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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兒童生活失落事件檢視與分析 

2016 年 7 月 4 日 

「一名高一少年因與母親爭吵後想不開，站在自家樓頂欄杆外意圖跳樓，警消獲報趕往現場，

還一度找出談判專家，後消防隊員趁少年情緒稍緩，飛撲將少年拉回…」2016/4/30聯合新聞 

「一名醫大生因追求學妹遭拒，遷怒並勒死擄獲學妹芳心的同學，還企圖假造火災意外來脫罪，

事後傳簡訊給學妹示愛但未獲回應後，疑因心灰意冷和畏罪，在犯案三天後自殺…」2015/09/15

蘋果日報 

在成長過程中歷經獲得與失去，是每個孩子都會面臨的生命歷程。孩子的「失去」

可能是失去家人、失去朋友、或失去了心愛的事物，當孩子面對自己的失去，以及伴隨

失去而來的負面情緒時，孩子會如何為情緒找出口？有沒有人陪伴孩子面對失落帶來的

悲傷、引導孩子找尋面對失落的方式？ 

據衛福部統計，自殺居青少年死因第二位，比例僅排在意外死亡後，不但自殺未遂

通報率近來逐年上升，過往甚至曾通報年僅十二歲的自殺案例。孩子自殺的主因不外乎

來自感情因素、家庭因素及憂鬱傾向等。1可以看出孩子面對生命中的重大失落時，悲

傷與憂鬱情緒的衝擊，同樣可能對孩子造成嚴重且深遠的影響。而這些孩子的失落與負

面情緒，卻往往也容易被成人輕視與忽略。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兒盟）自 921 地震後服務失依喪親家庭，因為

深刻體會孩子在面對失落事件時，除須面對情緒起伏與失落調適的辛苦，更有強烈尋求

陪伴和支持的需求，是故從服務經驗讓我們思考，若能提升孩子因應失落情緒的能力，

將有助減少失落事件的衝擊，所以，我們在 2012 年開始以國小學童為對象，深入校園

進行生命教育課程，教孩子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以及如何看待生命中的失去。本次分

析之對象為 2015 年至今曾參與兒盟生命教育方案的學童，方案分為校園宣導及班級輔

導，校園宣導共計回收 1621 份有效問卷，班級輔導共計回收 467 份有效問卷，分析結

果如下： 

 

 一、失落事件與兒童情緒  

 平均每月 1起 因「失落事件」造成的悲劇 

生活中的「失落事件」，可依性質分為三類2，分別為「關係失落」、「生命失落」

和「實質象徵失落」：１「關係失落」指的是一個人和生命中重要的人疏遠或分離，

                                                      
1
 引自聯合新聞(2014年 6月 26日)「青少年自殺未遂 多為情所困」及聯合新聞(2016年 3月 29日)「青

少年自殺未遂 連續 3年上升」。 
2
 參考李佩怡(1996)。台灣地區大學生失落事件、失落反應與調適行為之描述性研究－以北部四所大學為

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9(1)，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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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可能是他的手足、父母、親戚或要好的朋友；2「生命失落」指一個人被迫面

對生命的死亡和離去，死亡的對象可能是他的親人、朋友或寵物；3「實質象徵失落」

指物質的遺失、損壞或成就無法達成，像是心愛的東西不見了、考試考差了或表現不

好被處罰等等。 

統計過去一年3國內因為失落事件而「自殺、自傷或傷人」的新聞案件，發現見

報的重大案件至少就有 101 件，且其中 13 件當事人為兒少，平均下來每個月至少就

有 1 件。 

 一成五（15.0%）兒童歷經「生命失落」 

 八成（79.5%）兒童因失落事件而感到悲傷、難過，二成（20.2%）兒

童則感到生氣、憤怒 

本次調查發現4，半數（49.9%）兒童近期曾經歷「關係失落」，代表孩子曾和生

命中重要的人發生關係變化，使得關係疏遠或遭遇分離；三成五（35.1%）兒童則經

歷「實質象徵失落」，代表孩子失去了某些喜愛或想追求的東西；此外也有一成五

（15.0%）兒童歷經「生命失落」，代表在孩子生命中重要的對象，因為死亡而使孩

子與他們永遠分開。 

 

 

 

 

 

 

進一步分析兒童經歷失落事件的情緒反應，大多數（79.5%）孩子表示很傷心、

難過、很想哭，二成（20.2%）孩子會出現憤怒、生氣等情緒，少部分孩子則會感到

害怕、緊張、自責或失望等。不過需注意的是，當我們將失落事件的類型與孩子情緒

做交叉分析時，發現孩子情緒會隨事件類型而有所不同。5 

當孩子生活中發生「生命失落」事件，孩子覺得悲傷、難過的比例最高（92.2%），

然而如果孩子經歷的是和親人、朋友分離的「關係失落」事件，孩子出現生氣、憤怒

情緒的比例（24.2%）則明顯高於其他事件，此時孩子生氣的對象可能是對方，也可

能是自己本身。 

                                                      
3
 期間為 2015年 6月 1日至 2016年 6月 1日。 

4
 為「校園宣導」問卷題目(n=1621)。 

5
 達統計顯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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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29.8%）兒童即使悲傷難過，也不會尋求協助 

當我們詢問孩子6，能不能接受自己不同的情緒？約一成（8.9%）孩子表示他們

無法接受；進一步詢問孩子如果生活中遇到不好的事，能不能與別人分享這些令他感

到不開心的事？則約有四分之一（26.2%）孩子表示他們不會這樣做；此外更有三成

（29.8%）孩子表示即使他們覺得悲傷難過，也不會去找人幫忙；以及近二成（18.0%）

孩子認為在悲傷難過時不知道該如何調整心情。 

讓人憂心的是，當孩子不知道如何為自己情緒尋找出口，甚至開口求助，僅將悲

傷放心裡，這對於調適心情可能無所助益。分析後發現，越難接受自己不同情緒的孩

子，在悲傷難過時越難調整自己的心情7，而越不會在難過時找人幫忙的孩子，調整

心情同樣也越加困難8。 

 

 

                                                      
6
為「班級輔導」問卷題目(n=467)。 

7
 Pearson Correlation=.536，p<.001 

8
 Pearson Correlation=.57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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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兒童因應行為  

 七成（70.2%）兒童透過做其他事轉移注意 

本次調查分析兒童出現負向情緒時的因應行為9，發現多數孩子（70.2%）會透過

「自己或找人做別的事」來幫自己轉移注意力，像是運動、聽音樂、看電視；一成七

（16.5%）孩子會透過「發洩」的方式來釋放情緒，如大喊、大叫、大哭。 

少數孩子則會去「找支持」尋求他人的支持與安慰（3.8%）、或是會「重新詮釋」

自己的處境、思考解決的方式（1.9%）；較為激烈的反應則是出現「攻擊行為」，像是

會打枕頭、打娃娃、打人或是打自己（3.8%）。 

 

 

 

 

 

 

 

 

整體而言，能夠面對情緒並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因應方式，對孩子來說最為重要。

不過如以「自己或找人去做別的事」（70.2%）這項比例最高的方式來看，孩子透過

暫時脫離失落情境或失落情緒來調解個人心情，雖然對於短期調適心情有幫助，但如

果孩子遭遇到嚴重影響生活的重大失落事件時，「延遲面對」對調適心情的幫助就很

有限；此外如果孩子表現出「攻擊行為」中的自傷或傷人行為，大人更應關注並即時

介入。 

為瞭解哪些孩子可能出現較高比例的「攻擊行為」，將兒童的年級、性別與行為

進行交叉分析，在性別部分發現男童比例（4.7%）略高於女童（2.9%）10，且年級

亦有所差異，六年級的孩子有一成（10.2%）出現攻擊行為，比例明顯高於其他低年

級的孩子11。 

長遠來看，對於調適情緒較有助益的「重新詮釋」可以讓自己接受事實並重拾失

落事件的意義，和「找支持」直接尋求他人協助以進行問題討論和解決，這兩項的比

                                                      
9
 為「校園宣導」問卷題目(n=1621)。 

10
 達統計顯著，p<.05 

11
 達統計顯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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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卻皆不到 5.0%，可以看出多數孩子對於回應情緒的做法都還仍有學習的空間。 

 不能說的秘密： 

六成一（61.4%）兒童無法開口談「死亡」這件事 

因為「死亡」而使重要的人與自己永遠分開，是每個孩子未來都會遭遇到的生命

失落。然而調查卻發現，超過六成（61.4%）孩子表示他們無法與人討論死亡的事情
12，而可能選擇將悲傷情緒默默放在心裡。 

 

 

 

 

 

 

 

兒盟服務災後失親的孩子至今已十七年，在服務中發現孩子失親後會面臨到不同

的生活問題，也各自帶著複雜的情緒生活著。這段過程中，孩子除了悲傷、難過，也

可能對死亡充滿無法接受的不解；有些孩子因為不知如何處理而選擇隱藏情緒、有些

孩子因為失親而被期待要提早獨立、有些孩子為了讓父母已缺席的生活可以繼續而努

力地適應和自我調整。這段路，一點都不輕鬆。 

因此，當孩子無法避免地觸碰到死亡這件事，伴隨而來的複雜情緒需要有抒發的

管道，也需要有人支持、陪伴孩子走過這段歷程。而這也更突顯在重大失落事件發生

前，教導孩子練習面對及處理情緒的重要性。 

 

 兒 盟 呼 籲  

失去是生活中一定會有的經歷，每個孩子成長過程中都會面臨到「失去」，有時失

去的是心愛的物品，有時失去的卻可能是一段重要的關係或最親近的人，但我們卻沒學

過怎麼跟失落相處。教孩子面對失去，練習向生命中重要的人、事、物好好說再見，更

顯得重要，因此兒盟提出以下呼籲： 

1. 家長多關心 

                                                      
12

 為「班級輔導」問卷題目(n=467)。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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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平時多留意孩子的情緒與行為，如果孩子出現特別低落、憤怒或沒食慾等較

異常的反應，家長可主動開啟對話，談談孩子身邊最近發生的事，多瞭解孩子日常生

活狀況。當孩子有失落時，則可「一五一十」陪伴孩子正視失落， 

 告訴孩子： 

一，一切的情緒都是正常的 

五，面對無法改變的事實 

一，接受生活的不一樣 

十，實在有需要時，請找人幫忙 

如果家長不知如何開口，可以撥打免付費的教養專線（0800-532-880），兒盟

社工會與家長一起討論最適合孩子的溝通方式。 

2. 學校要重視 

兒盟設計並規畫兒童生命教育之學習方案，期待透過生命教育課程，教孩子面對

失落時的處理方式和步驟，讓孩子學習安撫自己、練習處理自己的情緒，最後進而能

在身旁的人有需要時予以安慰。 

此外兒盟也以災後失依失親家庭服務之經驗，從失親兒童的角度出發，出版相關

書籍繪本，希望藉由這些書籍媒材，作為陪伴、輔導有失落議題兒童之參考，增加兒

童情緒關照的能力。歡迎學校來電諮詢（04－2202-2210）。 

 媒材參考： 

「On the Way 進行式」DVD紀錄片 

兒盟在 921 地震十週年所拍攝服務紀實，透過失親兒少生命歷程的呈現，傳達面對生

命缺口時的調適復原方法。 

「瓦礫中的小樹之歌」 

兒盟在 921 地震六周年時，藉由社工口述，呈現失親孩子走過悲傷幽谷，面對新生活

的調適復原過程，讓大眾更認識失親孩子的心路歷程。 

「想念 再見」繪本 

從失依孩子的畫筆，呈現經歷喪親事件一路以來的心情勾勒及與重組家庭適應之歷程，

讓更多人對失親議題有更多認識和瞭解。 

「想念你 擁抱我」圖文書 

一個死亡的故事，兩份想念的心情。分別從失親孩子「想念你 擁抱我」和過世親人

「想念我 擁抱你」的不同角度出發，傳達想念情緒的抒發以及自我療癒的處理歷程。 

3. 孩子放心說 

為了傾聽孩子的煩惱、陪伴孩子一起解決問題，兒盟開辦免付費的「哎喲喂呀兒

童專線」及「踹貢少年專線」。期望透過這些開放的管道，讓孩子暢所欲言，放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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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心裡話。 

 哎喲喂呀兒童專線（0800-003-123） 

對象：１２歲以下兒童。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四點半至七點半。 

 踹貢少年專線（0800-00-1769）  

對象：１３歲至未滿１８歲少年。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四點半至七點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