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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危機並非常有，而危機的發生更不能預知，不同性質及嚴重性的危機

需要不同的處理手法及匯報對象。因此，本校設立一套周詳的危機處

理機制，使問題更快、更有效率地解決。 

 

危機定義 

學校危機包括學生/員工自殺、意外死亡、嚴重受傷，又或者是暴力

事故及自然災害等。危機往往突如其來，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故此

學校需要迅速應變，避免造成嚴重的後果。 

 

危機處理原則 

危機種類繁多，不可能清楚界定及詳細列明所有處理手法，但下列原

則必須遵守； 

1. 必先以學生及教職員的利益及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 

2. 處事過程要顧及學校及辦學團體的形象和聲譽； 

3. 持分者的利益要得到充分的照顧； 

4. 若可能引起賠償及責任，要清楚保險索償的程序，以便跟進； 

5. 必須按情況嚴重性通報不同管理單位； 

6. 事後必須作詳細檢討及訂定應變方案。 

 

危機處理程序 

校方必先甄別事情是否屬高危，是否涉及學生或教職員的人身安全，

例如上課時有化學品或有害物質洩漏、學生自殺、集體毆鬥、發生火

警、學生失蹤等，均可能造成傷亡，屬事態危急，必須即時處理，建

議程序如下︰ 

1. 若涉及學生或教職員的人身安全，應以他們的利益及安全為首要

考慮因素，立刻召喚救護車/致電 999； 

2. 立刻通知校方作出跟進； 

3. 立即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啟動危機處理機制，商討跟進策

略。如有需要，校方可按「8C」原則擬訂有關策略，「8C」包括： 

i. 封鎖及控制（Cordon and Contain）； 

ii. 用心溝通（Communication with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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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果斷指揮（Command with determination）； 

iv. 情緒控制（Control of your own emotion）； 

v. 情報交流（Coordination of Intelligence & Interflow of 

Information）； 

vi. 誠意與承擔（Commitment）； 

vii. 同儕關愛（Care of Colleagues）； 

viii. 法律程序（Court Proceeding Upcoming）。 

 

4. 緊密跟進事件並查核是否有真正傷亡，以便視乎情況通知相關單

位，包括政府部門(警方、救護服務、消防處)、家長、校監、教

育局、教育部等； 

5. 若事情引起公眾及傳媒關注，校方應挑選合適代表負責回答查

詢，並小心議定文件向外界解釋(必要時可向仁濟醫院法律顧問求

助)，並必須向有關單位緊密報告事態發展； 

6. 仁濟醫院董事局及校董會亦會按情況召開緊急會議，以提供協

助； 

7. 校方視乎情況向全體或個別師生/家長進行輔導； 

8. 研究可能引起的法律問題； 

9. 事後檢討及報告。 

 

其他行動 

若事件不涉及即時人身安全，例如︰惡劣天氣 (黑雨警告、八號或以

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校外傳來怪異氣味引起不安、大停電、一些

外界因素引起的師生恐慌等，則應採取以下行動； 

1. 若教育局宣布停課，則校方須照顧在校學生及通知家長/校車接

送； 

2. 有特別事故時須安撫學生，以免引起更大恐慌，並考慮通知的單

位； 

3. 安排人員回答外界/家長查詢； 

4. 視乎情況向校監、教育局、教育部報告； 

5. 事後報告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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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小組成員及分工 

 

負責老師 職責 

彭綺蓮校長 - 聯絡辦學團體、校監、校董會及教育局（分區學校發展主任） 

- 主持教職員特別會議 

黃攸杰副校長 - 啟動危機處理機制，立即召開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緊急會議及

協調各組運作 

- 與校長保持密切聯繫，商討介入工作的安排 

- 安排危機談判支援小組（如有需要） 

- 危機過後，就危機應變計劃進行檢討 

潘偉強 

助理校長 

- 撰寫工作備忘 

- 統籌回應傳媒諮詢 

廖頌詩主任 - 聯絡警方 

- 維持學生秩序 

- 跟進學生午膳及放學安排 

朱國傑主任 

及 

學校社工 

- 回應學生/家長/老師可能出現的情緒反應，提供適切輔導 

- 轉介有需要的學生、教職員或家長尋求支援服務 

- 聯絡其他支援人員（包括：教育局支援人員、教育心理學家、

社服機構等） 

陳俊傑老師 - 控制及區間現場 

- 召救護車 

- 支援現場情況 

李頌華老師 

公關主任 

- 初步接待傳媒 

- 安排時間及場地以接見傳媒 

陳家洛老師 

李慧儀老師 

- 提供有關學生資料予班主任聯絡家長 

- 備存聯絡資料 

- 收集相關資訊 

- 跟進校車服務及學校午膳服務事宜 

羅業慶老師 

吳超文老師 

- 跟進職員及工友的協調工作 

- 跟進校務處處理外間機構查詢事宜（包括：員工培訓） 

- 跟進護衛公司及當值護衛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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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 職責 

王誠健老師 

胡韾文老師 

- 安排學生集會 

- 安排班主任課 

- 知會學生及家長可拒絕接受訪問的權利 

余家強主任 

廖壽光主任 

- 安排及協助校長主持教職員特別會議 

- 記錄已採取之措施 

- 協助安排學生集會 

- 準備及分派家長通告 

鍾紹明主任 - 如有需要，協助於網上發放消息 

- 跟進網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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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停課機制工作小組 

 

負責老師 職責 

彭綺蓮校長 - 聯絡辦學團體、校監、校董會及教育局（分區學校發展

主任） 

- 主持教職員特別會議 

黃攸杰副校長 - 召開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緊急會議及協調各組運作 

- 與校長保持密切聯繫，商討介入工作的安排 

- 危機過後，就危機應變計劃進行檢討 

潘偉強 

助理校長 

- 撰寫工作備忘 

- 統籌課程安排（學生網上課業及測考安排） 

- 編排教師當值 

    

    

    

    

廖壽光主任 - 協助課程安排： 

 安排學生網上課業 

 跟進測考安排（校內及校外） 

 籌備復課後的補課安排 

王誠健老師 

陳家洛老師 

鍾紹明主任 

廖頌詩主任 - 聯絡警方 

- 維持學生秩序 

- 跟進學生午膳及放學安排 

朱國傑主任 

及 

學校社工 

- 提供學生支援及輔導（照顧在停課期間需留校的學生） 

- 轉介有需要的學生、教職員或家長尋求支援服務 

- 聯絡其他支援人員（包括：教育局支援人員、教育心理

學家、社服機構等） 

陳俊傑老師 - 跟進學生活動安排（校內及校外課外活動安排） 

- 準備及分派家長通告 

李頌華老師 

公關主任 

- 統籌回應傳媒諮詢 

- 跟進創藝大道工作 

羅業慶老師 

吳超文老師 

- 跟進職員及工友的協調工作 

- 跟進護衛公司及當值護衛員事宜 

鍾紹明主任 - 跟進及提供有關學生資料予班主任聯絡家長 

- 協助於網上收發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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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老師 職責 

曾昭添老師 - 跟進 KCP 的練習及補課安排 

李慧儀老師 - 聯絡飯商，跟進學校午膳服務安排 

- 跟進學校校車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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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談判支援小組 

 

  
校長 

  

      

（A）小組：前線協調 

  

（B）小組：後勤支援   

     

組長：學生事務副校長/主任 

成員：兩位合適的老師及 

駐校社工 

 
組長：學與教副校長/主任 

成員：兩位合適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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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構電話一覽表 

 

機構 姓名 職位 電話號碼 

教育局（一般查詢） --- 當值職員 2639 4857 

教育局（沙田區） 黃子曦先生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2639 4801 

社會福利署（北馬鞍山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 

--- 當值社工 2691 6499 

馬鞍山警署 --- 當值職員 3661 1700 

3661 2650 

吳麗玉警長 學校聯絡主任 3661 2714 

救護車服務 --- 當值職員 2735 3355 

社工服務機構 

（香港聖公會馬鞍山青少

年綜合服務） 

葉子健先生 當值職員 2633 2231 

2641 6812 

消防處 如遇火警， 

應先報警（999） 

當值職員 2640 3222 

2640 3234 

威爾斯親王醫院 --- 當值職員 3505 2211 

Guard Force --- 日間控制室 

夜間控制室 

6711 7527 

6711 2071 

學校更亭 2644 0865 

新鴻江（學校消防系統） --- 當值職員 2713 1138 

9327 1966 

金門（學校防盜系統） --- 當值職員 2303 0883 

(顧客服務) 

2303 0838 

(控制室) 



 10 

校內持有有效急救證書教職員資料（截至 2019 年 8 月） 

 

 

姓名 簽發機構 有效日期至 

陳韻儀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25/7/2020 

林錫源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25/7/2020 

鄧青云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李鴻基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林崇原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吳超文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蘇家雄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尹芷瑩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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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持有有效 AED 證書教職員資料（截至 2019 年 8 月） 

 

 

姓名 簽發機構 有效日期至 

陳韻儀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25/7/2020 

林錫源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25/7/2020 

鄧青云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李鴻基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林崇原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吳超文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蘇家雄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尹芷瑩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3/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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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箱內應存放的急救物品清單 

 

1. 經消毒的生理鹽水或蒸餾水（清潔傷處用）  

2. 酒精或酒精紙（清潔器具用） 

3. 用後即棄膠手套（以避免徒手直接接觸傷患處或血液）  

4. 外科用口罩  

5. 不同大小的消毒敷料/敷料包/紗布（獨立包裝）  

6. 不同闊度的彈性繃帶  

7. 三角繃帶  

8. 棉棒、藥棉  

9. 不同尺碼的膠布  

10. 剪刀  

11. 鑷子  

12. 洗眼用的噴壺或眼杯  

13. 冷敷墊 ( 有冰袋在雪櫃 ) 

14. 電子體溫計  

15. 人工呼吸面膜（用後即棄）或人工呼吸袋裝面罩  

16. 緊急求助資料（例如鄰近救護站的聯絡電話號碼）  

 

本校設有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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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課外活動安全指引 

 

1. 任何情況下，必須先以學生及教職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 

2. 所有風險較高的活動如旅行、燒烤、遠足等，必須按教育局指引，

於活動舉行前兩星期通報警方，以作備案。 

3. 若意外涉及人身安全，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召喚救護車/ 999 到

場。報案時，應保持冷靜，提供以下資料予警方： 

 報案者姓名 

 報案者的聯絡電話 

 學校名稱及活動性質 

 緊急事件的性質 

 傷者的情況，如：骨折、不省人事等﹝如適用﹞ 

 傷者的資料，如：姓名、性別、年齡、家長/監護人的聯絡電

話號碼等﹝如適用﹞ 

 傷者所在位置，如：平地、山坡、地圖座標、道路等﹝如適

用﹞ 

4. 隨即將事件通知校方，尋求進一步的支援及指示。 

5. 聯絡並通知家長/監護人有關事件發生的詳情。 

6. 陪同學生到急症室等候治療，直至家長/監護人到場為止。 

7. 事後須就事件撰寫報告，以供存檔及跟進保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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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戶外活動的詳盡安全指引，可參閱教育局的「戶外活動指

引」：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

s/sch-activities-guidelines/Outdoor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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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安全指引 

1. 如遇有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時，校方將按教育局指示作出不同安

排。 

2. 以下安排在熱帶氣旋影響香港下將會適用，而教育局亦會就此發

出適當公布：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當天文台發出一號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所有學校(包括幼稚園)

均應照常上課。 

當天文台發出三號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 

 所有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智障兒

童學校均應停課。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其他學校應照常上課。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

信號 

 所有學校均應停課。 

當天文台以三號取代八號

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智障兒

童學校均應繼續停課。 

 除非事前已公布所有學校須全日停課，否

則其他學校應按下列安排恢復上課。 

 假如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上午 5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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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之前發出，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恢

復上課。 

 假如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上午 1 0時 3 

0 分或之前發出，下午校應恢復上課。 

當天文台以一號取代三號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取消

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除非事前已公布所有學校須全日停課，否

則學校應恢復上課 (在當日的下午或翌日

的上午） 

 

3. 以下安排在暴雨期間影響香港下將會適用，而教育局亦會就此發

出適當公布： 

暴雨警告信號 應採取的行動 

黃色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所有學校（包括幼稚園）

均應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 
 

(i) 在上午 5時 3 0分至

6 時前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全日停課。 

 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學校應實施應急措施並安排人手照顧可能返

抵學校的學生；同時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

生回家。 

 在紅雨的情況下，教師需按照校方編排當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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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校上班。 

(ii) 在上午 6 時至 8 時 

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學生無需上課。 

 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學校必須保持校舍開放，同時安排應急措施，

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 

 如學生在上學途中獲悉停課，宜觀察雨勢、道

路、斜坡或交通情況，以決定是否繼續前往學

校。 

 已返抵學校的學生應留在校內，直至情況安全

才回家。 

 家長無需急於到校接子女回家。 

 在紅雨的情況下，教師需按照校方編排當值表

回校上班。 

(iii) 在上午 8時至 10時

30 分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

學時間為止；並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

回家。 

(iv) 在上午 10 時 3 0 分

至 11 時發出 

 下午校停課。 

 未離家上學的下午校學生，應留在家中。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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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間為止；並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

回家。 

(v) 在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發出 

 下午校學生無需上課 。 

 未離家上學的下午校學生，應留在家中。 

 下午校必須確保校舍開放直至正常放學時間

為止，同時安排人手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

並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如學生在上學途中獲悉停課，宜觀察雨勢、道

路、斜坡或交通情況，以決定是否繼續前往學

校。 

 已返抵學校的學生應留在校內，直至情況安全

才回家。 

 家長無需急於到校接子女回家。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

學時間為止；並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

回家。 

(vi) 在下午 1 時後發出  所有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

止；並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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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的詳盡安全指引，可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4/2016 號「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 - 幼稚園及日校適用的安排」：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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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乘搭校巴的安全指引 

 

1. 任何情況下，必須先以學生及教職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 

 

2. 如車輛發生意外涉及人身安全，在確保整體學生安全的情況下，

應盡快召喚救護車/ 999 到場給予學生適切的支援。司機須在合理

而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將意外通知學校/家長。 

 

3. 此外，營辦商應積極考慮設立遙控系統，以加強與各車輛的聯

繫，並應在各部車輛上設置急救箱。 

 

4. 若因惡劣天氣而教育局宣布停課，營辦商應視乎實際情況，首先

聯絡學校，然後立刻作出安排，盡快把學童載返學校或送回家。 

 

5. 有關學童乘搭校巴的詳盡安全指引，可參閱運輸署的「學童乘搭

學 生 服 務 學 童 乘 搭 學 生 服 務 車 輛 的 安 全 指 引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safety/sch-bus-s

ervices/2015_Guidelines_Schools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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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布停課安排的家長通告樣本 

 

各位家長：  

 

教育局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發出第 9/2015 號通告，建議學校在緊急情

況下作出的各項安排。該通告述明，因惡劣天氣以外的緊急情況（上述情況），

教育局以學生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或會建議全港或個別地區的幼稚園、小

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停課。  

 

1. 經本校法團校董會全面評估及深入商討後，於上述情況下，本校會依照教育

局的建議停課。換言之，當教育局發出停課建議的公布，家長不應送貴子弟

回校。  

2. 就本校停課的安排，請家長留意載於學校網頁（http://www.ychtcy.edu.hk）

的公布。  

3. 為配合實際需要，本校在停課期間會安排適當數目的教職員當值，處理校務

及回答家長查詢。如有家長未能安排親友照顧  貴子弟，請與本校ｘｘｘ老 

師聯絡（電話：2640 9822），以便另作安排。  

4. 停課期間校車服務及午膳供應將會暫停。因此，如  貴子弟因特殊情況需於

停課期間回校，家長應自行安排接送及午膳，而  貴子弟須穿着校服，並在

正常上課時間內回校。  

5. 停課期間所有考試／測驗／課外活動將會延期／取消。除非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另行公布，否則由該局舉辦的公開考試會如期舉行，學生須依時應考。務

請留意該局的相關公布。 

6. 為免干擾學生的學習，本校已為學生安排停課期間的學習材料及課外讀物 ， 

並上載至學校網頁。請家長留意  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7. 為保障  貴子弟的安全，本校勸喻家長讓子女在停課期間留在家中。 

8. 隨函附上本校和有關機構的查詢電話。如有需要，歡迎家長致電查詢 。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校長_________________謹啟 

彭綺蓮博士 

 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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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布學童離世的家長通告樣本 

 

各位家長：        

 

本校一名學生不幸於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去世，我們深感惋惜和痛心。

同學的離世，可能會令到其他同學感到難過和不安。本校的「危機處理小組」正

聯同學校社工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支援和輔導。 

 

我們期望家長能夠特別留意  貴子弟因事件而產生的情緒變化和憂慮，並多

與子女溝通，積極聆聽及鼓勵他們說出自己的感受。如有需要，請與本校學生輔

導教師聯絡（電話：2640 9822），學校當盡量給予協助。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校長_________________謹啟 

彭綺蓮博士 

  

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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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處理意外事件及危機指引的修定 

 

就死因裁判庭對一宗學生死亡個案的建議，教育局已檢視及增潤

了《學校行政手冊》中有關意外事件及危機處理的部份（即第 3.4.2

段，第 3.7.1 段及第 8.4 節），並於 2015 年 8 月 28 日將更新的部份上

載於教育局網頁。 

 

現將有關更新部份附載於本指引內，以便參考。如遇緊急事故

時，將以師生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即時採取適當的行動，包括迅速致

電 999 要求緊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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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及急症的處理  

(倘傷者為學校教職員，學校亦應採取類似的行動。)  

 

如發生意外，學校應迅速採取行動，以保障學生的安全。學校須密切觀察學

生的情況，並盡可能為受傷學生施行急救，直到該學生的情況明顯改善或已轉交

醫護人員治理。如學生的傷勢嚴重、情況惡化或需進一步的治療，學校應啟動危

機處理機制以作出專業判斷及決定適當的跟進行動。一切決定應以學生的安全為

首要考慮，如對學生傷勢有所懷疑，學校應以嚴重意外的方式處理。 

 

1. 輕微意外的處理若 

發生輕微意外導致學生身體受傷，而有關傷勢可於校內即時處理（例如有學

生因事故而扭傷、擦傷、瘀傷、輕微割傷、輕微燒傷、輕微昆蟲咬傷），教職員

應即時為受傷學生施行急救。如有需要，學校應把意外事件立即通知家長和保險

公司。學校應繼續留意該學生的情況，以及早察覺他/她的傷 勢變化。如把學生

送回家中，學校須確保有學生家人負責接手照料該名學生。 

 

2. 嚴重 / 危及生命意外的處理 

若發生任何事故 (如頭部受傷、從樓梯墮下、運動意外、實驗室洩漏氣體、中

度燒傷、昆蟲咬傷以致全身出紅疹或嘴唇/舌頭腫脹、動物咬傷等) 導致學生身

體嚴重受傷或需要即時送院治理，皆屬嚴重意外；危及生命意外則有機會導致學

生命危，須緊急送院搶救，例如：內臟創傷、嚴重燒傷、吸入不明氣體導致呼吸

困難、大量出血、頭部創傷及出現嘔吐/失去意識/神志混亂/癲癇 (抽筋) 甚至昏

迷等徵狀、從高處墮下和近乎溺斃。學校應啟動其危機處理機制，即時評估情況，

作出專業判斷及採取適當行動，包括立即致電 999 要求緊急援助或代召喚救護

車服務。建議負責職員在醫護人員到達前觀察學生的生命體徵，包括脈搏、呼吸

道通暢、呼吸頻率、意識及血壓 (如有設備可用 ) 。校長有責任：  

 

a. 確保有教師照顧受傷學生，包括陪同學生乘坐救護車前往醫院急救及把學生

情況和受傷原因及經過報告醫護人員；確保有職員作人群管理及照顧其他學

生； 

 

b. 立即把意外事件通知有關家長，同時須通知學校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

任，並提交書面報告，闡述意外詳情； 

 

c. 如事件有機會令到其他學生的心理受到影響，學校應向學生輔導主任 / 學生

輔導教師 / 學生輔導人員或學校社工尋求協助；以及 

 

d. 把意外事件通知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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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急症  

如學生在校內感到不適或因病發 (如哮喘或癲癇症發作，心臟不適) 以致不能

繼續上課，校方應立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並應即時安排有關學生到醫院接

受診治。有關公立醫院急症室的收費，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43/2002 號「急症室

收費」 。 有關召喚救護車及常見醫療緊急事故簡單處理方法的詳情，請參閱消

防處的指引。 

 

4. 急救訓練課程 

學校應鼓勵教師（不限於體育科、科學科或負責課外活動的教師等）定期參

加急救訓練課程，以確保在救護員到場前，遇事學生得到適當照顧。有關最新的

急救訓練課程，請瀏覽「培訓行事曆」。 

 

5. 記錄/監察 

校長應備存全面的記錄，無論是電子或紙張形式，詳列每次意外及治療受傷

學生的情況。記錄應包括損傷事件的起因（即非故意損傷、故意自害、加害、打

架等）、損傷途徑、導致損傷事件的物件、事發地點、傷者於損傷事件發生時正

從事的活動、傷者的酒精及藥物使用情況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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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殺個案 

自殺危機評估 

1. 自殺行為的分類：  

a. 自殺念頭：流露任何與自殺行為有關的念頭或幻想。  

b. 自殺威脅：以言語或任何其他方式向人表達自毀的意欲，但在做出直接自

殘行為前突然回心轉意。  

c. 自殺姿態：做出可能會傷害到自己的舉動或象徵式的自殺行為，但未至於

對生命構成嚴重威脅。有關行為可能意外地造成死傷，但當事人也有機會

安然無恙。 

d. 自殺企圖：自殺不遂，但有直接或間接證據顯示當事人或多或少相信其自

殺行為會致命。企圖自殺的情況包括當事人因被及時發現和獲救而動搖了

尋死決心，或當事人所選擇的自殺方法不足以致命。  

e. 自殺身亡：有意識地以致命的方法（例如從高處跳下、弄傷身體、服毒）

結束自己的生命。 

 

2. 以下有關評估自殺危機的資料已上載於教育局網頁供學校人員參考： 

 「學校處理學生自殺問題電子書：及早識別、介入與善後」 

 「自殺危機評估表」 

 「評估自殺危機的提問」 

 「評估青少年網路使用習慣和自殺危機」量表 

 

處理有自殺危機的個案 

3. 若懷疑學生有自殺傾向，學校應安排學校輔導人員 (如學生輔導教師 / 學生

輔導人員 / 學校社工 )及早處理。 如有需要，學校應尋求教育/臨床心理學家、 

精神科醫生、醫護或警務人員的專業支援，確保能採取適當的介入措施。 

 

4. 處理涉及自殺行為的個案時，須注意下列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項：  

 

應做的事項 

a. 對任何自殺的念頭和暗示自殺的說話或行動，均應認真處理； 

b. 願意聆聽和了解有關的問題； 

c. 拿走自殺的工具； 

d. 聯絡家長 /監護人，並要求他們盡速前往學校；  

e. 陪伴學生直至危機完結； 

f. 確保學生有其信賴的成人/親友在旁為其分憂，並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行方

法；以及 

g. 在事後低調處理，避免戲劇性的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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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做的事項 

a. 不應低估任何意圖自殺的個案及其後果的嚴重性； 

b. 不要作出挑釁，例如說：「你要尋死的話就去吧！」；  

c. 不要與該名學生爭論他應該生存抑或死亡； 

d. 不要假定經過一段時間後，學生可以自行應付壓力和傷痛；及 

e. 不應在事後對意圖自殺的學生給予過分的安慰。 

 

5. 若學生於校內表現異常的情緒或行為，當輔導人員尚未到場提供協助時，在

場人士可嘗試穏定有關學生的情緒，但必須保持冷靜，並小心分析當時的情

況。若有學生身體嚴重受傷、命危或需要即時支援，學校應立即啟動其危機

處理機制和採取適當行動，包括致電 999 要求緊急援助。有關詳情請參考 3.4.2 

段。 

 

處理自殺身亡的個案 

6. 倘學校從學生家長、同學、教師，或透過警方及傳媒獲悉任何涉及學生自殺

身亡的個案，校長應通知學校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學校亦須馬上

啟動校內危機處理小組，就自殺事件評估其影響，並因應個別自殺事件的情

況，訂出合適的危機處理計劃和作出適當安排。 

 

7. 自殺事件或會令其他學生的心理受到影響，校方應向學生輔導主任 / 學生輔

導教師 / 學生輔導人員或學校社工尋求協助。自殺危機過後，校方應檢討該

次學校危機處理工作，並為防止同類事件再度發生而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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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處理 

學校危機包括學生 / 員工自殺、意外死亡、嚴重受傷，又或者是暴力事故

及自然災害等。危機往往突如其來，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故此學校需要迅速應

變，避免造成嚴重的後果。在危機發生時，學校須按事發的情況，因事制宜，以

員工和學生的安全為首要考慮，作出專業判斷和決定。如學生身體嚴重受傷，命

危或需要即時支援，學校應採取適當行動，包括立即致電 999 要求緊急援助；

至於其他非緊急求助（例如非嚴重受傷），學校可致電各區警署或召喚救護車服

務。有關召喚救護車的詳情，請參閱消防處發出的指引 。 

 

(1) 一般危機 

學校如出現下列危機情況，請參閱有關段落的預防措施及處理程序： 

 意外事件的處理 3.4.2 段  

 傳染病的處理 3.5.4 段  

 學童自殺個案 3.7.1 段 

 氣體洩漏 8.4.2 段  

 炸彈警報 8.4.3 段  

 

(2) 氣體洩漏 

若校內出現氣體（包括不明氣體）異味時，學校應迅速採取適當行動，包括

致電 999 向提供緊急服務的機關求助、給予學生適當照顧、通知家長及有關的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校長應保存受影響的班級及人數、事發日期、地點及時間等

詳細記錄。有關詳情，請參考「校內出現氣體 （包括不明氣體） 異味時應採取

措施的指引」 。 

 

(3) 炸彈警報 

學校如接獲炸彈警報，除非有確切而合理的理由相信警報只屬惡作劇，否則

應慎重處理，即時致電 999 報警。在任何情況下，學校人員均不應嘗試接觸或自

行處理可疑物件。警方會指示校方是否須把學生撤走，以便在校舍內進行搜查。 

 

(4 )危機處理小組 

1. 學校須成立危機處理小組，負責制定能有效處理危機的機制、程序及應急計

劃。小組成員可包括校長、教師代表、文書人員代表及專責人員 (例如：學校

社工、教育心理學家) 代表。 

 

2. 學校應釐定危機處理小組的職責和有關功能，確保應變計劃完善和恰當。小

組應全面評估學校可能出現的各種危險情況，檢討安全措施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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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員工得悉有危機發生時，應作出專業判斷和決定，尋求適切支援，並盡

快向學校管理層通報有關事故。學校應按校本程序啟動危機處理小組並通知

教育局，並須設法即時確保所有員工及學生的安全，盡快穩定學校的情況。 

 

4. 如發生危機，危機處理小組應統籌各項跟進工作。小組成員應與校長保持緊

密聯繫，安排適切的介入工作，並聯同學生訓輔人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

向教職員和學生提供情緒支援。學校應參考「學校危機處理電子書」。小組亦

應統籌對傳媒的回應，盡可能答覆傳媒的查詢。如警方需進行調查，小組須

安排教師或家長陪同學生與警方人員面談。 

 

5. 學校須為危機處理作好準備，除定期進行演習，確保所有員工和學生清楚知

道發生特定事故時本身應採取的行動外，還須備存支援機構電話一覽表，以

便在危機發生時，能夠協調和運用各種資源，減低危機對學校的影響。 

 

6. 學校人員須接受急救及學生行為問題管理的訓練，包括能夠從學生的行為表

現中鑑定有否潛在的危機出現。學校須就學生的行為管理制定清晰的指引，

而所有員工均須熟悉指引內容。 

 

7. 學校亦須就「假設性情況」制定計劃，例如假設危機發生時校長或危機處理

小組的主要成員不在場的情況，就此擬定負責處理事故的人手調配安排及校

舍的開放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