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02 年度學生生活輔導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01)教中（六）字第 1010514655 號函頒-「101 學年度軍訓工作執行計
畫」辦理。
二、聯絡處(102)宜生字第 1020000097 號「102 年度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工作計畫」辦理。
貳、計畫目標與效益：
一、樹立本校軍訓人員學生生活輔導之正確觀念。
二、統一本校工作方法與作為要領。
三、建構本校校內外全面輔導體制。
四、精進學生生活輔導作為與知能。
五、加強學生生活教育，安全教育。
六、消弭校園暴力，推動春暉專案，防範青少年犯罪。
七、全面提升輔導效能，達成當前軍訓工作使命。
參、計畫期程：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
肆、實施要領與步驟：
一、校內生活輔導部分：
（一）加強知生識生工作，了解學生個別差異：
１、本校建立各項學生基本資料。
２、本校訂定『知生識生實施辦法』並依規定施測，第 1 學期開學 1 週內陳報聯絡處，每
學年聯絡處至少抽驗本校 1 次，每學期各教官至少於校內普測 1 次，並紀錄備查。
３、上學期初 1 個月內及下學期末 1 個月內召開輔導會議(得併相關輔導會議召開)年度學
期末一個月內召開輔導會議。
４、保持輔導一貫性，由同一教官輔導同一班級，使輔導教官與學生間已建立之良好關係
能持續發展，增強輔導教官的責任感與成就感。
５、輔導適應不良學生至輔導室持續輔導或轉介他校就讀，並統計學生轉、休學原因及學
業中輟人數，於每學期開學後 2 週內將當學期人數統計表彙送聯絡處。
（二）以服務代替領導，為青年學生服務，爭取青年學生向心：
１、各教官將平日服務學生情形登錄於輔導(服務)學生手冊內，主任教官每月輔檢 1 次以
上，並陳報學務主任、校長核閱，惟重要案件應立即陳閱。每月 18 日前將上月輔導(服
務)成果統計函送至聯絡處。
２、每學期結束前乙週內陳報學期輔導(服務)成果統計表至聯絡處。
（三）建立個案輔導紀錄，召開輔導會議，適時轉介、持續輔導：
１、學期末一個月內，邀集軍訓同仁及學校有關處室主任召開輔導會報，會議紀錄備查。
２、於每學期結束前乙週內建立「輔導適應不良學生轉介他校就讀人數統計表」
、
「轉、休
學學生人數統計表」等有關資料分析運用，並函送聯絡處彙整。
（四）健全自治幹部選、訓、用：選拔建立班級自治幹部、糾察交通服務或社團幹部名冊，排
定課程實施訓練，編組運用，並辦理聯誼、座談或實施工作檢討及敘獎。
（五）升(降)旗、重要集會與慶典活動之輔導：
１、策定計畫，安排場地、座次分配、遴選會場指揮、司儀，協調有關處室配合行政支援。
２、配合全民國防教育日，舉辦各項宣導活動，以表現青年學生生活紀律與提升學生愛國
情操，發揮團隊精神。
（六）學生請假與缺曠管制：平時加強學生出缺席狀況掌控、反映追蹤及家長聯繫工作，尤以
三日未到校學生，並建立缺曠統計（公佈週知）、家長聯繫紀錄等資料。
（七）學生獎懲處理、服儀輔導：
１、講求輔導技巧，善用獎懲，運用方法因勢利導，以導正學生偏差行為，落實生活教育，
避免不當輔導，引起排斥。
２、結合學校特性，協調有關處室策訂「學生改過遷善銷過辦法」
、
「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
法」，以保障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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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積極執行解除髮禁相關政策，透過管道整合家長、校方及學生意見，修訂學生手冊內
容及相關條文，藉以營造多元開放，友善健康之校園。
（八）生活榮譽競賽：
策訂計畫，激發學生榮譽心與責任感，並結合反毒禁菸等有關活動，以提升具體成效。
（九）學生兵役輔導：
責成專人辦理兵役緩徵申請及註銷作業，使其熟悉法令，認真辦理如期陳報避免疏漏，
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十）學生安全維護：
１、於寒、暑假假期前寄發學生假期生活(安全)注意事項暨家長聯繫函。上述資料於假期
前十天內送聯絡處彙整並陳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備查。
２、加強學生安全教育宣導：勸導學生勿涉足不正當場所或工讀打工等注意事項，並利用
週、朝會或授課中經常宣導，以期減少學生意外傷害。
３、訂定學生正確網路資訊運用宣導計畫，防制學生濫用資訊工具，沉迷違紀犯法。
（十一）學生義工社會服務：
１、持續推動學生義工社會服務工作，從校內要求學生養成重整潔、有禮貌、有秩序及樂
於服務之良好生活習性，進而推展至校外，以學生示範社會、影響社會。
２、加強推展「慈愛」
、
「社區」
、
「交通」三大服務工作外，並應視地方社區特色，結合及
運用學生與社區義工，建立社區安全意識，推動各項活動與服務。
３、於每學期結束前乙週內將成果統計表(內含交通服務，社區服務、慈愛服務三大部分)，
送聯絡處彙整。
（十二）法律常識暨反毒講座：
１、整合利用地檢署、民政局、警政、司法機關、律師公會、宗教團體、社會公益團體等
資源，排定演講日期及聘請講座，實施法律常識暨反毒教育，以幫助學生建立守法重
紀觀念，防範青少年犯罪；執行成效請於每月三日前送聯絡處。
２、隨時蒐集有關法律常識之資料或案例，適時向學生實施機會教育；配合學校實況、結
合課程，適時放映青少年法律常識宣導影帶。
３、配合教育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協助訓育組辦理『全國中學生法律知識大會考』業務。
（十三）家庭訪問與聯繫：
１、學生缺曠課、請假及獎懲情形，均以書面通知家長、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校學習及生活
言行狀況。
２、輔導教官可配合班導師，依需要實施不定期之家庭訪問，俾便更進一步了解學生家庭
狀況，並詳實紀錄備查。
（十四）賃居生輔導：
１、於每學期初即完成賃居生調查、建檔、編組，除實施座談外，亦配合導師實施查訪，
記錄備查，有安全顧慮者，即與家長聯繫，輔導規勸改善。
２、寄宿生名冊建立後於一週內函送轄區警察機關(副知聯絡處)，請其協助安全巡邏。
（十五）全國教官為全國學生服務：
１、設立緊急服務專線電話：03-9973013，受理服務，並建立電話紀錄。每月 25 日前陳
報校外服務專線成效統計表及電話紀錄簿影印本，每學期結束前乙週內彙整全學期成
效統計表送聯絡處。
２、落實「全國教官服務全國學生」
，責成執班教官堅守崗位，以確實作好學生服務工作。
（十六）工讀學生輔導：
１、寒暑假前完成工讀學生調查，並建立名冊及有關資料，分發學校訓輔人員、導師參考
運用，以確實掌握工讀生動態。
２、定期實施工讀常識宣導、座談、講習。輔導學生慎選工讀環境，提醒學生工讀時應注
意自己之身分，注意自己之言行、穿著，並不定期協調導師或家長至學生工讀場所訪
視，持續做好工讀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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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協助輔導「學生從事資訊休閒活動」：
結合相關宣教活動，輔導學生正確從事資訊休閒。
（十八）校外會工作訪視：配合聯絡處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提升輔導工作知能：
１、薦報軍護同仁參加學生訓輔(友善校園)工作教師知能之研習。
２、配合教育改革理念，改進訓導措施，增進輔導效能，以期訓導工作輔導化。
（二十）防制校園霸凌：校園霸凌事件為學生嚴重偏差行為，對兩造當事人、旁觀者身心均
將產生嚴重影響，建立有效之預防機制及精進處理方式以防制校園霸凌事件。
1.教育宣導：
（1） 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
，並規劃辦理以反霸凌、反毒及反黑為主軸的相關
系列活動。
（2） 學校每學期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研習)或教師進修時間，實施防制校園霸凌
專題報告，強化教育人員防制校園霸凌知能與辨識能力。
（3） 學校均應常設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其成員含括導師、
學務人員、輔導老師、家長，或視需要邀請專業輔導人員及少年隊等，共同負責
防制校園霸凌工作之推動與執行。
（4） 學校成立「維護校園安全家長工作坊」
，辦理志工招募研習，並協助學校預防校園
霸凌及強化校園安全點巡查。
（5） 加強學生家長對校園霸凌防制與權利義務之認知。
（6） 透過社區力量與愛心商店，共同協防不法情事，維護學生校外安全。
2.發現處置：
（1）學校每年應辦理乙次記名及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普測，並於4月及10月實施，
追蹤問卷反映個案，詳予輔導。
（2）學校應設置投訴信箱，亦得建構校園反霸凌網頁，提供學生及家長投訴，並宣導相
關訊息及法規(令)，遇有投訴，學校應責由專人處置及輔導。
（3）學校發現疑似「霸凌」行為時，應以乙級事件進行校安通報，並立即列冊查明追蹤
輔導；確認為霸凌個案者，即應依規定以甲級事件通報校安系統並啟動輔導機制。
（4）學校學輔人員(含教官)、教師，遇霸凌個案時，應主動聯繫學生家長協處。
3.輔導介入：
（1）學生發生疑似霸凌個案，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符合霸凌要件，
除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外，並即成立輔導小組，成員得包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
教師、家長或視個案需要請專業輔導人員及少年隊等加強輔導，輔導小組應就霸凌
者、受凌者、旁觀者擬訂輔導計畫，明列輔導內容、分工、期程等，並將紀錄留校
備查。
（2）若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或得向司法機
關請求協助。
（3）經學校輔導評估後，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介專業諮
商輔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學校輔導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
導或醫療機構保持聯繫，定期追蹤輔導情形，必要時得洽請司法機關協處及請當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協助輔導或安置。
（二十一）改善校園治安強化作為：為改善校園治安，以達成營造友善校園之目的，有效防
制校園暴力、霸凌及黑道勢力介入校園。針對當前危害校園治安最為嚴重之校園暴
力、霸凌、黑道勢力介入、藥物濫用等問題，各校應結合警政、法務與社政力量，
透過「知、查、輔、報、處」手段，於本市之校安會報，研提具體作業流程，暢通
反映與檢舉管道，統一受理窗口，提供相關輔導，即時有效處理校園危安事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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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校園安全，達成根絕校園暴力幫派，營造健康友善校園之目標。具體作法如后：
1.強化市內教、警、法界多方相互聯繫及支援機制。
2.完善通報及投訴機制。
3.建立個案輔導追蹤機制。
（二十二）防溺教育：
（1）每年4月份，公布學校周邊危險水域資料使全校師生知悉，並於集會宣導。
（2）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教師研習、家長會會議及親師座談等時機，針對防
溺議題，對所屬全體教職員生及家長完成宣導。
（3）運用班會、週會、社團活動及各項集會時間實施多元宣導，並融入社會、地理、
綜合領域課程，結合新聞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
（4）運用家屬聯繫函及親師懇談時機說明防溺安全事項，請家長重視並配合督促學
生。
（5）新生訓練、暑假學生返校日及輔導課，結合近期溺水事件案例加強宣導，提醒
學生特別注意，增加危機意識。
（二十三）實習生輔導：
為有效發揮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功能，貫徹「全國教官服務全國學生」之理念，期
防範實習或建教生於校外期間肇生傷害、學習荒廢及偏差行為。
(1) 辦理實習合作，請於每學年初(9月底前)，對未派駐輔導老師或駐廠管理人員之
合作機構，請造報實習生名冊，將電子檔案資料傳校外會。
(2) 校外會接獲外縣市校外會彙送之名冊後，統籌相關學校軍訓人員，對鄰近之他
校建教合作機構、廠宿地點及實習生，規劃認輔教官實施輔導訪視。
(3) 輔導訪視置重點於「合作機構工作環境」
、
「宿(賃)居地環境」及「休閒生活」，
以協助他校實習生之輔導。
二、校外生活輔導部分：
(一) 參加校外會（蘇澳分會）會議，會議內容以工作檢討及方法改進為主。
（二）校外聯合巡查：
１、校外聯合巡查，本校依校外會規劃之聯合巡查區域及輪值表實施。
２、輪值教官應按時到達指定地點，與國中訓輔人員、地區警力會合，實施聯合巡查，其
重點為轄區內各公共遊樂場所、路口及交通要道之臨檢。
３、聯巡成效：
(1)本分會每月執行成效檢討報告表，於次月 3 日前送校外會彙整；聯巡時，學生表現
優良或有行為偏差時，請輪值教官依校規辦理獎懲事宜。
(2)請輪值教官於當日聯巡結束後，將聯合巡查紀錄表傳真至校外會彙整，另請業管教
官每月針對校外會聯合巡查勤務所查獲違規學生事蹟彙整表，知會各輔導教官對於
違規學生予以追蹤輔導，並將輔導作為及記錄影本以密件送校外會列管。
4、車站輔導：於車站糾察學生相關優劣行為事蹟，詳記於各簽到簿內，遇緊急事件立即
向校外會或有關單位反映。
（三）推行四項要求宣導活動：
１、推動「學生整潔、禮貌、秩序」運動，由校內做起，逐漸推展校外，以學生的良好
生活行為示範社會，並培養其服務社會的正確人生觀念。
２、於上放學時段，遴選優秀學生至客運站、火車站，推行「重禮讓、守秩序」運動之
宣導工作。
３、協調相關處室舉辦「重禮讓、守秩序」運動宣導週活動，辦理壁報、漫畫、論文、
書法、演講等比賽。
４、視需要提供相關資源支援中、小學交通服務工作，成效列入學生義工社會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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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服務」項內統計。
５、
「注重禮讓、遵守秩序、端正儀容、強健身心」四項工作宣導教育之推行，要能創新、
落實，可配合其他活動進行，相關成效應隨時彙整備查。
（四）交通安全暨防制機車肇事措施：
１、學年初確實建立騎乘機車學生基本資料，並加強各項防制輔導措施，以降低機車肇事
及傷亡率；另於每學年開學後十日內，將學生騎機車上放學人數統計暨分析表送校外
會彙整。
２、訂定管制辦法，並輔以有駕照學生相關交通安全教育訓練，以維騎機車通學學生安全。
３、偏遠、交通不便學生，洽請國光客運公司，調整或增派專車，加強輔導服務措施，以
減少學生上放學騎乘機車意外事件發生。
４、於學期初擬定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訂定教育宣導週，並利用各種方式實施密集教
育，加強交通安全宣導，以維護學生安全。
（五）假期間學生校外生活輔導：
１、期前函發家長聯繫函，告知家長妥慎注意學生假期中注意之事項，協助輔導學生妥善
安排假期生活，內容應包含避免出入不正當場所、拒菸、反毒、暑期打工注意事項、
交通安全、防範溺水等意外事件發生。
２、用寒、暑假實施不定期之家庭訪問，以進一步了解學生假期生活動態。
３、於寒、暑假等假期前十日內，將假期學生安全注意事項或家長聯繫函樣本送校外會。
（六）春暉專案：
１、擬定本校實施計劃，計畫內律定4月為春暉專案宣導（週）月，5月份實施藥物濫用
防制教育認知檢測，6月為「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月(週)」
，10月份實施愛滋病防治教育
認知檢測，12月第1週為「愛滋病防治教育宣導週」，舉辦各項動靜態活動競賽，以
擴大宣導層面，落實春暉專案宣教工作，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２、菸害防治法已於 98 年 1 月 11 日開始實施，本校加強宣教及取締學生吸菸行為外，
並將「拒絕吸菸、拒嚼檳榔」列為春暉專案重點宣教項目，以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３、積極配合教育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校外會辦理學生尿液篩檢事宜，俾利執行。
４、依聯絡處所發給之二合一快速檢驗劑，針對特定人員確實檢測，並於每月三日前將上
月執行情形陳送聯絡處彙整。
５、執行輔導防制學生濫用藥物人數成果統計表請於每月 20 日前送校外會彙整。
（七）偶發(意外)事件通報防處：持續貫徹 24 小時教官值勤，隨時處理偶發事件與輔導學生，
以維護校園安寧與學生安全。
（八）校園安全：
１、成立「校園安全委員會」及「交通安全委員會」，每學期開學前及期末召開會議，研
處相關議題並紀錄備查。
２、編組緊急應變（危機）處理小組，並定為常設機構，俾能於發生特殊（意外）事件時
立即運作，協請專人【秘書：沈必正老師】對外發言說明，迅速、適切處理問題，有
效減低傷害。
３、確實掌握影響校園安全因素，進行校園安全預判，訂定各項應變及管制措施，與有關
單位密切協調聯繫，以了解狀況，隨時回報聯絡處備查；並結合學校環境、現況，訂
定校園安全維護實施辦法（含狀況演練計畫），於每學期擇期辦理防火、防震、防災
各種狀況演練及將紀錄（含相片兩張）陳聯絡處備查。
４、發生特殊（意外）事件時，絕不可存隱匿不報之錯誤心態或乙、丙級事件判斷猶豫不
決之情形，致延誤時效，請確實依照「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實施要點」規定辦理通
報、反映。
５、依據本校特性擬定各項應變管制實施計畫，並制訂校園災害管理機制計畫，並加強教
官處理緊急意外事件之隨機應變能力，聯絡處將不定期實施狀況處理檢測，以確實掌
握影響校園安全之因素，維護校園安全。
６、持續加強學生安全教育宣導，做好防杜車禍、防火、山難、溺水、交通、飲食及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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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預防工作，並定期召開校園安全座談，舉辦防災演練，以落實校園安全工作。
７、學生意外事件頻傳，尤以近年來學生暴力事件增多，於平日落實學生安全教育；並結
合校外聯合巡查，共同維護學生安全，減少意外事件之發生。
８、寒、暑假期間為學生意外事件之高峰期，於放假前訂定「防範學生意外事件宣導月
（週）」
，結合全校師生力量，共同強化宣導作為，與家長建立聯絡管道、保持密切聯
繫，編組學生互助小組，讓家長與同學均能了解發生校園特殊（意外）事件時，如何
迅速反映回報，以確實有效掌握學校動態，提供迅速、適切及必要之協助。
９、要求學生假期間之團體性（如社團、班級等）或可能具危險性（如登山、戲水等）活
動，必須經家長同意後，向學校完成報備；同仁應於行前提醒同學安全注意事項，於
活動中與同學保持聯繫。
10、為因應重大天然災害或校安事件發生時，能迅速應變及妥善處置狀況，降低事件之傷
亡危害，按校安狀況等級情況發展提升留守人員人數及層級，處理重大事件；另建立
五級代理人員名冊，以備於發生重大事件而各級主管因故未能遂行任務時，立即可依
順序代理執行指導、督導處置狀況任務，使危害任務降至最低。
（九）春風專案：
１、校外會函送本縣警察局執行「春風專案」查察取締青少年不良行為或深夜遊蕩不歸之
違規青少年學生名冊，本校確實列管追蹤輔導，以收教化成效。
２、本校教官應配合各分會「擴大春風專案」勤務執勤，加強上課時間及連續假期網路咖
啡店等學生常聚集處所查察，本分會將執行情形於每月三日前陳報聯絡處。
伍、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另函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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