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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功大學在這十年，分別發生數起學生及老師自殺事件，發生比例雖低於衛生署的

自殺統計，在此不論事件發生的次數，因為只要有一件自殺，週遭的親友得承受所關懷

之人以自殺方式驟然結束生命的衝擊。老師在面對學生或其他校園自殺事件時，又得同

時承擔教學之責與研究壓力，老師的心中傷痛要如何發聲與釋懷？無法釋懷的傷心，又

要如何走下去？ 

本研究主要採質性研究方式進行，以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共訪談七位經歷學生或

同事自殺事件的受訪者，訪談結果如下： 

一、自殺事件後避不了的情緒反應：受訪者在面對校園自殺事件後大半經歷的情緒反應有

（1）對自殺事件感到震驚與困惑、不解（2）對自殺事件感到遺憾、難過、自責與愧疚（3）

有目睹現場或遺體者會經歷影像重現在腦海（4）對學生狀況的擔心度拉高。 

 

 二、關係是適應反應的引線：面對校園自殺事件的老師，與逝者的關係對其適應反應有

很關鍵的影響，研究就發現（1）「關係的不同，影響適應反應的內涵」。同事關係相較行

政為主的師生關係，其適應反應更為強烈。（2）「關係界定影響對自殺責任的承擔」，關係

程度愈緊密，較易有責任承擔的負荷。 

  三、事件後對關係中老師角色的困惑：在自殺事件後老師對為人師角色的所感到困惑如

下：（1）學生對老師敬而遠之，不會主動前來（2）老師不是學生求助對象名單的首選（3）

老師無力全面或深入了解學生狀況（4）老師的助人專業知能有限（5）老師對關照學生的

範圍感到困惑（6）老師本身有人際問題（7）學生個人特殊狀況無從幫起與得知相關訊息

（8）老師工作繁重（9）社會對老師的期許壓力（10）對人性感到不解。 

 

 四、系統內面對自殺事件的氛圍：自殺事件後，老師間為了不造成事件相關的老師心理

負擔，對自殺事件多半選擇避開不談，讓有所困惑的老師反而少了可以紓發的機會。 

 

 五、老師面對校園自殺事件的因應方式：（1）運動（2）人生信念（3）社會支持網絡（4）

可紓解壓力的生活型態（5）工作（6）學習輔導相關知能等方法，是受訪者舒緩自殺衝

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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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原申請經費之計畫書) 

一、 研究背景及目的 

(一) 校園自殺事件對老師的衝擊 

依據中華民國衛生署的統計，自殺死亡率由民國 93 年每十萬人口之 15.3，3468

人，到民國 95年每十萬人口之 19.3，有 4406人，民國 98年每十萬人口之 17.6，有

4063人，平均 2個多小時就有一人死於自殺（Department of Health, R. O. C. 2010)。

看到這些數字，噓唏逝者對生命的輕言放棄，在惋惜感嘆之餘，我們不能沒看見在自

殺事件發生時，就有一群人立即成為自殺遺族，因根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1999）表示每位自殺者，他們的周圍至少有 6-10位親近親友得面對突

然喪親的重大失落。成功大學在這十年，分別發生數起學生及老師自殺事件，發生比

例低於衛生署的自殺統計，在此不論事件發生的次數，因為只要有一件自殺，週遭的

親友得承受所關懷之人以自殺方式驟然結束生命的衝擊。 

大學校園高校教師在忙碌的教學和研究之餘，如何投入學生輔導工作，已成為目

前大學治校的另一重要課題（洪正晏，2007）。在導師制度中，導師角色一之是輔導

轉介者，導師為班級的大家長，站在輔導的第一線，最接近學生，對學生問題最有機

會深入瞭解，因此扮演輔導前鋒的角色，在必要時可轉介學生至校內外相關輔導單

位，以獲得更專業的協助（張雪梅，1993）。導師在發現學生有心理調適或學習困擾

時，可即時輔導以預防問題擴大，在必要時可轉介校內諮商與輔導中心，實施專業心

理諮商（吳武典，1994；張雪梅，1993）意謂導師對學生有心理困擾時需有所了解與

協助。因此老師在面對學生或其他校園自殺事件時，又得同時承擔教學之責與研究壓

力，老師的心中傷痛要如何發聲與釋懷？無法釋懷的傷心，又要如何走下去？ 

(二) 自殺的影響性 

自殺事件發生後週遭不免對自殺原因有所討論，但真實答案是再也無從確知，留

給人們對自殺的描述有更廣的想像空間，與更多的不解。自殺是以突然、非自然的死

亡方式，常讓週遭親友持續數年之久心理的影響（Lehman,Wortman, &Williams, 

1987）。包括情緒上的反應，如震驚、焦慮、憂鬱、憤怒、無望感、羞恥、自責及來

自客觀或主體的罪惡感帶來的愧疚感（Brown,Reynolds,Monk, &Prigerson, 1996）。

這些反覆詢問與疑惑的反應，來自於『自殺』行為實在違反了一般人們對於自我生命

維護的信念，要他們如何理解與詮釋親人驟然離去的意義呢？照理說遺族無須擔負逝

者死亡的責任，但是認為沒有盡到「預防」與「保護」的責任，往往帶著強烈的內疚

感、歉意、深覺被逝者遺棄與拒絕，在這過程中遺族會不斷疑惑逝者自殺的理由，也

會懷疑聯想逝者的自殺在暗示些什麼，這樣痛苦的疑惑在自殺一發生後就馬上湧現，

甚至數個月之後還是持續困惑著（Van Dongen, 1990）。傷痛無法訴說、淚水只能往

肚裡吞，往往加重與延長自殺遺族的身心與人際適應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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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污名對自殺遺族的社會互動影響   

社會對於自殺議題的標籤化、迴避，形成對自殺者遺族的支持減少。研究發現比

起其他親人因自然因素過世的，社會對於自殺喪親者當他們在憂鬱及悲傷時明顯給予

較少的情緒支持（Farberow,Gallegher-Thompson,Gilewski,&Thompson, 1992）。對

於如此複雜、深層、漫長且不可言說的失落與哀傷的經歷，有其需要將之與其他的親

人死亡哀傷經驗，更細緻的梳理，研究者相信不可能有一套理論通用所有的喪親，更

不是一個治療模式能協助各樣的悲慟。因此促使研究者想更貼近了解老師在校園自殺

事件後的適應之路。 

二、 研究目的及重要性 

台灣這些年對自殺喪親與悲傷輔導陸續有本土性的研究，例如：2004 年鄭淑惠、

呂蕙美、2005年蔡松芬、2006年呂欣芹。主要以自殺者的至親喪親經驗為議題進行研

究，但是針對校園自殺事件中的老師為研究對象目前仍是付之闕如；大學教師在校園

身負傳道、授業、解惑，在自身面對校園自殺事件時，老師的心理健康更須重視。研

究者在校園推動心理健康，關切校園自殺事件後老師的適應，因此研究目的為： 

(一) 瞭解老師在面對校園自殺事件的悲傷經驗。 

(二) 探究影響老師在悲傷療癒過程的脈絡。 

(三) 探究影響悲傷療癒的正向因子。 

    協助校園及心理衛生工作者重視老師心理健康及發展服務減緩自殺衝擊的心理壓

力，並能提供給類似的遭遇者一個經驗的參考。 

三、 預期成果 

(一) 增加校方對老師心理健康的重視與規劃。 

(二) 促進老師及各系所相關人員對危機之下的心理健康的了解與自我照顧。 

(三) 了解自殺事件對校園老師心理健康的衝擊與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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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想了解老師在面對校園自殺事件的適應經驗，旨在探究老師在這意外事件

時的悲傷經驗與影響其悲傷及適應的影響因素。將採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為資料蒐

集的方法。希望透過這項研究的資料蒐集，來了解自殺事件對老師的衝擊及影響。 

      訪談就是在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口語雙向溝通，共同建構出社會現象

的本質與行動的意義，進而透過詮釋過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還原再現（潘淑滿，

2003）。對話過程中，研究者與受訪者是一種夥伴關係，透過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與情感

交流，達到對話的目的（潘淑滿，2003），其交流就不限於言詞往來，同時包括非語言的

交流。所謂夥伴關係是指: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與受訪者是基於平等的立場，積極參與

談話溝通，在整個對話過程中藉由雙向的互動，達到共同建構現象或行動的意義（Holstein 

&Gubrium，1995;黃惠雯、董琬芳、梁又蓁與林兆衛，2002；潘淑滿，2003）。因此，透

過深度訪談法，可以暸解受訪者對問題或事件的觀點、感受與情緒。 

    選擇深度訪談法，作為探討主題的研究方法，經由受訪老師的訴說，來得知他們驟

失學生或同事的內在經驗，及自我詮釋與其經驗到的社會文化脈络。也就是我們所聆聽

到的，不只是受訪者的生命經驗，最重要是他們對所經驗世界的描繪，累積的研究資料

對自殺遺族可以藉著回溯及敘說故事的過程中，在故事中重新建構自我，尤其對於老師

在校園這樣的創傷經驗，將經驗賦予意義，不僅重整個人的生命經驗，同時透過敘說的

表達行動，也協助其他人了解校園發生自殺事件的適應經驗，讓訪談本身成為是他生命

中一件深具意義的事情，是段倡導的行動經驗。對本主題而言，深度訪談法是個相當適

合的研究方法。 

    一、研究受訪者的條件 

心輔組與研究者在校園發生自殺事件後，皆立即配合系所處理後續事宜， 因此共

訪談 7位研究受訪者，皆以當時危機處理過程有參與關切的（主要以系上為主的老師、

系主任或職員），而當時心輔組同仁或主持人曾接觸互動過。為能確切知道當時自殺

事件較有參與關切的系主任與老師或職員名單，因此以 95 年之後成大校園發生的自

殺事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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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訪談七位經歷學生或同事自殺事件的受訪者，以匿名方式編號，基本資料如

下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事件發生時的稱謂 性別 受訪者年齡 事件時距 

A 主任 男 五十幾歲 1年 

B 導師 男 六十幾歲 9個月 

C 主任 男 五十幾歲 4年 

D 指導教授 男 四十幾歲 1年 3個月 

E 主任 男 四十幾歲 9個月 

F 導師 男 42 1年 

G 同事 女 四十歲 6個月 

 

二、研究受訪者的參與方法 

1. 在正式邀請受訪者參與本研究之前，研究者會親自聯繫且當面說明，給予研究

說明信（附件一），讓他們先了解本研究的用意與進行方式。 

2. 為了保障受訪者的隱私權，及得到受訪資料的使用權，在得到受訪者參與本研

究的合作意願後，研究者在正式訪談前先邀請受訪者在願意成為本研究工作的「受訪

者同意書」（附件二）上簽名或蓋章，在簽名之前，會請他們詳閱同意書的內容，讓

受訪者清楚了解，並取得同意後才簽名或蓋章，才開始進行本研究的訪問工作。 

3. 在正式訪談前，研究者先了解整理受訪者基本資料表，主要是受訪者的一般資

料，其內容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目前職業、與逝者的關係、認

識多久、逝者的自殺方式、自殺事件距今多久等等。 

三、資料蒐集的方法 

1. 本研究資料收集的重點，主要了解受訪者的面對自殺事件的經驗及適應歷程為

主，資料收集方法以深度訪談來進行，研究者依據訪談大綱作為協助訪談的工具，但

不會依照題目的設定或依序來訪問，而是以受訪者的主體經驗為架構延伸訪談。 

2. 訪談地點與時間的選定權由受訪者選擇決定，要讓受訪者覺得較自在與安心信

任的環境。 

四、訪談記錄與資料謄錄 

1. 為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及專業倫理，有關受訪者的一切都會絕對保密。 

2. 撰寫報告時，將所有可辨識的個人資料均予以修改匿名化，在分析與論文呈現

時，使用替代性的稱呼，做到對受訪者的隱私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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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順利完成錄音訪談的受訪者編號後，將其敘說資料謄錄為逐字搞，形構為

本研究第一度建構的資料，由研究者經由不斷反覆閱讀、比較分析，將敘說資料的文本抽

繹為組織脈絡描述，而後從組織脈絡描述提出主題結構，形構為本研究第二度建構的資料

（Denzin，1978）。最後，研究者邀請兩名專業助人工作者皆接觸過經歷校園自殺事件的

老師對資料的組織脈絡式描述及所呈現的主題結構，予以討論與分享，加上研究田野的觀

察記錄，形構出本研究三度建構的資料。 

(一) 自殺事件後避不了的情緒反應 

研究者瀏覽台灣有關自殺的新聞，對自殺原因的報導，有「不堪經濟壓力」、「疑似感

情糾紛」、「久病厭世」、「殉情自殺」、「畏罪自殺」、「學業壓力大」、「負氣衝動」等各樣描

繪臆測，各界對其自殺原因更是眾說紛紜，但是真實答案再也無從確知，留給人們對自殺

的描述有更廣的想像空間，與更多的不解。未預期的死亡對喪親者而言是沒有任何預警、

徵兆可提供預先做好心理準備，是一種更大、更強烈的環境變動，帶來更大的壓力（李佳

容,民 91）。 

自殺以突然、非自然的死亡方式，常讓喪親者持續數年之久心理的影響

（Lehman,Wortman, &Williams, 1987）。包括情緒上的反應，如震驚、焦慮、憂鬱、憤怒、

無望感、羞恥、自責及來自客觀或主體的罪惡感帶來的愧疚感（Brown,Reynolds,Monk, 

&Prigerson, 1996）。這些反覆詢問與疑惑的反應，來自於『自殺』行為實在違反了一般

人們對於自我生命維護的信念，要他們如何理解與詮釋親人驟然離去的意義呢？ 本研究

的受訪者，在自殺事件發生後提到如下的情緒反應： 

1、對自殺事件感到震驚與困惑、不解 

「我感覺喔，那第一個是很驚訝，因為我本來…好像上一次有提過…我本來十點多回去準備要…因為

隔天早上一早要出門嘛，要去大陸，所以、所以那時候想法就是 奇怪怎麼會…會學生有這個事。」（A-1） 

 「那時候衝擊很大，覺得這學生為什麼想不開。」(B-12) 

 「不解、疑惑，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小孩子到底什麼原因到現在也搞不清楚，後來大概 跟父母跟家

人也許…我不太清楚啦，也許跟父親有關。」（B-17） 

 「覺得很可惜怎麼會為了什麼事情而做出這樣子來傷害自己呢！」(F-2)  

 「我有時候，尤其是走在有陽光的地方的時候，我都在想…嘖…什麼樣的動機會讓…我都覺得世界很

美好，當然會有些不好的事情，可是我覺得美好的事情多過不好的事情。」(G-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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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自殺事件感到遺憾、難過、自責與愧疚 

「是有一陣子不舒服啦，覺得發生這種不幸的事，的確對這個學生了解太少，也沒有特別去照顧到，

因為都不知道，所以也沒有特別照顧到，其實有時候學生也很怕老師，也許是我親和力不夠。」(B-24) 

 「覺得這事就是難過，因為這也到底是自己的導生、自己的學生，雖然說他來成大還不到半學期，還

不到一學期啦，但是總是覺得遺憾(語氣沉重)。」(B-45) 

 「一定會會有遺憾的，那一定的，我們的學生這樣子走，一定會很不捨啊，對啊，一定會（嘆氣），

那個百感交集啊！」(C-35) 

「對家長是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啦，人家把一個小孩交到我們學校，結果我們竟然這樣子(苦笑)，而且

沒有發覺，這是我覺得比較、比較難過的地方啦(聲音較沉重認真)。」(E-9)  

  「除了悲傷以外，就覺得當然也會有一點 guilty的感覺啊，就覺得說有一點自責，整個系可能有一  

點…一點…責任，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E-22) 

 

  「就有點愧疚啊！是不是我造成的，那因為他後來有留下那個，就是…他有寫一些東西，嘿…給我那

個學生，就之前吶，不過他好像也是出事之前留下的，然後我那個我那個學生給我看這樣子，嘿…就意思

就是說，不是因為我的原因啊！什麼就這種他自己怎麼樣的，所以我也稍微那個。」(D-30) 

 

  「我是覺得說談這個談起來是不愉快的事，越談越不愉快，所以倒不如不要談算了。」 (B-29) 

 

  「我是覺得說我們系老師都盡量好像…即使看到我，也都盡量避免談起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這樣，有

這種感覺，他們…我想他們是一片好意，覺得談這件事只有…沒有什麼說，只有增加…增加老師的…難過。」

(B-47) 

 

  「想到的時候就會，有時候一忙，其實也都一直很忙，以前大概頭一兩個月，後來那個學生出殯，我

跟系主任去基隆，父母還能諒解，但是他的阿姨就很不諒解，當面就在那邊…那..發生這種事情，大家都

很清楚也就算了，那我們就回來，還好，大概有一兩個月有時候會想，想到這個事，覺得很難過遺憾(低

落)，時間久了就慢慢的…而且事情多，事情一忙就…。」(B-26) 

 

  3、有目睹現場或遺體者會經歷影像重現在腦海 

  

  「那個影像都還是會留在裡面，就在你躺下去睡覺的時候，你會、你會出現那種影像出來。有時候會

怕，真的，因為那是發黑的，那是自殺的，身體是發黑的。」(F-34) 

 

  「剛開始事情…兩個月內更嚴重，我連晚上起來上廁所我都會害怕，我就是對黑的地方我就是…嘖…

有一種莫名的恐懼。」(G-61) 

   「我當下看了一下，周遭沒有…沒有…沒有人在做這個事情，可是我怎麼聞就我的鼻子裡頭就是有這樣

子的味道。」(G-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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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對學生狀況的擔心度拉高 

  

  「敏感啦，會敏感啦（肯定語氣），緊張是不會啦，會比較敏感，會比較注意，像自殺這種東西。」

(C-47) 

 

  「我們失去了一個學生啊，對不對？然後又會影響到其他學生啊！（嘖）我又怕有負面的啊！我不要

有連鎖反應嘛！」（C-36） 

  Doka 提出「被剝奪的悲傷」（disenfranchised grief）即指悲傷本是人們面對失

落時很個人化的經驗，但是被剝奪的悲傷是：不允許公開承認這個失落、不能公開的哀

悼、不能獲得社會的支持（Doka,1989），自殺就是其中之一，校園自殺事件後，對老師

而言其心理經歷複雜的情緒感受。 

(二) 關係是適應反應的引線 

遺族與逝者關係愈是緊密，當關係突然斷裂，失去可依附的對象，勢必會增加其適

應的焦慮感；林家瑩（民 88）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發現，與孩子生前的關係愈緊密、

互動愈頻繁時，個人比較難從哀傷中復原；本研究的受訪者主要是師生關係，僅有一名

是同事關係，可清楚看到師生關係與同事關係其情緒反應的差異性： 

       1、關係的不同，影響適應反應的內涵 

 1-1、師生關係以行政為關係連結  

  「我只是看怎樣安撫學生啊，怎麼樣讓學生平靜下來，這個是我的第一要務啦，不要再有第二次的那

種…這樣子啦，我只有想到這樣子啦，不要再有後遺症（肯定語氣），對，就不要有後遺症，讓學生平靜

下來。」（C-40） 

 

1-2 、同仁關係以支持為關係連結 

 

  「剛開始是連看她的名牌都不敢，就門口的名牌，都沒有勇氣抬頭起來看。嗯，我覺得看到我會再去

重頭回想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從同事衝進來， 然後當然大家亂成一團，然後我看到她躺在車子裡面，我

全部就會再…再想一遍，而且其實，應該說不是一遍，就是一直一直重複的一直在想，然後想，嗯…嗯…

我、我為什麼有很多事情來不及跟她說，然後，對，之後會有這種遺憾，然後就一直、一直、一直在心裡

絞。」(G-12) 

 

  「不曾有過身邊這麼親近的人有這樣的遭遇的原因，所以讓我…ㄟ…那個當下心理的衝擊很大，所以

只要有稍稍一點點跟當天的事情有關係的，像氣味，或者是像剛我講到的像坐上車，我就會想到，……我

自己也沒有辦法控制就是會這樣想。」(G-57) 

    「我就會有個慣性一直趨使妳只要稍微碰到妳覺得可能是線索，就會好像神經就會繃起來，就會開

始…想再多問一些什麼東西，所以，妳說對於身邊的人，……也許有造成別人的一些困擾吧，因為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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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想我可能沒有考慮到她願不願意去回想這 些事情，也許她也不願意，對，可是我強迫她去做。」(G-32) 

 

  「那個時候我還是很想要有…從一些蛛絲馬跡找，為什麼謝老師要這樣做，所以…其實那一次、那一

次我們出去吃飯，ㄜ…我那時候就會問比較詳細說，那前一天老 師跟妳們講一些什麼，email 裡面跟妳們

寫一些什麼，那…妳覺得…妳過去這半年或一年之內，老師有沒有什麼不對勁的事情，比方說，讓當時二

年級的學長早、提早半年口試這件事情是什麼時候決定的等等，我會問她們這一些細節，想要釐清自己心

中的疑問，我一直問…。」(G-22) 

校園自殺事件畢竟是一突然、非自然的死亡方式，對事件相關老師除了必然有情緒

衝擊，依自殺者與自身關係形成的不同，是屬於被安排的行政關係與自發形成的同事關

係，發現自發的同事關係對個人情緒的影響更深且時間會更久。 

 

 2、關係界定影響對自殺責任的承擔 

2-1、師生關係涉入有限，較無責任承擔的負荷 

 

「大概有一兩個月有時候會想想到這個事，覺得很難過遺憾(低落)，時間久了就慢慢的…而且事情多， 

事情一忙就…其實一忙就整個影響就會減少，其他的事情一忙， 分心就不會去想這個。」（C-26） 

 

「遺憾當然還是會有啦，現在還是會有遺憾，還是會覺得說，當初如果他能多說一點的話，或者當初

多了解一點的話，可能就不會有這樣事情的發生了，這個應該說不是怪罪任何人啦，只是事後在回想

整個 process的當中，如果中間任何的一個環節，能夠有一個更敏感的話，那就不會發生了。」(E-25) 

  「我事後我們自己去想就是說(停頓)…坦白講我們沒辦法做的更多啦，我們能力也是有限啦，有

時候就是自己心裡面兩邊在拔河，有時候不是沒有做，另一方面其實說我們可以做更多，其實說這個

是蠻難的。」(E-13) 

 

2-2、同事關係愈緊密。較易有責任承擔的負荷 

  

  「我覺得身體的不舒服倒是沒有，其實從一開始到現在應該不是生理上的不舒服，是心理上面，就陷

進去，沒有辦法，很難抽離。」(G-55) 

 

  「我會恍神，就是別人跟我講話我可能沒有聽到或什麼，就我整個又陷到我那一天看到什麼情況，我

那一天在現場看得整個景象，我會反覆的一直想，現在…大概兩三個月之後，才…比較好。」(G-53) 

  「她不在了，好像我就，很多事情好像暫時沒有出口了，原來她在…她對我來說是這麼、這麼、這麼

的重要。」(G-111) 

 

  「感受特別深，今年感受特別深，就是…對炭火的味道我特別敏感。」(G-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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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事件後對關係中老師角色的困惑 

逝者可能扮演著心理的支柱、親密的好友 或是是自我的延伸、對未來的夢想，一

旦失去逝者，喪親者就如喪失了一部份的自我，失去原有的完整（Vires,lana & 

Falck,1994）。本研究主要是師生關係以行政關係為主，其親近程度未達至親，因此影

響的不是自我價值層面，而是老師角色的困惑，困惑的議題如下： 

  1、學生對老師敬而遠之，不會主動前來 

  「大學部事實上接觸的機會非常少，因為大學部除了你上課，可是上課也不太可能說…除了他來找你

聊天啦，不然你不太可能說…就算你上課…你不太可能說…特別對某個學生說…除非你很知道他有…有

某些問題…. 可是問題是，我們很難…很難去介入到這種東西去，因為你今天一堆學生出去玩，哪一個

對哪一個有意思我們很難（苦笑）…一般他會來找你事實上…機會都不太大。」（A-31） 

        2、老師不是學生求助對象名單的首選 

  「一般是這樣，他們第一個找的都是同學朋友，後來不得已才找老師，都是這樣。」(B-11) 

 

  「像導生那個下來，要輔導二分一或者是…那個真的實在是很難輔導，學生成績不好，越不好的學生

越怕見老師….對啊，通常不容易找到學生，我覺得當導師常常要找學生比較困難、不容易。」（C-33） 

   3、老師無力全面或深入了解學生狀況 

  「導談有的學生又不來，導談主要跟學生在一起，聚聚餐聊聊天，但這時間不過頂多一兩個小時，所

以知道的很有限，像那學生我根本不了解他的背景，根本完全不知道 他的情況怎樣（微微搖頭），所以發

生以後覺得很意外。」（B-7） 

 

  「老實說，因為學生那麼多喔，你要照顧真的，蠻有限的……有一部分的學生可能跟你比較好，不是

說比較好，就是說常常在一起啦，也許可以透過這一些跟一些有問題的學生去接觸。不過有時候也很難講，

當碰到這些有問題的，有時候同學他們，也很難跟他…相處在一起。」(B-54) 

 

  「是有一陣子不舒服啦，覺得..發生這種不幸的事，的確對這個學生了解太少，也沒有特別去照顧到，

因為都不知道，所以也沒有特別照顧到，其實有時候學生也很怕老師，也許我親和力不夠。」(B-24) 

 

  「可是那時候她就已經有類似這種狀況，那…因為她也不是常出現，就是說，即便她研究所跟我，可

是跟我互動非常少，就是不是少出現或是談了幾次就回去也沒有再…就是說，不像我們一般念研究所那麼

的互動那麼頻繁，而且這個事情就，一開始我就 知道就有這麼一件事情，就有自殺的傾向這樣子。」(D-5) 

   4、老師的助人專業知能有限 

  「我處理過蠻多事情都…隴嘸下簡單啦，隴給咱…囝仔的那個，就是他到某個點他可能自己…你在處

理可是只能以你幫他，可是你也很難說你哪個點會不會轉過來。」（A-24） 

 

  「我是認為憑良心講，真的一般老師…我認為實際上應該講處理那個應該是…真的要所謂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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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應該是沒有。」（A-77） 

 

  「我們畢竟不是…（苦笑）我們畢竟不是那個啊！他的私人醫師或是什麼啊！純粹就是研究啦！說是

導師或是什麼，可是我覺得，第一個老師是不是有能力能夠去管到學生的私人領域那一塊，我覺得都是個

問號。」(D-57)  

 

       「但是沒辦法，因為我們、第一個，我們不是專業嘛！對不對，第二個這個，其實在國外，系上老師

是不管這些事情的，在國外老師是不管這些事情的，國外其實甚至大學裡面(停頓)也沒有多少人在管這些

事情ㄟ，他們好像就只是單純一個類似社工，那個學校一個社工組在管，就類似我們心理師這樣子，那一

群人在管全校這個東西。」(E-28) 

  5、老師對關照學生的範圍感到困惑  

  「我說每樣都要老師去關照，老師又要做研究什麼又要做社會服務，然後要關心我們的環保政策、要

拿計畫、要做研究，然後呢，又要輔導你們考試要考好的。(苦笑)」（B-59） 

 

  6、老師本身有人際問題  

  「可能專業的老師事實上是人際有些也是很不好（笑），這個很難，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兩件事情，所

以要一般老師去從介入我覺得…我…我的觀點確實是比較困難一點。」（A-77） 

 

  7、學生個人特殊狀況無從幫起與得知相關訊息 

  「老師太忙，很多事情沒有辦法照顧那麼多學生，實際上有時候甚至還不知道這個學生以前在家裡、

在學校或在高中，或許甚至在家長間的摩擦，根本就不知道。」(B-6) 

 

  「我認為個性是很難…我自己認為很難那個有所改…就是…很大的改變，特別是他習慣吃藥，吃安眠

藥的話，那個…半夜睡不著…那個腦袋想什麼那根本都是，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事情。」(D-36) 

 

  8、老師工作繁重  

  「老師真的是沒時間，一方面了解也不深，一方面老師要發表 paper、忙著要做計劃、要帶學 

 生、又要帶導生。」(B-18) 

 

    「我是覺得說老師實在太忙，老師太忙，很多事情沒有辦法照顧那麼多學生。」(B-6) 

 

  「要管你們不要發生憂鬱症或者幹什麼，到時候呢，又要煩惱那個煩惱這個，到時候你們沒有憂鬱，

老師先發生憂鬱症了。」(B-60)  

 

         「我覺得大學老師就是當然就是教學、研究，我覺得這個絕對是放在前面的，當然你附帶的有這種輔

導的功能，但你不可能要求老師你什麼都要，這我覺得實在是…不可思議，那他們自己都沒有人能做得到

啊。」(D-62) 

 



 

12 
 

  9、社會對老師的期許壓力  

  「社會對教授賦予的期望很高，一般教師壓力很大，學校對老師的要求是應該的，只是還要輔導學生

這些事情等等，做一個導師要照顧這些學生，的確很不容易，還要跟學生打成一片，哈哈！要常常在一

起。」(E-2) 

 

        10、對人性感到不解 

     「事實上我自己覺得就是說對於，對於這種....人性裡面的那個想法變得更不了解。……我所謂變得

更不了解就是說，覺得人性真的是差別是那麼的大，像剛剛講的就是說.....一個這樣看起來、外表看起

來這麼正常的一個男孩子為什麼會去這樣想不開，去...去這個...自殺去，沒有辦法去面對這樣的一個、

這個壓力，所以我對我周遭的人有時候就會，重新再評估這樣的一個，呵(笑)。」(E-91) 

師生關係因身份上的差異，關係的本質是「權力不對等」，彰化師範大學科教中心

林崢琳（2009）在一篇《大學生眼中的師生關係》談到，學生認為師生關係就像「電動

玩家與電玩主角」、「訓獸師與野獸」、「飼主與豬」等等，指出在學生眼中，老師是一名

教導、控制、給予者，學生是接受、等待調教者，是一個上對下，主動與被動的關係，

很顯然的，師生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角色與位置上差異，有著不平等的權利議題在背後

影響；在發生自殺重大事件時，老師對學生問題感到困惑及無力感。 

 

 （四）系統內面對自殺事件的氛圍 

  「我是覺得說我們系老師都盡量好像…ㄟˊ…即使看到我，也都盡量避免談起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這

樣，有這種感覺，他們…我想他們是一片好意，覺得談這件事只有… ，只有增加…喝喝（苦笑）..增加

老師的…難過。」（B-47） 

  「談的很少，偶爾談一下，很少…」（B-28） 

 

  「有些老師他不會主動講嘛，但是大部分老師會談起，我還是會跟他們講，他們也不會說我不要….

我也會跟他們講說這是什麼原因啊，不要讓他們覺得說：『ㄟ，他是什 麼原因』，或者是會有毛毛的或什

麼，我就跟他們講說他是什麼原因。」（C-66）  

  「你講出來，會有別人很多意見嘛，你覺得好的可行的，你就把他拿來用啊，因為我也不是萬能，我

也不可能萬能，不可能的啦，所以我就會尋求其他的人幫我幫我幫忙，或是說…看有沒有可能有更好的意

見。」（C-69） 

 

     （五）老師面對校園自殺事件的因應方式 

  1、運動 

  「打球或是什麼都是紓解壓力，我都是用打球運動。」（B-38） 

 

  「我都一直在運動嘛，我都用運動來紓解我的壓力啦！」（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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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生信念 

  「我還好，就我一開始講，這個對我來講還好。」(D-64) 

 

     「能夠把握住現在是最重要的啦（微笑）！」（C-61） 

 

     「對啊！我一定要過得好給她看，雖然她現在不能夠聽我講這些事情，可是…我可以自己處理的好，

她應該也會高興吧。」(G-145)  

 「然後想，ㄟˊ，我何其幸運可以有先生小孩這樣幸福的家庭。」(G-54) 

 

    「其實都是要去接納、接受這樣子的一個，當你接納、接受了之後呢，你的 情緒會起伏，比較不會

那麼大，對啊，嘿。」(F-41) 

        3、社會支持網絡 

  「我平常跟老師的感情就很好啦！我平常就喜歡跟他們打哈哈啦什麼吼…平常有些事情就請這個老

師幫忙、那個老師幫忙，他們都願意啦，也是很多老師願意幫忙啦， 不然要靠我自己不可能嘛，絕對不

可能嘛（肯定語氣），嘿…要很多人幫忙」（C-58） 

 

  4、可紓解壓力的生活型態 

  「禮拜六禮拜天我就找我太太，早上去吃早餐，放鬆什麼都不要想就吃個早餐美食，喝個咖啡，提振

精神這樣很好ㄋㄟ，找各種不同，就是找你喜歡的事情啦！」（C-58） 

 

  5、工作 

  「可能就是、就是工作忙吧，然後就不特別去想它，就...就淡忘這樣子。」(E-75) 

 

    「其實一忙就整個影響就會減少，其他的事情一忙，分心就不會去想這個。」(B-43) 

 

       6、學習輔導相關知能 

  「我倒還滿喜歡輔導談這些事情的，反而那個專業知識是書那麼多了，就自己去看就好了，你知道嗎，

因為...當你越走的時候，你會知道哪個東西會比較實在一點啦，哪些知識沒有用，哪些是我們生活可能

需要的。」(F-63) 

自殺經驗固然是創傷經驗，都帶給遺族長期不斷的困惑、強烈的悲慟，有時反而在

這悲傷適應的不斷反芻中去反思自我狀態與生命意義，帶給個人新的生命成長經驗。相

信這部份對自殺遺族而言，是個很刻苦銘心的體驗，即使個人淪陷在重大的失落時，也

可保有超越與面對困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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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分別陳述研究發現：   

 一、自殺事件後避不了的情緒反應：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面對校園自殺事件後大半經歷的情緒反應有（1）對自殺事件感

到震驚與困惑、不解（2）對自殺事件感到遺憾、難過、自責與愧疚（3）有目睹現場或遺

體者會經歷影像重現在腦海（4）對學生狀況的擔心度拉高。因為自殺是一非自然死亡的

方式，以未預期、突然且親手加工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對與逝者有相關關係者皆為很

大的衝擊，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1999）就提出過每位自殺者，他們

的周圍至少有 6-10位親近親友得面對突然喪親的重大失落。 

 

 二、關係是適應反應的引線： 

本研究發現面對校園自殺事件的老師，因為與逝者的關係對其適應反應有很關鍵的影

響，研究就發現（1）「關係的不同，影響適應反應的內涵」，師生關係以行政為關係連結

與同仁關係以支持為關係連結，其情緒反應是有其差異性。如擔任系主任者與逝者因無互

動的機會，與逝者沒有任何關係基礎，沒有互動關係就沒有感情的投入，沒有感情的牽絆，

相對較少感情層面的衝擊，對系主任衝擊到的是對此年輕優秀生命早逝的遺憾，與會檢討

督促行政角色有無疏漏的，主要是行政層面的衝擊非個人感情層面的衝擊；其中有名受訪

者是研究所的老師，很清楚他與研究生是設定在純學術、研究的互動關係，認定學生已是

成人有其獨立的生活能力，因此不會過問學生其個人生活，關係僅以學術互動為前提，無

個人議題的關係互動，相對私人情緒涉入不深，當事件發生時情緒的衝擊與適應反應也較

平緩，受訪者中唯一一名是同事關係的受訪者，因同事關係的內涵是自然互動形成的、自

主，相較師生關係是被約定的行政關係，是被動的、有階層的、上對下的，面對同事自殺

驟逝的衝擊相對很大。『有無關係基礎』對衝擊是重要關鍵。 

（2）「關係界定影響對自殺責任的承擔」，關係程度愈緊密，較易有責任承擔的負荷。

與逝者是同事關係的受訪者，因與逝者關係近乎姐妹關係，原本對受訪者而言是段安穩有

依靠感的關係，是受訪者遇到困難的出口，對關係的涉入是深入的，雖逝者自殺可能的原

因外界皆指向是家務事，但受訪者認定對這關係有所責任，她自責沒有適度適時伸出援

手；當關係程度愈緊密認定愈高，對當事人而言就愈會對自殺事件有所責任承擔。 

  三、事件後對關係中老師角色的困惑： 

本研究發現在自殺事件後老師對為人師角色的所感到困惑如下：（1）學生對老師敬而

遠之，不會主動前來（2）老師不是學生求助對象名單的首選（3）老師無力全面或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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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學生狀況（4）老師的助人專業知能有限（5）老師對關照學生的範圍感到困惑（6）老

師本身有人際問題（7）學生個人特殊狀況無從幫起與得知相關訊息（8）老師工作繁重（9）

社會對老師的期許壓力（10）對人性感到不解。因大學生對老師的印象，部分沿自高中時

對老師的敬畏或害怕感，遇到問題時不會主動求助於老師，加上大學老師要忙於研究、教

學、行政、產學合作等等的，也無法提供隨時或足夠的時間來協助學生，且這階段的學生

已屬於近成人階段，要訓練其獨立與自主，學生多半會自尋資源或方法來解決問題，老師

多半非學生的第一求助對像。因此學生怕老師，學生不找老師，老師期待學生主動求助，

在這樣的狀態下，導師與學生的關係只能靠行政規定的導談聚餐來碰面，但導談聚餐常常

流於形式，學生看待導談是：比餐廳、比哪個老師吃得好，這樣的導談聚餐多半在開放的

餐廳空間，且團體聚餐，一學期唯一的碰面機會卻很難有個別談話的機會，因此大學生與

導師的關係除了主要課堂上的專業互動外，要有支持性的互動機會就不多了，要在少有的

時間裏要老師能警覺學生的狀況，確實考驗大學教師對助人的敏感度與巧思了。 

 

  四、系統內面對自殺事件的氛圍： 

    由於社會對自殺的禁忌，使得大家對論述自殺會盡量掩飾或避開不談，卻往往會讓

自殺事件相關的親人更加感到社會疏離感與傷痛的壓抑；本研究發現自殺事件後，老師

間為了不造成事件相關的老師心理負擔，對自殺事件多半選擇避開不談，但讓有所困惑

的老師反而少了可以紓發的機會。 

 

 五、老師面對校園自殺事件的因應方式： 

    本研究目的之一是瞭解影響悲傷療癒的正向因子，因此整理出老師面對校園自殺事件

的因應方法有（1）運動（2）人生信念（3）社會支持網絡（4）可紓解壓力的生活型態（5）

工作（6）學習輔導相關知能等方法，受訪老師透過這些方式來讓自己舒緩自殺的衝擊。 

   

     

第二節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建議，協助校方了解在老師面對自殺事件的的心理壓力，

並能提供相關協助。 

一、 對自殺事件相關老師的「主動」關懷與協助： 

由於自殺的突發與非預期性，讓自殺事件相關的親友都感錯愕與疑惑，對與逝者

關係較佳者會對自殺責任有自我承擔的影響性，但目前社會對自殺事件仍避而不

談，使事件相關的老師難以有紓發與討論的機會，但悲傷的情緒仍需被支持，因

此對自殺事件相關老師需要予以「主動」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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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老師對輔導學生範圍的界定： 

大學教師對輔導學生程度與範圍的拿捏，確實是門藝術，對於已達成人年齡的大

學生，不少老師會覺得要以成人來看待，但微妙的是，華人文化裏父母對孩子的

保護態度，也會期待大學教師要盡到如國高中老師一樣的「照顧」，加上目前大學

為了校譽與評價，多半不希望有任何學校的負面新聞，間接也期許老師要盡到保

護與照顧的學生的責任，但大學生與教師的關係非同高中時期，在研究中發現這

是老師在輔導學生相關困惑的地方，需要再討論。  

三、 協助老師增強對學生的輔導知能： 

大學教師在身為教師的養成過程裏，都以專業養成為主，不似國高中老師還有教

育學程的訓練，裝備過如何做個教師的養成教育，大學教師這部份並沒有，但當

上大學教師的那刻起，似乎就被期許有輔導的能力，如何協助大學老師備有基本

的輔導知能是重要且需要的。 

四、 老師的壓力不容忽略，需推動重視教職員心理健康： 

成功大學定位在研究型的大學，大學教師面對教學重任還有相當的研究重擔，從

研究看到老師正面臨高度的心理壓力，受訪的老師還能各自去因應承受所面臨的

壓力，但不代表所有的老師都有承擔壓力的好方法，正反映出校園教職員的心理

健康議題已不容忽視，如何推動與重視校園心理健康議題更是一個健康校園重要

的指標。 

五、  對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僅與七位受訪者進行訪談，雖然顧及「深度」，但未來如何進一步拓展「廣度」，

以使研究敘說更加豐富，避免資料變異度不足的限制，以更全面地理解老師在面對

自殺事件的適應經驗，進而予以規劃預放性或有效性的危機處理，這是需要長期投

入的重要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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