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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評估內容及安全計畫思考指引 

A. 評估表基本資料 

1.填表者資料 填寫填表者所屬單位、姓名、以及填表日期。 

2.受輔導學生資料 填寫學生的姓名、所屬科系、以及年級。 

3.交往對象資料 填寫學生交往對象的姓名、年齡以及身份別，此部分資料係為了擬定後續安全計畫及輔導所
需，請盡可能了解。 

B.評估題項 

題項  評估重點  安全計畫思考指引 

1.對方做的一些事情或動作，讓你感

到害怕。 

是哪些事情： 

害怕什麼： 

1.本題在了解學生是否曾經因對方做的一

些事情或動作感到害怕？只要曾經發生

過，就勾選「是」。 

2.若此題填答「是」，請進一步了解是那些

事情讓學生害怕？而且害怕對方什麼？會

擔心發生什麼事嗎？ 

3.學生對對方做的一些動作或事情感到害

怕，可能關係中即存有威脅、控制、暴力

等情事。 

1.先謝謝學生的求助，我們會協助一起思考問題處

理的策略。 

2.了解學生害怕的感受的原由。 

例如，學生感到害怕並表示對方不會放過他。 

要釐清學生學生目前關係狀態及原因? 

1. 是分手還是在一起中?=>關係的變化要注意。 

2. 而放過他是被知悉求助行為，還是相對人的繼

續糾纏或傷害行為。=>此二項都表示相對人有

控制或恐嚇行為，要先處理學生顧慮的問題，

並引導說明以前的經驗為何?並表示以下討

論，就是處理害怕恐懼的方法。 



2.對方羞辱、怒罵、或做一些事讓你

難堪或覺得自己很糟。 

本題在了解對方是否會故意羞辱、貶抑學

生，因此重點須注意是否讓學生覺得難堪

或覺得自己很糟。 

了解學生發生甚麼事情?通常如何回應相對人。 

例如，學生表示常常被羞辱低能，甚至在同學面

前也會如此，如果當面生氣後續會被罵更慘。 

=>由於相對人會有貶抑的行為，也要了解相對人

是否會有道歉行為。如果學生一直遭受貶抑，是

否有無助感或懷疑自我能力。若相對人曾有道

歉，道歉後行為及學生後續的決策選擇，將與安

全計畫執行落實程度有關。 

3.對方會因你而故意亂摔、亂打東西

或破壞你的物品。 

 

本題須注意對方的動作必須係因學生而

起，例如因對學生生氣、或想威脅學生，

而有這些動作。 

注意相對人此動作是否只針對被害學生還是對任

何人都一樣。如果只針對學生，或都是二人私下

才有的行為，則在爭執時需要避免單獨相處的情

況，也避免單獨時的激怒行為。如果二人已經分

手，切勿接受私下討論或談判行為。 

4.對方控制你的行動或生活。 

例如限制你的行動、去處，阻止你和

同學、親友來往，密集打電話掌控行

蹤，或要你跟他/她報告行蹤等。 

 

只要曾經發生過如所舉例子中的任何行

為，就勾選「是」；若學生有其他的經驗，

而該行為的目的係在控制學生，亦屬之。 

 

5.  對方刻意查看你的手機、簡訊、通

訊軟體（LINE、FB…等）或電子郵件。

 

須注意是否係對方刻意的動作，藉由刻意

查看手機或 LINE…等資訊，掌控學生的交

友、關係、活動等。 

 

第 4、5、6 題，需要合併討論。 

通常跟蹤或監控的行為比較是漸進式的，因此要

注意相對人已經掌握的資訊有哪些?包含住家地

址等，被害學生的 e‐mail 或其他網路平台的密碼

等。 

另外相對人也會以因為愛才如此作為，以取得被

害學生的諒解，而且女性比男性更能接受此理由。 

二人如仍再一起，需要了解學生是否有其他安全

處所，而且是相對人尚未掌握的。一旦要分開，



6.  對方跟蹤、監看你，或是到你的教

室、住處、活動、打工上班地方堵你、

騷擾你。 

 

跟蹤、騷擾是危險評估重要的項目，除了

近距離靠近學生的跟蹤、監看、堵人外，

若是用科技的方法遠距離監看，例如衛星

定位、裝設錄影機…等，均屬之。 

其住居安全需要特別注意。如果相對人曾經花時

間跟蹤被害人的住處或費盡心思調查被害學生打

工場域等，其相對人的危險性更高。 

如果相對人知道被害學生住居處的鑰匙藏匿處或

備鑰位置(室友)，都必須立即更換或拿回，即告知

室友等二人已分手，請勿協助開門等。 

7.  當你不順從對方時，對方會威脅

你。 

□分手□自殺□傷害你（或你的朋

友、家人）□揭露秘密□公開裸照□

其他＿＿＿＿＿ 

 

1.了解對方曾經有過的威脅行為，只要曾發

生就勾選。 

2.此題呈現出來的狀況，與安全計畫內容非

常有關，因此必須進一步了解威脅的內容。

 

了解左邊的威脅是否曾經實現過，以何種方式? 

1. 以分手作為威脅，要了解被害學生的擔心程

度，並了解被害學生使否也曾提過分手，相對

人的反應為何? 

2. 以自殺作為威脅，其表達的自殺方式為何?是

否容易達成或取得方法連結。例如持槍自殺，

通常不容易取得，威脅程度較高，執行較難。 

3. 以傷害你或朋友家人為威脅。如果表述要傷害

被害學生?要了解是否有說過的方式?如果是

朋友?此人與二人關係為何?  例如被懷疑的第

三者。並要考量需要告知此人的危險或因應問

題。 

4. 以接露秘密為威脅。通常發生在同志身分上，

可與被害學生討論相關可能性與因應策略。 

5. 以公開裸照為威脅。通常發生在被害學生是女

生或同志身分上，但也有例外。要討論相對人

掌握裸照的可能性高不高，並對於相對人對於

法律的認知(妨害秘密罪)的法律認知為何?是

否害怕司法告訴等。 



8.  對方在公開場合或其他人面前也

會罵你、打你。 

 

對方在公開場合，或是在同學、朋友等其

他人的面前也會有暴力行為，意涵自控能

力可能較差，或是外控效果不大，對方行

為的不可預測性與危險性就可能升高。 

如果相對人會有左項傷害情形，表示相對人情緒

管控能力低及較不受法律約制或不管他人眼光，

其道德意識較低。如此，以報警或司法制裁為嚇

阻作用性相對低，可能必須要了解相對人在乎或

可接受勸導的人為誰?然因此類型相對人不可預

測性與危險性高，安全計畫要更謹慎，採取司法

訴訟行為前，更必須妥善討論安全計畫，並且了

解被害學生的配合度與執行能力。 

9.  對方對你摔東西、打巴掌、抓、扯、

推或扯你頭髮。 

 

本題係了解是否曾發生過一般的肢體暴力

行為。 

 

10.對方對你拳打腳踢、壓制、或用木

棒、皮帶、其他非利器的物品打你 

本題係了解是否曾發生過嚴重的肢體暴力

行為。 

 

11.對方用刀子、利器傷害你，或讓你

有無法呼吸的行為（例如勒掐脖子、

用枕頭、棉被悶臉…）。 

 

本題係了解是否曾發生過有致命危險的肢

體暴力行為。 

 

第 9、10、11 題三題代表肢體暴力的程度，也表

示致命程度的差異，可合併討論。 

第 9 題，表示相對人以暴力行為展現自我的權力，

通常較為貶抑他人，較為自我的態度，要減少激

怒情形。 

第 10 題，表示會運用傷害性物品傷人，要注意被

害學生與其相處時的情境，是否容易取得該物

品，且該物品傷害性為何?因而爭執時，必須有技

巧性遠離該處。 

第 11 題，致命危險性最高，尤其要了解以往經驗，

相對人目的在於威脅恐嚇還是致命殺人，被害學

生的因應經驗如何。例如勒掐脖子，是單手勒(恐

嚇目的較高，不一定致命，以不激怒為主)；還是

雙手勒(如並隨晃動身體，表示相對人情緒控制能

力低，容易引發意外致死) 



12.在你不願意的情況下，對方在性方

面強迫你。曾強迫/制： 

□性接觸□發生性行為 

□拍攝裸照□性行為過程錄影 

□其他 

 

1.本題係了解是否曾經發生過性暴力行

為。只要是學生所不願意、而對方強迫或

強制學生發生的一切有關性的接處，皆屬

之。 

2.若勾選「是」，請進一步了解曾經發生過

哪些行為，協助判斷嚴重性，以及後續處

理方式。 

 

1. 由於親密關係中的強制性行為的因素非常複

雜，尤其為隱私議題，受害學生不一定會願意

回應，需要特別說明。而且在認定是否為強制

性交行為也需要注意與法律的關聯性。了解被

害學生是否發生被強制性交行為，如有可能構

成強制性交罪，應進行法定通報。 

2. 如果強制性行為過程，相對人甚至運用暴力或

性虐待的方式進行，則相對人的控制性及暴力

連結程度也會較高。 

13.對方對你的暴力、傷害越來越嚴

重；或你曾因此受傷需要就醫。 

 

本題關注暴力造成的結果，符合下列任一

情況者，即勾選「是」： 

1.暴力行為或造成的傷害是否越來越嚴重。

2.學生曾因對方的暴力而造成肢體明顯受

傷，有就醫需要者；若學生有此情況，但

因種種因素未就醫，亦屬之。 

1.  傷害越來越嚴重時，在循環理論的概念，其危

險性更高。因此要了解被害學生的暴力史為何?

求助時以發生多久?藉以評估其再犯可能性及

危險性。 

2.  通常受害學生因暴力傷害選擇就醫，大多是因

為傷害過高，無法自行處置而需要至醫院醫

療，也表示其危險性較高。 

14.對方有酒或毒品的問題。有哪些：

□飲酒後情緒、行為不穩 

□使用毒品 

□藥品依賴 

□其他 

 

1. 對方若有飲酒行為，必須有飲酒後情緒

或行為不穩者，方勾選「是」；若只是

喜歡喝酒，但酒後行為可控制，則非屬

之。 

2. 毒品指第一至四級毒品。 

3. 藥品依賴係指非以醫療為目的，在不經

醫師處方或指示情況下，過量或經常使

用某種藥物，其濫用程度足以損害個人

健康或社會適應者。 

評估相對人特質與危險注意事項： 

1. 有飲酒後情緒控制問題：要注意被害學生與相

對人相處時，對相對人飲酒時該有的安全討

論。 

2. 有使用毒品：要特別關心被害學生是否也有一

起共同使用毒品或遭受毒品控制問題。如果被

害學生有，更可能難以脫離相對人。可了解相

對人使用毒品的種類與暴力使用的關聯。例如

吸食安非他命的暴力連結度高。除此，也要了



  解相對人購買毒品的經濟來源，是否涉及幫派

參與、販毒或其他暴力犯罪問題。 

3. 有藥品依賴行為：通常學生使用的藥品較多為

安眠藥劑的依賴。如果相對人有使用安眠藥物

的習慣，可能有睡眠困擾，也可能容易影響其

行為與情緒控制問題。對此可以了解相對人是

否有存藥或不穩定用藥問題，注意相對人是否

可能引發自殺議題。 

15.對方曾有自殺想法或嘗試自我傷

害。 

 

本題所指的範圍，包含曾有自殺想法，或

是曾經嘗試過自殺、企圖自殺、以及以任

何方式傷害自己身心健康的行為。 

 

1. 相對人如有自殺想法或嘗試自我傷害，要特別

評估相對人是否有人格議題。並了解相對人是

否曾在壓力情境下會以自殺行為來獲取他人

注意或同情。 

2. 要了解相對人自殺行為的態度，自殺方式的致

死性、危險因子與再度自殺可能性?另外也要

將此問題告知相對人的家長或可監控相對人

的對象。 

16.對方目前面臨學業上、家人、同

學、朋友相處或是生活上的困擾。 

 

了解對方目前是否遭遇困擾，係屬情境議

題，著重在目前狀況的了解。 

 

了解相對人生活上、學業上、家庭或經濟等面向

是否有重大困擾，並評估這些困擾是否造成情緒

控制或持續惡化的可能性。如果有，在安全計畫

上，可以將相對人列為關懷輔導對象，以減少被

害學生的傷害。 

17.你們目前有感情方面的問題（例如

懷疑有第三者、關係不穩定、分分合

合…），或有分手的問題。 

 

了解學生與對方目前的感情關係，係屬情

境議題，著重在目前狀況的了解。 

 

如果相對人與被害學生情感不穩定，並且相對人

懷疑被害學生有情感背叛問題，以及有危險評估

第 6 題的跟蹤問題時，更要與被害學生討論當下

是否確實有第三者的存在；如有，顯示被害學生



的危險性更高，而且安全計畫要討論被害學生與

第三者的互動安全問題。 

18.你覺得對方對你的暴力行為是有

不得已的原因，或你覺得是你害對方

的。為什麼這麼想？ 

 

了解學生對暴力行為的歸因，若是學生合

理化對方的暴力行為，或是有自我究責的

情形，常會持續容忍暴力，因而升高危險。

 

被害學生如果認為相對人的暴力行為是因自己引

發，則較容易有自責情緒，更容以容忍暴力及無

法離開暴力相對人。因而被害學生的安全計畫執

行能力也要評估。 

19.你曾有自殺想法或嘗試自我傷害。

 

本題所指的範圍，包含曾有自殺想法，或

是曾經嘗試過自殺、企圖自殺、以及以任

何方式傷害自己身心健康的行為。 

 

1. 安全計畫中要評估被害學生暴力因應模式使

否以自殺方式的可能性? 

2. 了解被害學生對自殺行為的態度，陳述自殺方

式的致死性、危險因子與再度自殺可能性?另

外也要將此問題告知被害學生的家長或可監

控被害學生的對象。 

20.你覺得自己有危險，對方會繼續再

傷害你。 

若危險狀態從輕微到嚴重是 1‐10

分，你覺得自己目前是____分？ 

 

1. 了解學生對於危險的自我判斷。在進行

危險評估時，當事人對狀況的判斷或直

覺反應，有其重要性，係輔助工作者進

行危險評估的重要參考。 

2. 請學生在 1‐10 分中自評危險程度，若學

生自評分數與本評估表所呈現出來的

狀況不太一致，例如評估表題目大多勾

選「否」，但學生自評危險很高，或反

之者；輔導老師應注意了解為什麼？有

什麼問題？學生有什麼擔心？等，此皆

與後續安全計畫或輔導事項有關。 

自評危險程度可能的問題說明： 

1. 上述問題選項多，但自評危險狀態卻相對較

低，須了解被害學生危險意識和安全計畫確實

執行程度。 

2. 上述問題選項少，但自評危險狀態卻相對較

高，須注意被害學生可能對暴力問題呈現高度

焦慮問題，安全計畫在設計上，需要有較多的

支持系統介入或幫忙 



評估者註記事項 

1. 學生對所遭遇的暴力事件，是否

曾告知： 

□家人□同學□朋友 

□教師或輔導人員□其他 

 

1. 了解學生是否曾對外求助過？抑或一

直未曾揭露？為什麼？ 

2. 若曾對外求助，所獲得的反應或協助是

什麼？是否有幫助？ 

3. 是否曾經向其他部門求助過？例如警

察、社工、法院…等，了解學校可以如

何與相關部門合作。 

 

藉以了解被害學生求助歷程與成效，並討論其經

驗與感受為何? 

1. 家人：了解家人可提供的資源及安全計畫的協

助程度，例如接送可能性、轉換租屋的經濟支

持等。 

2. 同學朋友：在被害學生打工、上下學及校內等

情境時，可能的支持程度。 

3. 校內教師或輔導員：校內支持系統的廉潔程

度。 

2.  評估建議 

 

註記其他重要事項、評估意見與處遇建議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