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為促進師生關係，強化學生與學校的連結度，適時宣達學校各種

政策與規定，協助導師有效運用班會時間，特編制「班會寶典」手冊。 

手冊針對心理健康、法治觀念與行為規範等提供 6 大主題的班

會討論範本，作為每周班會議程之參考。每篇主題皆說明討論目的及

該議題的重要性，並附上相關影片和資訊的連結，能作為班會過程中

的輔助教材，同時列舉多元的討論題目，能作為師生互動的橋樑，開

啟對話。 

未來將配合部頒政策及本校教務、學務、總務等各單位宣導之議

題(如：社團宣導、環保、健康等)，持續擴編班會活動主題，並置於

導生互動平台，歡迎導師參閱運用。 

 

學務處  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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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篇】職場小綿羊：勞工權益知多少？ 

一、 目的 

踏進大學徵才博覽會，琳瑯滿目的公司攤位加上學長姊熱情的引薦，

讓即將踏出校門的新鮮人看了不禁熱血沸騰，彷彿看到了充滿前景、挑戰

與學習機會的職涯。然而，這時應該做的，反而是冷靜下來，在踏進職場

前，先建立對勞動權益的認識，讓你既能抓住機會，也不忽略自身權益！ 

 

二、 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 

「聊聊部分工時勞工權益保障」(6分 15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wjckenWwg&t=70s 

 

(二)討論題目： 

1. 您曾有打工過的經驗嗎？老闆給您的保障哪些合乎勞基法？哪些

不合乎呢？ 

2. 您曾自己遇過，或聽朋友說過什麼與勞工權益有關的問題？ 

3. 當您遇到勞工權益問題時，可以怎麼做？ 

4. 當您權益受損時，您願意主動爭取嗎？您會有哪方面的擔心？ 

5. 您知道網路上有哪些勞工權益的相關網站可以參考嗎？ 

 

三、 延伸討論 

【勞基法都別吵了，重點其實是...】－聊聊勞基法 (14分 15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3Z_VmDTB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wjckenWwg&t=7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3Z_VmDT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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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篇】創造我的人生航道 

一、 目的 

生涯就是一個人對他的人生做一個最適合他的妥善計劃與安排，並且能夠

運用環境資源，在短期內充分發揮自我潛能，達到各段的生涯成熟，適才

是所。簡單來說，生涯規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過一個充實、有意義的人

生。其實人生規劃，就是在學習中發現自我。在學習過程中，學到你要的

是甚麼？評估自己的過去、肯定與確立自己的價值觀、並創造未來的信

念。 

二、 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 

「迷茫？為什麼你會迷茫找不到方向」6招幫你搞定！(6 分 24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xPO6ClB1Bo 

 

 (二)討論題目： 

1. 你知道自己畢業後的方向嗎？你想做的行業跟你目前所學是否有

相關？ 

2. 你是否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呢？ 

3. 如果你清楚自己的生涯規劃，你是怎麼做到的？ 

4. 如果你還不清楚生涯規畫，你認為問題出在哪？ 

5. 你會怎麼規劃你未來五年的生活？ 

三、 延伸討論 

【Holland職業興趣測驗】－1111人力銀行 

探索你的興趣與才能！ 

https://www.hollandexam.com/hollandQuiz.aspx 

 

【請將自己活成一部好作品，做你故事的英雄】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 108

年畢典（機歪靠北真心版）(6分 35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oPVXXAig 

- 

「賈伯斯畢業生演講」(14分 3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K2dADvdH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xPO6ClB1Bo
https://www.hollandexam.com/hollandQuiz.asp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oPVXXAi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K2dADvd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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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篇】新鮮人職場教戰守則 

一、 目的 

從校園走到職場，看似是段無縫接軌的人生歷程，但當中無論是專業技

能、應對處事，還有心態調整都有著一大段的斷層，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踩

空，導致初出茅廬即失利。直到隨著年歲增加，漸漸上手後，才終於摸透

職場原來是這麼一回事，要是早在那之前就有人告訴我們這些「眉角」，或

許就能少跌一次跤，銜接得更順暢一些。希望能藉由討論，引導同學思考

職場與校園之差異，並在踏入職場前，先理解職場生態。 

參考影片 

二、 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 

「社畜攻略－職場倫理潛規則 TOP6」(15分 11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IBuWtd3mgw 

 
(二)討論題目： 

1. 您曾經有過打工經驗嗎？您認為職場與校園有哪些差異？ 

2. 您認為職場有哪些該注意的地方？ 

3. 您認為可不可以不喜歡同事？如果與同事起衝突，該怎麼辦？ 

4. 職場上可以聊八卦嗎？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5. 當您感到好像被討厭了，遇到職場霸凌該如何是好？ 

三、 延伸討論 

工作不喜歡，該怎麼提離職？(9分 0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Ios-y0pWI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IBuWtd3mg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Ios-y0pW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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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篇】人際大觀園 

一、 目的 

大學生活的人際型態已和高中職與班上同學密切互動的狀態不同，學生常

會有不知如何與班上同學拉近關係，或是因為第一次離家住宿，須和他人

共享住宿空間，參與社團時如何突破舒適圈，拓展人際關係，亦常是學生

關注的焦點。希望透過此議題討論，能夠讓學生了解人際經營和溝通的技

巧，於大學時期建立人際支持資源。 

二、 參考媒材 

(一)桌遊：《眨眨眼》、《天生絕配》 

(二)牌卡：《嗨卡》、《互動卡》 

(三)繪製社會原子圖：社會原子的概念由心理劇創始人 J.L.Moreno “Who 

shall survive?”一書提出，教師可帶領學生在白紙上先繪製代表自

己的圓圈，然後再依現實生活中常與自己互動的朋友、家人、同學、

伴侶等人物與自己的親近距離及重要性來繪製各自的圓圈，然後用直

線連起代表自己與他人的圓圈。越親近的就會畫的越靠近代表自己的

圓圈，自己與他人之間連起的直線粗細則可用來表示該人物對自己的

重要性以及給自己支持的程度。 

(四)影片：(6 分 41秒)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1x34ND7sJs 

(五)討論題目： 

人際互動型態調適 

1. 你覺得高中職和大學生活的人際互動有哪裡不一樣?  

2. 這些不一樣會讓你在經營自己的大學生活過程中遭遇什麼樣的困

難嗎? 

3. 你通常如何面對這樣的困難?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詢問並聽聽看

其他同學怎麼做的吧? 

人際支持資源大發現 

1. 想想看圍繞在你身邊的同學、朋友、家人、伴侶，師長，有哪些

人是你遇到困難，第一時間會商量的對象? 

2. 當你遇到新鮮有趣的事情，你會想跟誰說? 

3. 當你遇到低落難過的事情，你會想跟誰說? 

4. 當你不知道怎麼解決問題時，你會先想到誰? 

5. 想想看，你在上述問題的回答一樣嗎? 還是不太一樣，何以有這

些差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1x34ND7s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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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篇】破解新世代暴力-網路霸凌 

一、目的 

隨著網路與相關通訊軟體的興起，網路霸凌實為近年來新興的霸凌模式。

此新型態的霸凌對於青少年、甚至是成人都具有極大的影響，此實需有關

單位重視(宋宥賢，2018)。網路霸凌究竟會對學生造成哪些影響？甚至哪

些危險因子容易促使學生涉入網路霸凌？這些議題實需重視，因若能對其

有所瞭解，將有助於協助輔育霸凌與被霸凌的同學，進而提供資源協助。 

現今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網路霸凌會對受凌者造成諸多影響，如遭受網路

霸凌的學生，相較未涉入網路霸凌的學生，更亦出現憂鬱症狀（Wang, 

Nansel, & Iannotti, 2011）、物質濫用與自殺意念等（Kowalski et 

al., 2014）。除此之外，學生在遭受網路霸凌後，亦可能影響其之心情狀

況，使得對於學業上的投入程度下降，導致對其課業成績產生負向影響

（Kowalski, & Limber, 2013）。Crosslin 與 Crosslin （2014）的研究

亦指出，網路霸凌亦會影響受凌者的現實生活人際狀況，受凌者往往在網

路世界受到攻擊後，會對自我及人際關係產生疑惑，進而影響其在真實生

活中，不太信任他人或不太願意與他人互動、甚至還可能出現社會退縮之

狀況，希望能藉由討論，引導同學思考相關議題。 

二、參考影片 

（一）《青春制霸》 網路霸凌-新世代暴力(7分 17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xvZ8IyEC8 

 
（二）討論題目 

1. 網路霸凌的成因通常是什麼呢？ 

2. 網路霸凌者可能有什麼的特質？ 

3. 如果人性本善行為背後都有良善的部份，你們覺得網路霸凌者的背

後，他們的心聲與需求可能有哪些呢？ 

4.當我被網路霸凌的時候，我可以尋求哪些資源的協助？ 

（三）延伸討論 

殘酷實驗！網路霸凌搬到真實世界能否體會那感覺? （2分 11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uYfPx1B66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xvZ8IyE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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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篇】師生關係建築師 

一、 目的 

一般人認為現代大學的校園關係是冷漠的，學生與老師之間像陌生人一

般，除了知識上的授予外，平日亦少有交集。 

其實，大學校園中的活動多采多姿，不少活動對於師生關係是有正面的助

益，學者麥克奇(W. J. McKeachie) 等曾經歸納大學教師的六項主要角

色：1.學問上的專家、2.學習的引導者、3.社會化的助成者：大學是進入

社會的前哨站，大學學生是一群正在為未來的社會作準備的年輕人，因此

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特別需要教師為他們解答社會生活上的問題，如就業

問題、生涯規劃…等。4.成長的輔助者：大學生正面臨成年的轉型期，常

常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有時情緒的控制不當而嚴重影響課業與人際交

往。因此身為大學教師應該熱心的從旁給予引導、支持和輔助。5.價值的

統合者、6.人格的陶冶者：大學教師對於青年學生的教導其實有很多時候

並不是在課業上，反而是在學生的次文化上，如社團，愛情，人際相處等

等問題，甚至是青年人的思考模式在理想與現實間徘徊等等問題。 

二、 參考影片 

(一)報章新聞：終結上課低頭滑手機 雲端 APP增師生互動（1 分 49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rux0K6zJA 

 

(二)討論題目： 

1. 請問同學您認為大學導師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功能？ 

2. 您期待的大學班級導師是什麼樣子？(課堂教學上的互動、下課後

的互動…) 

3. 您喜歡老師什麼樣的上課互動方式? 

4. 您在生活有些困擾時會想找導師聊聊嗎?怎樣的導師讓您想親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rux0K6zJA


 

7 

 

【情緒篇】認識憂鬱情緒及自我傷害防治 

一、目的 

預防憂鬱情緒對學生的傷害，進而教導學生認識與揮別憂鬱，並提早發現

憂鬱傾向的學生，給予適時陪伴與協助。 

二、參考影片 

（一）Mr Blue 憂鬱先生 董氏基金會憂鬱防治短片（1分 50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YPaWvazUM 

 

（二）《守門人》柯有倫（8分 10秒） 

來源一（珍愛生命打氣網）

https://www.facebook.com/tspc520/posts/2885517288163383?comment_

id=2886086994773079 

 

來源二 

朋友的廢文，真的是廢文嗎？（1分 1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9KQlVBybs  

 

三、討論題目： 

1. 當陷入憂鬱時，身心可能會有哪些情況或反應？ 

2. 當發現周遭朋友或親人陷入憂鬱或有自我傷害的情況時，我們可以怎麼

做？ 

3. 有哪些資源或管道可以協助陷入情緒困擾的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YPaWvazUM
https://www.facebook.com/tspc520/posts/2885517288163383?comment_id=2886086994773079
https://www.facebook.com/tspc520/posts/2885517288163383?comment_id=288608699477307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9KQlVBy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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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篇】關於情緒這件事 

一、 目的 

「情緒」是我們對外界刺激所做出的反應，「情緒」本身沒有好壞、對錯

之分，但因為其表現出來的行為會影響我們生活，更會影響我們與他人的

關係，因此「情緒管理」可以幫助我們在面對各種情緒發生時，做出較妥

適的行為表現，希望能藉由班會討論，引導同學思考相關議題。 

二、 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 

「情緒三個正確觀念」 (1 分 4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GfZU2BK6k 

 

「三個步驟學習跟自己情緒對話」 (2 分 5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oZkUGK9PZY 

 

「做好情緒管理」 (2 分 15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wm9TMScW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GfZU2BK6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oZkUGK9PZ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wm9TMSc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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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情緒來了怎麼辦? 4 個情緒管理方法」 (2 分 2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6VTHdzcZPU 

 

(二)討論題目： 

1. 當您情緒不佳/失控的時候，您能夠覺察到嗎？ 

2. 通常您在什麼狀況下比較容易情緒不佳/失控? 

3. 您知道或曾發生過「情緒管理」不當時，會有些不好的影響，

例：生活處事、人際關係…等? 

4. 您知道或曾使用過哪些「情緒管理」的好方法、好經驗呢? 

三、 延伸討論 

「為自己的情緒找個出口」 (1 分 39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wVbjvj5N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6VTHdzcZP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wVbjvj5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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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篇】紓壓百寶箱 

一、 目的 

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各類事情都有可能成為我們的壓力來源，而相同的壓力

來源在不同人身上又有分輕、中、重的壓力程度。壓力對我們來說有好處

也有壞處，好處是使我們更加努力去完成該做的事，壞處是使我們生理、

心理受負面的影響。 

 

若長期處在重度壓力之下，將可能影響個人身心健康產生病痛；個人表現

也會隨之打折，例如：拖延、逃避課業與工作，有攻擊性、破壞行為，甚

至造成士氣低落、休學、離職。如果出現前述狀況，或出現食欲不振、過

食、失眠等異常行為，對工作、課業老是不滿意、提不起勁，而且菸、

酒、藥物的使用量增加。 

 

此時，就需開始注意壓力是否已經侵蝕我們的身心，希望能藉由班會討

論，引導同學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況，好好照顧自己。 

二、 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 

「壓力管理」 (2 分 0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1IAr29hn8 

 

「如何面對壓力」啾來聊聊| 啾啾鞋 (7 分 45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pYaWpEmpk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1IAr29hn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pYaWpEmp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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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臨壓力時, 給自己一個深呼吸放鬆自己的情緒」 (1 分 46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1QNrWrZZkk 

 

(二)討論題目： 

1. 您知道您的壓力來自哪裡嗎? 

2. 您知道壓力會帶給您那些身體反應？(例：頭痛、流汗、呼吸加

快、肩頸痛、心跳加快、胃痛、拉肚子…等) 

3. 您知道或曾使用過哪些「壓力調適」的好方法、好經驗呢? 

 

三、 延伸討論 

「療癒小物大集合！」  (1 分 8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GdOWoT9v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1QNrWrZZk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GdOWoT9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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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篇】同理的力量 

一、目的 

同理心是指能夠身處對方立場思考的一種方式。培養增強學生的同理心有

助於他們發展正向的人際關係。透過換位思考，體會他人情緒和想法，才

能站在他人角度理解與處理問題，減少人與人相處上的衝突和不愉快。 

二、參考影片 

(一)Think, Listen, and Respect｜同情心不等於同理心（1分 39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mEZsvlUhRg&feature=youtu.be 

 

(二)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差別在於？(繁中字幕) （2分 52秒） 

來源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SiC59j0ak 

 

來源二（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台）

https://wellbeing.mohw.gov.tw/pro/pstunt/2/572（含文字說明） 

 

三、討論題目： 

1. 從影片中所了解到的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差異是什麼？ 

2. 當好友跟你說他失戀了，以同理心的方式你會如何安慰對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mEZsvlUhRg&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SiC59j0ak
https://wellbeing.mohw.gov.tw/pro/pstunt/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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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篇】多元性別的認同與被認同 

一、 目的 

無論多元性別或者多元成家，都是近年來在教育界和日常生活中常被提及

與討論，基本定義與基礎知識已透過網路資訊傳播一時，這裡便不再從頭

說明(導師可依班級對此議題之了解程度自行增減補充說明)，多元本身就

是一直存在的，無論支持與否，人們更需學會的是尊重個別差異，面對不

同的聲音，本來就會有不同立場，能用開放的胸懷與彼此交流，才是多元

的真諦。本次班會藉由多元性別議題，與同學們討論尊重這件事情。 

二、 班會議程   

(一)影片賞析： 

多元性別真的需要「被認同」嗎？【不戰團體，聊點邏輯】 

 (7分 4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x-0ZpBNlLA 

  

(二)討論綱要： 

1. 請問有同學知道 LGBT 分別代表什麼嗎? 

2. 請問同學們對於這個影片的想法?立場和他相同嗎? 

3. 在生活中有哪些你認為沒有達到多元平權或者是性別不平等待改

進之處?可以怎麼做會更好? 

4. 試以同婚或國中小性教育議題為例，如何應對相反觀點的言論? 

5. 當多數人與你意見不同時，會選擇表達或是隱藏自己的立場呢? 

 

三、 延伸討論 

【動畫新聞】跨性別者的人生數據《青春發言人》(2分 0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0NLt6V5Ef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x-0ZpBNlL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0NLt6V5E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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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篇】分手換邊站:不同角色之思辨 

一、 目的 

大學生階段的情感經驗對於日後親密關係建立有深遠的影響，市面上

有許多書籍或者社群平台在教導大眾如何調適被分手後的心情，但較少有

機會可以多角度討論分手的各種情況，較容易陷入大眾對感情的既定印象

甚至評價。本次班會提供影片與問題，引導同學客觀思辨一個人為什麼要

提分手，或者為什麼被分手，自人格特質和情感價值觀延伸探討，進一步

認識大學生情感議題與自我探索。 

 

二、 班會議程 

(一)影片賞析： 

鄧一個人咖啡 ep.3 |我對他那麼好，為什麼還是要跟我分手？！  

 (7分 00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NcZqnE0Is 

  

(二)討論綱要： 

1. 請問同學們對於這個影片的想法? 

2. 社會上是怎麼看待被分手以及提分手者，兩者差異為何? 

3. 是什麼讓被分手這件事情如此難以調適?過程中會遇到哪些困難? 

4. 提分手者面臨的心理衝擊還有考量為何?你想過該如何提分手嗎? 

5. 有哪些可以幫助度過失戀的辦法? 

 

三、 延伸討論 

分手真的很難提！！ 大學分手教學手冊 親身經驗教你怎麼說！ 

 (10分 2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p8koDIxb3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NcZqnE0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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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篇】網路交友的迷思與現實面 

一、 目的 

網路交友已成為現代年輕人認識新朋友的方式之一，不限於相關 app，社

群媒體(如：FB、IG)也成為認識新朋友的新興管道，但許多人常會忽略網

路世界也是真實世界的一環，並非如其所想的與現實中完全的不相關。近

年來許多人會透過交友軟體找尋合適的伴侶，雖然帶給我們便利又快速的

交友模式，但其中也蘊藏不少細節和陷阱是需要花時間注意的，如社會新

聞中層出不窮的詐騙或騙色事件，希望能藉由討論，引導同學思考相關議

題。 

二、 班會議程 

(一)影片賞析： 

「一”網”情深」－網路交友宣導影片(8分 42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Ax4eyc_l4 

 

 (二)討論綱要： 

1. 請問同學使用過交友軟體或者在網路社群認識新朋友/心儀對象的

經驗嗎? 

2. 使用交友軟體的優點與缺點? 

3. 在網路交友上面常遇到的問題? 

4. 當我想跟網友見面時，我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5. 和網路交友相關的法律?或者是相關資源? 

 

三、 延伸討論 

大學生第一次與網友見面的趣事(6 分 49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D-0V2D-U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Ax4eyc_l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D-0V2D-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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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篇】讓「性」更保險~避孕也避病 

一、 目的 

片中透過兩對情侶，對於彼此親密關係的討論，並藉由三位好友的不同觀

點，帶出避孕的方式與戴保險套的必要性，讓學生了解避孕的重要性，也

明白自己的人生是由自己決定與負責，進而探討如何建立正確的避孕觀

念，學習尊重個人意願，拒絕沒有防護措施的性行為，促進身心健康發

展。 

二、 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 

「讓「性」更保險~避孕也避病(13 分 55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FHD6YYCC0 

 
(二)討論題目： 

1. 請問「安全的性行為」指的是? 

2. 如果因為性行為染病，可能造成哪些身心傷害?愛情是否會因此變

調? 

3. 知道有哪些避孕方法?這些方法是否正確、安全? 

4. 試想如果現在懷孕(或讓對方懷孕)，您會怎樣?須面對哪些問題? 

5. 您知道發生性行為之後，對身心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三、 延伸討論 

1.如果對方不願採用安全防護之性行為，您可能會有哪些風險？ 

2.承上，您會拒絕對方嗎?為什麼? 

3.如果拒絕的話，您又會如何拒絕對方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FHD6YYC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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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篇】時間管理大師的學習之道 

一、目的 

在大學生的生活中，時常會觀察到許多的學習困擾來自於缺乏時間規劃與

時間管理，使得生活呈現混亂，影響了課業的學習與成就。尤其對高中剛

畢業的大一新生來說，大學的自由生活與自我管理容易讓他們失去依循的

方針，故培養大學生自我管理與時間管理甚是重要。所謂「時間管理」實

際上就是「自我管理」，針對自己在時間管理上的種種困難，作詳盡的檢

討，進而了解如何運用各種方式提昇自己的效率。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

曾說：時間是世界上最短缺的資源，除非善加管理，否則一事無成。如此

可見其重要性，且時間管理的重點不在於如何管理自己的時間，而是在於

如何善用時間的角度來管理自己。故自我管理才是時間管理的核心任務。 

二、參考影片 

（一）12 How to gain control of your free time (11 分 5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kNlFMXslo 

 

（二）討論題目 

1. 在我的生活之中，是否有發生因時間管理不當而產生自己在學習

上的困境？ 

2. 我通常一週的自我管理的時間計畫是什麼？ 

3. 當我在對一件事情拖延的時候，我當下的心情以及想法是什麼

呢？ 

4. 想像一下，如果今天晚上睡著後有一位仙女來到你旁邊，揮了一

下魔法棒，讓你忽然非常具備時間管理的能力，變成了一位時間

管理的大師，隔天早上一醒來後，你覺得你的生活細節之中會忽

然有什麼樣的變化？（可以描述細節原本的自己與變成時間管理

達人後的自己，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kNlFMXslo


 

18 

 

【學習篇】網路成癮解毒秘笈 

一、目的 

網際網路有雙重特性，它不但是一種新的溝通媒介，也是ㄧ個活動場域

（王智弘，2004），它帶給人們許多新的生活經驗與文明發展的可能性，

也引發新的行為問題與社會秩序的挑戰，造成網路成癮的個人心理因素之

中，有(一)網路成為生活問題的避難所：網路可能成為逃避下述生活問題

的臨時避難所，包括：1 .缺乏自尊；2 .缺乏社會支持或情感寄託；3 .

家庭功能不佳；4 .生活無聊；5 .人際衝突；6 .課業或工作挫折等 (二)

網路滿足現實生活所不易獲得的心理期待：滿足成就感、掌控感、歸屬感

與虛擬名聲：網路提供了滿足其正向自我意象的可能性，特別是此可能是

其在現實生活所不易獲得的；(三)其他的心理問題：有網路成癮問題的當

事人亦可能合併有其他的心理問題，比如不良的心理狀態：敵意、焦慮

(恐懼性焦慮或社會性焦慮)、憂鬱等情緒狀態，甚至可能連帶有精神疾病

的症狀，比如躁鬱症、憂鬱症、過動及注意力不足症候群、社交恐懼症、

精神分裂症與人格違常等，意即現實生活問題的逃避、網路滿足現實生活

無法滿足的心理期待、個人心理問題的合併發生，是可能產生網路成癮行

為背後的現實心理問題，也就是現實生活的推力，此為造成網路成癮的個

人心理因素。 

二、參考影片 

（一）2017.10.28【民視異言堂】解讀‧解毒—網路成癮 

     (14分 26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bbWpN7ymU  

 

（二）討論題目 

1. 你覺得自己有網路成癮嗎？怎麼說？ 

2. 感覺一下或想像一下，當自己在真實的世界中的呈現與當在網路

世界中的呈現時，兩個自己有沒有什麼地方相同？有沒有什麼地

方不同？ 

3. 當常時間使用電腦、手機上網時，對自己的身體或心理會有產生

什麼影響嗎？ 

4. 如果活在一個沒有網路的世界，會有哪些的缺點？又會有哪些的

優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bbWpN7y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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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篇】明新地球村 

一、 目的 

境外生來自各個不同國家、文化，抱持著不同的主、客觀因素來到台灣留

學念書，常有語言溝通，文化衝擊、人際支持網絡薄弱、生活住宿習慣與

台灣生不同、課業學習感到吃力跟不上等等。希望透過班會活動能讓學生

分享自身在台灣的求學經驗與困難，並讓學生了解可以如何及時尋求與運

用校、內外資源。 

二、 參考媒材 

(一)牌卡：《珍愛卡》、《食癒卡》 

(二)賓果遊戲：用遊戲方式，讓學生檢視自己是否有賓果卡上面描述的適

應狀況。提供英文版、越語版參考。 

 

(三)導師可於討論結束後，告知學生諮商暨職涯中心有提供境外生參與的

心理衛生活動訊息，無論老師發現或學生自己發覺有身心狀況需協

助，可轉介或親至諮商暨職涯中心與負責境外生的院系心理師諮詢。 

三、 討論題目： 

1. 你怎麼選擇來到台灣念書? 

2. 你在台灣感到擔心的事情有哪些? 

3. 你在台灣感到不適應的有那些部分? 

4. 你怎麼讓自己可以更融入台灣的生活? 

5. 感到孤單、難過或是無助時，你通常會怎麼辦? 會主動跟身邊親

近的人說嗎? 說了之後，心情會不會有所改善呢? 選擇不說的原

因是什麼? 

6. 請想想看校園中你常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會找誰協助? 

7. 在台灣的飲食文化還習慣嗎? 你最喜歡吃什麼台灣的料理，最不

喜歡什麼? 是什麼味道讓你沒辦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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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篇】學習卡不卡，認識學習障礙 

一、 目的 

「學習障礙」是屬於我國特殊教育法中所列身心障礙類別中的一種，學習

障礙者的智力正常，但因為某種神經心理功能異常，因此在注意、記憶、

理解、推理、表達、知覺或知覺動作協調等能力有問題，使他們在聽、

說、讀、寫、算上遭遇一項或多項的困難，這些困難導致他們在學校的學

習產生問題。學習障礙的類別很多，以下介紹的只是其中一種，希望能藉

由影片的宣導和討論，引導同學思考如何同理和協助有學習障礙的同學。 

二、 參考影片及討論題目 

(一)影片賞析： 

「我好喜歡你－學習障礙—學生篇」宣導影片(16分 28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0rcMwkLJM 

 

(二)學習單(教材取自 https://www.tyai.tyc.edu.tw/gud/sp_film.html) 

Q1.影片中的主角何曉樂，為「學習障礙」學生，在字型的辨識上有困難，下圖

為模擬學習障礙者在閱讀上遇到的挫折感，圖中有 26個英文字母，左邊為

一般人所看到的 A~Z，右邊則是閱讀障礙者所看到的 A~Z。現在，請同學在

下列空白的地方依照圖中殘缺不全的英文字母 A~Z抄寫下來。 

 

 

 

 

 

 

 

 

Q2.承上題，寫完英文字母後，你對於「學習障礙」這個名詞有什麼想法? 

Q3.學習障礙的類型有很多，影片中的女主角小樂是其中一種類型，請問影片中

的小樂在學習上有什麼樣的困難?小樂眼中所看到的文字是什麼樣子?請用文

字描述你所觀察到的內容。 

Q4.如果你們班上有學習障礙的同學，他功課常常不會寫，看不懂老師寫的字，

或聽不懂老師上課的內容時，你會怎麼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0rcMwkLJM
https://www.tyai.tyc.edu.tw/gud/sp_fil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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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篇】交通安全你我他 

一、目的 

本校於 108-2學期，交通安全意外雖較 108-1學期減少 25人次，惟交通意

外事件仍是造成學生傷亡最主要之因素。 

如何藉由透過各種管道宣導，讓騎乘機車的同學，能遵守遵守交通規定，

以減少傷亡事故再生。 

二、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 

「路口安全-夯新聞」－交通安全不分你我他，這些不可不知的路口 安全

小撇步都在影片中，不論是汽車駕駛，機車騎士或行人都應該牢記 

(5 分 56秒)https://168.motc.gov.tw/theme/video/post/1912041445760 

 

(二)討論題目： 

1. 大學生騎機車的用途與時間? 

2. 你(妳)對機車保險，了解多少?各種保險能提供保障有哪些？ 

3. 當交通事故發生時，雙方須注意的事項? 

4. 有關車禍糾紛的相關法律?或者是相關資源? 

三、延伸討論 

影響一輩子的用路觀念(5分 25秒) 

http://www.995.tw/car/?p=7064 

 

 

 

https://168.motc.gov.tw/theme/video/post/1912041445760
http://www.995.tw/car/?p=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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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篇】網路世代的品德教育 

一、說明： 

網路時代既方便也危險，希望透過不同面向學生的討論，讓大家思考匿名

文化、人肉搜索、網路霸凌帶來的問題，且可藉由討論自身的經驗，讓同

學了解網路世界往往懲罰過重，因為懲罰要依「比例原則」，所以造成道德

問題；另讓同學瞭解自由是有限制的，網路上的發言，應以不傷害別人為

原則。因為網路具有公開、不可逆的特性，網路道德和一般道德不同，實

踐網路道德時，要知道有加乘、無法抹滅的效果。 

 

二、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媒體網路言論會傷人（16分 10秒） 

https://stv.moe.edu.tw/co_video_content.php?p=268732 

 
 

（二）討論題綱： 

1. 你瞭解網路散播的可怕性嗎？你知道在網路上的言論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嗎？可能觸犯哪些法律？ 

2. 你是否曾經在網路上暗示或明示的指責或謾罵他人的不是？請問你當時

的心路歷程？ 

3. 你覺得網路上的發言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https://stv.moe.edu.tw/co_video_content.php?p=26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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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篇】三要三不!全民反詐騙 

一、影片賞析： 

（一）參考影片：詐騙宣導講不聽！霸氣警超輪轉台語勸世 「錢不會自己

掉下來！」 (2分 4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3BczFVtl4 

 
（二）討論題綱： 

1. 假冒機構(公務員)詐騙、解除分期付款詐騙、假冒網拍交易詐騙

等，你是否有耳聞？碰到時該如何應對？ 

2. 關於新的詐騙形式如「FB留言抽獎的活動」或「LINE 貼圖下載」

等，你是否有碰過？還聽說哪些？該如何分辨真假？ 

二、結語 

詐騙方式及手法不外乎是捉著民眾貪小便宜及恐嚇心態，只要戒除人性之貪

念，接獲任何可疑來歷不明之電話除立即掛斷外，對於接獲之信息能主動小

心查證，並能立即與 165反詐騙專線聯繫或就近向警察機關報案，就可以免

除被詐騙的危險。謹記防詐騙之「三要原則」及「三不原則」，即可避免不

必要之被騙機會： 

（一）「三要原則」： 

A. 「要冷靜」：不論接獲任何電話通知，例如恐嚇家長揚言綁架孩童、或

謊稱親友受傷急需用錢或金融卡遭盜用時要先冷靜! 

B. 「要查證」：不論對方所述情況有多危急或多嚴重時，要先向親友求證

或撥 104、105 查詢正確電話號碼，或撥 165反詐騙專線查證。 

C. 「要報警」：不要害怕驚慌，要先打 110報案或撥 165向警方報案，請

警方協助，並與警方合作，以確保安全。 

（二）「三不原則」： 

A. 不要聽信「電話」通知而依照別人指示操作 ATM提款機轉帳，否則錢財

將不翼而飛。 

B. 不要在「電話」中告知您的銀行帳號、身分證統號等個人資料，否則您

就可能成為詐欺「人頭戶」。 

C. 不要依據對方所留「電話」查證，否則極易陷入歹徒設好之陷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3BczFVt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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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篇】健康隱形殺手：遠離三手菸 

一、 目的 

    電子菸及加熱式菸品近幾年入侵校園，菸商強調「電子煙可幫助戒

菸」、「電子煙是吸菸者減害的選擇」。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指出：沒

有科學證據證明電子煙可以幫助戒菸。亦指出：青少年及平常不吸菸者可

能透過電子煙開始使用尼古丁；一旦透過電子煙導致尼古丁成癮，青少年

可能轉向吸食紙菸。     

    大部份的人都明白二手菸是會危害健康的，但是對三手菸的認識並不

多。吸菸者以為只要開窗，開風扇驅散煙味即可，但他們卻不知道菸草的

有害物質已殘留在衣服上，會讓親朋好友受三手菸的毒害，為自己及親朋

好友的健康著想，戒菸才是最好的選擇。  

二、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 

加熱式菸品？電子煙？傻傻分不清楚(3分 55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tIli2AI0Q8&t=13s 

 
   關於三手菸，你知道的太少！遠離三手菸這樣做! (4分 49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enswwu76Q 

 
(二)討論題目： 

1. 吸菸會如何影響身體? 

2. 吸菸有害身體健康，你會如何勸導親朋好友戒菸? 

3. 電子煙或加熱式菸品可以幫助戒菸嗎?為什麼? 

4. 三手菸是什麼?它會造成什麼危害? 

5. 戒菸很難嗎?分享自己或親友的戒菸動機及經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tIli2AI0Q8&t=13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enswwu7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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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篇】無毒有我!藥物濫用防治大作戰 

一、目的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分析近五年「管制藥物濫用通報系統」及

「濫用藥物檢驗通報系統」資料，發現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傳統濫用

藥物濫用情形依然顯著，但尿液檢出陽性率、陽性件數已逐年下降。新興

濫用藥物不斷推陳出新，Mephedrone（俗稱喵喵）、Methylone（又稱 bk-

MDMA）、MDPV及類大麻活性物質 JWH-122、AM2201等之新興濫用藥物陸續

被檢出。在通報管制藥品濫用案件中，K他命逐年增加，91年僅 23件，

100 年達 1017 件，成長達 44倍，位居 19歲以下年齡層濫用藥物第 1名。

如何防制 K他命及 Methylone等新興藥物被濫用，危害國人身體健康，提

醒民眾勿輕易嘗試，已為目前重要課題之ㄧ。 

二、參考影片 

(一)影片賞析：『別讓毒品騙了你』完整版 (3分 23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py4a6UCtE&feature=emb_title 

 
(二)討論題目： 

1. 大學生會藥物濫用的原因與時間? 

2. 會藥物濫用者的特徵有哪些？ 

3. 如何落實篩檢工作，建構藥物濫用防制網絡? 

4. 如何獲得有關藥物濫用的相關法律?或者是相關協助資源? 

三、延伸討論 

    原來我不孤毒(無毒有我青少年反毒微電影競賽參賽作品) (5分 15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0bpIVru_T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py4a6UCtE&feature=emb_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0bpIVru_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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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開學前新冠肺炎防疫宣導事項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穩定，然國外疫情仍嚴峻，提醒本校教職員工生為新學期提

前準備：目前國內疫情仍維持穩定，響應指揮中心防疫新生活運動： 

依據指揮中心 109 年 4 月 29 日公告之「COVID-19 疫情期間民眾假期生活防疫

指引」，防疫小組進行下列宣傳與督導： 

1. 本校教職員工生，如自國外返台，應遵守居家檢疫規定，進行檢疫。並依

下列準則進行通報： 

1-1 教職員工應向其主管及人事室報備旅遊史(並記錄其入境日期、居家檢

疫處所與健康狀況)。主管於了解居家檢疫人員狀況後，使用本校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通報系統

(http://120.105.1.105/teachinfo/epidemic/epid_index.asp)，通報至防疫小組，

以進行後續關懷追蹤。教職員工若於檢疫期間，有發燒、腹瀉、呼吸道症

狀等相關症狀，請洽詢 1922，並盡速就醫。 

1-2 學生應向其導師報備旅遊史(並記錄其入境日期、居家檢疫處所與健康

狀況)，導師於了解居家檢疫學生狀況後，使用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疫通報系統(http://120.105.1.105/teachinfo/epidemic/epid_index.asp)，通報至

防疫小組，以進行後續關懷追蹤。學生若於檢疫期間，有發燒、腹瀉、呼

吸道症狀等相關症狀，請洽詢 1922，並盡速就醫。 

2. 維持良好個人衛生習慣，落實正確勤洗手、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如:咳嗽

時以面紙或手帕遮口鼻，沒辦法時可用衣袖代替)，避免觸摸眼睛、鼻子、

嘴部，如不得已需碰觸，則一定要事先確實清潔手部，以減少感染與傳播

疾病的機會。 

3. 教室、住家與宿舍應保持良好通風，如果家人或室友有呼吸道症狀，應將

被口鼻分泌物汙染的廢棄物(如衛生紙、口罩)妥善包覆後再丟入垃圾桶，若

有腹瀉情形，應加強浴廁清潔消毒。 

4. 維持社交距離。在室內最好保持 1.5 公尺，室外最好保持 1 公尺以上的適

當社交距離，無法保持時，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要全程佩戴口罩。 

5. 用餐時，如餐廳或小吃店之座位密集且無區隔，建議避免進入用餐，或改

用外帶，也儘量不要邊走邊吃。安排親友聚會時避免以聚餐形式進行，若

無法避免，進食時儘量避免交談，吃完要交談時，最好先佩戴口罩。 

6. 如果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佩戴口罩，不要外出，如需就醫，不要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 

7. 目前國際疫情仍不可忽視，請提醒同學出入八大場所(醫療照護機構、大眾

運輸、賣場市集、教育學習場所、展演競賽場所、宗教場所、娛樂場所及

大型活動)須佩戴口罩。 

http://120.105.1.105/teachinfo/epidemic/epid_index.asp
http://120.105.1.105/teachinfo/epidemic/epid_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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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宣導 

 

 依據「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以及教育部 109年 8 月 7日臺教

學（三）字第 1090115171 號函，為增進學校人員，對自我傷害事件之辨識及危

機處理，增進即時處置知能，以下相關預防資訊及技巧提供參閱。 

 

認識自殺警訊 

     研究證明：自殺行動出現之前，會展現出任一形式的線索或警訊，包含口

語的、行為的、處境的(Miller, 1978; Osgood, 1985; …etc.)行為的漸進。

從「自殺意念」到「自殺行動」是經過一連串演進的，所以絕對不可忽略任一

環節；及早發現、立即關懷。 

  

自殺的警訊(FACT) 

  

1.感覺(Feelings) 

 過度的罪惡感和羞恥感、痛恨自己、過度悲傷、持續的焦慮與憤怒。 

 無望的--「事情不可能變好了」、「已經沒有什麼好做了」、「我永遠

都是覺得沒有希望」。 

 無價值感--「沒有人在乎」、「沒有我別人會更好」。 

2.行動或事件 (Action or Events) 

 藥物或酒精濫用 

 談論或撰寫有關死亡或毀滅的情節 

 焦躁不安、攻擊、魯莽 

3.改變(Change) 

 對於朋友、嗜好、個人清潔、性、或以往喜歡的活動失去興趣，在經過

一段時間的消沈、退縮後突然情況好轉。 

 人格--更退縮、厭倦、冷漠、猶豫不決，或更為喧鬧、多話、外向。 

 行為--無法專心。睡眠--睡太多或失眠，有時候會很早醒來。 

 飲食習慣--沒有胃口、體重減輕、或吃得過量。 

4.惡兆(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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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如「流血流多久才會死?」。 

 威脅--如「沒多久我就不會在這裡了」。 

 計畫--安排事務、送走喜愛的物品、研讀藥物、獲取武器。 

 自殺的企圖--服藥過量、割腕。  

  

任何一次的自殺企圖都是自殺者向外界求助的訊號，我們應該加以重視，不

應該將其誤解為為了獲得他人的注意而忽略這自殺警訊，否則隨之而來的可

能是更致命的危機。 

 

認識 1問 2應 3轉介的技巧 

 

1問：「主動關懷、積極傾聽」                       

  自殺行為是從「想法」到「行動」的漸進過程。在自殺行為出現之前，個

案會透露某一形式的線索或警訊，可能以口語或行為的方式表現，也可由其所

處狀態判斷。因此，當發現有自殺風險時，請認真嚴肅地看待警訊，並主動運

用心情溫度計 (確認網址是否正確)評估情緒困擾程度，用心傾聽所遭遇的困

境，一旦確認個案具有自殺意圖，立即深入了解自殺危險度高低。要詢問一個

人的自殺意念並不容易，循序漸進的討論主題是有幫助的，一感到懷疑便立即

詢問，要了解「這可能是唯一一次幫助的機會」。 

  

1) 關於「詢問」的部分注意事項如下： 

 感到懷疑個案仍有自殺意念，需立即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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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這可能是唯一一次介入幫助的機會的認知 

 在隱密的地方談 

 讓個案放心自在的說，不要打斷他 

 如果個案不願接受幫助或不願談論，請堅持下去 

 如何問是其次，重點是「你問了」 

2) 如何「詢問」？ 

 間接問法 

-你是否曾經希望睡一覺並且不要再醒來？ 

-你是否覺得活著沒意義，沒價值，也沒有人在乎? 

 直接問法 

-你會不會有想不開的念頭？ 

-你是否有想到要自殺呢？ 

 應注意避免詢問的問句 

-不要對自殺意念或行為以半開玩笑的方式詢問：「你該不會想要自殺

吧？」、「不要跟我說你想自殺喔！」 

-不要太急著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法 

-不要發誓保守秘密 

-不要爭辯自殺是對或錯 

-不要使自殺者增加罪惡感 

2應：「適當回應、支持陪伴」                       

  當人們說「對生活厭倦」、「沒有活下去的意義」時，這些說法常常會被

聽的人否決，或甚至告訴他們其他更悲慘的例子。事實上，最重要的一步是要

有效的聆聽他們的想法。因為伸出援手或傾聽本身就能減少自殺者的絕望感。

詢問確定個案有自殺意圖後，守門人的任務即轉為適當回應與提供陪伴，同

時，在回應的過程中，亦可評估個案是否需要進一步轉介或其他醫療協助。 

 

1) 如何勸說個案繼續活下去並且接受幫助 

 平靜、開放、接納且不批判的態度將有助於與個案的溝通 

 開放地討論失落、孤獨與無價值的感覺，使個案情緒起伏程度減緩 

 積極專注傾聽個案遭遇的問題，嘗試了解他們的感受，提供情緒支持 

 不要急著評斷個案的遭遇、處境或想法，你的傾聽與協助能夠重燃希

望，並產生改變 

 「自殺」本身並不是問題，而是個案用來解決他所遭遇困境的方法，因

此可試著找出自殺以外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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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個案任何形式的「希望」，並將焦點放在個人正面的力量。因此，

我們可以思考「這個人在過去的人生當中是為什麼而生，現在活著的理

由是什麼?」、「他的生活重心與目標為何?有沒有可以令他積極的人、

事、物？」，再接著詢問他：「是否願意尋求協助？」「你是否願意答

應在找到任何協助之前，不結束你的生命？」 

2) 不適當的回應方式如下，更重要的是，傾聽與理解，並能在適當的資源轉介

之後，持續關懷 

 太常打斷他們說話 

 顯露震驚或情緒激動 

 表達自己很忙 

 擺出恩賜的態度 

 做出突兀或含糊不清的評論 

 問大量的問題 

  

3轉介：「資源轉介，持續關懷」                      

  面對你想幫助的人，當他的問題已經超過你能處理的程度與範圍時，就是

你幫個案找出適當的資源，進行資源連結的時候，就如同當我們的家人有生理

疾病時（如心臟病），我們立即的反應是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而非自己試圖

治療。因此，好的守門人不只被動的阻止自殺，也會主動積極的協助轉介處

理。且轉介後需持續的關懷個案，並再次評估個案的自殺風險，直至結案為

止。 

  

1) 若有以下的情形就可嘗試進行轉介 

 心情溫度計分數偏高者，高於 10分者建議尋求心理諮商，高於 15分者

建議諮詢精神專科醫師 

 懷疑可能具有潛在的精神疾病者 

 有自殺或自傷的身心問題 

 問題超乎助人者的能力 

 社會資源或支持不足夠 

2) 在協助個案進行轉介時，有以下的建議 

 向個案保證隱私之安全與尊重個案的意願。若個案有強烈自殺意念，務

必強調轉介後由醫療團隊一起協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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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個案特性提供適切的資源或協助其轉介。如為轉介至醫療院所，可評

估個案平時就醫習慣，詢問是否有較習慣的就診醫療院所與固定的主治

醫師。若原本已在精神科就醫，則建議繼續在原醫院治療，並鼓勵個案

主動與醫師溝通心情溫度之變化 

 轉介個案就醫時，建議守門人可先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告知被轉介的醫師

有關個案的特殊情況，以加速個案的轉介與處理過程，並於事後向個案

或受轉介對象暸解處理情況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https://www.tsos.org.tw/web/page/gatekeeper2 

https://www.tsos.org.tw/web/page/gatekeeper3 

 

  

https://www.tsos.org.tw/web/page/gatekeeper2
https://www.tsos.org.tw/web/page/gatekeep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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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軟能力（SOFT POWER）」，其餘免談～ 

壹、軟能力內涵與架構 

「軟能力」是相對「硬能力」而言，後者是可定量的專業能力，亦是從事某

職業所必需的工作技能。而「軟能力」是社會心理學術語，是人格特質、社交禮

儀、語言溝通能力、個人習慣、品德和樂觀態度的體現。薛正雯（2009）於「大

學生畢業前應該具備的軟能力」一書中提及，「軟能力」包括溝通能力、解決問

題的能力、待人處事態度與傾聽多元意見的能力等。 

從上述內涵，型塑本校「軟能力」架構（如下圖），使每位進入明新就讀的

學生，如同一顆種子，透過「品格力」的種苗，重塑師生情、父母恩及同儕愛之

三倫，讓學生認識自我、學習自我，進而成就自我；透過「服務力」的紮根，藉

由服務教育、志工認證、環保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培育具備國際視野之優質公

民人才；透過「關懷力」的敞開，「關懷自己」、「關懷他人」及「關懷環境」，培

養學生成為傳愛天使；透過「團隊力」的深耕，讓學生樂在付出，從團隊中應用

所學、關懷回饋社會，最後，成為具備獨特軟能力與追求完美精神的高感度人才。 

 
「軟能力」概念架構圖 

 

若同學有相關疑問，歡迎參閱學務處網頁或聯繫分機 2311-2312 

http://webc1.must.edu.tw/jtmust064/index.php/2017-01-28-09-50-32/2017-07-05-07-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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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軟能力畢業門檻之內容 

一、必修（A） 

項目 品格力 關懷力 服務力 團隊力 

內容 

A-a-2： 

參加 1 場以上

校內外品德教

育研習活動。 

A-b-1： 

完成教育部「大專

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職能評量。 

A-b-2： 

參加「UCAN解析」

班級輔導活動。 

A-c-2： 

參與志願服務 6

小時。 

A-d-1： 

加入本校社團

（含學生治團

體）二學期且至

少參加社團（含

學生治團體）活

動各二次。 

認證

方式 

A-a-2由「學務

活動系統」認

證。 

A-b-1 由資訊處彙

整資料並轉知導

師、各系參閱。 

A-b-2 由各班主動

申請，並經「學務活

動系統」認證。 

A-c-2 由服務學

習中心認證。 

A-d-1 由「學生

社團管理系統」

認證。 

認證

單位 

生活輔導組 

（分機

2313） 

諮商輔導暨 

職涯發展中心 

（分機 2331） 

服務學習中心 

（分機 2326） 

課外活動指導

組 

（分機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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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修（B） 

畢業前，您可依照個人興趣，挑選至少 15（含）點進行認證，選修項目無法進

行重覆認證。 

項

目 學習知的能力 學習執行能力 
學習與他人相處能

力 

學習自我發展能

力 

點

數 
內容 

 

2

點 

B-2-1：在學期間任三學期至本校圖書館借閱圖書，每學期借閱冊數達 10冊

(含)以上，並附證明。 

B-2-2：繳交個人生涯規劃書或求職履歷自傳表（字數至少 1000字），請至學

務處網頁下載格式。 

B-2-3：透過影像或文字等方式，紀錄校園環境（包括人、事、物等）與反思

（字數至少 1000字），請至學務處網頁下載格式。 

B-2-4：參與校內外智慧財產權、人權法治教育、新世代反毒策略、多元文化

等相關活動。 

B-2-5：參與校內外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B-2-6：參與校內外民主法治教育、交通安全宣導、反詐騙等相關活動。 

B-2-7：參與校內各項團隊競賽成績優異，能有效促進團隊合作能力者，並附

證明。 

B-2-8：參與校內學生宿舍與賃居相關活動。 

B-2-9：參與衛生保健組辦理之營養、餐飲衛生及菸害防制等相關活動。 

B-2-10：參與校內心理測驗與施測結果說明（不包括新生情緒檢測、UCAN職

能評量）。 

B-2-11：參與生活輔導組辦理之禮節推廣、敬師、大一新鮮人等與品格力相

關活動。 

B-2-12：參與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辦理之心理、自我成長及輔導相關活

動。 

B-2-13：參與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辦理之職涯發展、就業服務等相關活

動。 

B-2-14：參與衛生保健組辦理之身心健康及性健康促進等相關活動。 

B-2-15：參與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之團隊力相關活動。 

B-2-16：參與服務學習中心辦理之服務學習及環保教育等相關活動。 

B-2-17：參與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辦理之文化傳承與交流、學習成長等相

關活動。 

B-2-18：參與藝文中心舉辦之講座展演 2場，需蓋藝文中心戳印並填寫觀展

心得表。 

3

點 

B-3-1：擔任交通安全服務隊、菸害防制、餐飲衛生、急救、國際生或身障生

學伴等志工。 

B-3-2：擔任學生宿舍委員，並參與宿舍事務運作。 

B-3-3：擔任班級幹部、社團幹部、宿舍幹部、勞作教育幹部，獲導師或輔導

單位具名推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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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參與校內外學生事務議題相關競賽活動，獲佳作（含）以上成績，並

附證明。 

B-3-5：修習服務學習相關課程。 

B-3-6：參與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辦理之體驗活動，並附證明。 

B-3-7：參與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辦理之讀書會、工作坊、小團體等活動。 

4

點 

B-4-1：參與推廣社團（含學生自治團體）各項活動企劃與執行，並附證明。 

B-4-2：參與校際性各項團隊競賽成績優異，能有效促進團隊合作能力者，並

附證明。 

6

點 

B-6-1：參與各項服務學習專案活動企劃與執行，如帶動中小學、教育優先區、

國際志工等，並附證明。 

B-6-2：參與志工基礎及進階訓練，取得志工服務證後至少需參與 30小時的

志工服務，並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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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健康適能～I CARE

自 98 學年度起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學生，除應依本校學則規定外，並需通過健康

適能檢測，其健康適能檢測，應達下列各款情形 

(一)檢測指標 

1.急救技能：在學期間須接受心肺復甦術（CPR）訓練四小時並考核通過，由衛

生保健組認證。 

2.體適能： 於大一體育課期間實施檢測，檢測項目為柔軟度(坐姿體前彎)、瞬

發力(立定跳遠)、肌力與肌耐力(一分鐘仰臥起坐)、心肺功能(800/1600 公尺跑

走)，四項檢測中任三項達教育部 19-23歲體適能檢測百分等級常模 20以上視為

通過，由體育室認證。 

(二)輔導措施 

1.急救技能： 

(1)考核未通過者可報名參加衛生保健組開設之 CPR補測。 

(2)未參加急救研習課程者須報名參加衛生保健組開設之 CPR研習課程。 

2.體適能：未通過者可報名補測，成績及格者，可通過認證，仍未通過者得於暑

期修習 18 小時 0 學分之「體適能輔導」課程，通過輔導課程及格標準者始達畢

業門檻，修習暑期「體適能輔導」課程之費用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3.因身體疾病無法參與體適能檢測者，請至體育室網頁下載「健康適能免測申請

表」，並檢具相關證明提出申請。 

備註: 大㇐結束後，健康適能資料才會呈現在學生資訊服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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