉耘、徐夢萍、許淑貞、游玉英、游鯉毓、黃淑美、謝育伶(2011)。攜手護青春：

 國中輔導案例彙編。初版。臺北市：教育部。

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無日期）。為什麼我的孩子不專心－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家

 長手冊。

陳宜男、劉奇鑫（2010）。視覺專注力遊戲在家輕鬆玩。初版。臺北市：新手父母。

陳綺文(譯)(2011)。我的過動症：一段從寓言到輔導的旅程(原作者：Laura Wolmer）。初版。

 臺北市：心理。

抱書熊(2000)。注意力不足過動兒童的安置與輔導。取自
 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bookbear/paper/003-adhd.htm
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無日期）。為什麼學生不專心－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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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君、林孟薇、張乃玓、梁惠閔、陸福嘉、傅珮滋、溫家青、劉蕙菁、謝致榮、謝雲凡、

鍾佳珊

壹、背景分析

小雄為國二生，男性，有一弟目前就讀小六，家境小康。爸爸經營貿易公司，需南北奔

波，為家中經濟支柱；媽媽需協助處理公司事務，亦需照料家庭生活，生活十分忙碌。平日

夫妻互動平淡，爸爸與小雄關係疏離，二人互動僅流於生活問候，缺乏情感交流與支持；媽

媽與小雄關係既親密又衝突。

小雄自國一下學期即無法與班上同學有良好互動並有疏離感，面對上學態度消極。暑假

時，父母忙於工作對其關心較疏忽，小雄也因假期放鬆，生活作息日夜顛倒，直至開學後情

況仍未能改善，漸漸地無法準時上課也開始不至校上學，此後小雄與媽媽兩人常因上學問題

爭吵，小雄以各種方法逃避上學，媽媽從苦口婆心勸導至情緒失控大罵小雄，但狀況依然如

此，父母也深感無力與失望，學校輔導室介入後問題仍未改善，故轉介三級輔導。

貳、案例描述

小雄個性內向溫和，偶有心情不好會悶在心中，國一時在班上成績中等，人際互動表現

較為被動，鮮少主動與同學建立關係，在校時僅有 1、2 位同學願意與其互動，偶爾會與同學

逛模型店或漫畫店，個人興趣就是宅在家裡畫漫畫、看漫畫、上網、瀏覽模型公仔網頁以及

看電視。平時爸爸常出差，較少陪伴孩子，由媽媽照料孩子們的生活起居，媽媽還需協助爸

爸聯繫客戶、整理客戶資料，時常感覺到蠟燭兩頭燒。

國一下學期，上表演藝術課進行分組時，小雄遭遇困難，無人願意與他同組進行表演，

雖然老師當場安排小雄至某組，但引發組員反彈，小雄與同學關係更加緊張，令小雄備感壓

力。在校每遇分組活動時，小雄幾乎都會遇到此狀況，致使小雄感到無法融入大家。

國一下學期末，弟弟突然罹患流行性感冒，必需在家隔離，在這段時間媽媽將所有心力

投注在照顧弟弟的身上，無法接送小雄上下學，就連早已答應小雄假日要接送他去看動漫展，

也因此失約，從此小雄更加沉默，放學返家後，就直接進房間，與家人的互動減少。

國一升國二的暑假，小雄每天睡到近中午才起床用餐，接著上網、看漫畫、看韓劇，作

息變得日夜顛倒。暑假期間，媽媽開始花較多時間陪爸爸拜訪客戶與開發新客戶，對小孩作

息較不要求，未意識小雄作息日夜顛倒的嚴重性，也就未加以處理。

國二開學第一天，小雄怎麼叫都叫不起床，媽媽與小雄協議－今日幫小雄請假，小雄明

日就需準時到校；但第二天小雄依舊叫不起床，媽媽這次半嚴厲要求，小雄才在半推半就之

下，近中午到學校。開學至今已兩週，每到上學時間，母子二人常為此爭吵，媽媽亦因此常

幫孩子請假，導致小雄缺課很多，引起導師關注。經導師進一步關懷、瞭解狀況後，得知媽

媽的管教困境－早上叫小雄起床，小雄開始會拒絕、將房門反鎖不出來，母子往往僵持 1 到

2 小時，媽媽除精疲力竭之外又必需出門，只好任由小雄不上學，媽媽出門後，小雄就會出

來吃早餐、看電視、上網。

導師前去家訪、關懷並和小雄約法三章，請小雄準時到校，同時建議媽媽將模型與漫畫

移至客廳，夜間十一點就需要求小雄睡覺，正常上學二、三天後，經過中秋節連假，小雄又

故態復萌無法起床上學。導師轉介至輔導室，並與輔導組長再次家訪，雙方再做約定：

一、每天到校。

二、週一至週五每日可有三小時的娛樂活動，若超過時間就會扣零用錢。

三、假日時間父母須安排小雄到戶外活動。

四、每日應十一點前就寢。

小雄持續一週後，所約定的狀況均無法遵守，加上小雄時輟時學，和同學關係已趨於生

疏，並抱怨同學的異樣眼光；小雄向媽媽抱怨：「我不懂我來學校上學有什麼意義，我討厭班

上同學，而且老師上得很無聊，學這個有什麼用？！」。媽媽已忍無可忍，將小雄的漫畫丟掉、

網路線拔除，小雄憤怒到將自己關在房間多日、拒絕到學校，在家裡不盥洗、不吃飯只喝水，

偶爾趁大人不在時拿零食與泡麵來吃，不願意與父母談話。當父母ㄧ再勸說時，小雄會大聲

咆哮說：「不上學也沒什麼大不了，不要管我。」

輔導室人員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仍不見起色，故轉介到三級輔導，期待能有更多輔導

資源，以協助改善個案拒學情形。輔導員邀請父母到校，進行親職溝通以及分工，並透過家

訪試著與小雄穩定會談。小雄因長期作息與飲食不穩定，造成身型微胖，行走喘氣。輔導員

除了疏導小雄內心的憤怒與了解小雄期待外，並提升小雄的人際溝通技巧與負向情緒抒解能

力；另評估小雄與家長已可進行親子會談，試著修復親子關係；導師也不定期打電話到家中

與小雄對話，關懷近況；班上較熟悉的同學，放學回家後偶爾也會到家裡帶進學校資訊與活

動，增進小雄與學校的連結感；上學時間，同校的鄰居也偶爾會到家中邀約小雄上學，漸漸

小雄到校頻率增加，約兩三個月後，已趨於穩定就學。

參、問題主述

拒學的孩子往往受到許多複雜且多元的因素所影響，在介入處遇前輔導工作者須先界定

清楚孩子的主訴問題。以小雄的案例來看，除了拒學行為外，尚有人際困擾、親子衝突以及

學習動機低落等議題，以下為問題主訴之描述：

一、拒學：個案於國二開學後時輟時學嚴重，多次表達不願上學。

二、人際困擾:個案與同學互動的挫敗感，致使個案越來越難融入同學。

三、親子衝突:案父母忙於工作，疏於管教與照顧個案，致使個案與家人關係愈趨疏離暨衝突。

四、學習動機低落:個案對課業無興趣，長期未能從中得到成就感，使個案更排斥學習。

肆、個案評估

青少年拒學問題多半著重在身心適應、問題行為來探討。輔導工作者如何在學生未適應

不良前或已有明顯拒學情形時，能敏察相關的危險因子，並洞悉能緩衝拒學行為的保護因子，

是我們亟需理解的課題（林幸足、陳佩鈺、陳美儒，2006）。以下為小雄在個人、家庭、同儕

以及社會層面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

一、危險因子

(一)個人方面：

1.個案性格敏感內向，易鑽牛角尖、過份在意他人眼光。

2.個案情緒耐受度低與負面情緒抒解技巧不佳。

3.個案缺乏人際互動技巧。

4.個案挫折忍受力較低。

5.個案學習動機低落、生涯目標不明顯。

6.個案國一下至國二上學期已有一段時間出現作息顛倒，對學校作息難適應。

(二)家庭方面：

1.親子關係疏離：親子互動流於表面，缺乏深層理解及情緒支持，父母均無法回應個案的

負面情緒。

2.親職功能薄弱：

(1)案父母因忙於工作而疏於管教及關心。

(2)案父母缺乏合宜管教方式，例如：設立合理規範。親職能力及技巧待加強。

(3)案父親職能力長期未發揮，初期面對個案拒學時認為是案母教養方式有誤。

(4)案母的管教責任並未被分擔、對於子女教養案父母在認知、角色、分工等方面未達共識。

背對世界的男孩 - 談拒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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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對世界的男孩-談拒學議題

林怡君、林孟薇、張乃玓、梁惠閔、陸福嘉、傅珮滋、溫家青、劉蕙菁、謝致榮、謝雲凡、

鍾佳珊

壹、背景分析

小雄為國二生，男性，有一弟目前就讀小六，家境小康。爸爸經營貿易公司，需南北奔

波，為家中經濟支柱；媽媽需協助處理公司事務，亦需照料家庭生活，生活十分忙碌。平日

夫妻互動平淡，爸爸與小雄關係疏離，二人互動僅流於生活問候，缺乏情感交流與支持；媽

媽與小雄關係既親密又衝突。

小雄自國一下學期即無法與班上同學有良好互動並有疏離感，面對上學態度消極。暑假

時，父母忙於工作對其關心較疏忽，小雄也因假期放鬆，生活作息日夜顛倒，直至開學後情

況仍未能改善，漸漸地無法準時上課也開始不至校上學，此後小雄與媽媽兩人常因上學問題

爭吵，小雄以各種方法逃避上學，媽媽從苦口婆心勸導至情緒失控大罵小雄，但狀況依然如

此，父母也深感無力與失望，學校輔導室介入後問題仍未改善，故轉介三級輔導。

貳、案例描述

小雄個性內向溫和，偶有心情不好會悶在心中，國一時在班上成績中等，人際互動表現

較為被動，鮮少主動與同學建立關係，在校時僅有 1、2 位同學願意與其互動，偶爾會與同學

逛模型店或漫畫店，個人興趣就是宅在家裡畫漫畫、看漫畫、上網、瀏覽模型公仔網頁以及

看電視。平時爸爸常出差，較少陪伴孩子，由媽媽照料孩子們的生活起居，媽媽還需協助爸

爸聯繫客戶、整理客戶資料，時常感覺到蠟燭兩頭燒。

國一下學期，上表演藝術課進行分組時，小雄遭遇困難，無人願意與他同組進行表演，

雖然老師當場安排小雄至某組，但引發組員反彈，小雄與同學關係更加緊張，令小雄備感壓

力。在校每遇分組活動時，小雄幾乎都會遇到此狀況，致使小雄感到無法融入大家。

國一下學期末，弟弟突然罹患流行性感冒，必需在家隔離，在這段時間媽媽將所有心力

投注在照顧弟弟的身上，無法接送小雄上下學，就連早已答應小雄假日要接送他去看動漫展，

也因此失約，從此小雄更加沉默，放學返家後，就直接進房間，與家人的互動減少。

國一升國二的暑假，小雄每天睡到近中午才起床用餐，接著上網、看漫畫、看韓劇，作

息變得日夜顛倒。暑假期間，媽媽開始花較多時間陪爸爸拜訪客戶與開發新客戶，對小孩作

息較不要求，未意識小雄作息日夜顛倒的嚴重性，也就未加以處理。

國二開學第一天，小雄怎麼叫都叫不起床，媽媽與小雄協議－今日幫小雄請假，小雄明

日就需準時到校；但第二天小雄依舊叫不起床，媽媽這次半嚴厲要求，小雄才在半推半就之

下，近中午到學校。開學至今已兩週，每到上學時間，母子二人常為此爭吵，媽媽亦因此常

幫孩子請假，導致小雄缺課很多，引起導師關注。經導師進一步關懷、瞭解狀況後，得知媽

媽的管教困境－早上叫小雄起床，小雄開始會拒絕、將房門反鎖不出來，母子往往僵持 1 到

2 小時，媽媽除精疲力竭之外又必需出門，只好任由小雄不上學，媽媽出門後，小雄就會出

來吃早餐、看電視、上網。

導師前去家訪、關懷並和小雄約法三章，請小雄準時到校，同時建議媽媽將模型與漫畫

移至客廳，夜間十一點就需要求小雄睡覺，正常上學二、三天後，經過中秋節連假，小雄又

故態復萌無法起床上學。導師轉介至輔導室，並與輔導組長再次家訪，雙方再做約定：

一、每天到校。

二、週一至週五每日可有三小時的娛樂活動，若超過時間就會扣零用錢。

三、假日時間父母須安排小雄到戶外活動。

四、每日應十一點前就寢。

小雄持續一週後，所約定的狀況均無法遵守，加上小雄時輟時學，和同學關係已趨於生

疏，並抱怨同學的異樣眼光；小雄向媽媽抱怨：「我不懂我來學校上學有什麼意義，我討厭班

上同學，而且老師上得很無聊，學這個有什麼用？！」。媽媽已忍無可忍，將小雄的漫畫丟掉、

網路線拔除，小雄憤怒到將自己關在房間多日、拒絕到學校，在家裡不盥洗、不吃飯只喝水，

偶爾趁大人不在時拿零食與泡麵來吃，不願意與父母談話。當父母ㄧ再勸說時，小雄會大聲

咆哮說：「不上學也沒什麼大不了，不要管我。」

輔導室人員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仍不見起色，故轉介到三級輔導，期待能有更多輔導

資源，以協助改善個案拒學情形。輔導員邀請父母到校，進行親職溝通以及分工，並透過家

訪試著與小雄穩定會談。小雄因長期作息與飲食不穩定，造成身型微胖，行走喘氣。輔導員

除了疏導小雄內心的憤怒與了解小雄期待外，並提升小雄的人際溝通技巧與負向情緒抒解能

力；另評估小雄與家長已可進行親子會談，試著修復親子關係；導師也不定期打電話到家中

與小雄對話，關懷近況；班上較熟悉的同學，放學回家後偶爾也會到家裡帶進學校資訊與活

動，增進小雄與學校的連結感；上學時間，同校的鄰居也偶爾會到家中邀約小雄上學，漸漸

小雄到校頻率增加，約兩三個月後，已趨於穩定就學。

參、問題主述

拒學的孩子往往受到許多複雜且多元的因素所影響，在介入處遇前輔導工作者須先界定

清楚孩子的主訴問題。以小雄的案例來看，除了拒學行為外，尚有人際困擾、親子衝突以及

學習動機低落等議題，以下為問題主訴之描述：

一、拒學：個案於國二開學後時輟時學嚴重，多次表達不願上學。

二、人際困擾:個案與同學互動的挫敗感，致使個案越來越難融入同學。

三、親子衝突:案父母忙於工作，疏於管教與照顧個案，致使個案與家人關係愈趨疏離暨衝突。

四、學習動機低落:個案對課業無興趣，長期未能從中得到成就感，使個案更排斥學習。

肆、個案評估

青少年拒學問題多半著重在身心適應、問題行為來探討。輔導工作者如何在學生未適應

不良前或已有明顯拒學情形時，能敏察相關的危險因子，並洞悉能緩衝拒學行為的保護因子，

是我們亟需理解的課題（林幸足、陳佩鈺、陳美儒，2006）。以下為小雄在個人、家庭、同儕

以及社會層面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

一、危險因子

(一)個人方面：

1.個案性格敏感內向，易鑽牛角尖、過份在意他人眼光。

2.個案情緒耐受度低與負面情緒抒解技巧不佳。

3.個案缺乏人際互動技巧。

4.個案挫折忍受力較低。

5.個案學習動機低落、生涯目標不明顯。

6.個案國一下至國二上學期已有一段時間出現作息顛倒，對學校作息難適應。

(二)家庭方面：

1.親子關係疏離：親子互動流於表面，缺乏深層理解及情緒支持，父母均無法回應個案的

負面情緒。

2.親職功能薄弱：

(1)案父母因忙於工作而疏於管教及關心。

(2)案父母缺乏合宜管教方式，例如：設立合理規範。親職能力及技巧待加強。

(3)案父親職能力長期未發揮，初期面對個案拒學時認為是案母教養方式有誤。

(4)案母的管教責任並未被分擔、對於子女教養案父母在認知、角色、分工等方面未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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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含同儕)方面：

1.班上同學已自成小團體，面對內向寡言、人際被動之個案較不易被接納。

2.時輟時學，同學關係疏離，個案難融入班級團體、對班級無歸屬感。

(四)社會方面：

1.學校情境：國二課業難度變高，個案學習成就明顯落後。

2.網路社群：個案沈溺虛擬世界的人際互動，拒絕與真實世界的他人直接溝通。

3.社區：附近鄰居及親戚對個案拒學狀況常有指責，認定是個案以裝病來逃避上學，忽略

個案內在壓力與需求，其冷言冷語使個案更為退縮。

二、保護因子

(一)個人方面：

1.個案個性溫和且具有同理心。

2.個案具有自我照顧能力，雖然作息不正常但有生活自理能力。

3.個案喜歡畫漫畫，會自己設計劇情創造人物角色，願意花時間研究、具有研究精神與專

注力，顯見個案對於有興趣的事情相當投入，可利用相關技藝課程，提高個案到校意願。

4.個案仍然希望與同學討論、分享動漫或模型作品，同時也能獲得被讚賞的眼光、被肯定

的感覺。

(二)家庭方面：

1.案母與個案過去親子關係佳，曾有過正向的親子經驗。

2.案弟穩定就學提供個案正向楷模，減輕案母的照顧負擔。

3.案父母接受外來資源的開放度高。

4.案父母皆具有改善親職教養的動機與行動力。

(三) 學校(含同儕)方面：

1.個案在學校仍有一兩位好友，具正向支持特質，可藉由朋友的關心，讓個案在學校時，

心中多一份穩定和歸屬感。

2.同學願意對個案釋出善意，於學校舉辦重要活動時，例如：運動會、戶外教學、期中(末)
考...等，經導師提醒，同學會邀請個案參與。

3.同校鄰居玩伴對個案友善，會與個案聊天、分享學校及生活趣事。

(四)社會方面：

1.學校情境：

(1)導師持續與案父母溝通，給予彈性措施，例如：作業暫時減量、第一節上課到校。

(2)學校舉辦相關展覽、作品發表會或節慶活動時，鼓勵個案發表繪畫創作作品，增加自

我成就感。

2.網路社群：個案在網路上所加入的社群，成員中有穩定工作的社會人士，會勸說個案完

成學業。

3.人際網絡：個案並未結識校外不良人士，減少被幫派份子吸收利用的風險。

4.社區：家庭教育中心會有志工不定時到案家訪視個案，提供關懷與支持。

5.大眾傳播媒體的正向影響：新聞媒體採訪偶像明星分享個人求學經驗，例如：蕭敬騰、

吳季剛等，或者報章媒體報導貧困學童努力積極向學之故事與其分享求學的可貴及意義。

6.法規規範：說明法規之內容及規定，提升小雄及父母了解未至校接受義務教育違反法規

及後續相關處置。相關法規如：《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例》以及《國民中小學中途

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等。

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常存在一體兩面的現象，在個人、家庭、同儕以及社會層面常相互

牽引、彼此影響，因此藉由提升保護因子的作用，以削弱危險因子的衝擊力，較能有效處理

拒學行為。

伍、輔導策略

由於拒學問題有複雜因素，輔導將從個人、家庭、學校到社區多方面介入，以個案問題

需求為核心，網絡間彼此合作協助個案重新發展出對自我及他人信任與接納的生活能力及態

度以發展自我潛能，發揮其長才。以下輔導策略就個案生活與輔導、輔導資源、與家長工作

的方面說明如下:
一、加強個案生活與學習輔導

(一)個案拒學期間在家日夜顛倒之生活作息；看漫畫、上網等狀況應先給予協助，尤其家長

與學校、輔導人員間共同合作配合上述現況才能漸進式調整與改變，因此針對個案現況

提出適性之親職教養策略及家長輔導工作，逐步修正輔導策略以符合其現狀需求。

(二)輔導室召開個案研討會，統合校園學務處、導師、科任教師、輔導教師和家長共同商討

個案問題，透過會議共同研擬輔導策略及分工。

(三)運用個案興趣較高的漫畫及模型作品，藉以提升個案的來校意願和自我成就感，學校或

班級(班會、綜合活動課)舉辦動漫相關展覽或作品發表會時，鼓勵個案創作繪畫，進而

引導個案發現個人優勢能力，以發展其他的學習領域。

(四)導師與家長共同合作培養個案的生活自理能力；並透過班級輔導課程協助班上同學主動

關心個案。

(五)積極協助並改善個案在班級的適應狀況，鼓勵個案參與班級活動，與同儕建立關係，並

與科任老師進行溝通協助個案融入班級學習環境。

(六)安排高關懷課程和小團體，透過大眾媒體的正向求學案例，開發個案多元的興趣與潛能，

增加其學習興趣與動力。

(七)運用卡片媒材和藝術治療，協助負向情緒抒解，增強個案正向的行為表現。

(八)個案課業落後中斷問題可尋求校內補救教學資源或運用社區課後輔導團體，以降低學習

挫敗及壓力，重拾學習動機。

二、整合並建立個案輔導資源網

(一)透過學校(導師與行政人員)、社政資源(家庭教育中心志工、心理師)共同討論個案照顧與

輔導策略，讓個案就學的狀況漸趨穩定。

(二)輔導處(室)、導師與輔導老師密切聯繫，必要時召開個案會議，邀請個案導師與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人員，討論個案狀況，並分工照顧、關懷、陪伴與輔導個案，建立個案社區

輔導網絡。

(三)由家庭教育中心志工協助關心個案家庭、偕同導師、學務及輔導人員進行家庭訪問並提

供關懷及法律相關規定之說明。

(四)結合社區資源的力量，協助個案正向學習。

1.運用認輔志工協助個案沉溺網路社群部分，透過實際人際互動，讓個案能面對面與人直

接溝通、互動。

2.評估案家問題需進行家族治療，輔導員本身未有能力處理則可結合鄰近心理治療院所或

專業人員進行家族治療工作，轉介後輔導員應追蹤了解諮商工作進行情形。

3.若評估個案有精神狀況問題，可將本市衛生局心理衛生中心精神科定點諮詢服務供案家

運用或至精神醫療資源進行就診及心理評估。

三、給輔導員與家長工作的建議

(一)與個案家庭密切聯繫：運用電話、聯絡簿或家訪等方式，密切與家長聯繫，提供家長親

子互動知能和在校規範彈性措施，並提供親子教育講座訊息，增進家庭具體教養功能。

(二)運用家庭教育中心志工資源協助個案父母調整教養功能與遵守相關規範。

(三)強調與約束個案與案父母法規辦法，以了解到校學習為本分，例如《國民教育法》、《強

迫入學條例》、《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四)由於家庭長期面臨管教方式差異，因此輔導員需以耐心和專業上的訊息提供，以協助案

父母能了解子女之教養需由雙方共同面對，且需具一致性之管教態度及作為，學習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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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含同儕)方面：

1.班上同學已自成小團體，面對內向寡言、人際被動之個案較不易被接納。

2.時輟時學，同學關係疏離，個案難融入班級團體、對班級無歸屬感。

(四)社會方面：

1.學校情境：國二課業難度變高，個案學習成就明顯落後。

2.網路社群：個案沈溺虛擬世界的人際互動，拒絕與真實世界的他人直接溝通。

3.社區：附近鄰居及親戚對個案拒學狀況常有指責，認定是個案以裝病來逃避上學，忽略

個案內在壓力與需求，其冷言冷語使個案更為退縮。

二、保護因子

(一)個人方面：

1.個案個性溫和且具有同理心。

2.個案具有自我照顧能力，雖然作息不正常但有生活自理能力。

3.個案喜歡畫漫畫，會自己設計劇情創造人物角色，願意花時間研究、具有研究精神與專

注力，顯見個案對於有興趣的事情相當投入，可利用相關技藝課程，提高個案到校意願。

4.個案仍然希望與同學討論、分享動漫或模型作品，同時也能獲得被讚賞的眼光、被肯定

的感覺。

(二)家庭方面：

1.案母與個案過去親子關係佳，曾有過正向的親子經驗。

2.案弟穩定就學提供個案正向楷模，減輕案母的照顧負擔。

3.案父母接受外來資源的開放度高。

4.案父母皆具有改善親職教養的動機與行動力。

(三) 學校(含同儕)方面：

1.個案在學校仍有一兩位好友，具正向支持特質，可藉由朋友的關心，讓個案在學校時，

心中多一份穩定和歸屬感。

2.同學願意對個案釋出善意，於學校舉辦重要活動時，例如：運動會、戶外教學、期中(末)
考...等，經導師提醒，同學會邀請個案參與。

3.同校鄰居玩伴對個案友善，會與個案聊天、分享學校及生活趣事。

(四)社會方面：

1.學校情境：

(1)導師持續與案父母溝通，給予彈性措施，例如：作業暫時減量、第一節上課到校。

(2)學校舉辦相關展覽、作品發表會或節慶活動時，鼓勵個案發表繪畫創作作品，增加自

我成就感。

2.網路社群：個案在網路上所加入的社群，成員中有穩定工作的社會人士，會勸說個案完

成學業。

3.人際網絡：個案並未結識校外不良人士，減少被幫派份子吸收利用的風險。

4.社區：家庭教育中心會有志工不定時到案家訪視個案，提供關懷與支持。

5.大眾傳播媒體的正向影響：新聞媒體採訪偶像明星分享個人求學經驗，例如：蕭敬騰、

吳季剛等，或者報章媒體報導貧困學童努力積極向學之故事與其分享求學的可貴及意義。

6.法規規範：說明法規之內容及規定，提升小雄及父母了解未至校接受義務教育違反法規

及後續相關處置。相關法規如：《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例》以及《國民中小學中途

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等。

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常存在一體兩面的現象，在個人、家庭、同儕以及社會層面常相互

牽引、彼此影響，因此藉由提升保護因子的作用，以削弱危險因子的衝擊力，較能有效處理

拒學行為。

伍、輔導策略

由於拒學問題有複雜因素，輔導將從個人、家庭、學校到社區多方面介入，以個案問題

需求為核心，網絡間彼此合作協助個案重新發展出對自我及他人信任與接納的生活能力及態

度以發展自我潛能，發揮其長才。以下輔導策略就個案生活與輔導、輔導資源、與家長工作

的方面說明如下:
一、加強個案生活與學習輔導

(一)個案拒學期間在家日夜顛倒之生活作息；看漫畫、上網等狀況應先給予協助，尤其家長

與學校、輔導人員間共同合作配合上述現況才能漸進式調整與改變，因此針對個案現況

提出適性之親職教養策略及家長輔導工作，逐步修正輔導策略以符合其現狀需求。

(二)輔導室召開個案研討會，統合校園學務處、導師、科任教師、輔導教師和家長共同商討

個案問題，透過會議共同研擬輔導策略及分工。

(三)運用個案興趣較高的漫畫及模型作品，藉以提升個案的來校意願和自我成就感，學校或

班級(班會、綜合活動課)舉辦動漫相關展覽或作品發表會時，鼓勵個案創作繪畫，進而

引導個案發現個人優勢能力，以發展其他的學習領域。

(四)導師與家長共同合作培養個案的生活自理能力；並透過班級輔導課程協助班上同學主動

關心個案。

(五)積極協助並改善個案在班級的適應狀況，鼓勵個案參與班級活動，與同儕建立關係，並

與科任老師進行溝通協助個案融入班級學習環境。

(六)安排高關懷課程和小團體，透過大眾媒體的正向求學案例，開發個案多元的興趣與潛能，

增加其學習興趣與動力。

(七)運用卡片媒材和藝術治療，協助負向情緒抒解，增強個案正向的行為表現。

(八)個案課業落後中斷問題可尋求校內補救教學資源或運用社區課後輔導團體，以降低學習

挫敗及壓力，重拾學習動機。

二、整合並建立個案輔導資源網

(一)透過學校(導師與行政人員)、社政資源(家庭教育中心志工、心理師)共同討論個案照顧與

輔導策略，讓個案就學的狀況漸趨穩定。

(二)輔導處(室)、導師與輔導老師密切聯繫，必要時召開個案會議，邀請個案導師與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人員，討論個案狀況，並分工照顧、關懷、陪伴與輔導個案，建立個案社區

輔導網絡。

(三)由家庭教育中心志工協助關心個案家庭、偕同導師、學務及輔導人員進行家庭訪問並提

供關懷及法律相關規定之說明。

(四)結合社區資源的力量，協助個案正向學習。

1.運用認輔志工協助個案沉溺網路社群部分，透過實際人際互動，讓個案能面對面與人直

接溝通、互動。

2.評估案家問題需進行家族治療，輔導員本身未有能力處理則可結合鄰近心理治療院所或

專業人員進行家族治療工作，轉介後輔導員應追蹤了解諮商工作進行情形。

3.若評估個案有精神狀況問題，可將本市衛生局心理衛生中心精神科定點諮詢服務供案家

運用或至精神醫療資源進行就診及心理評估。

三、給輔導員與家長工作的建議

(一)與個案家庭密切聯繫：運用電話、聯絡簿或家訪等方式，密切與家長聯繫，提供家長親

子互動知能和在校規範彈性措施，並提供親子教育講座訊息，增進家庭具體教養功能。

(二)運用家庭教育中心志工資源協助個案父母調整教養功能與遵守相關規範。

(三)強調與約束個案與案父母法規辦法，以了解到校學習為本分，例如《國民教育法》、《強

迫入學條例》、《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四)由於家庭長期面臨管教方式差異，因此輔導員需以耐心和專業上的訊息提供，以協助案

父母能了解子女之教養需由雙方共同面對，且需具一致性之管教態度及作為，學習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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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溝通轉換成正向語言，以促進家庭角色平衡發展。

(五)家庭治療的介入策略，主要在瞭解並協助重建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型態，特別澄清母親的

角色與其他成員的功能，讓父親也承擔家庭角色功能，協助父母親能一致的面對個案問

題。

陸、輔導心語

就一般學生而言，沉迷於動漫遊戲或組合模型為生活重心，常是造成學生拒學的因素之

一。但就此例來看，小雄的個性內向，除了不喜歡上課，學習動機低落，生活沒有目標；再

加上父母親疏於關懷與照顧，讓小雄將現實生活中無法滿足的情感寄情於虛擬世界，在網路

與遊戲中找到共鳴。身為學校的老師與專業輔導人員，遇到這樣的學生時，不能僅停留在事

後處理，事前的觀察與即時介入也是重要的。

如同小雄這樣的學生，有可能就在你我的周遭出現，只要一旦發現或覺察，立即給予學

生關懷，找出拒學背後原因；讓學校裡的老師與同儕成為學生的避風港，協助家長陪伴學生

改變成長，讓學生感受到來自周遭的支持與力量，才能漸漸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柒、給家長的話

  家中如有小雄這樣的孩子，相信父母或主要照顧孩子的家人心情是焦急擔憂的，既無法

以逃避順從的心態，為孩子不上學的行為找藉口代為向學校請假，又不適合勉強或要求孩子

上學，造成親子之間為孩子拒學的問題，以緊張衝突的方式相處。下列提供給家長面對孩子

時可以運用及思考的方向，以力求雙贏的結果而努力。

一、情緒反應的重要性：孩子拒學時，父母的情緒及身心狀態會受影響，此時易將重心放在

孩子身上，甚至要求孩子能有所改變，但父母本身的身心照顧、自我放鬆及調適心情也

相當重要。

二、親子溝通的必要性：這段時間給孩子的以了解及支持為主要關鍵。多鼓勵孩子，因一般

拒學的孩子平均需要半個學期以上的時間才能產生效果。而且孩子的情況可能起起伏伏，

如果過於期待孩子快速的改變，會考驗父母的信心及耐心，此時需和學校保持合作關係，

適時討論並調整協助策略。

三、親職責任的平衡性：不要指責另一伴以往管教孩子的方式，而要彼此好好溝通，拉回親

子關係或讓父(母)親看到各自的重要性，發揮父及母職的功能。

四、 三不三要口訣：不一昧指責、不過度期待、不太多要求。要放鬆、要溝通、要鼓勵

捌、資源百寶箱 
    面對拒學個案時，不同時機點需要運用不同資源介入協助，下表(表 1、網絡運用表格)

依前面所寫輔導策略整理，以提供輔導員處理個案不同問題時，可參考運用的相關資源連結

單位。 

表 1、網絡運用表格 
主述問題 運用時機 資源連結單位 

一、拒學 

(個人心理障礙) 

身心理健康評估 一、醫療資源 

(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童青少年別門診 

  連絡電話：04-22052121 

  地址：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二)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青少年身心科門診 

  連絡電話：04-24739595 

  地址：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三)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門診  

  連絡電話:04-22294411 

  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 號 

(四)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門診 

  連絡電話：04-23592525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60號 

(五)童綜合醫院心身科門診 

  連絡電話：04-26626161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八號 

(六)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兒少精神科專業定點諮詢 

  山、海、中三區駐區醫師及心理師 

  (每年委託單位不固定) 

二、個人層面 

(一)性格敏感內向 

(二)情緒耐受度低與負 

    面情緒抒解技巧不 

    佳 

(三)缺乏人際互動技巧 

(四)挫折忍受力較低 

 

 

 

三、家庭層面 

(一)親子關係疏離 

(二)親職教育功能薄弱 

(三)管教態度未達共識 

 

情緒困擾、人際困

擾、親子關係衝突 
一、輔導諮商資源(提供電話關懷諮詢服務) 

(一)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連絡電話：04-25200870、04-22289111#54221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4樓 

(二)各校輔導室 

(三)生命線:1995 

(四)張老師:1980 

(五)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台中市蒲公英諮商輔 

    導中心 

  連絡電話:04-22238585 

  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4 號 11樓 

(六)臺中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連絡電話: 04-2203-8585 #8117、8119 

  地址: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185號 

(七)臺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連絡電話: 0960-738664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 

(八)臺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連絡電話: 04-22352351 

  地址: 臺中市北區賴厝街 56 號 3樓 

二、家庭教育資源 

(一)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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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溝通轉換成正向語言，以促進家庭角色平衡發展。

(五)家庭治療的介入策略，主要在瞭解並協助重建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型態，特別澄清母親的

角色與其他成員的功能，讓父親也承擔家庭角色功能，協助父母親能一致的面對個案問

題。

陸、輔導心語

就一般學生而言，沉迷於動漫遊戲或組合模型為生活重心，常是造成學生拒學的因素之

一。但就此例來看，小雄的個性內向，除了不喜歡上課，學習動機低落，生活沒有目標；再

加上父母親疏於關懷與照顧，讓小雄將現實生活中無法滿足的情感寄情於虛擬世界，在網路

與遊戲中找到共鳴。身為學校的老師與專業輔導人員，遇到這樣的學生時，不能僅停留在事

後處理，事前的觀察與即時介入也是重要的。

如同小雄這樣的學生，有可能就在你我的周遭出現，只要一旦發現或覺察，立即給予學

生關懷，找出拒學背後原因；讓學校裡的老師與同儕成為學生的避風港，協助家長陪伴學生

改變成長，讓學生感受到來自周遭的支持與力量，才能漸漸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柒、給家長的話

  家中如有小雄這樣的孩子，相信父母或主要照顧孩子的家人心情是焦急擔憂的，既無法

以逃避順從的心態，為孩子不上學的行為找藉口代為向學校請假，又不適合勉強或要求孩子

上學，造成親子之間為孩子拒學的問題，以緊張衝突的方式相處。下列提供給家長面對孩子

時可以運用及思考的方向，以力求雙贏的結果而努力。

一、情緒反應的重要性：孩子拒學時，父母的情緒及身心狀態會受影響，此時易將重心放在

孩子身上，甚至要求孩子能有所改變，但父母本身的身心照顧、自我放鬆及調適心情也

相當重要。

二、親子溝通的必要性：這段時間給孩子的以了解及支持為主要關鍵。多鼓勵孩子，因一般

拒學的孩子平均需要半個學期以上的時間才能產生效果。而且孩子的情況可能起起伏伏，

如果過於期待孩子快速的改變，會考驗父母的信心及耐心，此時需和學校保持合作關係，

適時討論並調整協助策略。

三、親職責任的平衡性：不要指責另一伴以往管教孩子的方式，而要彼此好好溝通，拉回親

子關係或讓父(母)親看到各自的重要性，發揮父及母職的功能。

四、 三不三要口訣：不一昧指責、不過度期待、不太多要求。要放鬆、要溝通、要鼓勵

捌、資源百寶箱 
    面對拒學個案時，不同時機點需要運用不同資源介入協助，下表(表 1、網絡運用表格)

依前面所寫輔導策略整理，以提供輔導員處理個案不同問題時，可參考運用的相關資源連結

單位。 

表 1、網絡運用表格 
主述問題 運用時機 資源連結單位 

一、拒學 

(個人心理障礙) 

身心理健康評估 一、醫療資源 

(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童青少年別門診 

  連絡電話：04-22052121 

  地址：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二)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青少年身心科門診 

  連絡電話：04-24739595 

  地址：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三)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門診  

  連絡電話:04-22294411 

  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 號 

(四)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門診 

  連絡電話：04-23592525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60號 

(五)童綜合醫院心身科門診 

  連絡電話：04-26626161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八號 

(六)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兒少精神科專業定點諮詢 

  山、海、中三區駐區醫師及心理師 

  (每年委託單位不固定) 

二、個人層面 

(一)性格敏感內向 

(二)情緒耐受度低與負 

    面情緒抒解技巧不 

    佳 

(三)缺乏人際互動技巧 

(四)挫折忍受力較低 

 

 

 

三、家庭層面 

(一)親子關係疏離 

(二)親職教育功能薄弱 

(三)管教態度未達共識 

 

情緒困擾、人際困

擾、親子關係衝突 
一、輔導諮商資源(提供電話關懷諮詢服務) 

(一)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連絡電話：04-25200870、04-22289111#54221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4樓 

(二)各校輔導室 

(三)生命線:1995 

(四)張老師:1980 

(五)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台中市蒲公英諮商輔 

    導中心 

  連絡電話:04-22238585 

  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4 號 11樓 

(六)臺中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連絡電話: 04-2203-8585 #8117、8119 

  地址: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185號 

(七)臺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連絡電話: 0960-738664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 

(八)臺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連絡電話: 04-22352351 

  地址: 臺中市北區賴厝街 56 號 3樓 

二、家庭教育資源 

(一)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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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電話: 04-22298885、04-22292106、04-22292107 

  地址: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 70 號 

(二)臺中市父母成長協會 

  連絡電話:04-25288828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312 巷 3號 

四、課業學習問題 

(一)學習動機低落、生 

    涯目標不明顯 

(二)學校作息難適應 

課業補救教學 臺中市課後照顧資源一覽表： 

http://single.children.org.tw/about/xabout_03.php

五、親職功能薄弱 

(一)父母疏忽管教 

(二)缺乏合宜管教方式 

 

父母、監護人或實際

照顧之人，對兒少有

不當對待之情事(身

體虐待、精神虐待、

性虐待及疏忽等不

當對待) 

一、臺中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連絡電話；04-25293453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3樓 

    保護專線:113 

    緊急報案專線:110 

六、高風險家庭 一、家庭成員關係紊 

    亂或家庭衝突 

二、家中兒童少年之 

    父母或主要照 

    顧者從事特種 

    行業或罹患精 

    神疾病、酒癮藥 

    癮並未就醫或 

    未持續就醫 

三、家中成員曾有自 

    殺傾向或自殺 

    紀錄者 

四、因貧困、單親、 

    隔代教養或其 

    他不利因素 

五、非自願性失業或 

    重複失業者 

六、負擔家計者死 

    亡、出走、重 

    病、入獄服刑等 

一、臺中市社會局-社工科(高風險家庭評估) 

連絡電話:04-22289111*54307 

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惠中樓 3樓 

二、臺中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一 )第一區東勢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新社區、石岡區、東勢區、和平區) 

連絡電話:04-25771785 

地址: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 1-4附 1號 1樓 

(二)第二區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東區、北屯區) 

連絡電話：04-24372339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段 260號 3 樓 

(三)第三區大甲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后里區、清水區) 

連絡電話:04-26803385 

地址:臺中市大甲區水源路 169號 2樓 

(四)第四區大里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太平區、霧峰區、大里區) 

連絡電話 04-24837343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 32 號 6 樓 

(五)第五區沙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大肚區、龍井區、沙鹿區、梧棲區、烏日區) 

連絡電話:04-26351988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 8 號 4 樓 

(六)第六區豐原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潭子區、豐原區、神岡區、大雅區) 

連絡電話:04-22289111#38631-38642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3 樓 

(七)第七區北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北區、中區、西屯區) 

連絡電話:04-22062790 

地址: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 號 4 樓 

(八)第八區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西區、南區、南屯區) 

連絡電話:04-24372339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段 260號 3 樓 

七、民政單位 

(各區公所：強迫入學委

員會)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發現學生有 

   未經請假或不明 

   原因未到校上課 

   達三天以上，或 

   轉學生未向轉入 

   學校報到者 

二、凡應入學而未入

學、已入學而中   

   途輟學或長期缺 

   課之適齡國民， 

   學校應報請鄉 

   （鎮、市、區） 

   強迫入學委員會 

   派員作家庭訪 

   問，勸告入學、 

   復學 

一、各區公所 

二、各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三、轄區村里長/村里幹事 

 

八、多重拒學外在因子 網路成癮、學校師生

衝突、人際衝突、參

加不良組織幫派、兩

性議題 

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連絡電話:04-22583091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2 號 2 樓 

二、臺中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一)少輔會總會：04-22583709 

(二)市區少年輔導組: 04-22583710 

(三)豐原少年輔導組：04-25270119 

(四)清水少年輔導組：04-26230060 

(五)霧峰少年輔導組: 04-23391884 

三、臺中市警察局各分局偵查隊-少年防治官 

四、轄區派出所 

五、110/119(消防局-強制就醫)專線 

九、其他青少年福利資 

    源網絡 

 一、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中心 

連絡電話: 04-24827405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 32 號 

二、群園社會福利基金會 

連絡電話：04-22207989 

地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2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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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電話: 04-22298885、04-22292106、04-22292107 

  地址: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 70 號 

(二)臺中市父母成長協會 

  連絡電話:04-25288828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312 巷 3號 

四、課業學習問題 

(一)學習動機低落、生 

    涯目標不明顯 

(二)學校作息難適應 

課業補救教學 臺中市課後照顧資源一覽表： 

http://single.children.org.tw/about/xabout_03.php

五、親職功能薄弱 

(一)父母疏忽管教 

(二)缺乏合宜管教方式 

 

父母、監護人或實際

照顧之人，對兒少有

不當對待之情事(身

體虐待、精神虐待、

性虐待及疏忽等不

當對待) 

一、臺中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連絡電話；04-25293453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3樓 

    保護專線:113 

    緊急報案專線:110 

六、高風險家庭 一、家庭成員關係紊 

    亂或家庭衝突 

二、家中兒童少年之 

    父母或主要照 

    顧者從事特種 

    行業或罹患精 

    神疾病、酒癮藥 

    癮並未就醫或 

    未持續就醫 

三、家中成員曾有自 

    殺傾向或自殺 

    紀錄者 

四、因貧困、單親、 

    隔代教養或其 

    他不利因素 

五、非自願性失業或 

    重複失業者 

六、負擔家計者死 

    亡、出走、重 

    病、入獄服刑等 

一、臺中市社會局-社工科(高風險家庭評估) 

連絡電話:04-22289111*54307 

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惠中樓 3樓 

二、臺中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一 )第一區東勢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新社區、石岡區、東勢區、和平區) 

連絡電話:04-25771785 

地址: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 1-4附 1號 1樓 

(二)第二區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東區、北屯區) 

連絡電話：04-24372339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段 260號 3 樓 

(三)第三區大甲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后里區、清水區) 

連絡電話:04-26803385 

地址:臺中市大甲區水源路 169號 2樓 

(四)第四區大里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太平區、霧峰區、大里區) 

連絡電話 04-24837343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 32 號 6 樓 

(五)第五區沙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大肚區、龍井區、沙鹿區、梧棲區、烏日區) 

連絡電話:04-26351988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 8 號 4 樓 

(六)第六區豐原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潭子區、豐原區、神岡區、大雅區) 

連絡電話:04-22289111#38631-38642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3 樓 

(七)第七區北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北區、中區、西屯區) 

連絡電話:04-22062790 

地址: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400 號 4 樓 

(八)第八區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西區、南區、南屯區) 

連絡電話:04-24372339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段 260號 3 樓 

七、民政單位 

(各區公所：強迫入學委

員會)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發現學生有 

   未經請假或不明 

   原因未到校上課 

   達三天以上，或 

   轉學生未向轉入 

   學校報到者 

二、凡應入學而未入

學、已入學而中   

   途輟學或長期缺 

   課之適齡國民， 

   學校應報請鄉 

   （鎮、市、區） 

   強迫入學委員會 

   派員作家庭訪 

   問，勸告入學、 

   復學 

一、各區公所 

二、各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三、轄區村里長/村里幹事 

 

八、多重拒學外在因子 網路成癮、學校師生

衝突、人際衝突、參

加不良組織幫派、兩

性議題 

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連絡電話:04-22583091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2 號 2 樓 

二、臺中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一)少輔會總會：04-22583709 

(二)市區少年輔導組: 04-22583710 

(三)豐原少年輔導組：04-25270119 

(四)清水少年輔導組：04-26230060 

(五)霧峰少年輔導組: 04-23391884 

三、臺中市警察局各分局偵查隊-少年防治官 

四、轄區派出所 

五、110/119(消防局-強制就醫)專線 

九、其他青少年福利資 

    源網絡 

 一、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中心 

連絡電話: 04-24827405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 32 號 

二、群園社會福利基金會 

連絡電話：04-22207989 

地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2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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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一般而言，我們常用逃學（truancy）、懼學（school phobia）、拒學（school refusal）三個

名詞來形容學生拒絕上學的行為，美國學者 Broadwin 在 1932 年首先提出「逃學」一辭來代

表學生的一種違抗行為、一種獲得關愛的企圖，以及對難以適應之現實情境的逃離（引自張

馥媛，2006），早期學校最常用「逃學」一詞彙來形容學生不上學、曠課等行為，而且「逃學」

意指非法且刻意「在家長不知道、不同意下自學校缺席」，因此當時大都認為逃學與青少年犯

罪或是青少年犯罪的前兆有關，甚至與家庭問題、學校適應、智能不足等都脫不了干係，然

而這些猜測並非完全為現今證據所支持。

當時 Broadwin 並未將逃學、拒學分釐清楚，許多人常對拒學產生誤解，常跟行為偏差的

逃學聯想在一起，一般而言「逃學」是指兒童在沒有經過請假手續，亦未經父母或學校人員

的允許而擅自未到校上課，或者到校後又私自離校（引自曾端真，2000），「拒學症」過去也

被稱為懼學症，「懼學」一詞是由美國精神科醫師 Johnson 於 1941 年所提出，根據心理動力

學取向，他們認為懼學症是「因為對學校潛藏著強烈的莫名壓力與恐懼，而且會伴隨多種身

心症狀，是一種學校適應的障礙的情緒障礙症」，但後來發現學童很多並非恐懼學校本身，才

統稱這些拒學上學的學童為拒學症。「逃學」與「拒學」這兩種行為在本質上是有極大差異的，

並非所有的輟學皆具有犯罪的本質，它可能根源於心理上的焦慮；此外輟學的行為動機上可

能是主動的，也可能是無奈被動的。

逃學、懼學、拒學三者的定義常被混淆，教育部（2010）曾做出比較整理，將三者的差

異做一比較說明，如表 2 所示：（以下資料摘自教育部「有愛無礙」網站）

表 2、逃學、懼學、拒學差異比較表格
逃學（truancy） 懼學（school phobia） 拒學（school refusal）

行為上的問題（對學校不

滿、想到校外從事有興趣的

事）。

心理上的問題（對學校的人事

物產生恐懼、個人的焦慮）。

可能為行為或心理上的問題，但也或許是

由心理問題轉變為行為問題，甚至兩者同

時存在。

無身心症狀。 伴隨身心症狀的出現。 有或沒有身心症狀都有可能，但也或許會

假裝身體不適。

通常出現在有行為問題的學

生身上。

通常為品行良好、成績中等以

上的學生。
可能是行為偏差或品行良好的學生。

逃學後很少待在家裡，大多

是尋找外面的刺激。
不上課會待在家裡。 不上課會待在家裡或外面。

通常父母疏於關心孩子，不

知道孩子沒去上課，也不清

楚他去哪裡。

通常父母對孩子的就學狀況

有所了解，也知道孩子待在家

中沒去上課。

父母知道孩子沒去上課，也知道他在哪

裡，或者父母不知道孩子沒去上課，也不

知道他去哪裡。

屬於品行疾患的症狀之一。 屬於分離焦慮的症狀之一。

由於「拒學」比較能涵蓋各類不上學的問題，近年普遍將「懼學」和「逃學」包含至「拒

學」的定義中，以拒學來概括描述學生的輟學行為。

拾、參考資料來源

林杏足、陳佩鈺、陳美儒(2006)。國中高危險群學生對其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的知覺之分析

 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8 卷(2 期)，151-176 頁。

張馥媛(2006)。拒學行為之衡鑑與治療－功能模式取向。諮商與輔導，244 期，19-23 頁。

曾端真(2000)。兒童拒學症的評估與輔導(廿五)。諮商與輔導，169 期，31-34 頁。

曾端真(2000)。兒童拒學症的評估與輔導(下)。諮商與輔導，170 期，34-38 頁。

教育部(無日期)。有愛無礙。2014 年 7 月 4 日，取自：
 http://general.dale.nhcue.edu.tw/special/special-5-14.html

真愛無輟．夢想追尋-談中輟議題 

林歆恩、邱佳琦、張明松、張碧雲、陳冠蘭、蔡幸秀、蕭伃真、謝宛蓉、顏新羚、蘇芳儀

壹、案例背景

案主棠棠排行老二，目前 15 歲，有一 17 歲的姊姊；案父母在案主幼稚園時離異，離異

後各自婚嫁，分別育有一子。案主姊妹二人自小由案祖父、案祖母帶大，屬隔代教養家庭。

案姊於兩年前搬出和男友同住，與家庭關係疏離。案祖父為退役軍人，退休後擔任大樓警衛

一職，管教方式採軍事教育；案祖母為傳統家庭主婦，對於案主相當溺愛。目前案主與案祖

父母同住，案姑姑則住在案家附近，每週末會返家探視，與案主關係良好。

貳、案例描述

案主面貌清秀，天資聰穎，國一時與班上同儕相處融洽，成績優異且學習態度認真，在

校異性緣良好，惟情緒控管能力不佳。國一下學期，因案主段考成績優異，案祖母贈與案主

智慧型手機，自此案主開始透過手機，密集性與朋友聊天，並出現網路交友之情形。

國一暑假期間，案主趁案祖父夜間值班時，與網友相約見面，而後經常性晚歸。起初案

祖母擔心案主遭受案祖父責罰，選擇包庇案主晚歸一事，後來案主經常藉故外宿，並要求案

祖母協助隱匿，案祖母多次規勸無效，束手無策之下，只能以持續隱匿的方式包庇案主，直

到開學後，經學校通知案祖父，案主經常無故未到校，案祖父盛怒下質問案祖母，才知道案

主自暑假起已有網路交友、深夜未歸等行為。

爾後，案祖父開始採取一系列嚴格管教措施如:定期電話查勤、嚴格控管案主的金錢來源

及限制手機使用等，讓案主內心感到極度不滿，出現反抗案祖父之行為如：摔東西、謾罵、

恐嚇等。衝突過程中曾多次向案父或案母表達自己想搬去與他們同住，但皆遭拒絕。最後，

案主某次與案祖父嚴重衝突後負氣離家，即輾轉不斷寄宿於友人家，漸漸將人際重心移轉到

校外朋友身上，且未到校上課。案主於離家期間與異性交往關係複雜，並染上菸癮，且有藥

物使用之情形，亦經常偷偷返家竊取案祖父母的金錢。

經學校通報中輟後，案祖母請託案姑姑協助勸說案主上學，當案主勉強到校後，學校以

安檢為由，要求案主配合進行搜身，並短暫安置至學務處協助就學生活適應。案主對於學校

的特殊對待方式衍生許多負面情緒，促使其更不願意到校，而出現時輟時學的現象。雖經由

學校安排案主接受二級輔導，但仍無法改善案主時輟時學及情緒不穩定的狀況，於是申請轉

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輔導員介入時發現，校方對於案主有許多不友善的態度及標籤，經

由輔導員與校方溝通後，才同意讓案主入班上課，但因案主已中輟多時，課業嚴重落後導致

學習成就低落；亦與班上同學互動疏離，自覺無法融入同儕團體，與他人互動稍不順心時，

案主三字經脫口而出、踹桌椅或恐嚇等暴力行為，令同學感到畏懼。

此外，班上同學曾向導師反應案主經常於臉書上炫耀他人送的名貴物品及在聲色場所玩

樂、吸 K 的照片，導師為杜絕模仿效應之發生，時常於課堂中舉案主為負面教材，請同學引

以為戒，讓案主感到相當不堪，當下與導師產生正面衝突，因而排斥入班，最後案主只願意

留在輔導室，案主與認輔老師關係建立尚佳，會自己來輔導室抱怨遇到的困難與不滿。

經過會談輔導員發現，案主價值觀趨向社會化，曾自述安全感來自於金錢上的滿足，且

表示相當羨慕案姊的同居男友經常贈與案姊貴重禮物。會談過程中案主無意透露自己有金錢

上的支援，且疑似與成年異性有不明金錢上的往來，但不願明確交代獲得金錢的原因。此外，

案主以從事檳榔西施的案姊為楷模，相當嚮往此份工作，認為自己只要具有美貌，不需上學

即可輕鬆獲得金錢是件美好的事。

輔導員歷經多次的會談及真誠的關懷，與案主建立良好的專業關係及信任感，在處遇過

程中與案主一同面對其生命議題，運用行為改變技術，並鼓勵案主執行改變；學校方面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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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常用逃學（truancy）、懼學（school phobia）、拒學（school refusal）三個

名詞來形容學生拒絕上學的行為，美國學者 Broadwin 在 1932 年首先提出「逃學」一辭來代

表學生的一種違抗行為、一種獲得關愛的企圖，以及對難以適應之現實情境的逃離（引自張

馥媛，2006），早期學校最常用「逃學」一詞彙來形容學生不上學、曠課等行為，而且「逃學」

意指非法且刻意「在家長不知道、不同意下自學校缺席」，因此當時大都認為逃學與青少年犯

罪或是青少年犯罪的前兆有關，甚至與家庭問題、學校適應、智能不足等都脫不了干係，然

而這些猜測並非完全為現今證據所支持。

當時 Broadwin 並未將逃學、拒學分釐清楚，許多人常對拒學產生誤解，常跟行為偏差的

逃學聯想在一起，一般而言「逃學」是指兒童在沒有經過請假手續，亦未經父母或學校人員

的允許而擅自未到校上課，或者到校後又私自離校（引自曾端真，2000），「拒學症」過去也

被稱為懼學症，「懼學」一詞是由美國精神科醫師 Johnson 於 1941 年所提出，根據心理動力

學取向，他們認為懼學症是「因為對學校潛藏著強烈的莫名壓力與恐懼，而且會伴隨多種身

心症狀，是一種學校適應的障礙的情緒障礙症」，但後來發現學童很多並非恐懼學校本身，才

統稱這些拒學上學的學童為拒學症。「逃學」與「拒學」這兩種行為在本質上是有極大差異的，

並非所有的輟學皆具有犯罪的本質，它可能根源於心理上的焦慮；此外輟學的行為動機上可

能是主動的，也可能是無奈被動的。

逃學、懼學、拒學三者的定義常被混淆，教育部（2010）曾做出比較整理，將三者的差

異做一比較說明，如表 2 所示：（以下資料摘自教育部「有愛無礙」網站）

表 2、逃學、懼學、拒學差異比較表格
逃學（truancy） 懼學（school phobia） 拒學（school refusal）

行為上的問題（對學校不

滿、想到校外從事有興趣的

事）。

心理上的問題（對學校的人事

物產生恐懼、個人的焦慮）。

可能為行為或心理上的問題，但也或許是

由心理問題轉變為行為問題，甚至兩者同

時存在。

無身心症狀。 伴隨身心症狀的出現。 有或沒有身心症狀都有可能，但也或許會

假裝身體不適。

通常出現在有行為問題的學

生身上。

通常為品行良好、成績中等以

上的學生。
可能是行為偏差或品行良好的學生。

逃學後很少待在家裡，大多

是尋找外面的刺激。
不上課會待在家裡。 不上課會待在家裡或外面。

通常父母疏於關心孩子，不

知道孩子沒去上課，也不清

楚他去哪裡。

通常父母對孩子的就學狀況

有所了解，也知道孩子待在家

中沒去上課。

父母知道孩子沒去上課，也知道他在哪

裡，或者父母不知道孩子沒去上課，也不

知道他去哪裡。

屬於品行疾患的症狀之一。 屬於分離焦慮的症狀之一。

由於「拒學」比較能涵蓋各類不上學的問題，近年普遍將「懼學」和「逃學」包含至「拒

學」的定義中，以拒學來概括描述學生的輟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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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例背景

案主棠棠排行老二，目前 15 歲，有一 17 歲的姊姊；案父母在案主幼稚園時離異，離異

後各自婚嫁，分別育有一子。案主姊妹二人自小由案祖父、案祖母帶大，屬隔代教養家庭。

案姊於兩年前搬出和男友同住，與家庭關係疏離。案祖父為退役軍人，退休後擔任大樓警衛

一職，管教方式採軍事教育；案祖母為傳統家庭主婦，對於案主相當溺愛。目前案主與案祖

父母同住，案姑姑則住在案家附近，每週末會返家探視，與案主關係良好。

貳、案例描述

案主面貌清秀，天資聰穎，國一時與班上同儕相處融洽，成績優異且學習態度認真，在

校異性緣良好，惟情緒控管能力不佳。國一下學期，因案主段考成績優異，案祖母贈與案主

智慧型手機，自此案主開始透過手機，密集性與朋友聊天，並出現網路交友之情形。

國一暑假期間，案主趁案祖父夜間值班時，與網友相約見面，而後經常性晚歸。起初案

祖母擔心案主遭受案祖父責罰，選擇包庇案主晚歸一事，後來案主經常藉故外宿，並要求案

祖母協助隱匿，案祖母多次規勸無效，束手無策之下，只能以持續隱匿的方式包庇案主，直

到開學後，經學校通知案祖父，案主經常無故未到校，案祖父盛怒下質問案祖母，才知道案

主自暑假起已有網路交友、深夜未歸等行為。

爾後，案祖父開始採取一系列嚴格管教措施如:定期電話查勤、嚴格控管案主的金錢來源

及限制手機使用等，讓案主內心感到極度不滿，出現反抗案祖父之行為如：摔東西、謾罵、

恐嚇等。衝突過程中曾多次向案父或案母表達自己想搬去與他們同住，但皆遭拒絕。最後，

案主某次與案祖父嚴重衝突後負氣離家，即輾轉不斷寄宿於友人家，漸漸將人際重心移轉到

校外朋友身上，且未到校上課。案主於離家期間與異性交往關係複雜，並染上菸癮，且有藥

物使用之情形，亦經常偷偷返家竊取案祖父母的金錢。

經學校通報中輟後，案祖母請託案姑姑協助勸說案主上學，當案主勉強到校後，學校以

安檢為由，要求案主配合進行搜身，並短暫安置至學務處協助就學生活適應。案主對於學校

的特殊對待方式衍生許多負面情緒，促使其更不願意到校，而出現時輟時學的現象。雖經由

學校安排案主接受二級輔導，但仍無法改善案主時輟時學及情緒不穩定的狀況，於是申請轉

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輔導員介入時發現，校方對於案主有許多不友善的態度及標籤，經

由輔導員與校方溝通後，才同意讓案主入班上課，但因案主已中輟多時，課業嚴重落後導致

學習成就低落；亦與班上同學互動疏離，自覺無法融入同儕團體，與他人互動稍不順心時，

案主三字經脫口而出、踹桌椅或恐嚇等暴力行為，令同學感到畏懼。

此外，班上同學曾向導師反應案主經常於臉書上炫耀他人送的名貴物品及在聲色場所玩

樂、吸 K 的照片，導師為杜絕模仿效應之發生，時常於課堂中舉案主為負面教材，請同學引

以為戒，讓案主感到相當不堪，當下與導師產生正面衝突，因而排斥入班，最後案主只願意

留在輔導室，案主與認輔老師關係建立尚佳，會自己來輔導室抱怨遇到的困難與不滿。

經過會談輔導員發現，案主價值觀趨向社會化，曾自述安全感來自於金錢上的滿足，且

表示相當羨慕案姊的同居男友經常贈與案姊貴重禮物。會談過程中案主無意透露自己有金錢

上的支援，且疑似與成年異性有不明金錢上的往來，但不願明確交代獲得金錢的原因。此外，

案主以從事檳榔西施的案姊為楷模，相當嚮往此份工作，認為自己只要具有美貌，不需上學

即可輕鬆獲得金錢是件美好的事。

輔導員歷經多次的會談及真誠的關懷，與案主建立良好的專業關係及信任感，在處遇過

程中與案主一同面對其生命議題，運用行為改變技術，並鼓勵案主執行改變；學校方面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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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找到一位國小時期與案主感情尚佳的女同學，這位女同學與案主住在同一社區內，願

意天天早上約案主一起步行到學校，透過同儕支持提升案主到校動力。另外，輔導員與導師

及輔導老師共同討論決定安排案主參加高關懷課程，藉由高關懷課程提升案主學習興趣，並

連結課輔資源提供課後輔導，加強中輟時的課業落差，提高案主學習成就及動機，並將親子

會談資源引進案家，增進案家成員間之溝通技巧及能力。

案主在多方的資源協助下漸入佳境，案祖父母也開始練習如何用良性的溝通方式表達對

案主的關心。當關係緊張時，案祖父母會主動尋求案姑姑居中協調溝通，並給予案主情緒上

的關懷，案母亦願意盡其所能一同協助案主適應學校生活。案主在國中三年級上學期時，更

因校方適性輔導之協助，使案主對未來生涯建立明確的目標，漸趨穩定規律的上學，與班上

同學互動情形逐漸好轉，在班上亦結交到知己，在校內同儕影響下，案主漸漸脫離校外友人

的圈子。學期中案主參與繪畫比賽中獲得名次，從案主的作品裡，透露出其內在對於美好生

活的冀望，更主動和輔導老師分享自己越來越喜歡自己的笑容，並期待未來也能擔任輔導人

員去協助那些曾經和她有類似經驗的學生!

參、問題主述

一、家庭失功能：主要照顧者管教態度不一，親職管教和溝通技巧不彰。案主與案父母依附

關係不佳，缺乏家庭支持與安全感。

二、非行行為：逃學、翹家、偷竊、在外遊蕩、抽菸及藥物使用等行為。

三、兩性議題：異性交往關係複雜，尋求情感上的寄託，且疑似有對價的性關係。

四、不友善校園環境：中輟生標籤化、師生關係衝突、課業學習嚴重落後、缺乏學習動機與

成就、同儕支持薄弱。

五、價值觀念不當：金錢觀認知錯誤，崇尚物質享受。

六、情緒控管能力不佳：容易感到不公平與憤怒，缺乏情感上的支持，以不恰當的方式反應

其情緒。

肆、個案評估

一、危險因子

（一）個人方面

1、負面自我價值觀：案主年幼時父母離異，由案祖父母帶大，且案父母各自婚嫁，分

別也都有自己的孩子（而且是男生），案主自小被父母遺棄，可能為案主帶來負面

的自我價值觀，如：低自尊及低自我悅納。而案祖母對案主的溺愛及協助隱匿案主

問題行為的教養方式，也容易衍生案主不需要自己行為負責任的內在想法。

2、缺乏安全依附：幼年時期家庭破碎的經歷，可能導致案主心中存有較深的不安全、

被拋棄感，而在案主與案祖父衝突後，案主多次要求與案父、案母同住卻皆遭拒絕，

可能更加印證案主心中「我是沒人要的」的信念，由此觀之案主無法建構與家庭間

的正向依附關係，對內的安全依附受到阻礙後，轉而向外尋求情感歸屬與寄託，於

是用複雜的交友行為，藉此彰顯其失落的依附關係，使得問題愈趨嚴重。

3、錯誤的金錢價值觀：案主渴望獨立自主卻使用不當方式賺取零用錢，不只滿足自主

使用金錢的需求，也藉由物質追求顯示其表達希望獲得他人關注與重視，然使用錯

誤獲取金錢方式、享受金錢自主性，亦同時觸犯法律界線，及可能有感染傳染病的

風險。

4、情緒管理能力不佳：案主正值青春叛逆期，渴望自由不受拘束，不願意接受權威式

管教方式，但又缺乏有效紓發、處理自己情緒的管道與適當的表達方式，因此習得

用粗暴的言行掩飾其真實的情緒。

5、交友情形複雜：案主過度使用 3C 產品，透過網路建立交友管道，但對於相關資訊

及潛在危險認知不足，案主因此受到影響，出現晚歸、外宿以及其他非行行為。

6、非行行為：說謊、暴力、偷竊、菸癮、藥物使用等非行行為，使案主可能必須面臨

法律刑責。

（二）家庭方面

1、隔代教養問題：案父母離異後各自再重組新家庭，因無法兼顧案主養育及照顧之責，

將親職角色委由案祖父母承擔。因隔代教養所衍生的觀念落差，對正值青春期的案

主無法產生有效的約束及溝通，形成家庭關係衝突，導致親權功能弱化。

2、教養方式不適切：案祖父權威式及軍事化的管教方式，在衝突事件上嚴格控管案主

金錢來源及限制手機使用狀況，容易引起案主的反抗，更導致案主負氣離家；案祖

母雖非常關愛案主，但傾向於溺愛，藉由包庇協助隱匿晚歸、外宿等表達對案主的

關愛，亦可能造成案主是非觀念混淆或採用不當方式獲取所需等問題。案主家庭親

職功能明顯不彰。

3、教養態度不一致：主要照顧者案祖父母的管教態度不一致，容易導致案主因無所適

從而產生內在矛盾與衝突。

4、手足的負向影響：案姊生活模式對案主價值觀產生影響，導致案主嚮往只需美貌就

可輕鬆獲得金錢的工作，

5、家族支持系統薄弱：家族中雖有案姑姑不定時協助案祖母勸說案主，但仍以返校就

學為主軸，無法深究案主內心世界，因此無法較具體協助案主處理內在議題，也較

難長時間關注案主生活狀態。

（三）學校/同儕方面

1、網路交友問題：案主在開始網路交友之後，開始出現晚歸、未歸、未到校、異性關

係複雜、菸癮、藥物使用（吸 K）、偷竊金錢等非行行為，雖然難以掌握案主在校

外結識友人身分，但可推知案主受其價值觀及行為之影響甚大。

2、校內人際關係疏離：缺乏知心好友或小天使協助入班學習及適應，因此案主即使到

校，也與班上同學互動疏離，無法融入同儕團體的異類感與孤獨感，形成將案主推

離學校的動力。

3、用錯誤的方式吸引注意力：案主在臉書上炫耀他人送的名貴物品及在聲色場所玩樂、

吸 K 的照片，意圖引起同儕注意，未料上述行為不僅無法達到案主預期效應，反

而獲得負面效果（感到不堪），成為同學眼中的負面教材。

4、兩性交往及情感議題：異性交往關係複雜，可能在異性網友身上尋求情感上的寄託，

且疑似有對價的性關係。

5、以暴力行為抒發情緒：案主以不當方式發洩情緒（三字經、踹桌椅、恐嚇、暴力等

行為），令同學感到畏懼，使其校內同儕關係更加惡化。

6、校外同儕團體的影響：校外朋友強大的拉力（吸引案主好奇及對物質追求）與接納，

使案主對校外同儕團體產生較大歸屬感，而持續在外生活與非行行為。

7、學習成就低落：時輟時學，導致其課業嚴重落後，使案主對於學習以及學校生活更

感挫折。

（四）社會方面

1、標籤化問題：案主被標籤為「壞孩子」，在班上甚至成為負面教材，整體校園環境

對中輟嘗試回頭的孩子態度不友善，例如強制施行以安檢為由的搜身措施，使案主

回校適應更形困難。

2、學校體系適應不良：班級經營、學校課程、導師態度等，對案主形成推力，造成案

主校園生活適應的困難，進而導致學習意願低落，而無法依循體制回歸學校系統。

3、價值觀念不當：社會價值多元紛亂，媒體過度渲染金錢與物質的錯誤觀念，案主對

於金錢、美貌、性的想法，顯然已受到影響而有所偏差，例如「只要具有美貌，即

可輕鬆獲得金錢，有什麼不對？」以及物化女性、笑貧不笑娼、金錢觀認知錯誤、

崇尚物質享受等等觀念，除了價值觀外亦對案主生涯目標造成影響，均有待省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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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找到一位國小時期與案主感情尚佳的女同學，這位女同學與案主住在同一社區內，願

意天天早上約案主一起步行到學校，透過同儕支持提升案主到校動力。另外，輔導員與導師

及輔導老師共同討論決定安排案主參加高關懷課程，藉由高關懷課程提升案主學習興趣，並

連結課輔資源提供課後輔導，加強中輟時的課業落差，提高案主學習成就及動機，並將親子

會談資源引進案家，增進案家成員間之溝通技巧及能力。

案主在多方的資源協助下漸入佳境，案祖父母也開始練習如何用良性的溝通方式表達對

案主的關心。當關係緊張時，案祖父母會主動尋求案姑姑居中協調溝通，並給予案主情緒上

的關懷，案母亦願意盡其所能一同協助案主適應學校生活。案主在國中三年級上學期時，更

因校方適性輔導之協助，使案主對未來生涯建立明確的目標，漸趨穩定規律的上學，與班上

同學互動情形逐漸好轉，在班上亦結交到知己，在校內同儕影響下，案主漸漸脫離校外友人

的圈子。學期中案主參與繪畫比賽中獲得名次，從案主的作品裡，透露出其內在對於美好生

活的冀望，更主動和輔導老師分享自己越來越喜歡自己的笑容，並期待未來也能擔任輔導人

員去協助那些曾經和她有類似經驗的學生!

參、問題主述

一、家庭失功能：主要照顧者管教態度不一，親職管教和溝通技巧不彰。案主與案父母依附

關係不佳，缺乏家庭支持與安全感。

二、非行行為：逃學、翹家、偷竊、在外遊蕩、抽菸及藥物使用等行為。

三、兩性議題：異性交往關係複雜，尋求情感上的寄託，且疑似有對價的性關係。

四、不友善校園環境：中輟生標籤化、師生關係衝突、課業學習嚴重落後、缺乏學習動機與

成就、同儕支持薄弱。

五、價值觀念不當：金錢觀認知錯誤，崇尚物質享受。

六、情緒控管能力不佳：容易感到不公平與憤怒，缺乏情感上的支持，以不恰當的方式反應

其情緒。

肆、個案評估

一、危險因子

（一）個人方面

1、負面自我價值觀：案主年幼時父母離異，由案祖父母帶大，且案父母各自婚嫁，分

別也都有自己的孩子（而且是男生），案主自小被父母遺棄，可能為案主帶來負面

的自我價值觀，如：低自尊及低自我悅納。而案祖母對案主的溺愛及協助隱匿案主

問題行為的教養方式，也容易衍生案主不需要自己行為負責任的內在想法。

2、缺乏安全依附：幼年時期家庭破碎的經歷，可能導致案主心中存有較深的不安全、

被拋棄感，而在案主與案祖父衝突後，案主多次要求與案父、案母同住卻皆遭拒絕，

可能更加印證案主心中「我是沒人要的」的信念，由此觀之案主無法建構與家庭間

的正向依附關係，對內的安全依附受到阻礙後，轉而向外尋求情感歸屬與寄託，於

是用複雜的交友行為，藉此彰顯其失落的依附關係，使得問題愈趨嚴重。

3、錯誤的金錢價值觀：案主渴望獨立自主卻使用不當方式賺取零用錢，不只滿足自主

使用金錢的需求，也藉由物質追求顯示其表達希望獲得他人關注與重視，然使用錯

誤獲取金錢方式、享受金錢自主性，亦同時觸犯法律界線，及可能有感染傳染病的

風險。

4、情緒管理能力不佳：案主正值青春叛逆期，渴望自由不受拘束，不願意接受權威式

管教方式，但又缺乏有效紓發、處理自己情緒的管道與適當的表達方式，因此習得

用粗暴的言行掩飾其真實的情緒。

5、交友情形複雜：案主過度使用 3C 產品，透過網路建立交友管道，但對於相關資訊

及潛在危險認知不足，案主因此受到影響，出現晚歸、外宿以及其他非行行為。

6、非行行為：說謊、暴力、偷竊、菸癮、藥物使用等非行行為，使案主可能必須面臨

法律刑責。

（二）家庭方面

1、隔代教養問題：案父母離異後各自再重組新家庭，因無法兼顧案主養育及照顧之責，

將親職角色委由案祖父母承擔。因隔代教養所衍生的觀念落差，對正值青春期的案

主無法產生有效的約束及溝通，形成家庭關係衝突，導致親權功能弱化。

2、教養方式不適切：案祖父權威式及軍事化的管教方式，在衝突事件上嚴格控管案主

金錢來源及限制手機使用狀況，容易引起案主的反抗，更導致案主負氣離家；案祖

母雖非常關愛案主，但傾向於溺愛，藉由包庇協助隱匿晚歸、外宿等表達對案主的

關愛，亦可能造成案主是非觀念混淆或採用不當方式獲取所需等問題。案主家庭親

職功能明顯不彰。

3、教養態度不一致：主要照顧者案祖父母的管教態度不一致，容易導致案主因無所適

從而產生內在矛盾與衝突。

4、手足的負向影響：案姊生活模式對案主價值觀產生影響，導致案主嚮往只需美貌就

可輕鬆獲得金錢的工作，

5、家族支持系統薄弱：家族中雖有案姑姑不定時協助案祖母勸說案主，但仍以返校就

學為主軸，無法深究案主內心世界，因此無法較具體協助案主處理內在議題，也較

難長時間關注案主生活狀態。

（三）學校/同儕方面

1、網路交友問題：案主在開始網路交友之後，開始出現晚歸、未歸、未到校、異性關

係複雜、菸癮、藥物使用（吸 K）、偷竊金錢等非行行為，雖然難以掌握案主在校

外結識友人身分，但可推知案主受其價值觀及行為之影響甚大。

2、校內人際關係疏離：缺乏知心好友或小天使協助入班學習及適應，因此案主即使到

校，也與班上同學互動疏離，無法融入同儕團體的異類感與孤獨感，形成將案主推

離學校的動力。

3、用錯誤的方式吸引注意力：案主在臉書上炫耀他人送的名貴物品及在聲色場所玩樂、

吸 K 的照片，意圖引起同儕注意，未料上述行為不僅無法達到案主預期效應，反

而獲得負面效果（感到不堪），成為同學眼中的負面教材。

4、兩性交往及情感議題：異性交往關係複雜，可能在異性網友身上尋求情感上的寄託，

且疑似有對價的性關係。

5、以暴力行為抒發情緒：案主以不當方式發洩情緒（三字經、踹桌椅、恐嚇、暴力等

行為），令同學感到畏懼，使其校內同儕關係更加惡化。

6、校外同儕團體的影響：校外朋友強大的拉力（吸引案主好奇及對物質追求）與接納，

使案主對校外同儕團體產生較大歸屬感，而持續在外生活與非行行為。

7、學習成就低落：時輟時學，導致其課業嚴重落後，使案主對於學習以及學校生活更

感挫折。

（四）社會方面

1、標籤化問題：案主被標籤為「壞孩子」，在班上甚至成為負面教材，整體校園環境

對中輟嘗試回頭的孩子態度不友善，例如強制施行以安檢為由的搜身措施，使案主

回校適應更形困難。

2、學校體系適應不良：班級經營、學校課程、導師態度等，對案主形成推力，造成案

主校園生活適應的困難，進而導致學習意願低落，而無法依循體制回歸學校系統。

3、價值觀念不當：社會價值多元紛亂，媒體過度渲染金錢與物質的錯誤觀念，案主對

於金錢、美貌、性的想法，顯然已受到影響而有所偏差，例如「只要具有美貌，即

可輕鬆獲得金錢，有什麼不對？」以及物化女性、笑貧不笑娼、金錢觀認知錯誤、

崇尚物質享受等等觀念，除了價值觀外亦對案主生涯目標造成影響，均有待省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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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護因子

（一）個人方面

1、未過度社會化：年紀較輕，尚未過度社會化與過度涉入非行行為。

2、學習能力佳：案主天資聰穎，國一入學時成績優異，學習態度認真，可見在行為問

題產生前，案主曾為自己累積有不少成功經驗，包括在學業成績方面，以及同儕相

處方面，皆曾有良好經驗。

3、外在條件優勢：面貌清秀、易與同儕建立關係，中輟前與同學相處融洽。

4、具改變動機：歸屬的渴望與動機，讓案主在重建內在價值的過程中，成為案主個人

的正向資源之一。而案主對金錢追求的渴望，有助轉化使用正當的方式賺取零用

錢。

（二）家庭方面

1、親子關係的可修補性：案父母俱在，且案母願意為案主盡其所能一同協助案主適應

學校生活，因此仍有機會修補親子關係。

2、親友網絡資源協助：案祖父母的關愛仍在，儘管案主自國二後行為問題漸增，案祖

母仍未放棄案主，請託案姑姑協助勸說案主，案祖母對案主深厚的愛，可成為案主

復原歷程中重要的助力之一。

（三）學校/同儕方面

1、正向人際互動經驗：曾經與班上同儕相處融洽，有助案主回歸班級、適應學校生活

的亮點。

2、具有彈性的適應能力：案主雖在金錢價值觀上產生混淆，但仍注意其人身安全避免

流落危險、風化場所。

3、教育及輔導體系的協助：已逐步建置輔導機制、輔導資源適時提供諮詢與協助。

（四）社會方面

1、社會包容：對正值青少年成長階段的案主接納與包容。

2、資源網絡系統的介入：法律在社政、警政、司法對兒少福利施行各項保護措施，可

提供不同面向之協助。

伍、輔導策略

以案主為中心，整合案主之家庭（案祖父母、案姑姑、案母）、班級（班上同學、導師、

任課教師）、學校（學務處、輔導室）、社區等系統，協助各系統對案主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並建立與系統間的網絡合作，依據權責對案主進行輔導，提供協助。

一、個案工作：

（一）工作目標：與案主建立專業關係，從內在出發增進案主自我了解與自我接納，並協

助案主發展合適的情緒發洩管道與價值觀，進一步建立並運用成功經驗、思考規劃

未來職涯。

（二）介入策略/面向：

1.初期策略：

(1)建立關係：與案主建立正向的諮商關係，陪伴案主度過青春期。

(2)關係與歸屬議題：讓案主了解其希望建立同儕關係與親密關係的強烈需求，與

案主討論真正的友誼、親密、歸屬感以及愛與被愛等議題，指出案主過去追求

親密關係的方式可能導致的問題與後果，幫助案主更加了解自己，正視與接納

內在需要，並知道如何透過安全的方式滿足自己的需求，重新經驗正向情感依

附及健康的兩性價值觀。

2.中、長期策略：

(1)情緒議題：幫助案主增加對自己情緒的覺察，建立情緒發洩管道，找到能夠不

傷害自己及他人的情緒宣洩方式，並更進一步發展控制情緒的技巧。

(2)物質濫用及偷竊問題：澄清問題本質、強化案主改變動機，運用行為改變技術

介入，並鼓勵案主執行改變。與案祖父母討論適當給與予案主零用錢，減低案

主因物質需求產生偷竊之行為，並藉此協助案主建立金錢管理能力與概念。藥

物濫用部分另連結春暉專案臨床心理師資源，共同協助案主進行戒治。

(3)重新定義成功經驗：個人成功經驗之回顧及再建立，協助案主自我探索了解自

身的需求與問題、發掘興趣，並鼓勵案主多元學習，開啟自主性；重視案主主

動參與，重新尋回案主的自信及學習的能力與成就感。

(4)價值觀之省思：引導案主省思過去崇拜金錢與物質享受的價值觀，及為此所付

出的代價，並逐漸戒除所習得但尚未根深的非行行為。

(5)職涯發展及價值觀之建立：輔導案主認識生涯發展概念，並協助其規劃未來職

涯。對於可能觸法行為需要面對的司法程序，除陪伴案主共同面對外，亦藉此

加強案主法治教育概念；並協助案主建立誠實及勇於負責的態度。

二、家庭工作：

（一）工作目標：提供主要照顧者同理與情緒支持，協助修復並重新建構親子關係、增強

親職功能、建立家族資源網絡。

（二）介入策略/面向：

1.提供案祖父母支持與心理建設：對案祖父母提供情緒支持，使照顧者了解目前其

他系統針對案主所努力的方向，幫助其了解案主無法一夕之間重新變成「乖寶寶」。

針對可能的等待、拉鋸與衝突建立心理準備，並使照顧者發展出對案主的新理解。

2.家庭關係的修復與重新建立：協助修復案主與案祖父母的關係，建立雙方溝通橋

樑。

3.親職功能重建：協助案祖父母建立一致化的管教態度，同時針對親職工作提出具

體建議，協助照顧者認識有效教養技巧，使照顧態度一致並重建親職功能。

4.案父母關係的重新連結：嘗試與案父母連繫，試圖說服案父母，在各自組成新家

庭之餘，也能提供案主情感連繫與支持，讓案主重新與案父、母建立新連結，修

復案主被遺棄的負面自我觀。

5.協助建立家庭支持系統：案主與姑姑互動良好，有效運用姑姑與案主良好的關係，

居中協調案主與主要照顧者(案祖父母)的溝通，降低雙方直接溝通而產生的衝突，

並減低案祖父母隔代教養的壓力。

三、班級工作：

（一）工作目標：促進師生彼此的了解與溝通，協助案主重新建立班級同儕關係並增進其

學習及班級適應。

（二）介入策略/面向：

1.導師方面：提升導師輔導知能，邀請導師討論案主在班上的情形，發展對案主的

同理，讓導師理解案主非行行為的背後原因，將案主作為一個「人」來理解，而

非將案主標籤為「壞孩子」，並建立共同輔導目標。提供教師諮詢，共同討論案主

在校時可能的彈性處理方式，以及案主對其他同學可能的影響。

2.班級同儕方面：請輔導老師入班進行班級輔導，篩選出受案主非行行為明顯影響

的同學，進行個別輔導，化解案主與個別同學之間的衝突，進而營造接納案主的

班級氛圍。

3.輔導相關人員方面：若針對案主在校表現訂定特殊獎懲策略，讓班級任課教師及

輔導相關人員皆了解：建立態度、策略之一致性，可有效協助案主之適應，並建

立輔導相關人員不評價態度，提高案主安全感、情感支持。

四、學校工作：

（一）工作目標：進行行政協調，運用彈性策略及多元學習方案協助案主順利復學並穩定

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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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護因子

（一）個人方面

1、未過度社會化：年紀較輕，尚未過度社會化與過度涉入非行行為。

2、學習能力佳：案主天資聰穎，國一入學時成績優異，學習態度認真，可見在行為問

題產生前，案主曾為自己累積有不少成功經驗，包括在學業成績方面，以及同儕相

處方面，皆曾有良好經驗。

3、外在條件優勢：面貌清秀、易與同儕建立關係，中輟前與同學相處融洽。

4、具改變動機：歸屬的渴望與動機，讓案主在重建內在價值的過程中，成為案主個人

的正向資源之一。而案主對金錢追求的渴望，有助轉化使用正當的方式賺取零用

錢。

（二）家庭方面

1、親子關係的可修補性：案父母俱在，且案母願意為案主盡其所能一同協助案主適應

學校生活，因此仍有機會修補親子關係。

2、親友網絡資源協助：案祖父母的關愛仍在，儘管案主自國二後行為問題漸增，案祖

母仍未放棄案主，請託案姑姑協助勸說案主，案祖母對案主深厚的愛，可成為案主

復原歷程中重要的助力之一。

（三）學校/同儕方面

1、正向人際互動經驗：曾經與班上同儕相處融洽，有助案主回歸班級、適應學校生活

的亮點。

2、具有彈性的適應能力：案主雖在金錢價值觀上產生混淆，但仍注意其人身安全避免

流落危險、風化場所。

3、教育及輔導體系的協助：已逐步建置輔導機制、輔導資源適時提供諮詢與協助。

（四）社會方面

1、社會包容：對正值青少年成長階段的案主接納與包容。

2、資源網絡系統的介入：法律在社政、警政、司法對兒少福利施行各項保護措施，可

提供不同面向之協助。

伍、輔導策略

以案主為中心，整合案主之家庭（案祖父母、案姑姑、案母）、班級（班上同學、導師、

任課教師）、學校（學務處、輔導室）、社區等系統，協助各系統對案主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並建立與系統間的網絡合作，依據權責對案主進行輔導，提供協助。

一、個案工作：

（一）工作目標：與案主建立專業關係，從內在出發增進案主自我了解與自我接納，並協

助案主發展合適的情緒發洩管道與價值觀，進一步建立並運用成功經驗、思考規劃

未來職涯。

（二）介入策略/面向：

1.初期策略：

(1)建立關係：與案主建立正向的諮商關係，陪伴案主度過青春期。

(2)關係與歸屬議題：讓案主了解其希望建立同儕關係與親密關係的強烈需求，與

案主討論真正的友誼、親密、歸屬感以及愛與被愛等議題，指出案主過去追求

親密關係的方式可能導致的問題與後果，幫助案主更加了解自己，正視與接納

內在需要，並知道如何透過安全的方式滿足自己的需求，重新經驗正向情感依

附及健康的兩性價值觀。

2.中、長期策略：

(1)情緒議題：幫助案主增加對自己情緒的覺察，建立情緒發洩管道，找到能夠不

傷害自己及他人的情緒宣洩方式，並更進一步發展控制情緒的技巧。

(2)物質濫用及偷竊問題：澄清問題本質、強化案主改變動機，運用行為改變技術

介入，並鼓勵案主執行改變。與案祖父母討論適當給與予案主零用錢，減低案

主因物質需求產生偷竊之行為，並藉此協助案主建立金錢管理能力與概念。藥

物濫用部分另連結春暉專案臨床心理師資源，共同協助案主進行戒治。

(3)重新定義成功經驗：個人成功經驗之回顧及再建立，協助案主自我探索了解自

身的需求與問題、發掘興趣，並鼓勵案主多元學習，開啟自主性；重視案主主

動參與，重新尋回案主的自信及學習的能力與成就感。

(4)價值觀之省思：引導案主省思過去崇拜金錢與物質享受的價值觀，及為此所付

出的代價，並逐漸戒除所習得但尚未根深的非行行為。

(5)職涯發展及價值觀之建立：輔導案主認識生涯發展概念，並協助其規劃未來職

涯。對於可能觸法行為需要面對的司法程序，除陪伴案主共同面對外，亦藉此

加強案主法治教育概念；並協助案主建立誠實及勇於負責的態度。

二、家庭工作：

（一）工作目標：提供主要照顧者同理與情緒支持，協助修復並重新建構親子關係、增強

親職功能、建立家族資源網絡。

（二）介入策略/面向：

1.提供案祖父母支持與心理建設：對案祖父母提供情緒支持，使照顧者了解目前其

他系統針對案主所努力的方向，幫助其了解案主無法一夕之間重新變成「乖寶寶」。

針對可能的等待、拉鋸與衝突建立心理準備，並使照顧者發展出對案主的新理解。

2.家庭關係的修復與重新建立：協助修復案主與案祖父母的關係，建立雙方溝通橋

樑。

3.親職功能重建：協助案祖父母建立一致化的管教態度，同時針對親職工作提出具

體建議，協助照顧者認識有效教養技巧，使照顧態度一致並重建親職功能。

4.案父母關係的重新連結：嘗試與案父母連繫，試圖說服案父母，在各自組成新家

庭之餘，也能提供案主情感連繫與支持，讓案主重新與案父、母建立新連結，修

復案主被遺棄的負面自我觀。

5.協助建立家庭支持系統：案主與姑姑互動良好，有效運用姑姑與案主良好的關係，

居中協調案主與主要照顧者(案祖父母)的溝通，降低雙方直接溝通而產生的衝突，

並減低案祖父母隔代教養的壓力。

三、班級工作：

（一）工作目標：促進師生彼此的了解與溝通，協助案主重新建立班級同儕關係並增進其

學習及班級適應。

（二）介入策略/面向：

1.導師方面：提升導師輔導知能，邀請導師討論案主在班上的情形，發展對案主的

同理，讓導師理解案主非行行為的背後原因，將案主作為一個「人」來理解，而

非將案主標籤為「壞孩子」，並建立共同輔導目標。提供教師諮詢，共同討論案主

在校時可能的彈性處理方式，以及案主對其他同學可能的影響。

2.班級同儕方面：請輔導老師入班進行班級輔導，篩選出受案主非行行為明顯影響

的同學，進行個別輔導，化解案主與個別同學之間的衝突，進而營造接納案主的

班級氛圍。

3.輔導相關人員方面：若針對案主在校表現訂定特殊獎懲策略，讓班級任課教師及

輔導相關人員皆了解：建立態度、策略之一致性，可有效協助案主之適應，並建

立輔導相關人員不評價態度，提高案主安全感、情感支持。

四、學校工作：

（一）工作目標：進行行政協調，運用彈性策略及多元學習方案協助案主順利復學並穩定

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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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入策略/面向：

1.建立校內關懷網絡：與校方進行溝通協調，加強校方認識案主優點，幫助案主爭

取重新適應在校生活所需的彈性空間，並具體規範案主在校的行為。

2.強化輔導行政：安排學校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提昇教師同理及輔導策略能力，營

造友善的校園環境。

3.運用優勢觀點：提升案主能力及學習動機，提供課後補救教學以利案主重複學習，

並安排班級各科小老師在課餘時間，教導案主課程內容，並且提供各科小老師服

務學習時數認證，一來凝聚班級向心力，有助班級同學對案主接納與肯定，二來

增強案主人際互動關係。

4.安排服務學習：安排協助案主在學適應的小天使或小志工，在案主需要的時候陪

伴案主鼓勵案主，在案主無法持續堅持上學時可以扮演強心劑，透過同儕力量，

鼓勵案主穩定就學。

5.建立溫暖支持的空間：定期關懷案主，邀請案主在需要空間自我調適時，可使用

輔導室資源，將自主權提交案主選擇及使用，有助案主對自己生活的掌握及穩定

性負責。

6.開辦多元課程：提供高關懷、技藝教育等多元學習課程，協助案主進行生涯目標

之探索，俾利發展潛能及優勢。

五、社區工作：

（一）工作目標：針對案主需求，連結各單位資源共同介入協助案主多面向問題。

（二）介入策略：

1.問題解決模式：有關案主疑似涉及性交易或合意性行為，則需結合社政、警政、

司法等單位資源，共同輔導案主面對後續處置事宜。

2.資源連結：與警政單位－少年隊及少輔會社工合作，加強違禁物之取締、隔離政

策(避免案主取得菸、藥物)，並加強法治宣導。

3.社區工作：尋求並連結社福團體之課後輔導資源或退休教師等輔導志工，協助案

主重新學習學校課程，有效克服學習困難。

陸、輔導心語

經過一段時間的輔導與追蹤，案主的個人情緒、行為及人際關係皆有明顯改善，到校

情形也漸趨穩定，以下就輔導初期、中期與後期分別簡述輔導成果羅列如下：

一、輔導初期：

（一）關係的建立：透過支持、接納、同理及長期關懷，案主逐漸能將認輔老師視為願意

傾吐的對象，將輔導室當作能夠幫助自己舒緩情緒的地方，而輔導員也開始能夠了

解案主內在的世界與價值觀。

（二）確認案主需求提供資源：經過資源盤點，評估案主可能需要的處遇與資源，提供連

結或重新建構網絡，提高案主使用資源之可及性與可近性。

二、輔導中期：

（一）信任感產生：輔導團隊的真誠關懷使案主的信任感逐漸提升，包括案主對輔導員的

信任感、案主對自己的信任感，以及案主對校方的信任感，改變的契機便在過程中

逐漸浮現。

（二）輔導策略介入：案主在晤談中更能夠覺察自己的情緒，逐漸修正自己表達情緒的言

詞、表情或肢體動作，知道能夠如何選擇較為安全及適切的方式來進行情緒的發洩。

運用行為改變技術協助案主逐漸修正原本不適切的行為，例如透過實質獎勵降低三

字經、踹桌椅等行為出現的頻率。與案主共同討論及設定未來的目標，協助其朝向

自我實現的目標前進。

（三）網絡建立與資源連結：針對案主的多元需求，包括人際關係的需求、課業提升、親

子關係及家庭內溝通技巧的提升等等，尋求各種可能資源進行協助，例如輔導室協

助安排友伴每天早上約案主一起到校，使案主能夠擁有同儕支持關係，提高到校意

願，除此之外，也連結社區課輔資源及親子會談資源。另外，協助導師調整班級經

營技巧，增加支持的態度與彈性，願意接納案主入班。

三、輔導後期：

（一）建立家庭同盟、溝通與穩定：協助家庭內成員建立雙向交流的橋樑，進行具建設性

的有效溝通；尋找重要他人的支持，提供案主情緒上的關懷，並且適時給予案主支

持，肯定其努力與改變。

（二）發展生涯規劃：運用相關的輔導媒材或測驗，協助案主探索個人興趣，規劃自己的

未來。

（三）培養成功經驗，建立自信心，找出個人優勢：引導案主從不斷地嘗試中，逐漸看見

自己潛在的力量，並予以肯定及讚美，透過重要他人的見證，使其能夠更有自信去

欣賞自己。

（四）輔導成效評估及再追蹤：雖然後期案主身心狀態已趨向穩定，但輔導系統仍須不間

斷追蹤關懷。

四、省思：

（一）合理的期待：協助案主的家人、導師與校方對案主的改變建立合理的期待，因為關

係的建立以及行為的改變都需要時間，難以短期見效；除此之外，也必須給案主犯

錯的空間，容許改變歷程的時好時壞。

（二）給予鼓勵：中輟回校的適應磨合期，案主本身及學校系統皆非常需要支持與鼓勵，

包括實質的以及口語的鼓勵，以提供良好的支持性。

（三）溝通與合作：系統間資源單位必須互相支援，單打獨鬥會造成事倍功半，開放的態

度、彈性的思維，以及真誠且內外一致的接納是非常重要的。而有效的分工合作可

避免資源重複，亦避免輔導人員心力耗竭。

（四）服務的持續性：維持系統內成員的穩定，網絡內各單位必須持續的、長期性給予關

懷。

（五）協助案主發展自我覺察與自我探索，引導其設定個人未來目標：協助案主建立具體

生涯目標，俾利於學生離開外界誘惑及拉力。從目標的探索到建立的過程中，輔導

員能夠引領案主拓展自己的視野，看見自己正向的優勢所在，並從實踐的行動裡，

逐漸累積成功經驗，累積自我的信心，並賦權(empowerment)案主。

（六）深度同理：輔導系統內成員應隨時易地而處，方能理解案主，滿足「真正的需求」，

而非成就輔導體系本位主義的自我滿足。

案主棠棠在中輟後，經過家庭、同儕、老師與輔導相關人員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回到了

學校繼續就讀，但每一位中輟的孩子都有其獨特性，並沒有固定的輔導策略能夠適用於每一

個孩子，輔導的過程除了需要大量的耐心、高度的接納與包容，還需要想像力與創造力。其

次，建立信任關係是輔導孩子回校的最重要關鍵，輔導人員需要爭取孩子的信任，也需要相

信孩子的生命力，並相信他們有自我改變的能力，更要相信自己的專業能力。

最後，改變是需要時間的，孩子的改變可能發生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輔導人員在孩子

的心田裡播下改變的種子，而這個種子就會在對的時機發芽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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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入策略/面向：

1.建立校內關懷網絡：與校方進行溝通協調，加強校方認識案主優點，幫助案主爭

取重新適應在校生活所需的彈性空間，並具體規範案主在校的行為。

2.強化輔導行政：安排學校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提昇教師同理及輔導策略能力，營

造友善的校園環境。

3.運用優勢觀點：提升案主能力及學習動機，提供課後補救教學以利案主重複學習，

並安排班級各科小老師在課餘時間，教導案主課程內容，並且提供各科小老師服

務學習時數認證，一來凝聚班級向心力，有助班級同學對案主接納與肯定，二來

增強案主人際互動關係。

4.安排服務學習：安排協助案主在學適應的小天使或小志工，在案主需要的時候陪

伴案主鼓勵案主，在案主無法持續堅持上學時可以扮演強心劑，透過同儕力量，

鼓勵案主穩定就學。

5.建立溫暖支持的空間：定期關懷案主，邀請案主在需要空間自我調適時，可使用

輔導室資源，將自主權提交案主選擇及使用，有助案主對自己生活的掌握及穩定

性負責。

6.開辦多元課程：提供高關懷、技藝教育等多元學習課程，協助案主進行生涯目標

之探索，俾利發展潛能及優勢。

五、社區工作：

（一）工作目標：針對案主需求，連結各單位資源共同介入協助案主多面向問題。

（二）介入策略：

1.問題解決模式：有關案主疑似涉及性交易或合意性行為，則需結合社政、警政、

司法等單位資源，共同輔導案主面對後續處置事宜。

2.資源連結：與警政單位－少年隊及少輔會社工合作，加強違禁物之取締、隔離政

策(避免案主取得菸、藥物)，並加強法治宣導。

3.社區工作：尋求並連結社福團體之課後輔導資源或退休教師等輔導志工，協助案

主重新學習學校課程，有效克服學習困難。

陸、輔導心語

經過一段時間的輔導與追蹤，案主的個人情緒、行為及人際關係皆有明顯改善，到校

情形也漸趨穩定，以下就輔導初期、中期與後期分別簡述輔導成果羅列如下：

一、輔導初期：

（一）關係的建立：透過支持、接納、同理及長期關懷，案主逐漸能將認輔老師視為願意

傾吐的對象，將輔導室當作能夠幫助自己舒緩情緒的地方，而輔導員也開始能夠了

解案主內在的世界與價值觀。

（二）確認案主需求提供資源：經過資源盤點，評估案主可能需要的處遇與資源，提供連

結或重新建構網絡，提高案主使用資源之可及性與可近性。

二、輔導中期：

（一）信任感產生：輔導團隊的真誠關懷使案主的信任感逐漸提升，包括案主對輔導員的

信任感、案主對自己的信任感，以及案主對校方的信任感，改變的契機便在過程中

逐漸浮現。

（二）輔導策略介入：案主在晤談中更能夠覺察自己的情緒，逐漸修正自己表達情緒的言

詞、表情或肢體動作，知道能夠如何選擇較為安全及適切的方式來進行情緒的發洩。

運用行為改變技術協助案主逐漸修正原本不適切的行為，例如透過實質獎勵降低三

字經、踹桌椅等行為出現的頻率。與案主共同討論及設定未來的目標，協助其朝向

自我實現的目標前進。

（三）網絡建立與資源連結：針對案主的多元需求，包括人際關係的需求、課業提升、親

子關係及家庭內溝通技巧的提升等等，尋求各種可能資源進行協助，例如輔導室協

助安排友伴每天早上約案主一起到校，使案主能夠擁有同儕支持關係，提高到校意

願，除此之外，也連結社區課輔資源及親子會談資源。另外，協助導師調整班級經

營技巧，增加支持的態度與彈性，願意接納案主入班。

三、輔導後期：

（一）建立家庭同盟、溝通與穩定：協助家庭內成員建立雙向交流的橋樑，進行具建設性

的有效溝通；尋找重要他人的支持，提供案主情緒上的關懷，並且適時給予案主支

持，肯定其努力與改變。

（二）發展生涯規劃：運用相關的輔導媒材或測驗，協助案主探索個人興趣，規劃自己的

未來。

（三）培養成功經驗，建立自信心，找出個人優勢：引導案主從不斷地嘗試中，逐漸看見

自己潛在的力量，並予以肯定及讚美，透過重要他人的見證，使其能夠更有自信去

欣賞自己。

（四）輔導成效評估及再追蹤：雖然後期案主身心狀態已趨向穩定，但輔導系統仍須不間

斷追蹤關懷。

四、省思：

（一）合理的期待：協助案主的家人、導師與校方對案主的改變建立合理的期待，因為關

係的建立以及行為的改變都需要時間，難以短期見效；除此之外，也必須給案主犯

錯的空間，容許改變歷程的時好時壞。

（二）給予鼓勵：中輟回校的適應磨合期，案主本身及學校系統皆非常需要支持與鼓勵，

包括實質的以及口語的鼓勵，以提供良好的支持性。

（三）溝通與合作：系統間資源單位必須互相支援，單打獨鬥會造成事倍功半，開放的態

度、彈性的思維，以及真誠且內外一致的接納是非常重要的。而有效的分工合作可

避免資源重複，亦避免輔導人員心力耗竭。

（四）服務的持續性：維持系統內成員的穩定，網絡內各單位必須持續的、長期性給予關

懷。

（五）協助案主發展自我覺察與自我探索，引導其設定個人未來目標：協助案主建立具體

生涯目標，俾利於學生離開外界誘惑及拉力。從目標的探索到建立的過程中，輔導

員能夠引領案主拓展自己的視野，看見自己正向的優勢所在，並從實踐的行動裡，

逐漸累積成功經驗，累積自我的信心，並賦權(empowerment)案主。

（六）深度同理：輔導系統內成員應隨時易地而處，方能理解案主，滿足「真正的需求」，

而非成就輔導體系本位主義的自我滿足。

案主棠棠在中輟後，經過家庭、同儕、老師與輔導相關人員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回到了

學校繼續就讀，但每一位中輟的孩子都有其獨特性，並沒有固定的輔導策略能夠適用於每一

個孩子，輔導的過程除了需要大量的耐心、高度的接納與包容，還需要想像力與創造力。其

次，建立信任關係是輔導孩子回校的最重要關鍵，輔導人員需要爭取孩子的信任，也需要相

信孩子的生命力，並相信他們有自我改變的能力，更要相信自己的專業能力。

最後，改變是需要時間的，孩子的改變可能發生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輔導人員在孩子

的心田裡播下改變的種子，而這個種子就會在對的時機發芽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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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給家長的話

根據研究，中輟學生在學的挫折經驗常造成其自我價值感低落、難以拒絕誘惑而誤入歧

途等問題，離校後更容易成為高犯罪危險群，由此可知中輟問題不僅對個人生涯、家庭造成

負面影響，社會亦須付出相當代價；因此協助中輟孩子返回校園，實為首要之務，並且需要

學校、家庭及各有關單位共同合作。

但當孩子出現中輟問題時，家長往往不知所措，缺乏有效協助孩子的技巧與方法，也不

知道如何尋求支持與協助，基於上述情況，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整理以下相關資訊供家長做為

參考：

一、什麼是中輟?
（一）第一類中輟學生：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三天以上。

（二）第二類中輟學生：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達三日以上。

（三）第三類中輟學生：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及新生未報到達七日以上學生。

（四）校內有中輟之虞學生、嚴重「時輟時學」或「全學期缺課累積達 7 日以上者」之學

生。

二、當孩子出現那些徵兆時，我該留意?
（一）孩子有慣性缺席和遲到的現象；或常以各種理由請假。

（二）對於學習缺乏興趣及目標。

（三）孩子在校與同學及師長關係疏離或衝突。

（四）孩子對於學習有挫折感，自尊心及自信心低落，容易放棄。

（五）孩子校外交友狀況較複雜，幾乎不參加學校的課外活動，生活重心是在學校之外。

（六）沉迷網路、線上遊戲或有藥物濫用情形。

（七）容易在校內出現偏差行為，例如：辱罵師長、破壞公物等。

（八）易與家人有衝突或互動不佳。

（九）有過高的物質需求。

（十）有經常晚歸或逃家狀況。

（十一）生活作息混亂或日夜顛倒。

（十二）有觸犯法律之行為。

三、當孩子中輟時，相關單位會進行那些行政程序?
（一）學校依規定進行中輟通報。

（二）聯合家訪勸導入學：學校導師、行政人員可結合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及警政

單位、里長（里幹事）、中輟輔導替代役男等相關人員進行家庭訪視。

（三）經勸導仍未復學者，強迫入學委員會將執行勸告入學、警告限期入學及開單罰

鍰。若再未入學，由強迫入學委員會送法院執行。

四、當孩子中輟時，有哪些單位會介入協助?
（一）學校：輔導室(中輟輔導替代役男)、學務處及教務處。

（二）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三）警察局少年隊及少年輔導委員會。

（四）強迫入學委員會。

（五）社會局。

五、當我的孩子中輟時，我可以怎麼做?
（一）配合學校的輔導及行政措施，與學校及導師保持密切聯繫，與學校討論訂定漸

進式學習計畫或興趣培養及技藝學習，協助孩子盡早復學並穩定就學。

（二）陪伴、接送孩子上下學，了解孩子在校生活及交友、兩性交往及學習狀況。

（三）有限度地給予孩子 3C 產品使用時間，培養孩子的自我管控能力，並協助調整

生活作息。

（四）運用身邊非正式資源(如親友、教會)做為親子溝通橋梁，共同關心孩子。

（五）父母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建立合理一致的管教模式，以了解與關心孩子代替責罵

與質問。

（六）傾聽孩子內在的聲音，了解孩子遇到的困難並在適當時機提供協助。

（七）給孩子表現的舞台，多關注孩子的優勢，不吝給予讚許與鼓勵，避免使用負向語言，

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八）抽空陪伴孩子，帶著孩子進行親子、家庭活動，凝聚、改善親子關係。

（九）協助建立正確價值觀，可給予孩子適當零用錢，教導孩子金錢使用及管理方式。

（十）給自己喘息與放鬆的機會，運用專業諮詢管道，獲得專業意見與建議，適時紓

解壓力。

捌、資源百寶箱
一、教育體系：

（一）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電話：04-22289111~54221 -54231
email：counseling870731@gmail.com 
網址：http://163.17.92.19/CS_TaiChung/

（二）全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資源研究發中心

網址：http://dropout.heart.net.tw/main.htm
（三）家庭教育中心。

電話：(04)22124885 (04)22124385 (04)22122385
地址：40147 臺中市東區三賢街 245 號(東英棒球場旁)
網址：http://www.family.taichung.gov.tw/

二、警政體系：

（一）警察局少年隊。

電話： 04-22583092 
地址：40843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2 號 2.3.4 樓

網址：http://www.police.taichung.gov.tw/TCPBWeb/wSite/mp?mp=team05
（二）少年輔導委員會。

電話：04-22583709 
地址：40843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2 號 2.3.4 樓

網址：http://www.police.taichung.gov.tw/TCPBWeb/wSite/mp?mp=team07
三、民政體系：

（一）各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

臺中市強迫入學委員會設置要點：
http://210.69.115.31/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576

四、社政體系：

（一）社會局。

電話：04-22289111
地址：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3 樓

網址：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index.asp
五、衛生、醫療體系：

（一）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電話：04-2515-5148
地址：42053 臺中市豐原區瑞安街 143 號

網址：http://subject.health.taichung.gov.tw/SUBhhc/
（二）幸福Ｅ學園－秘密花園青少年視訊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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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給家長的話

根據研究，中輟學生在學的挫折經驗常造成其自我價值感低落、難以拒絕誘惑而誤入歧

途等問題，離校後更容易成為高犯罪危險群，由此可知中輟問題不僅對個人生涯、家庭造成

負面影響，社會亦須付出相當代價；因此協助中輟孩子返回校園，實為首要之務，並且需要

學校、家庭及各有關單位共同合作。

但當孩子出現中輟問題時，家長往往不知所措，缺乏有效協助孩子的技巧與方法，也不

知道如何尋求支持與協助，基於上述情況，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整理以下相關資訊供家長做為

參考：

一、什麼是中輟?
（一）第一類中輟學生：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三天以上。

（二）第二類中輟學生：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達三日以上。

（三）第三類中輟學生：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及新生未報到達七日以上學生。

（四）校內有中輟之虞學生、嚴重「時輟時學」或「全學期缺課累積達 7 日以上者」之學

生。

二、當孩子出現那些徵兆時，我該留意?
（一）孩子有慣性缺席和遲到的現象；或常以各種理由請假。

（二）對於學習缺乏興趣及目標。

（三）孩子在校與同學及師長關係疏離或衝突。

（四）孩子對於學習有挫折感，自尊心及自信心低落，容易放棄。

（五）孩子校外交友狀況較複雜，幾乎不參加學校的課外活動，生活重心是在學校之外。

（六）沉迷網路、線上遊戲或有藥物濫用情形。

（七）容易在校內出現偏差行為，例如：辱罵師長、破壞公物等。

（八）易與家人有衝突或互動不佳。

（九）有過高的物質需求。

（十）有經常晚歸或逃家狀況。

（十一）生活作息混亂或日夜顛倒。

（十二）有觸犯法律之行為。

三、當孩子中輟時，相關單位會進行那些行政程序?
（一）學校依規定進行中輟通報。

（二）聯合家訪勸導入學：學校導師、行政人員可結合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及警政

單位、里長（里幹事）、中輟輔導替代役男等相關人員進行家庭訪視。

（三）經勸導仍未復學者，強迫入學委員會將執行勸告入學、警告限期入學及開單罰

鍰。若再未入學，由強迫入學委員會送法院執行。

四、當孩子中輟時，有哪些單位會介入協助?
（一）學校：輔導室(中輟輔導替代役男)、學務處及教務處。

（二）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三）警察局少年隊及少年輔導委員會。

（四）強迫入學委員會。

（五）社會局。

五、當我的孩子中輟時，我可以怎麼做?
（一）配合學校的輔導及行政措施，與學校及導師保持密切聯繫，與學校討論訂定漸

進式學習計畫或興趣培養及技藝學習，協助孩子盡早復學並穩定就學。

（二）陪伴、接送孩子上下學，了解孩子在校生活及交友、兩性交往及學習狀況。

（三）有限度地給予孩子 3C 產品使用時間，培養孩子的自我管控能力，並協助調整

生活作息。

（四）運用身邊非正式資源(如親友、教會)做為親子溝通橋梁，共同關心孩子。

（五）父母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建立合理一致的管教模式，以了解與關心孩子代替責罵

與質問。

（六）傾聽孩子內在的聲音，了解孩子遇到的困難並在適當時機提供協助。

（七）給孩子表現的舞台，多關注孩子的優勢，不吝給予讚許與鼓勵，避免使用負向語言，

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八）抽空陪伴孩子，帶著孩子進行親子、家庭活動，凝聚、改善親子關係。

（九）協助建立正確價值觀，可給予孩子適當零用錢，教導孩子金錢使用及管理方式。

（十）給自己喘息與放鬆的機會，運用專業諮詢管道，獲得專業意見與建議，適時紓

解壓力。

捌、資源百寶箱
一、教育體系：

（一）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電話：04-22289111~54221 -54231
email：counseling870731@gmail.com 
網址：http://163.17.92.19/CS_TaiChung/

（二）全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資源研究發中心

網址：http://dropout.heart.net.tw/main.htm
（三）家庭教育中心。

電話：(04)22124885 (04)22124385 (04)22122385
地址：40147 臺中市東區三賢街 245 號(東英棒球場旁)
網址：http://www.family.taichung.gov.tw/

二、警政體系：

（一）警察局少年隊。

電話： 04-22583092 
地址：40843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2 號 2.3.4 樓

網址：http://www.police.taichung.gov.tw/TCPBWeb/wSite/mp?mp=team05
（二）少年輔導委員會。

電話：04-22583709 
地址：40843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2 號 2.3.4 樓

網址：http://www.police.taichung.gov.tw/TCPBWeb/wSite/mp?mp=team07
三、民政體系：

（一）各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

臺中市強迫入學委員會設置要點：
http://210.69.115.31/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576

四、社政體系：

（一）社會局。

電話：04-22289111
地址：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3 樓

網址：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index.asp
五、衛生、醫療體系：

（一）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電話：04-2515-5148
地址：42053 臺中市豐原區瑞安街 143 號

網址：http://subject.health.taichung.gov.tw/SUBhhc/
（二）幸福Ｅ學園－秘密花園青少年視訊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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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6101660 轉 1012、1013
網址：http://young.hpa.gov.tw/ymvc/index.aspx

六、一般民間社福體系：

（一）臺中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103 年度由張秀菊基金會承辦)。
電話：04-24220023
地址：402 台中市南區合作街 6 號 2 樓

email：sunflowerfound@yahoo.com.tw
網址：http://blog520.myweb.hinet.net/sunflowerfound/door.html

（二）群園社會福利基金會。

電話：04-2220-7989
地址：402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14 號 5 樓

email：chionyuan100@gmail.com
網址：http://www.chionyuan.org.tw/

（三）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電話：:04-22066180 or 1980
地址: 404 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369 號 7 樓

email：mumu123@ms18.hinet.net
網址：http://cyctctc1980.myweb.hinet.net/

（四）社團法人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電話：1995，04-22031195
地址:404 台中市北區大雅路 58 號 9 樓之 4
網址：http://www.tc1995.org.tw/

（五）臺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電話：04-22297017
地址：台中市民生路 140 號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302 室

email：tacp.mail@gmail.com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05tacp/

（六）臺中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電話：04-22038585 分機 8118、8119
地址：404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185 號

email：service@tcpsy.org.tw
網址：http://www.tcpsy.org.tw/

（七）臺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電話：04-22352351
地址：臺中市北區賴厝街 56 號 3 樓

email：tsocialwork@yahoo.com.tw
網址：http://blog.yam.com/tsocialwork

（八）兒童福利聯盟－青少年踹共專線 0800001769。
網址：http://www.children.org.tw/about/location

（九）哇咧星樂園青少年網站

網址：http://www.walei.tw/program/waleiindex03.php

霸凌防治種子人員培訓 

專家學者：羅丰苓博士、督導：李蓉蓉心理師、輔導員：林彥光心理師、

輔導員：林育珊心理師、觀察員：許博雅輔導活動課教師

壹、背景分析

小羽來自於雙親家庭，是為獨生子。案父對其管教方式以打罵教育為主，尤其著重小羽

的課業，但小羽課業成績一直未見起色，也有擺爛情況，因此與案父常起爭執。小羽自國小

以來人際關係疏離，常常自己一個人，不會也不願接近同學。升上國中後，人際關係更趨惡

化，變成被班上同學排擠的對象，案父知悉後，寫聯絡簿請老師改善，導師介入輔導，但仍

未見改善，同學反而因為案父寫聯絡簿告狀導致小羽在班上的人緣更差。

貳、案例描述

輔導活動課教師是負責小羽班級的輔導科課程，所以在國一上學期時便認識。於課堂上

覺得小羽是個文靜、不善言辭的學生，並且神情時常透露著缺乏自信之感。因此於課堂間、

下課之餘特別留意小羽，觀察其與班級同儕間的互動，爾後經觀察發現小羽與班級的人際互

動不佳，課間、休息期間皆處於落單、孤立的狀態，面露鬱色。故詢問一下該班學生有關小

羽和同儕間的關係狀況，了解實際情形，小羽確實如觀察一般，是班級的孤立兒。

隨著相處時間的增長，發現班級學生對於小羽的孤立排擠行為日益嚴重，逐漸從互動疏

離到出現言語上的攻擊或惡意行為的產生。在與導師確認處理情形並詢問其想法後，進而主

動轉介給輔導教師輔導及專業輔導人員進行人際關係小團體輔導，同時，校方也向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提出霸凌防治班級輔導，並進行霸凌防治種子人員培訓。

參、問題主述

國中二年級男生，小羽自國小以來人際關係疏離，常常獨自一人，不會也不願意接近同

學。升國中後，人際關係更趨惡化，而成為被班上同學排擠的對象，屬關係霸凌。

肆、個案評估

本案例主要以羅丰苓(2013)所發展的輔導模式為架構進行個案之輔導，霸凌防制輔導定

位在「預防」輔導。而 SAFE 模式即包含班級輔導以及個別輔導。此外，三級霸凌防制輔導

之界定如下(圖一)：
一、三級霸凌防制輔導：學務處先行介入之後輔導再介入，如新聞事件、霸凌案件通報。

二、二級霸凌防制輔導：可使用 SAFE 模式進行輔導。建議可發展疑似霸凌指標，請輔

導教師進行篩選後，可進行服務申請。

三、初級霸凌防制輔導：於新生入學時即進行篩選，針對疑似受凌者/霸凌者進行初級

預防輔導介入。

                         圖一：三級霸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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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防治種子人員培訓電話：02-26101660 轉 1012、1013
網址：http://young.hpa.gov.tw/ymvc/index.aspx

六、一般民間社福體系：

（一）臺中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103 年度由張秀菊基金會承辦)。
電話：04-24220023
地址：402 台中市南區合作街 6 號 2 樓

email：sunflowerfound@yahoo.com.tw
網址：http://blog520.myweb.hinet.net/sunflowerfound/door.html

（二）群園社會福利基金會。

電話：04-2220-7989
地址：402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14 號 5 樓

email：chionyuan100@gmail.com
網址：http://www.chionyuan.org.tw/

（三）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電話：:04-22066180 or 1980
地址: 404 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369 號 7 樓

email：mumu123@ms18.hinet.net
網址：http://cyctctc1980.myweb.hinet.net/

（四）社團法人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電話：1995，04-22031195
地址:404 台中市北區大雅路 58 號 9 樓之 4
網址：http://www.tc1995.org.tw/

（五）臺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電話：04-22297017
地址：台中市民生路 140 號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302 室

email：tacp.mail@gmail.com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05tacp/

（六）臺中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電話：04-22038585 分機 8118、8119
地址：404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185 號

email：service@tcpsy.org.tw
網址：http://www.tcpsy.org.tw/

（七）臺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電話：04-22352351
地址：臺中市北區賴厝街 56 號 3 樓

email：tsocialwork@yahoo.com.tw
網址：http://blog.yam.com/tsocialwork

（八）兒童福利聯盟－青少年踹共專線 0800001769。
網址：http://www.children.org.tw/about/location

（九）哇咧星樂園青少年網站

網址：http://www.walei.tw/program/waleiindex03.php

霸凌防治種子人員培訓 

專家學者：羅丰苓博士、督導：李蓉蓉心理師、輔導員：林彥光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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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題主述

國中二年級男生，小羽自國小以來人際關係疏離，常常獨自一人，不會也不願意接近同

學。升國中後，人際關係更趨惡化，而成為被班上同學排擠的對象，屬關係霸凌。

肆、個案評估

本案例主要以羅丰苓(2013)所發展的輔導模式為架構進行個案之輔導，霸凌防制輔導定

位在「預防」輔導。而 SAFE 模式即包含班級輔導以及個別輔導。此外，三級霸凌防制輔導

之界定如下(圖一)：
一、三級霸凌防制輔導：學務處先行介入之後輔導再介入，如新聞事件、霸凌案件通報。

二、二級霸凌防制輔導：可使用 SAFE 模式進行輔導。建議可發展疑似霸凌指標，請輔

導教師進行篩選後，可進行服務申請。

三、初級霸凌防制輔導：於新生入學時即進行篩選，針對疑似受凌者/霸凌者進行初級

預防輔導介入。

                         圖一：三級霸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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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策略

一、啟航─關於「SAFE 霸凌輔導模式」

初次接觸「SAFE 防制霸凌模式」是因著本中心聯繫會報的機會，商請本市羅丰苓博士

分享「SAFE 防制霸凌輔導模式」，由於羅博士有多年的霸凌防制輔導經驗，而且此模式結合

心理學、認知行改變技術、犯罪學、社會學等專業知識而設計。羅博士在會議中分享「SAFE
防制霸凌模式」獲得本中心同仁的高度肯定，並想更深入一探推動「SAFE 防制霸凌模式」

的可行性。故本中心霸凌防治試辦計畫已完成第四區「觀課評析」、「專輔人員入班試教」推

展霸凌防制業務。

二、解析「SAFE 防制霸凌模式」

旁觀者

(班級輔導）

START（零責備）

制裁者到幫助者

ACCESS(出路)
無路到通路

FORCE( 群力)
暴群到智群

ENCOURAGE
共犯到正義使者

圖二：SAFE防制霸凌輔導總覽圖（羅丰苓，2013）

霸凌者

(個別輔導）

START（開始對話）

改變從願意開始

ATTENTION(警醒)
先看見才能前進

FAITH( 信念)
攻擊是一種呼救

ENCORE(安可)
再來一次好表現

受凌者

(個別輔導）

STOP（停止傷害）

沒有傷口卻有傷痛

ATTENTION(警覺)
自己不受歡迎

FAITH( 信心)
絕望到盼望

ENDLESS(愛無止盡)
度過一次次危機

如圖（二），「SAFE 防制霸凌模式」其是具有高度結構性的模式，整個模式運作包含班

級輔導及個別輔導兩部份。班級輔導主要針對霸凌現場佔大多數且也相當有影響力的旁觀學

生，個別輔導則是針對受凌學生與霸凌學生。而班級輔導共三節課，個別輔導則視個案需要

一至多節課不等；班級輔導與個案輔導是相輔相成，也就是班級輔導採用具體的學習單，常

能用來輔助個別輔導之所需，同樣地，個別輔導的資訊也能有助於班級輔導效能的提升。

三、輔導策略的介入方式

(一)SAFE 模式流程

◎第一次與小羽個別會談→與班導會談入班事宜→第一次班輔→第二次個別會談  

  →第二次班輔→第三次個別會談→第三次班輔→視情況而定，增加顯性霸凌者(或  

  受凌者)個別會談。 

◎另外也可增加與小羽個別會談次數，或者邀請顯性霸凌者的好友一起加入會談，運 

  用同儕的力量協助霸凌者。 

(二)介入方式與內容

輔導階段與時程 目的／介入重點

一、前置作業 (一)收集資料

1.了解導師之前的處理情形。

2.班上同學霸凌的狀況。包含小羽、顯性及隱性霸凌者、雙方

家長的處理。

(二)了解學校文化

實踐卡、獎懲卡的運用，可促進班級輔導時，增強同學發

言的正向行為。

二、第 1 次小羽

個別輔導(每
周 1 次)

(一)評估小羽狀況：了解其主觀感受。

(二)班級輔導之行程告知與準備。

1.班級輔導與個別輔導的目的-協助小羽與同學們釐清誤會與拉

近距離。

2.班級輔導時，告知小羽需先安置於輔導室。

三、 第 1 次班級

輔導(每周 1
次)

(一) 與同學建立關係：帶領者開場白:全班正在經歷一件辛苦的事

情，大家知道小羽…不受歡迎的原因是…?全班同學自發性地

講………(同理同學每日與小羽相處的辛苦)。
(二)接著帶領者指導班上同學，現在桌上只剩下一支筆，其他東西

都收到抽屜，發下不記名單張(學習單一)詢問班上同學小羽不受歡

迎的原因(口頭詢問加舉手表決，列於黑板上)，曾經做過不友善的

行為以及小羽如何回應，小羽是怎樣的一個人?等等問題。

1.鼓勵同學誠實表達，可適時使用實踐卡增強發言者的正向行

為(能具體描述小羽的事件)，但強調不能誣賴小羽。

2.邀請一名同學將具體事項抄下，表示欲與小羽核對這些不受

歡迎行為，以及協助其改善。

3.此過程的進行可協助同學宣洩情緒。

(三)轉換氣氛(從批鬥大會轉換成同理情境)
帶領者問全班同學，有沒有人想和小羽交換身分?沒有，所以

小羽有沒有可能其實也不喜歡自己這樣…讓同學反思及增加同理

心並且想想個案如此的原因?帶領者與班上同學約定不將今日班輔

內容告訴小羽，如果你知道有同學告訴小羽時也請你可以到老師辦

公室告訴我。

(四)了解同學對導師的處理方式/家長的反應有何看法？

(五)班級輔導的保密原則

1.讓同學了解小羽不進班參與輔導的原因，以強調協助小羽但

不傷害小羽為基本要件。

2.請同學將黑板上的具體事項擦掉，避免傷害小羽。

(六)學習單一：

一、我覺得小羽不受歡迎的原因

二、我曾經對小羽做過略

不友善的行為

小羽對這些行為的回應

請您描述一下小羽是個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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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策略

一、啟航─關於「SAFE 霸凌輔導模式」

初次接觸「SAFE 防制霸凌模式」是因著本中心聯繫會報的機會，商請本市羅丰苓博士

分享「SAFE 防制霸凌輔導模式」，由於羅博士有多年的霸凌防制輔導經驗，而且此模式結合

心理學、認知行改變技術、犯罪學、社會學等專業知識而設計。羅博士在會議中分享「SAFE
防制霸凌模式」獲得本中心同仁的高度肯定，並想更深入一探推動「SAFE 防制霸凌模式」

的可行性。故本中心霸凌防治試辦計畫已完成第四區「觀課評析」、「專輔人員入班試教」推

展霸凌防制業務。

二、解析「SAFE 防制霸凌模式」

旁觀者

(班級輔導）

START（零責備）

制裁者到幫助者

ACCESS(出路)
無路到通路

FORCE( 群力)
暴群到智群

ENCOURAGE
共犯到正義使者

圖二：SAFE防制霸凌輔導總覽圖（羅丰苓，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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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二），「SAFE 防制霸凌模式」其是具有高度結構性的模式，整個模式運作包含班

級輔導及個別輔導兩部份。班級輔導主要針對霸凌現場佔大多數且也相當有影響力的旁觀學

生，個別輔導則是針對受凌學生與霸凌學生。而班級輔導共三節課，個別輔導則視個案需要

一至多節課不等；班級輔導與個案輔導是相輔相成，也就是班級輔導採用具體的學習單，常

能用來輔助個別輔導之所需，同樣地，個別輔導的資訊也能有助於班級輔導效能的提升。

三、輔導策略的介入方式

(一)SAFE 模式流程

◎第一次與小羽個別會談→與班導會談入班事宜→第一次班輔→第二次個別會談  

  →第二次班輔→第三次個別會談→第三次班輔→視情況而定，增加顯性霸凌者(或  

  受凌者)個別會談。 

◎另外也可增加與小羽個別會談次數，或者邀請顯性霸凌者的好友一起加入會談，運 

  用同儕的力量協助霸凌者。 

(二)介入方式與內容

輔導階段與時程 目的／介入重點

一、前置作業 (一)收集資料

1.了解導師之前的處理情形。

2.班上同學霸凌的狀況。包含小羽、顯性及隱性霸凌者、雙方

家長的處理。

(二)了解學校文化

實踐卡、獎懲卡的運用，可促進班級輔導時，增強同學發

言的正向行為。

二、第 1 次小羽

個別輔導(每
周 1 次)

(一)評估小羽狀況：了解其主觀感受。

(二)班級輔導之行程告知與準備。

1.班級輔導與個別輔導的目的-協助小羽與同學們釐清誤會與拉

近距離。

2.班級輔導時，告知小羽需先安置於輔導室。

三、 第 1 次班級

輔導(每周 1
次)

(一) 與同學建立關係：帶領者開場白:全班正在經歷一件辛苦的事

情，大家知道小羽…不受歡迎的原因是…?全班同學自發性地

講………(同理同學每日與小羽相處的辛苦)。
(二)接著帶領者指導班上同學，現在桌上只剩下一支筆，其他東西

都收到抽屜，發下不記名單張(學習單一)詢問班上同學小羽不受歡

迎的原因(口頭詢問加舉手表決，列於黑板上)，曾經做過不友善的

行為以及小羽如何回應，小羽是怎樣的一個人?等等問題。

1.鼓勵同學誠實表達，可適時使用實踐卡增強發言者的正向行

為(能具體描述小羽的事件)，但強調不能誣賴小羽。

2.邀請一名同學將具體事項抄下，表示欲與小羽核對這些不受

歡迎行為，以及協助其改善。

3.此過程的進行可協助同學宣洩情緒。

(三)轉換氣氛(從批鬥大會轉換成同理情境)
帶領者問全班同學，有沒有人想和小羽交換身分?沒有，所以

小羽有沒有可能其實也不喜歡自己這樣…讓同學反思及增加同理

心並且想想個案如此的原因?帶領者與班上同學約定不將今日班輔

內容告訴小羽，如果你知道有同學告訴小羽時也請你可以到老師辦

公室告訴我。

(四)了解同學對導師的處理方式/家長的反應有何看法？

(五)班級輔導的保密原則

1.讓同學了解小羽不進班參與輔導的原因，以強調協助小羽但

不傷害小羽為基本要件。

2.請同學將黑板上的具體事項擦掉，避免傷害小羽。

(六)學習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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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曾經對小羽做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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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描述一下小羽是個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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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班輔後之討論：

(一)討論問題

討論 SAFE 模式如何運用在輔導員？輔導員又分為局端與駐

校之可行性？限制？或疑慮？若有導師或是輔導教師在班輔現場

的影響？

(二)討論內容如下：

輔導員接受此類案件轉介大多是因為學校提出申請，接著由駐

校或局端輔導員進入學校處理，在入班前輔導員需要和受凌者、導

師及輔導教師個別會談了解情形，並告知介入方式及時機。

至於學校教師在班輔現場之影響，目前較期待的是輔導教師或

是輔導活動課教師一同進行班輔，如此可以協助輔導員班輔之進行

或是幫助學校教師對於班上同學情形之了解，更重要的是當此次危

機解除，後續仍需要由該校輔導教師或是輔導活動課教師持續關懷

該班同學間互動之情形。

四、 第 2 次小羽

個別輔導(每
周 1 次)

(一)與小羽一起釐清同學指出的不受歡迎行為，並協助小羽找出具

體可改善的行為。

1.邀請小羽一同檢視不受歡迎的行為列表。

2.小羽對於列表行為的認知核對，以及確認事實。

3.與小羽找出幾項具體可改變的行為。

(二)知後同意的說明：後續班級輔導及個別輔導的進行方式。

五、 第 2 次班級

輔導(每周 1
次)

(一)試圖邀請同學同理小羽的立場。

1.帶領者將與小羽會談後的感受(如小羽部分同意某些不受歡迎

的行為、對這些列舉的行為感到難過等)，反映給同學了解。

2.進一步呈現弱勢者與強勢者的相互同理與退讓(如篩網與石頭

的例子：不受歡迎的原因就像是一顆顆的石頭，同學的包容

程度就像篩網，當石頭太大而篩網太小時人際關係就會出問

題，所以期待石頭可以變小且篩網可以變大，但是人際關係

改變是需要時間/開車技術好壞者的例子：如果有兩個人開車

卻卡住了，我們會希望開車技術好的人先移動或是技術較差

的?並讓同學了解小羽可能是表達能力較差的人，所以有時候

可能反應也沒有其他同學快，讓同班同學可以同理，並且主

動尋求改善人際關係的方法。)。
(二)與同學一起檢視一周以來，小羽行為改善的部分。

1.每一項均與同學一起檢視，並使用行為出現頻率減少與否進

行確認。

2.當同學反應觀察小羽出現改善的正向發言時，立即給予肯定

的增強或善用實踐卡。

(三)帶領者邀請同學容許多給一些時間，讓帶領者可以與小羽工

作。

1.強調若小羽從國小就已有被排擠的經驗，試著想想若自己是

她的角色，有何感受？(再次緩衝同學對小羽的厭惡，增加同

學對小羽的接受度)
2.提醒同學以不傷害小羽為要件，對此班級輔導的內容保密。

(四)學習單二

1.步驟一：劃掉「過去式」或是單一事件及少數事件的行為。

2.步驟二：劃掉「不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例如: 小羽先天

的問題可刪掉。

3.步驟三：剩餘待改善行為的次序(找出前 1-5 名一定要改的

項目)

帶領者再舉例:曾經有個班級因為停水所以儲水，但是受凌者

卻發現自己的杯子掉在此儲水桶裡被全班罵，帶領者請班上同學想

想看受凌者會自己做這樣的事情讓自己被罵嗎?所以有時候受凌者

可能只是不太會幫自己說話反駁，可是卻不是他做的。

帶領者表示自從小羽的班級開始班級輔導後曾打電話到班上

找小羽，此時可發現班上同學也已經從綽號的稱呼改成叫小羽的姓

名，有關這一部分其實已有很大的進步，現在是新的開始。

另外，導師也表示有同學在聯絡簿寫到願意再接納小羽，導師

也向帶領者表示感謝。

第二次班輔後之討論:
(一)討論問題

1.討論帶領者治療取向以及角色的問題，由於輔導員背景分為

心理師及社工師兩種且執業地點又有駐校及局端兩種的不

同，因此在各類身分背景之輔導人員該如何整合？

討論內容：至於輔導員的身份中有心理師與社工師的區別，

這一部分將在下一案班輔時邀請社工師背景之輔導員加入

此霸凌防治小組，了解心理師與社工師背景對於 SAFE 模式

運用之看法，至於學校則較多為教師身分，此一部分應可與

輔導員在班輔中分工及合作。

2.未來將由輔導員主責帶領，此部分可如何規劃？

由林彥光輔導員實際帶領一班，並邀請兩位輔導員實習。

六、 第 3 次小羽

個別輔導

1.小羽表示目前在分組時，同學間較為友善對待。

2.小羽表示他班有位同學跟自己感情不錯，現在最希望也可以和班

上同學玩在一起或聊天。

3.現在已經沒有人(包括:顯性霸凌者)會欺負小羽，以前對小羽不友

善的同學現在也還好。

4.有同學會提醒小羽那些部分要注意，已經沒有人會叫小羽綽號

了。

5.帶領者拿班上同學名冊一一詢問，找出兩位較友善的同學未來可

以持續關切小羽。

6.教導小羽人際互動技巧，例如:稱讚同學。

七、 第 3 次班級

輔導

(一) 帶領者協助同學檢視班級現況發現，小羽已改善了很多過去

較不受歡迎的行為，小羽與班上同學也有良性回饋。

之後帶領者協助班上同學了解暴群以及智群之間的不同。暴群

就是以不好的對待方式所產生無用的改善結果，而且過去有研究也

顯示在青少年時期出現較多不友善行為的孩子，24歲成人後有60%
出現偏差的行為，是一般孩子的 8 倍。

另外帶領者針對智群舉例:曾經有一位國三的女學生，她的座

位因為髒亂，所以同學也將過果皮紙屑直接丟向她的座位，並且都

吃過期的食物，之後老師協助班上同學了解此位同學家庭的問題

後，班上同學自動分成幫此位同學帶早餐組、提供個案洗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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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班輔後之討論：

(一)討論問題

討論 SAFE 模式如何運用在輔導員？輔導員又分為局端與駐

校之可行性？限制？或疑慮？若有導師或是輔導教師在班輔現場

的影響？

(二)討論內容如下：

輔導員接受此類案件轉介大多是因為學校提出申請，接著由駐

校或局端輔導員進入學校處理，在入班前輔導員需要和受凌者、導

師及輔導教師個別會談了解情形，並告知介入方式及時機。

至於學校教師在班輔現場之影響，目前較期待的是輔導教師或

是輔導活動課教師一同進行班輔，如此可以協助輔導員班輔之進行

或是幫助學校教師對於班上同學情形之了解，更重要的是當此次危

機解除，後續仍需要由該校輔導教師或是輔導活動課教師持續關懷

該班同學間互動之情形。

四、 第 2 次小羽

個別輔導(每
周 1 次)

(一)與小羽一起釐清同學指出的不受歡迎行為，並協助小羽找出具

體可改善的行為。

1.邀請小羽一同檢視不受歡迎的行為列表。

2.小羽對於列表行為的認知核對，以及確認事實。

3.與小羽找出幾項具體可改變的行為。

(二)知後同意的說明：後續班級輔導及個別輔導的進行方式。

五、 第 2 次班級

輔導(每周 1
次)

(一)試圖邀請同學同理小羽的立場。

1.帶領者將與小羽會談後的感受(如小羽部分同意某些不受歡迎

的行為、對這些列舉的行為感到難過等)，反映給同學了解。

2.進一步呈現弱勢者與強勢者的相互同理與退讓(如篩網與石頭

的例子：不受歡迎的原因就像是一顆顆的石頭，同學的包容

程度就像篩網，當石頭太大而篩網太小時人際關係就會出問

題，所以期待石頭可以變小且篩網可以變大，但是人際關係

改變是需要時間/開車技術好壞者的例子：如果有兩個人開車

卻卡住了，我們會希望開車技術好的人先移動或是技術較差

的?並讓同學了解小羽可能是表達能力較差的人，所以有時候

可能反應也沒有其他同學快，讓同班同學可以同理，並且主

動尋求改善人際關係的方法。)。
(二)與同學一起檢視一周以來，小羽行為改善的部分。

1.每一項均與同學一起檢視，並使用行為出現頻率減少與否進

行確認。

2.當同學反應觀察小羽出現改善的正向發言時，立即給予肯定

的增強或善用實踐卡。

(三)帶領者邀請同學容許多給一些時間，讓帶領者可以與小羽工

作。

1.強調若小羽從國小就已有被排擠的經驗，試著想想若自己是

她的角色，有何感受？(再次緩衝同學對小羽的厭惡，增加同

學對小羽的接受度)
2.提醒同學以不傷害小羽為要件，對此班級輔導的內容保密。

(四)學習單二

1.步驟一：劃掉「過去式」或是單一事件及少數事件的行為。

2.步驟二：劃掉「不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例如: 小羽先天

的問題可刪掉。

3.步驟三：剩餘待改善行為的次序(找出前 1-5 名一定要改的

項目)

帶領者再舉例:曾經有個班級因為停水所以儲水，但是受凌者

卻發現自己的杯子掉在此儲水桶裡被全班罵，帶領者請班上同學想

想看受凌者會自己做這樣的事情讓自己被罵嗎?所以有時候受凌者

可能只是不太會幫自己說話反駁，可是卻不是他做的。

帶領者表示自從小羽的班級開始班級輔導後曾打電話到班上

找小羽，此時可發現班上同學也已經從綽號的稱呼改成叫小羽的姓

名，有關這一部分其實已有很大的進步，現在是新的開始。

另外，導師也表示有同學在聯絡簿寫到願意再接納小羽，導師

也向帶領者表示感謝。

第二次班輔後之討論:
(一)討論問題

1.討論帶領者治療取向以及角色的問題，由於輔導員背景分為

心理師及社工師兩種且執業地點又有駐校及局端兩種的不

同，因此在各類身分背景之輔導人員該如何整合？

討論內容：至於輔導員的身份中有心理師與社工師的區別，

這一部分將在下一案班輔時邀請社工師背景之輔導員加入

此霸凌防治小組，了解心理師與社工師背景對於 SAFE 模式

運用之看法，至於學校則較多為教師身分，此一部分應可與

輔導員在班輔中分工及合作。

2.未來將由輔導員主責帶領，此部分可如何規劃？

由林彥光輔導員實際帶領一班，並邀請兩位輔導員實習。

六、 第 3 次小羽

個別輔導

1.小羽表示目前在分組時，同學間較為友善對待。

2.小羽表示他班有位同學跟自己感情不錯，現在最希望也可以和班

上同學玩在一起或聊天。

3.現在已經沒有人(包括:顯性霸凌者)會欺負小羽，以前對小羽不友

善的同學現在也還好。

4.有同學會提醒小羽那些部分要注意，已經沒有人會叫小羽綽號

了。

5.帶領者拿班上同學名冊一一詢問，找出兩位較友善的同學未來可

以持續關切小羽。

6.教導小羽人際互動技巧，例如:稱讚同學。

七、 第 3 次班級

輔導

(一) 帶領者協助同學檢視班級現況發現，小羽已改善了很多過去

較不受歡迎的行為，小羽與班上同學也有良性回饋。

之後帶領者協助班上同學了解暴群以及智群之間的不同。暴群

就是以不好的對待方式所產生無用的改善結果，而且過去有研究也

顯示在青少年時期出現較多不友善行為的孩子，24歲成人後有60%
出現偏差的行為，是一般孩子的 8 倍。

另外帶領者針對智群舉例:曾經有一位國三的女學生，她的座

位因為髒亂，所以同學也將過果皮紙屑直接丟向她的座位，並且都

吃過期的食物，之後老師協助班上同學了解此位同學家庭的問題

後，班上同學自動分成幫此位同學帶早餐組、提供個案洗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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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別，並且用班費買了一套衣服給她，六日則是假日組，幫她準

備不用煮的食物，讓她可以不要吃過期的食物。所以智群就是用好

的對待方式來有效解決問題。

暴群及智群帶出把責任歸給全班，並且離開聚焦受凌個案，反

思全班的行為。接納與案主的優勢力的彰顯，不是當下班級處理霸

凌的有效策略，這是在與導師溝通時，建構舞臺給受凌者。並且讓

同學自己想想有沒有甚麼事情從以前到現在自己都做不好的，曾經

被唸或是被罵，而且自己很難改掉。

(二)強調保密及不具名的方式，提名並指正不友善同學的行為，已

安排後續追蹤此名單之同學(霸凌者)。
(三)請同學回饋小羽的正向改變部分，或欲告訴小羽的話(鼓勵的回

饋)。
(四)學習單三

勇氣的力量

提名並指正—幫助同學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姓名 不友善的行為

最後寫些鼓勵小羽的話以及現在的感受，帶領者也將部分內容

唸出回饋小羽。

八、 第 4 次小羽

個別輔導(視
狀況進行之)

追蹤小羽狀況。

九、 霸凌者個別

輔導

從導師提供的資料或於第 3 次不具名的提名指正不友善的同學名

單中，進行輔導追蹤。

受凌學生不受歡迎的行為 同儕的包容情形 


持
續
改
進 


持
續
改
進 



通過不了 

通過不了 

通過 

增
加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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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增
加
包
容 

圖二：受凌學生通過同儕友情篩選網 （羅丰苓，2013） 

(三)輔導員進行班輔情況與討論

1.輔導員在班輔的結構上大致與羅博士相同，不同之處為輔導員調整學習單一

內容如下：

一我覺得小羽和班上同學相處有困難的原因是…

二、我曾經看過對小羽做過

略不友善的行為

小羽對這些行為的回應

此外，輔導員將第 2 及第 3 次班輔內容合併。

2.因著上述的不同之處以及輔導員實際班輔的情況討論如下:
(1) 由於學習單一中的問題不同，以至於得到不同的結果。原本 SAFE 模式期待的是可

以從班上同學提問中具體且直接得知受凌者不受歡迎的行為，並且進行行為上的調

整，如此將可以在下次班輔中得到驗證，進而改善同學間的關係；但是若輔導員為

了避免標籤化的效應，將學習單一提問的內容改為間接以及個案和班上同學相處有

困難的原因時，進行這樣的問話後同班同學的回答會較抽象且難以讓受凌者了解，

因此輔導員於班輔後必須再找 1-2 位同班同學個別進行了解受凌者關係霸凌的具體

化行為。

(2) 第 2 及 3 次班輔合併，主要是輔導員考量此班級關係霸凌情形已經緩解所以可以以

個輔後續追蹤，但是也因班輔次數較少以致班輔成效的醞釀期較短，成效有限。

陸、輔導心語

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李蓉蓉

此次參與的班輔經驗中學習到在處遇有關疑似霸凌案件時的精神以及結合羅博士所帶領

之 SAFE 班輔模式之現況；由於霸凌的問題就是因為長期且重複的事件，所以羅博士採取的

工作方式則為短期且迅速，減少受凌者及霸凌者不舒服的時間。另外因為 SAFE 模式的介入

方式結構化且清楚易懂，所以應可供輔導員在介入霸凌預防工作上使用，並且加入輔導員個

人治療風格或是取向，更可以增加在介入時的豐富性及個人特色。

  若是想要使用 SAFE 模式進行關係霸凌的防治工作，建議須加強的是輔導員班輔的經驗

以及採用原本的學習單張設計效果較佳，且使用時需要不斷的被督導以及討論，才不至於輔

導員在使用時有所偏誤或是造成成效不佳的結果。

二、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林育珊

(一)可行性

1. 具有結構性的輔導模式：此輔導模式架構十分具體，且有明顯的階段性，執行度是可

行的。

2. 有成效：此模式處理霸凌之執行時間，包含班級輔導、個別輔導，約一個月的時間，

可由導師、同學、任課老師的反應及回饋得知此輔導成效。

3. 高指導性、問題解決取向：帶領者須了解此模式是以班級輔導的高指導性為概念，故

亦會以霸凌防制的問題解決取向為主，但也運用了一些策略，如行為學派的實踐卡，

一方面做為增強同學的正向行為，以及一方面在有限的時間下，可與同學快速地建立

關係，進而達到班級輔導霸凌防制目的的方法。

(二)個人省思

身為輔導人員的角色，需要有足夠的敏感度去看見或發現此問題，這樣的看見與行

動對孩子來說是很重要的。以下有三個現象需要留意：1.當發現孩子分組時，總是落單；

2.孩子活像病毒般，大家都故意閃躲；3.下課時，孩子總是孤單一個人。當發現孩子有上

述三個現象，即須留意孩子在學校中是否可能受凌。此外，也須留意受凌者的特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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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別，並且用班費買了一套衣服給她，六日則是假日組，幫她準

備不用煮的食物，讓她可以不要吃過期的食物。所以智群就是用好

的對待方式來有效解決問題。

暴群及智群帶出把責任歸給全班，並且離開聚焦受凌個案，反

思全班的行為。接納與案主的優勢力的彰顯，不是當下班級處理霸

凌的有效策略，這是在與導師溝通時，建構舞臺給受凌者。並且讓

同學自己想想有沒有甚麼事情從以前到現在自己都做不好的，曾經

被唸或是被罵，而且自己很難改掉。

(二)強調保密及不具名的方式，提名並指正不友善同學的行為，已

安排後續追蹤此名單之同學(霸凌者)。
(三)請同學回饋小羽的正向改變部分，或欲告訴小羽的話(鼓勵的回

饋)。
(四)學習單三

勇氣的力量

提名並指正—幫助同學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姓名 不友善的行為

最後寫些鼓勵小羽的話以及現在的感受，帶領者也將部分內容

唸出回饋小羽。

八、 第 4 次小羽

個別輔導(視
狀況進行之)

追蹤小羽狀況。

九、 霸凌者個別

輔導

從導師提供的資料或於第 3 次不具名的提名指正不友善的同學名

單中，進行輔導追蹤。

受凌學生不受歡迎的行為 同儕的包容情形 


持
續
改
進 


持
續
改
進 



通過不了 

通過不了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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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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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受凌學生通過同儕友情篩選網 （羅丰苓，2013） 

(三)輔導員進行班輔情況與討論

1.輔導員在班輔的結構上大致與羅博士相同，不同之處為輔導員調整學習單一

內容如下：

一我覺得小羽和班上同學相處有困難的原因是…

二、我曾經看過對小羽做過

略不友善的行為

小羽對這些行為的回應

此外，輔導員將第 2 及第 3 次班輔內容合併。

2.因著上述的不同之處以及輔導員實際班輔的情況討論如下:
(1) 由於學習單一中的問題不同，以至於得到不同的結果。原本 SAFE 模式期待的是可

以從班上同學提問中具體且直接得知受凌者不受歡迎的行為，並且進行行為上的調

整，如此將可以在下次班輔中得到驗證，進而改善同學間的關係；但是若輔導員為

了避免標籤化的效應，將學習單一提問的內容改為間接以及個案和班上同學相處有

困難的原因時，進行這樣的問話後同班同學的回答會較抽象且難以讓受凌者了解，

因此輔導員於班輔後必須再找 1-2 位同班同學個別進行了解受凌者關係霸凌的具體

化行為。

(2) 第 2 及 3 次班輔合併，主要是輔導員考量此班級關係霸凌情形已經緩解所以可以以

個輔後續追蹤，但是也因班輔次數較少以致班輔成效的醞釀期較短，成效有限。

陸、輔導心語

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李蓉蓉

此次參與的班輔經驗中學習到在處遇有關疑似霸凌案件時的精神以及結合羅博士所帶領

之 SAFE 班輔模式之現況；由於霸凌的問題就是因為長期且重複的事件，所以羅博士採取的

工作方式則為短期且迅速，減少受凌者及霸凌者不舒服的時間。另外因為 SAFE 模式的介入

方式結構化且清楚易懂，所以應可供輔導員在介入霸凌預防工作上使用，並且加入輔導員個

人治療風格或是取向，更可以增加在介入時的豐富性及個人特色。

  若是想要使用 SAFE 模式進行關係霸凌的防治工作，建議須加強的是輔導員班輔的經驗

以及採用原本的學習單張設計效果較佳，且使用時需要不斷的被督導以及討論，才不至於輔

導員在使用時有所偏誤或是造成成效不佳的結果。

二、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林育珊

(一)可行性

1. 具有結構性的輔導模式：此輔導模式架構十分具體，且有明顯的階段性，執行度是可

行的。

2. 有成效：此模式處理霸凌之執行時間，包含班級輔導、個別輔導，約一個月的時間，

可由導師、同學、任課老師的反應及回饋得知此輔導成效。

3. 高指導性、問題解決取向：帶領者須了解此模式是以班級輔導的高指導性為概念，故

亦會以霸凌防制的問題解決取向為主，但也運用了一些策略，如行為學派的實踐卡，

一方面做為增強同學的正向行為，以及一方面在有限的時間下，可與同學快速地建立

關係，進而達到班級輔導霸凌防制目的的方法。

(二)個人省思

身為輔導人員的角色，需要有足夠的敏感度去看見或發現此問題，這樣的看見與行

動對孩子來說是很重要的。以下有三個現象需要留意：1.當發現孩子分組時，總是落單；

2.孩子活像病毒般，大家都故意閃躲；3.下課時，孩子總是孤單一個人。當發現孩子有上

述三個現象，即須留意孩子在學校中是否可能受凌。此外，也須留意受凌者的特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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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格特質 2.社交技巧 3.行為 4.外表..等。了解受凌者特質，可以幫助輔導人員進行班級

輔導時，進行每一步驟篩選與顯/隱性霸凌學生一起討論的話題，以順利推動班級輔導的

運作。

班級輔導的觀念傳遞，霸凌是全班共同的問題與責任；霸凌的工作不只是幫助受凌

孩子一個人。而是要讓同學們意識到「霸凌的問題，不只是受凌者與霸凌者的問題」，同

時，讓師生瞭解惡性循環的概念。因此，要試著讓孩子們理解，霸凌者/受凌者會這樣子

表現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利用班級輔導中團體動力的運作，及一起幫忙受凌孩子為主軸，

催化同學間/受凌孩子與霸凌孩子去面對全班共同的問題及承擔責任。

三、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林彥光

(一)觀摩心得

SAFE 模式提供一個清楚、明確，有條理的架構和路徑，讓處遇者面對霸凌防治有

一個依循方針。方案本身是專家指導性的，策略的和問題解決導向的，條理分明、環環

相扣，有很明確的方法和目標。

我所做的區分只是為了能夠讓我更能理解這套方案的哲學觀，促使彼此了解，也讓

我能夠有個定位，也因如此我們也才能做出「定位」，我們才能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以

及自己的限制為何？

(二)實際帶領心得

輔導員以 SAFE 模式為架構並整合自己哲學觀實際進行了一場霸凌防治處遇。

鑒於 SAFE 模式一開場以「誰是班上最不受歡迎的人？」和學習單上「00 不受歡迎

的原因？」擔心有標籤和汙名化受凌者的疑慮，因此捨去「誰是班上最不受歡迎的

人？」的問句，且將「不受歡迎的原因」改成「00 和班上同學相處有困難的原因？」

較開放的問句。除了標籤的疑慮外，輔導員認為人際衝突或許是雙方互動遞迴的結

果，而非單向的，因此採用較開放式問法。

會後討論認為這樣的問法較不具體，因此導致學生回答也較不具體，擔心第二

次班輔時無法討論，因此建議須再尋找 1-2 位班上同學尋找受凌者的具體行為，但

實際訪問完後僅增加一項行為，所以或許這些項目就是同學在意的項目了。輔導員

和羅博士討論後，決議將第二次班輔和第三次班輔合併成一次，以及一些「語言」

和「策略」的使用與輔導員的諮商風格和信念不同，因此並未使用。

四、輔導活動課教師：許博雅

在SAFE班級輔導模式實際運用於班級的觀摩當中，本次案例的班級已經是第四個班級，

其中發現針對案主特質差異和所屬班級的性質不同時，所需使用的語言會出現變動，但仍是

依循 SAFE 班級輔導模式的主要架構進行。整個流程可分為三階段班級輔導，期間再輔以個

別諮商。

第一階段的班級輔導是站在該生同儕的立場進行同理，並且營造出一個空間讓學生先宣

洩負向情緒，並且藉機探討案主不受歡迎之原因。此階段同時也必須和該班學生良好互動關

係。第二階段則是屬於中介過渡時期，確認先前所列出之不受歡迎行為的改善與否，進一步

帶入篩網理論，讓學生建立行為改變需要時間，且應是雙向進行的概念。最後的一階段，是

分享智群與暴群的觀念，促使友善環境的營造產生。

SAFE 模式的班級輔導之成效，在本次案例中可以很快便能感受到。許多學生在第一階

段進行完情緒發洩之後，能較冷靜地看待案主的部分行為，也能看清楚自己的盲點與偏見。

因此在面對案主時態度轉變為較友善。緊接而後第二階段的篩網原理也催化了學生願意調整

自己對同儕的要求標準，對於和案主同組不會感到不悅。在進行完最後一次班級輔導的不久

之後，個案主動地來找我，和我開心分享最近班上同學到她的轉變，以及出現了願意主動提

供個案協助的學生。可以明顯的感受到案主在班級的轉變，課間或課後休息時間都變得比較

活潑開朗，臉上的笑容也增加不少。此外，班級氣氛也相較早前的劍拔弩張轉變為平和輕鬆。

綜觀三階段環環相扣，由最初的進入學生脈絡同理之，到後面偏指導性的問題解決策略，

SAFE 班級輔導模式擁有一個具體可行的方針，清楚明確的架構，在針對不同的個案特質其

進行方式、語言的使用要隨之調整。另一方面，個別諮商也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必須是雙管

齊下，同步進行。本次案例的案主個性溫吞，碰上問題行為和同學的不友善對待所採取的處

理模式是偏向退縮迴避型，而非是未出現惡意的反擊行為，因此在班級輔導完之後，能比較

快見到成效。但若是個案的處理模式會採取反擊等外顯式反抗挑釁行為，在個別諮商部分就

必須增加次數，並且在班級輔導之後仍有需要繼續進行多次個別諮商的可能。

因為自己本身是該班的授課老師，為了避免出現雙重關係，而轉介輔導室進行班級輔導。

但是，中間角色的扮演還是很重要的。在入班進行班級輔導前，可以先讓該班學生建立對班

級輔導的正向概念，澄清班級輔導是為了幫助班級而非案主個人，讓學生在輔導員進入班級

時可以少一層防備，多一分信任。此外，於其他課程和該班學生與案主接觸時，可以觀察彼

此間的人際互動，進而給予協助、催化。並且在班級輔導結束後也方便協助輔導室能持續進

行觀察追蹤。從一開始的發現個案狀況進行通報轉介，進階到中期的協助、催化至結束後的

協助觀察追蹤，授課老師依舊是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因參與本次案例而再次體悟到：不論是校外的輔導資源、校內輔導室的相關資源、與導

師的溝通聯結到授課教師在教學現場的評估協助等，校內外的輔導網絡建立與相關資源的連

結運用，都是促使友善校園營造的一大助力。唯有良好的資源網絡、彼此間積極地協調幫助，

方能確實促使友善校園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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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格特質 2.社交技巧 3.行為 4.外表..等。了解受凌者特質，可以幫助輔導人員進行班級

輔導時，進行每一步驟篩選與顯/隱性霸凌學生一起討論的話題，以順利推動班級輔導的

運作。

班級輔導的觀念傳遞，霸凌是全班共同的問題與責任；霸凌的工作不只是幫助受凌

孩子一個人。而是要讓同學們意識到「霸凌的問題，不只是受凌者與霸凌者的問題」，同

時，讓師生瞭解惡性循環的概念。因此，要試著讓孩子們理解，霸凌者/受凌者會這樣子

表現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利用班級輔導中團體動力的運作，及一起幫忙受凌孩子為主軸，

催化同學間/受凌孩子與霸凌孩子去面對全班共同的問題及承擔責任。

三、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林彥光

(一)觀摩心得

SAFE 模式提供一個清楚、明確，有條理的架構和路徑，讓處遇者面對霸凌防治有

一個依循方針。方案本身是專家指導性的，策略的和問題解決導向的，條理分明、環環

相扣，有很明確的方法和目標。

我所做的區分只是為了能夠讓我更能理解這套方案的哲學觀，促使彼此了解，也讓

我能夠有個定位，也因如此我們也才能做出「定位」，我們才能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以

及自己的限制為何？

(二)實際帶領心得

輔導員以 SAFE 模式為架構並整合自己哲學觀實際進行了一場霸凌防治處遇。

鑒於 SAFE 模式一開場以「誰是班上最不受歡迎的人？」和學習單上「00 不受歡迎

的原因？」擔心有標籤和汙名化受凌者的疑慮，因此捨去「誰是班上最不受歡迎的

人？」的問句，且將「不受歡迎的原因」改成「00 和班上同學相處有困難的原因？」

較開放的問句。除了標籤的疑慮外，輔導員認為人際衝突或許是雙方互動遞迴的結

果，而非單向的，因此採用較開放式問法。

會後討論認為這樣的問法較不具體，因此導致學生回答也較不具體，擔心第二

次班輔時無法討論，因此建議須再尋找 1-2 位班上同學尋找受凌者的具體行為，但

實際訪問完後僅增加一項行為，所以或許這些項目就是同學在意的項目了。輔導員

和羅博士討論後，決議將第二次班輔和第三次班輔合併成一次，以及一些「語言」

和「策略」的使用與輔導員的諮商風格和信念不同，因此並未使用。

四、輔導活動課教師：許博雅

在SAFE班級輔導模式實際運用於班級的觀摩當中，本次案例的班級已經是第四個班級，

其中發現針對案主特質差異和所屬班級的性質不同時，所需使用的語言會出現變動，但仍是

依循 SAFE 班級輔導模式的主要架構進行。整個流程可分為三階段班級輔導，期間再輔以個

別諮商。

第一階段的班級輔導是站在該生同儕的立場進行同理，並且營造出一個空間讓學生先宣

洩負向情緒，並且藉機探討案主不受歡迎之原因。此階段同時也必須和該班學生良好互動關

係。第二階段則是屬於中介過渡時期，確認先前所列出之不受歡迎行為的改善與否，進一步

帶入篩網理論，讓學生建立行為改變需要時間，且應是雙向進行的概念。最後的一階段，是

分享智群與暴群的觀念，促使友善環境的營造產生。

SAFE 模式的班級輔導之成效，在本次案例中可以很快便能感受到。許多學生在第一階

段進行完情緒發洩之後，能較冷靜地看待案主的部分行為，也能看清楚自己的盲點與偏見。

因此在面對案主時態度轉變為較友善。緊接而後第二階段的篩網原理也催化了學生願意調整

自己對同儕的要求標準，對於和案主同組不會感到不悅。在進行完最後一次班級輔導的不久

之後，個案主動地來找我，和我開心分享最近班上同學到她的轉變，以及出現了願意主動提

供個案協助的學生。可以明顯的感受到案主在班級的轉變，課間或課後休息時間都變得比較

活潑開朗，臉上的笑容也增加不少。此外，班級氣氛也相較早前的劍拔弩張轉變為平和輕鬆。

綜觀三階段環環相扣，由最初的進入學生脈絡同理之，到後面偏指導性的問題解決策略，

SAFE 班級輔導模式擁有一個具體可行的方針，清楚明確的架構，在針對不同的個案特質其

進行方式、語言的使用要隨之調整。另一方面，個別諮商也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必須是雙管

齊下，同步進行。本次案例的案主個性溫吞，碰上問題行為和同學的不友善對待所採取的處

理模式是偏向退縮迴避型，而非是未出現惡意的反擊行為，因此在班級輔導完之後，能比較

快見到成效。但若是個案的處理模式會採取反擊等外顯式反抗挑釁行為，在個別諮商部分就

必須增加次數，並且在班級輔導之後仍有需要繼續進行多次個別諮商的可能。

因為自己本身是該班的授課老師，為了避免出現雙重關係，而轉介輔導室進行班級輔導。

但是，中間角色的扮演還是很重要的。在入班進行班級輔導前，可以先讓該班學生建立對班

級輔導的正向概念，澄清班級輔導是為了幫助班級而非案主個人，讓學生在輔導員進入班級

時可以少一層防備，多一分信任。此外，於其他課程和該班學生與案主接觸時，可以觀察彼

此間的人際互動，進而給予協助、催化。並且在班級輔導結束後也方便協助輔導室能持續進

行觀察追蹤。從一開始的發現個案狀況進行通報轉介，進階到中期的協助、催化至結束後的

協助觀察追蹤，授課老師依舊是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因參與本次案例而再次體悟到：不論是校外的輔導資源、校內輔導室的相關資源、與導

師的溝通聯結到授課教師在教學現場的評估協助等，校內外的輔導網絡建立與相關資源的連

結運用，都是促使友善校園營造的一大助力。唯有良好的資源網絡、彼此間積極地協調幫助，

方能確實促使友善校園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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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給家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您好!本中心了解目前許多國中、小學童轉介輔導的原因仍是孩子在校的適應

方面問題為大宗，所以為因應貴子女在學校面臨著偶有被班上同學排擠或是人際關係上較疏

離的情形，我們除了有個別的輔導之外，也會進入班級進行輔導，協助此班同學的關係更為

融洽，而這也是本中心霸凌防治種子人員培訓的主要目的。

孩子的身心發展人際關係這一項實為重要，尤其是青少年時期的學童，同儕關係的好壞

也影響到人格的形成，所以我們看重每個孩子在人際關係上所遇到的問題，也期待能藉由一

個清楚且安全的輔導方式協助孩子，目前我們規畫了 SAFE 模式來協助被班上同學排擠或是

人際關係上較疏離的孩子，幫助孩子們的人際關係可以重新塑造，看見彼此的美好。

如果孩子是受凌者，許多家長不願意告知校方有霸凌事件的發生，但霸凌是不會在沒有

大人的協助下而停止的。所以，必須及早告知校方，讓校方可以儘早提供協助。告訴孩子霸

凌是錯誤的行為，不是這些受凌者的錯。並且應表示您很欣慰能得知此事，且詢問孩子認為

可以有效幫助他們的方法，讓他們知道您打算怎麼做。在此同時須衡量您自己的情緒反應，

謹慎思考下一步，與學校輔導工作者討論，方可能避免強化往後霸凌的行為。

如果孩子是霸凌別人的角色，首先您的立場與態度是很重要的，必須讓孩子確實知道您

很重視霸凌此事，並清楚地讓孩子知道，他的霸凌行為必須停止。但是切記，不能以會強化

霸凌行為的方式來處理，而是多花一些時間與孩子相處，藉此了解孩子的朋友以及他們消磨

課餘時間的地點和方式。可以用讚美及鼓勵的方式來教育孩子，為孩子建立他們的才能和興

趣。培養孩子的同理心，譬如，利用閱讀或是電影，讓他了解被凌者的感受並與學校老師、

諮輔人員合作，協助孩子建立正確的觀念。

如果孩子站在旁觀者的立場，請先不擅自妄下評論也不要責怪孩子，傾聽孩子行為背後

的原由，在處理霸凌事件時，應該當作這是”全班”的事情，而不是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兩個人

的事。培養孩子的同理心和正義感。有些孩子不願伸出援手其實只是因為擔心自己成為下一

個受害者，在彷彿親身經歷的目擊之下所產生的恐懼。旁觀者其實在霸凌事件中亦也扮演一

個重要角色，若是在旁吆喝助勢，將使得霸凌事件更加惡化；若是置之不理或袖手旁觀，可

能使霸凌者認為自己的行為被默許而持續為之；若旁觀者能出面制止他人被霸凌的行為或通

知師長，將能大幅降低霸凌行為所帶來的傷害。

整體而言，本中心邀請家長們可以協助孩子的部分如下：(一)培養孩子的正義感，避免

孩子成為霸凌孩子或冷眼的旁觀者。(二)養成和孩子分享生活點滴的習慣，可有助於及早發

現問題，即時給予協助。(三)培養孩子平和而堅定表達意見的能力，可以運用遊戲、故事或

日常生活中的機會教育，與孩子一起分享與討論。(四)與學校老師聯繫，並討論幫助孩子遠

離霸凌的辦法，其中包括情緒支持、社交及人際技巧、表達技巧的提升、尋求專業機構輔導

等。期望各位家長能一同培養孩子們正確認知免於相關事件的發生，願您和學校、老師共同

推動協防校園霸凌，攜手合作建立一個友善校園，給予孩子一個快樂學習的場所！

捌、資源百寶箱（台中為主）

一、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網址:140.111.1.88/news/detail/2
校園暴力霸凌預防工作向為教育部工作重點，區分為「教育宣導」及「即早發現處理」

二部分，在教育宣導上特別強調入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及生命教育，蒐集並

分析案例，彙編補充教材（含案例）供導師、教師運用參考。

二、羅丰苓博士

國立台灣師大特殊教育博士，現職臺中市黎明國中兼任輔導老師。

玖、參考資料來源

羅丰苓(2012)。SAFE 班級輔導模式：不再霸凌，也不再受凌。臺北市：張老師文化出版。

註：本書獲王育敏(立法委員)、王浩威(作家、精神科醫師)、吳福濱(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周以順(教育部

軍訓處處長)、劉欽旭(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盧蘇偉(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創辦人)等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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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給家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您好!本中心了解目前許多國中、小學童轉介輔導的原因仍是孩子在校的適應

方面問題為大宗，所以為因應貴子女在學校面臨著偶有被班上同學排擠或是人際關係上較疏

離的情形，我們除了有個別的輔導之外，也會進入班級進行輔導，協助此班同學的關係更為

融洽，而這也是本中心霸凌防治種子人員培訓的主要目的。

孩子的身心發展人際關係這一項實為重要，尤其是青少年時期的學童，同儕關係的好壞

也影響到人格的形成，所以我們看重每個孩子在人際關係上所遇到的問題，也期待能藉由一

個清楚且安全的輔導方式協助孩子，目前我們規畫了 SAFE 模式來協助被班上同學排擠或是

人際關係上較疏離的孩子，幫助孩子們的人際關係可以重新塑造，看見彼此的美好。

如果孩子是受凌者，許多家長不願意告知校方有霸凌事件的發生，但霸凌是不會在沒有

大人的協助下而停止的。所以，必須及早告知校方，讓校方可以儘早提供協助。告訴孩子霸

凌是錯誤的行為，不是這些受凌者的錯。並且應表示您很欣慰能得知此事，且詢問孩子認為

可以有效幫助他們的方法，讓他們知道您打算怎麼做。在此同時須衡量您自己的情緒反應，

謹慎思考下一步，與學校輔導工作者討論，方可能避免強化往後霸凌的行為。

如果孩子是霸凌別人的角色，首先您的立場與態度是很重要的，必須讓孩子確實知道您

很重視霸凌此事，並清楚地讓孩子知道，他的霸凌行為必須停止。但是切記，不能以會強化

霸凌行為的方式來處理，而是多花一些時間與孩子相處，藉此了解孩子的朋友以及他們消磨

課餘時間的地點和方式。可以用讚美及鼓勵的方式來教育孩子，為孩子建立他們的才能和興

趣。培養孩子的同理心，譬如，利用閱讀或是電影，讓他了解被凌者的感受並與學校老師、

諮輔人員合作，協助孩子建立正確的觀念。

如果孩子站在旁觀者的立場，請先不擅自妄下評論也不要責怪孩子，傾聽孩子行為背後

的原由，在處理霸凌事件時，應該當作這是”全班”的事情，而不是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兩個人

的事。培養孩子的同理心和正義感。有些孩子不願伸出援手其實只是因為擔心自己成為下一

個受害者，在彷彿親身經歷的目擊之下所產生的恐懼。旁觀者其實在霸凌事件中亦也扮演一

個重要角色，若是在旁吆喝助勢，將使得霸凌事件更加惡化；若是置之不理或袖手旁觀，可

能使霸凌者認為自己的行為被默許而持續為之；若旁觀者能出面制止他人被霸凌的行為或通

知師長，將能大幅降低霸凌行為所帶來的傷害。

整體而言，本中心邀請家長們可以協助孩子的部分如下：(一)培養孩子的正義感，避免

孩子成為霸凌孩子或冷眼的旁觀者。(二)養成和孩子分享生活點滴的習慣，可有助於及早發

現問題，即時給予協助。(三)培養孩子平和而堅定表達意見的能力，可以運用遊戲、故事或

日常生活中的機會教育，與孩子一起分享與討論。(四)與學校老師聯繫，並討論幫助孩子遠

離霸凌的辦法，其中包括情緒支持、社交及人際技巧、表達技巧的提升、尋求專業機構輔導

等。期望各位家長能一同培養孩子們正確認知免於相關事件的發生，願您和學校、老師共同

推動協防校園霸凌，攜手合作建立一個友善校園，給予孩子一個快樂學習的場所！

捌、資源百寶箱（台中為主）

一、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網址:140.111.1.88/news/detail/2
校園暴力霸凌預防工作向為教育部工作重點，區分為「教育宣導」及「即早發現處理」

二部分，在教育宣導上特別強調入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及生命教育，蒐集並

分析案例，彙編補充教材（含案例）供導師、教師運用參考。

二、羅丰苓博士

國立台灣師大特殊教育博士，現職臺中市黎明國中兼任輔導老師。

玖、參考資料來源

羅丰苓(2012)。SAFE 班級輔導模式：不再霸凌，也不再受凌。臺北市：張老師文化出版。

註：本書獲王育敏(立法委員)、王浩威(作家、精神科醫師)、吳福濱(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周以順(教育部

軍訓處處長)、劉欽旭(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盧蘇偉(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創辦人)等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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