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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現況，

與探究不同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的差

異情形，及分析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關係，並瞭

解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之預測情形。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之「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及「輔導自我效能

量表」組合而成的「國小輔導人員工作概況問卷」為研究工具，普查 704位臺北

市國小輔導人員，並回收有效問卷共 575 份，再以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積差

相關法，及迴歸分析法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1.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整體為中上程度，各構念由高至低為「象

徵性品牌形象」、「經驗性品牌形象」、「功能性品牌形象」。 

2. 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情形整體為中上程度，各構念由高至低為「學校

系統中的溝通效能」、「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

及「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3. 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輔導人員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有顯著差異，如性別「女

性」、畢業系所為「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職位為「專業輔導人員」、服

務年資「未滿 5年」，及學校規模「23 班以下」者，其輔導室品牌形象知覺較

低。 

4. 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輔導人員對輔導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如性別「女性」、

教育程度「未達碩士」、畢業系所「非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職位為「組

長」，及學校規模「23班以下」者，其輔導自我效能較低。 

5.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存在顯著正相關。 

6.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具顯著預測力，且以「經

驗性品牌形象」構念的預測力最高，但解釋力欠佳。 

7.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及提出建議，以作為日後國小輔導人員、國小

學校機構、國小師培機構等實務及研究層面之參考。 

關鍵字：品牌形象、輔導自我效能、輔導人員、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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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ounseling Office Brand Image and Counseling Self-

Eff icacy  for Pr imary  School  Counse lors  in Taipe i  C 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primary school 

counselor offices regarding their brand image and counseling self-efficacy; to discern 

the discrepancies different variant conditions bring forth an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within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assessing counseling self-efficacy through 

brand image evaluation.  

This study centers around a job overview survey targeting primary school 

counselors which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a counseling office brand image 

scale and a counseling self-efficacy scale.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704 primary 

school counselors across Taipei City and retrieved 575 valid samples before running 

the data analysis through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from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 

1. Counseling office brand image is above average among primary school counselors. 

2. Counseling self-efficacy among primary school counselors is above average. 

3. Counseling office brand image revea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primary 

school counselors of different gend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job occupations, job 

tenure, and the size of the school they serve. 

4. Counseling self-efficacy reveals a significant disparity among primary school 

counselors of different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educational background, job 

occupations, and the size of the school they serve. 

5. Primary school counseling office brand image has a direct correlation with their 

counseling self-efficacy. 

6. The three key notions that make up counseling office brand image for primary 

schools: Functional brand image, symbolic brand image, and experiential brand 

image in particular, all predict their counseling self-efficacy. 

7. Reviews and conclusions may serve to provide future primary school counselors 

and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with a guideline both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Key Word: brand image, counseling self-efficacy, counselor,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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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描述研究的架構與方向，第一節提出研究動機；第二節設立研究目

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闡釋研究的名詞；第四節界定研究的範圍與限制。茲作說

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為使各教育階段之學生適性發展，並鼓勵教師投入課程設計與創新，教育部

（2014）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盼藉課程發展委員會建構學校本位

課程。2018年，揮別逾半世紀的九年國教，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正式上路，各級

學校在教育市場化及少子化的趨勢下反客為主，將行銷及宣傳納入學校經營的一

環。 

以國小作為場域的研究，許多學者指出個人背景因素、學校行銷策略、學校

滿意度及忠誠度等變項與品牌形象有關（王清輝，2009；余美惠，2012；林文慧，

2006；林文祥，2007；林怡佳，2011；陳隆輝，2013；蔡孟愷，2009），當形塑學

校品牌蔚為風潮（洪詩喬，2018），學校領導者紛紛以企業經營觀點出發，各行

政處室及教師班級亦浮現對自身品牌的知覺，盼以家長、學生，及教師為目標對

象，建立正向積極之品牌形象，俾利校園永續經營及發展。 

另一方面，自 2008 年起，教育部依國民教育法補助各地方政府成立兼輔教

師。截至今日，輔導工作仍持續發展，期間歷經專輔教師納入國民小學編制、學

生輔導法施行細則公告及實施，此皆顯現學生的心理議題漸受重視，教育、訓導、

輔導三合一不再只是口號，更成為需實踐的目標。 

實務上，根據研究者擔任資料組長及兼任輔導教師期間的觀察，發現學生面

臨的議題多與班級同儕、親子手足相關，因此學校輔導工作須從脈絡建構事情原

貌，學生、導師，及家長皆屬服務的範疇，並由輔導室負責組成及推動跨專業團

隊的合作（江守峻、侯瑀彤、洪雅鳳、陳婉真、黃禎慧，2018）。 

面對上述團隊責任，王麗斐、杜淑芬、卓瑛、楊國如、謝曜任、羅明華等人

 



2 
 

（2013）進一步提出生態合作取向的學校輔導體制－WISER 模式。此模式以心

理學家 Bronfenbrenner（1979；1989）的生態系統理論為基礎，將輔導工作依學

生適應不良的情形，由輕微至嚴重分為發展性、介入性，及處遇性等三級，期盼

藉此統籌學校資源，並創建更完備的輔導網絡。 

如此一來，當輔導人員開始重視全校職員間的合作關係，便能營造較佳的輔

導氛圍（廖盈盈，2016），而在義務教育的進程中，國小輔導人員順理成章的站

到了學校輔導體制的最前線，其輔導自我效能將成為推動學生心理健康之基石。 

在前述基礎上，本研究欲以國小輔導人員為探討對象，其動機有二：一是學

校品牌形象漸受重視，且當前研究多以顧客立場探究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學校滿

意度與忠誠度等變項之影響，卻少有站在員工角度探討學校品牌形象與教職員工

作效能之相關；二是在學生輔導法、生態合作取向的學校輔導體制實施後，研究

者欲瞭解當前輔導工作之現況，並探究跨專業團隊合作中，其對自身所屬之輔導

室品牌形象知覺如何？承擔此責任時，又如何看待輔導自我效能？ 

進一步而言，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間，是否

具有相關性？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是否存在差異？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

我效能之預測力為何?此皆是研究者感興趣並欲釐清之議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

我效能之相關，目的有五： 

一、 探究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的情形。 

二、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的差異情形。 

三、 分析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關係。 

四、 分析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之預測程度。 

五、 依據研究結果給予具體建議，供學校人員或日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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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待答問題 

本節基於前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之待答問題有六： 

一、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情形如何？ 

二、 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情形如何？ 

三、 國小輔導人員背景變項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是否有差異？ 

四、 國小輔導人員背景變項對輔導自我效能是否有差異？ 

五、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間是否相關？ 

六、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是否具預測力？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節旨在解釋本研究中的重要名詞，以利分析及討論相關變項，如下所述： 

壹、國小輔導人員 

指服務於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輔導室（處）（含兼辦輔導業務之教導處、教

輔處或學輔處）的正式教師、代理老師，或專業輔導人員，包括輔導主任（含推

動學校輔導之教導主任、教輔主任或學輔主任）、輔導組長、資料組長、特教組

長、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或駐校心理師、駐校社工師等職位。 

貳、輔導室品牌形象 

研究者歸納國內外學者對輔導室品牌形象之見解後，將其劃分為功能性品牌

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等三構念，如下所述： 

一、功能性品牌形象 

對於品牌功能中，物質、物理屬性能滿足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

員外部需求之認知，包含個案諮商、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輔導知能研習、輔導

諮詢等教學課程，以及輔導室、諮商室等硬體設備等。 

二、象徵性品牌形象 

對於品牌在社會方面能滿足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員內部需求的

認知，包含大眾對於輔導室功能的評價，與個案諮商、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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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知能研習、輔導諮詢等課程特色，以及輔導室成員特質等。 

三、經驗性品牌形象 

對於品牌在心理方面創造良好及珍貴經驗，能為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

社區人員帶來心理愉悅、豐富多變，及滿足等感受的認知，包含參與輔導室所舉

辦之活動、運用輔導室相關資源等經驗。 

此外，本研究指稱之輔導室品牌形象，係將受試者於研究者自編之「國小輔

導室品牌形象量表」所獲得的分數加以評估。當該量表的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

知覺到的輔導室品牌形象愈高；反之，則愈低。 

參、輔導自我效能 

研究者歸納國內外學者對輔導自我效能之見解後，將其劃分為助人技巧與歷

程、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及輔

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五構念，如下所述： 

一、助人技巧與歷程 

  輔導人員對自身「與個案發展、維持，並結束輔導關係之輔導技巧的學習、

掌握，及運用，且於過程中給予關懷、同理，及正向回饋，以利個案設定及達成

目標之能力」的信念。 

二、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輔導人員對自身「價值衝突、個人議題、文化差異，及身心狀況等面向覺察

及處理之能力」的信念。 

三、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輔導人員對自身「於不同危機情境下，對各類個案身心狀況評估及處遇之能

力」的信念。 

四、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 

輔導人員對自身「與親、師、生，及心理師、社工師等學校脈絡中的成員社

交之能力」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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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 

輔導人員對自身「運用校內外資源，以利輔導工作發展之能力」的信念。 

此外，本研究指稱之輔導自我效能，係將受試者於研究者自編之「國小輔導

人員輔導自我效能量表」所獲得的分數加以評估。當該量表的得分愈高，表示受

試者的輔導自我效能愈高；反之，則愈低。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旨在界定本研究涵蓋的人、事、時、地，並從研究設計、方法等層面探

討研究的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 研究對象 

考量學校輔導人員之配置與運作方式於各縣市輔導法規、不同教育階段，及

公私立學校體制等因素差異下有所不同，以及臺北市為我國首都，教育資源豐富，

足為其他縣市之標竿，故本研究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108）羅列共 142

間之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含國立 2 間、市立 140間）的輔導人員為主要研究對

象，未囊括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小部、私立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端的輔導

人員。 

二、 研究方法 

研究者親自致電臺北市 142 間公立國民小學輔導室（處）、教導（輔）處、

學輔處或其他處室之教職員，經說明研究內容、詢問與研究對象相符之人數後，

統計出母群體共 704 人，並以普查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探討國小輔導人員對輔

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的相關性，和從不同背景變項明瞭受試者對知覺輔

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的差異情形，最後提出具體建議，提供國小輔導人

員、國小學校機構、國小師培機構，及日後研究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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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 

考量各縣市輔導法規、不同教育階段，及公私立學校體制對學校輔導人員之

配置與運作方式的影響，以及除了輔導（處）室、教輔處、教導處或學輔處的輔

導人員外，校園內其他教師及行政人員，亦是生態合作取向的學校輔導體制中協

助輔導業務順利推行的重要角色，但本研究僅以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輔導室的輔

導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故研究結果有其限制性，不宜一概推論至其他的輔導人

員。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探討研究對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及輔導自我效

能的知覺時，因未深入訪談而欠缺詳細的質性描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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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成四節，以探討臺北市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

效能之相關文獻。第一節說明國小輔導人員工作現況；二、三節分別瞭解品牌形

象、輔導自我效能的意涵及理論基礎；並於第四節分析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

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國小輔導人員工作現況 

本節按照時序，從國民教育法、心理師法，及學生輔導法的演變中歸納國小

輔導工作演進，接著探究其內涵的生態系統觀、三級輔導與 WISER 模式，及國

小輔導行政組織與角色職責，以瞭解國小輔導人員工作現況。 

壹、 國小輔導工作演進 

邱維城、張春興、許錫珍（1977）指出，我國學校輔導的發展與順應世界教

育思潮有關，其最早可追溯自教育部與僑委會 1958 年頒布之「僑生回國就學及

輔導實施辦法」（劉焜輝，2014），而後 1968 年推動之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教育

當局擴大輔導涵蓋的範疇，並參照美國中小學之辦法，為學生在職業、生活及學

習上安排學校輔導之教師與課程（吳芝儀、林淑華，2017）。 

此變革為我國國小輔導工作奠下基石，並可從下列法源演變中歸納其發展進

程（王玉龍、田春梅、李高財、洪孟真、梁榮仁、陳志強、陳麗卿、楊文娟、楊

敏芸、鄭益堯、鍾祥賜，2014；林建平，2010）。 

一、設立指導活動 

1968 年，教育當局於國民中學成立指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聘請指導教師為

負責人，並於 1972 年將每週一小時的「指導活動」科目列入課程標準，期盼藉

此結合輔導與教育，以達成改革之目標（劉淑齡，2007）。究其實施要點，學校

輔導的核心為團體或個別輔導，其雖具備教學形式，實質則以活動呈現，並按學

年分為三階段運作。第一學年著重生活及教育層面；第二、第三學年則於既有基

礎上，依序考量職業及升學層面，而後無論學生是因退學或畢業離校，學校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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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生適當協助，透過繼續輔導與評估達成延續輔導之目標（吳正勝、宗亮東、

錦坤黃，1977）。 

二、輔導融入教學 

1978 年，國民小學於六十七學年度開始全面實施輔導活動，但其未比照國

民中學將指導活動列入課程標準，而是融入於其他科目的教學中（王麗斐、趙曉

美，2007）。直至 1979 年，隨國民教育法的公布及實施，國民中小學的輔導組織

方有正式的法源依據，當中第十條條文明定「國民小學應設輔導室或輔導人員，

國民中學應設輔導室；輔導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師兼之，

並置輔導室人員若干人，辦理學生輔導事宜。」由此可見，國小輔導工作漸受重

視，且輔導主任之任用須考量其專業知能，並以團隊方式提供服務，此皆與當今

輔導工作趨於專業、系統合作的潮流相符（許憶雯，2010）。 

三、明訂員額編制 

1982 年公布、1989 年修正之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進一步界定出國小輔導組

織的員額及編制。與美國受專業訓練，且由專職人員負責之校園輔導相比，我國

輔導室人員並無專職，亦未限定專業認證，而是由教師兼任輔導主任或組長，在

全校教職員的參與中推動輔導工作，呈現一種綜合式輔導組織之型態（林建平，

2010）。 

四、建構專業組織 

1999 年修訂之「國民教育法」第十條條文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設輔導

室或輔導教師；輔導室置主任一人及輔導教師若干人，由校長遴選具有教育熱忱

與專業知能教師任之；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輔導主任得另置具有

專業知能之專任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此強調輔導工作所需的教育

熱忱，不僅描繪國小輔導主任、輔導教師由兼任轉為專任之藍圖，亦成為日後學

校另置社工及心理師的法律依據。但在實務運作上，各縣市國民小學並未依法聘

任具輔導專業知能的教師，僅由兼任教師兼辦輔導業務，使得國小輔導工作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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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專業化發展，最終僅是建構組織形式（王麗斐、趙曉美，2005），而未能有

效發揮輔導功能。 

五、認證心理專業 

2001 年我國公布並實施心理師法，此將輔導工作帶入心理專業認證的時代。

何金針、陳秉華（2007）指出，當各大專院校的輔導工作者被期待具備心理師證

照，將連帶影響國中小輔導人員的專業認同，不確定自身的角色定位。 

六、確立角色定位 

2011 年修訂之「國民教育法」回應了上述角色的混淆，並在新的第十條條文

中區隔心理師與國小輔導教師。首先，法規界定出「以專任為原則」之輔導教師

的員額編制－「國民小學二十四班以上者，置一人。」以及縣市政府與 55 班以

上之國小另須增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含括具備專業證照之諮商心理師、臨

床心理師，以及社工師。接著，法規排定自 2012 年 8 月 1 日開始的施行期程，

並要求高中級以下學校五年內逐年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務局，2015），此皆顯現

教育當局試圖從法規層面突破困境，並欲提升學校輔導效能之決心。 

七、發展輔導架構 

2014 年，我國公布並實施「學生輔導法」，此不只確立學校輔導工作發展性、

介入性及處遇性之三級輔導架構，亦能從界定出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之員額編

制為「二十四班以下者，置一人，二十五班以上者，每二十四班增置一人」的第

十項條文中，窺見「國民教育法」及「學生輔導法」之關聯與學校輔導人力拓展

之演進。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7）指出，此法將學生輔導工作導向專業化發

展，專任輔導教師將成為學校體系中的輔導專業人員，且依法規界定之員額計算

方式，我國專輔教師之生師比約為 450 至 690比 1之間，與美國 K-12學校諮商

師 460 比 1、加拿大初中 600 比 1，及高中 385 比 1 的生師比對照，雖仍有發展

空間，但與世界教育思潮已是望其項背。 

綜觀上述，國民教育法及學生輔導法之實施，成為了國小輔導工作發展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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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的動力。在法源演變的進程中，國小輔導亦從最初的課程綱要實施原則，

轉變為融入在課程中的輔導，最終成為由輔導室負責之專門業務。另方面，當心

理師法帶動輔導之專業認證，國小確立並逐步提升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

人員之員額配置，此皆顯現國小輔導工作備受重視，順應當今強調學生心理健康、

期盼全人發展的教育思潮。 

貳、 國小輔導工作內涵 

根據教育部（1998）1998年推動的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十二項政策中的第十

一項為「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學校行政組織藉由「教學、訓導、輔導」三合

一的統整，將全校教師視為輔導人力的一環，期盼在社區資源的引進下建構具生

態系統觀的輔導網絡。 

一、國小輔導工作的生態系統觀 

所謂的生態系統觀，其理論背景可追溯至 1965 年，美國聯邦政府針對出生

於低收入地區之兒童推動的啟蒙方案（Head Start Program），儘管其型態因地而

異，但皆著重幼兒學習、親子訓練，及醫療資源的引入，並鼓勵區域性的參與和

自主發展，以確保孩子日後於學校學習上有較佳的表現。 

這項計畫為俄裔的美國發展心理學家 Bronfenbrenner 帶來靈感。參與方案期

間，他假定除了生理或家庭等內部差異外，諸如貧窮一類的外在因素也將影響孩

子的身心發展，換言之，環境與個體發展有關，因此若能改善兒童所處的環境，

便能創造較佳的身心發展。 

Bronfenbrenner（1979；1989）藉此發展出生態系統理論，其以個體為圓心，

將五個由內而外、由小而大的系統疊成同心圓，且愈能直接影響個體的系統將愈

靠近圓心，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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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理論 

資料來源：Santrock, W. J. (2007). 

有關 Bronfenbrenner（1979；1989）的生態系統理論，說明如下： 

(一) 小系統（Microsystem） 

個體直接參與，並能影響其發展的環境。包括家庭、學校、社區及朋友。 

(二) 中系統（Mesosystem） 

個體直接參與，由兩個以上的微觀系統連結而成的環境。如家庭和學校、社

區和家庭，或朋友團體間的互動網絡。 

(三) 外系統（Exosystem） 

影響中介系統或微觀系統，而間接影響個體的外在環境。如未同住的家族親

戚、父母隸屬之公司、當地的社區資源，或大眾傳播媒體等。 

(四) 大系統（Macrosystem） 

由文化、次文化、社會階級、種族，及宗教信仰等面向構成之生活背景。如

東方文化、西方文化、政治、經濟，或國家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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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時間系統（Chronosystem） 

Bronfenbrenner 於 1986年補充之概念，指隨時間推移出現，且影響個體所處

系統，並使之調整自身社會互動模式的人生際遇。可二分為常態的，如就學、青

春期、結婚等；以及非常態的，如親人逝世、離異、搬家等。 

對國小輔導工作而言，面對學生發展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難題，生態系統觀雖

未提供具體做法，卻引領輔導人員從單槍匹馬轉向團隊合作，並開始嘗試連結各

系統資源以涵容及賦能個案。 

此輔導新體制試圖解決以往「家庭、學校，及社區的輔導資源分散」，及「學

校輔導工作未獲行政同仁及教師支援」，而造成學校輔導效能不彰之困境（林新

發，2001）。若將之對照隔年修訂的法律，即 1999年所頒布之國民教育法，亦可

窺見教育當局從法規建構國小輔導的「專業團隊」，以順應生態系統觀下的輔導

工作。 

二、國小三級輔導工作與 WISER模式 

究其實務層面，1998 年推動之學生輔導新體制－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

合實驗方案，已描繪出國小輔導工作生態系統觀之雛形（陳鈺凌，2018）。 

此方案首次創建三級預防輔導模式，將包含導師在內的全體教師視為基礎，

於其之上引入教學、輔導、訓導，及社區等四種內、外部資源，並根據個案差異，

由輕微至嚴重依序分為一級、二級，及三級預防。 

不同分級對應相異的資源運用模式，如一級預防以教學、訓導為主，輔導、

社區資源為輔；二級預防減少教學與訓導之介入，同時擴增輔導及社區資源，使

其四者並重；三級預防與一級預防相反，其以輔導、社區資源為主，教學、訓導

為輔。 

整體而言，此方案促使國小輔導人員重視個體與各系統間的互動關係，並以

三級預防輔導模式為根本，對內統整學校人力，對外引進社區資源，編織出更為

縝密的輔導網絡。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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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教訓輔三合一方案之三條助人管道結構關係 

資料來源：鄭崇趁（2005）。 

2011 年，當國民教育法及心理師法趨於完善，時任總統宣布十二年國民教育

之願景，盼藉「教育普及」、「關懷弱勢」及「菁英教育」等三面向成就每一個孩

子。為達上述目標，除了最前線的導師及輔導教師外，全校教職員皆被期許為重

要推手，並在學校共融的脈絡中秉持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初衷，以理解個體狀

況，提供適性輔導，最終展望揚才。   

推動十二年國教的同時，王麗斐等人（2013）在教育部邀請下先後參照了美

國學校輔導學會的做法，統整國民教育法、心理師法、國內相關研究，及學校輔

導成功案例，並在考量當前社會需求及既有學校體制後，發展出一套符合我國需

求的學校輔導系統－生態合作取向的學校三級輔導體制：WISER 模式。和初級

預防為重的美國相比，我國將初級預防視為專業支援角色，且更強調二級預防之

介入性輔導，此為我國學校輔導工作實務提供指引，並成為 2014 年所公布與實

施之學生輔導法的骨幹。如學生輔導法第六條明列出一、二，及三級的輔導內容，

使其針對個體不同的身心情況與需要，提供與之對應的輔導服務。說明如下： 

(一) 初級發展性輔導（3W） 

為圖中最大的三角形（1號三角形），著重問題預防及教育宣導。校長在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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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Whole school）、可行和共好（Workable and Mutual Benefit），及智慧性（Working 

Smart）等 3W 理念下，為全校學生制定涵蓋生活、學習，及生涯等三層面之學

校輔導工作計畫，並以促使學生心理健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為目標，盼使

校園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學生受益。 

(二) 二級介入性輔導（ISE） 

為圖中第二大的三角形（2 號三角形），表示校園中約百分之十五須儘早注

意、即時處遇的學生。輔導室（處）負責執行，根據個別化介入（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系統合作（System Collaboration），及評估（Evaluation）等 ISE 原

則，為適應不良、問題行為反覆出現，或蒙受重大創傷經驗，且發展性輔導未能

滿足其需要之個別學生訂定的輔導計畫或方案，包含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

導等方式，並建立評估轉介機制，以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 

(三) 三級處遇性輔導（R） 

為圖中最小的三角形（3號三角形），象徵校園中約百分之五情節重大、須慎

重、持續處遇的學生。縣市層級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及輔導室（處），分別為校

外及校內的主要執行單位，藉由資源的引入與整合（Resources Integration），為嚴

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出現重大違規行為，且介入性輔導未能有效協助之個

別學生提供專業服務，結合心理治療、精神醫療、職能治療、家庭輔導、社會工

作，及法律服務，以配合其特殊需求。 

此模式以大小有別的三角形區辨個體不同的輔導需求，並在各層級的分工與

合作中，將初級輔導的 W 理念疊加次級輔導的 ISE 原則，使國小輔導人員有智

慧的（WISE）的推行輔導工作。當全校教師齊聚一心，以系統性思考統整內外

部資源時，便能為 WISE 創造比較級，成為精益求精、更具智慧（WISER）的輔

導人力。如此一來，國小輔導人員在 WISER 模式中不再是被動受託的外部人力，

而是與導師站在一起，共同成為主動賦能的內部核心，並以不放棄每一個孩子為

目標努力（林瑾玫，2017；陳鈺凌，2018）。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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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WISER 學校三級輔導體制 

資料來源：王麗斐等人（2013）。 

三、國小輔導行政組織與角色職責 

(一) 國民小學組織規程 

根據 2016 年修訂之國民教育法第十條，國民小學應設輔導室或輔導教師，

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且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五年內逐年完成

二十四班以上置一名專任輔導教師之目標。其他行政組織依學校規模之不同，酌

設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或教導（輔）處（兼辦教務處、學生事務處之

業務）、總務處。 

以臺北市及新北市國民小學組織規程為例，十二班以下設教導（輔）處、總

務處及輔導室，下設三組（新北市為二組）；十三班至二十四班設教務處、學生

事務處、總務處及輔導室，下設八組；二十五班以上設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

務處及輔導室，下設十三組。由此可見，無論學校規模大小，國小行政組織皆應

設立輔導室，且各處室員額編制與班級數之間呈正相關，並於二十五班以上時最

為完整。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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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國民小學 25 班以上學校輔導行政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 

從上述法規審視當前國小輔導工作實務，二十三班以下的學校未置專任輔導

教師，僅能以輔導室或兼辦輔導室功能之處室的行政人員或兼任輔導教師推動學

校輔導工作，難以落實初級發展性輔導及二級介入性輔導之分工；三級處遇性輔

導部分，五十四班以下的學校未置專業輔導人員，因此嚴重個案須等待縣市巡迴

之輔導專業人員支援，使得輔導工作可能緩不濟急。此外，王勝忠（2018）的研

究指出，部分國小目前仍未設立輔導室，而以學輔處或教導（輔）處涵蓋其功能，

且多由未具輔導相關知能之一般教師兼辦輔導室業務，此皆反映員額配置未能符

應法規，以及小校面臨輔導人力及專業資源不足之窘境。 

(二) 國小輔導室角色職責 

  因縣市法規、學校規模，及校本特色之差異，國小輔導室（處）除固有之主

任及兼任輔導教師外，其餘人力配置依各校需求及資源彈性調整。以 55班以上，

組織規程較完善的國小為例，國小輔導室（處）包含輔導主任、輔導組長、資料

組長、特教組長、專（兼）任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社工師），以

下分別說明各角色職責（教育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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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輔導主任 

  根據友善校園相關計畫發展學校本位之輔導工作，藉宣導、研習、親職講座，

及社區活動等方式提升全校親師輔導知能，並督導與協助輔導教師推動初級發展

性輔導工作，為輔導室（處）業務之統理者。 

2.輔導組長 

  執行學校本位之輔導工作，對內建構輔導資源網絡，並協助教師處理困難學

生議題；對外協辦校外課後弱勢班，並彙報輔導業務統計資料。協同資料組綜理

輔導會議資料，為學校二級介入性和三級處遇性的個案管理者。 

3.資料組長 

  蒐集並彙整學生人格、智力、性向，及家庭概況等輔導資料，以利教師、畢

業生轉銜、獎助學金及急難救助金等補助申請之參照。協同輔導組綜理輔導會議

資料，為心輔機構、社區機構、家長會及家長志工團體之聯繫窗口。 

4.特教組長 

  根據特殊教育法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並發展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

計畫，提供教學輔具申請、個別諮商，及團體輔導等服務，並藉宣導、研習、親

職講座，及社區活動等方式提升全校親師特教知能。 

5.專（兼）任輔導教師 

  以建構及執行學校本位之輔導工作為目標，著重於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並

扮演初級發展性及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轉換之樞紐，提供所有親師生全校宣導、

輔導及管教知能諮詢、心理測驗施測與解釋、班級輔導、團體輔導，及個別諮商

等服務，並藉個輔會議、輔導團隊會議、輔導知能研習，及專業督導等方式提升

輔導自我效能，為受輔學生的個案管理者。 

6.專業輔導人員 

  教育體系內的專業輔導人員包含社工師與心理師。在國小三級輔導體制中，

初級發展性部分，前者著重家暴及性侵等法律議題之宣導，後者則著重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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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精神疾患知能之提升；二級介入性部分，前者評估高風險學生之概況，並引入

校內外資源，後者則協辦輔導室之親師諮詢、團體輔導、個別諮商、個輔會議、

個案評估與轉介等業務；三級處遇性部分，二者皆與外部專業團隊合作，前者扮

演個案管理者的角色，後者則為面臨嚴重問題之個案提供親師諮詢、團體輔導，

及個別諮商等服務。 

  作為實踐十二年國民教育之根基，國民小學需具備完善的輔導行政組織及清

楚的角色職責，以利學校輔導工作從輔導室開展，串聯起學校行政、全體教職員，

及社區之資源，在生態合作取向的 WISER 學校三級輔導體制中陪伴兒童成長、

涵容個案情緒、看見學生亮點，最終朝適性揚才、成就每一個孩子之願景邁進。 

第二節 輔導室品牌形象的意涵及理論基礎 

本節探究品牌發展進程，從不同定義中探究品牌形象的構念及理論基礎，並

據此歸納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意涵。 

壹、品牌發展進程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7）指出，行銷學者對品牌有不同定論，但最常見的

是美國行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1960年所提出的定義：

「品牌是識別特定賣家或銷售商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以與他人產生區隔的一種稱

謂（name）、術語（term）、標誌（sign）、代號（symbol）、設計（design），或上

述各項之複合體。」此顯現品牌與商業活動密切相關，且是銷售商向消費者行銷

產品及服務之觸媒。 

細探商業品牌的濫觴，Moore 與 Reid（2008）的研究指出，其最早可追溯至

前青銅器時代（西元前 2250-20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當時哈拉帕（今巴基

斯坦）的工匠製作石器及青銅器時，會將動物形象的印章蓋在成品上，以此為日

後販售的商標。起初品牌僅是產地及品質的代名詞，隨貿易區域的拓展，品牌成

為商業力量與價值的象徵，而在二十世紀初貿易市場趨向全球化後，行銷期刊首

次發表以品牌為主題的文章－消費者評價品牌偏好及品牌知覺方式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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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e,1942），此後至 1969年，打造品牌成為行銷的顯學，1970年代出版之期

刊和書籍紛紛從不同構念探究品牌，人們也開始將不同的製作商視為獨立的品牌

個性（Brand personality），如表 2-1： 

表 2-1  

品牌於不同時期所涵蓋之元素 

時期 產地 品質 力量 價值 個性 

前青銅器時代 

西元前 2250-2000年 

X X    

中青銅器時代 

西元前 2000-1500年 

X X  X  

後青銅器時代 

西元前 1000-500年 

X X X X  

鐵器時代 

西元前 825-336年 

X X X X  

現代 X X X X X 

資料來源：Moore, K., & Reid, S. (2008).  

其中，美國加州大學行銷學名譽教授 David A. Aaker 以 70 年代後成功的品

牌案例為基礎建構品牌理論，並於 90 年代先後出版為企業提供行銷方針，而被

譽為品牌三部曲之「管理品牌權益」、「建構強力品牌」，及「發展企業策略」等

三書。其中，David A. Aaker（1991, 1996a）於「管理品牌權益」及「建構強力品

牌」二書中，將品牌個性（Brand personality）界定為消費者對銷售商營造之形象，

或對其產品特性所產生的一種品牌聯想，此聯想使消費者將品牌視為一組獨特的

人格特質，並能據此區隔銷售商或產品與其他企業之不同。隔年，David A. Aaker

的女兒 Jennifer L. Aaker（1997）以人格心理學大五性格模型（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為基礎，透過因素分析法歸納數個成功西方品牌背後的構念，以此發展出

品牌個性維度量表（Brand Dimensions Scales，BDS），如圖 2-5： 

 



20 
 

 

圖 2-5 Jennifer Aaker 的品牌個性維度量表 

資料來源：Aaker, J. L. (1997). 

一、品牌個性維度 

(一)真誠（Sincerity） 

解釋 26.5%品牌個性之構念，含務實的（Down-to-earth）、誠實的（Honest）、

有益健康的（Wholesome），及愉悅的（Cheerful）等四種元素。 

(二)刺激（Excitement） 

解釋 25.1%品牌個性之構念，含勇敢的（Daring）、積極的（Spirited）、富想

像力的（Imaginative），及時髦的（Up-to-date）等四種元素。 

(三)稱職（Competence） 

解釋 17.5%品牌個性之構念，含可信賴的（Reliable）、伶俐的（Intelligent），

及成功的（Successful）等三種元素。 

(四)精密（Sophistication） 

解釋 11.9%品牌個性之構念，含上流社會的（Upper class）及具魅力的

（Charming）等二種元素。 

(五)粗野（Ruggedness） 

解釋 8.8%品牌個性之構念，含室外的（Outdoorsy）及堅韌的（Tough）等二

種元素。 

此量表由 15 個不同元素組成之五大維度構成，共可解釋 89.8%品牌個性之

 



21 
 

構念，有助企業理解消費者如何看待自身品牌。當人們賦予企業或其提供之產品

人格，品牌將成為銷售商個性的象徵，並使消費者如擇友般選擇符合自身個性的

品牌。 

貳、品牌形象構念及理論 

拉丁文中，形象（image）具有「描繪於心」的意涵，它反映了人們與客體互

動後，心理對該客體產生的特定圖像。就字面上而言，品牌形象（Brand image）

係品牌及形象二詞的組合，根據 David A. Aaker 及 Biel（1993）的研究，自從創

辦奧美公司、素有廣告教父之稱的Ogilvy於50年代將注意力聚焦於品牌形象後，

許多行銷專家開始爭相探究這一詞背後的意涵。站在公司的立場，品牌形象是建

構品牌名聲時需長期投資的項目，對此複雜象徵而言，雖然每支廣告都有其貢獻，

但這並非塑造品牌形象的唯一來源（Ogilvy, 1951）。 

此外，Plummer（1985）的研究指出，品牌個性或特徵，對應品牌提供的物

質元素、屬性，以及使用該品牌帶來的功能、好處，或後果等三部分，都是組成

品牌形象的元素。Park、Jaworski 與 Maclnnis（1986）同樣表示，品牌形象不單

是受公司傳播活動影響的感知現象，更是消費者接觸品牌相關的活動時，對該品

牌所獲得的理解，其包含三種構念： 

一、功能性（Functional） 

產品或服務中用以解決顧客對於外在消耗性需求的部分，包括應付當前問題、

預防潛在問題、處理衝突，或改善困境等。 

二、象徵性（Symbolic） 

產品或服務中用以實踐顧客對於自我提升、角色地位、群體關係，或自我

（Ego）認同等內在需求的部分，並協助個體與渴望的團體、角色，或自我形象

聯結。 

三、經驗性（Experiential） 

產品或服務中用以滿足顧客對於刺激性及多樣性等內在需求的部分，包括認

 



22 
 

知及感官上的滿足。 

除了從消費者角度切入，Biel（1992）站在公司的立場，指出品牌形象與顧

客的組成息息相關，並包含三種構念： 

一、公司形象（Corporate image / Image of the provider） 

依據企業資訊，及使用其產品或服務之經驗所形成的印象。 

二、產品/服務形象（Image of product / service） 

依據產品或服務的品質，及提供的益處所形成的印象。 

三、使用者形象（Image of user） 

依據品牌使用者的人數、個性，及價值觀所形成的印象。 

Biel（1992）進一步指出，品牌形象係由品牌屬性相關的硬性聯想和軟性聯

想構成。其中，硬性聯想係指品牌中有形或功能性相關的感知；軟性聯想則係與

品牌個性相關的覺察。 

Keller（1993）的品牌知識論（Brand Knowledge）與前述想法相呼應，他認

為品牌形象係順應顧客知覺到的品牌個性而成，可分為品牌聯想的種類、品牌聯

想的偏好、品牌聯想的強度，以及品牌聯想的獨特性。且顧客能從功能性、象徵

性，及經驗性等三種構念，評估產品或服務能為自身帶來的益處，如圖 2-6： 

圖 2-6 Keller 的品牌知識論 

資料來源：Keller, K. L.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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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知識論將品牌聯想定義為連接內在品牌節點（Brand Node）的外部資訊

節點（Information Node），即消費者在接觸產品或服務後，將多元的資訊節點串

聯為品牌知名度及品牌形象等兩大面向：品牌知名度為品牌節點的強度，與消費

者辨識品牌的能力有關；品牌形象則反映自品牌聯想，是消費者記憶中對於品牌

的認知。此二者將在腦海中形成品牌節點－品牌知識，也就是消費者對某一品牌

擁有的全部資訊。 

品牌知識論的概念與品牌權益（Brand equity）有異曲同工之妙，David A. 

Aaker（1991, 1996b）指出品牌權益在「越穩健、聲譽越好的品牌就越成功」的

假設下，從忠誠度、品質認知、品牌知名度及品牌聯想等面向描述一公認品牌的

價值，其中品牌權益的聯想常包含品牌形象的概念，並可從三種構念測量： 

一、價值（Value） 

在功能性優勢方面，顧客對品牌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的主張。 

二、品牌個性（Brand personality） 

為了在社交時透過品牌表達想法，顧客將品牌人格化而成的情感特質。 

三、組織聯想（Organizational associations） 

產品或服務外，顧客對於其背後組織的人員、價值或計畫的認知。 

進一步而言，品牌權益係一組與品牌名稱及品牌象徵連結之資產和負債的集

合，站在公司和顧客的立場，則會因此增加或減少產品或服務提供的價值。 

由此可見，各學者皆從多元構念探究品牌形象的內涵，但不管採何種觀點，

能發現任何種類的品牌聯想都將構成品牌形象，這意味品牌形象未必涵蓋品牌聯

想所有的種類（吉中行，2004），因此評估本研究指稱之輔導室品牌形象時，尚

須考量其構念對我國教育現場之適用性。 

參、輔導室品牌形象意涵 

綜覽我國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截至今日，文獻名稱中包含「學校品牌

形象」的資料多達 522 筆，但文獻名稱中包含「輔導室」或「輔導處」的資料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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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筆，且迄今未見連結「輔導室」及「品牌形象」二者之相關研究。此顯現當前

研究未強調輔導處室與其他處室行政運作及發展之差異，而多從學校層級概觀探

討品牌形象的意涵，但因皆屬學校教育的範疇，故以學校品牌形象意涵作為本研

究指稱之輔導室品牌形象意涵的參照仍具代表性。 

另方面，當學校發展融入企業管理精神蔚為風潮，學校品牌作為企業品牌概

念的延伸（林文祥，2007），若想強化學校優勢，亦可在經營及管理上採納企業

運作的理念（黃義良，2002）。在品牌的內涵上，葉連祺（2003）將企業與學校

對比，指出成功品牌或值得注意的品牌，通常具備下列六種特性： 

一、獨特性 

顧客覺知品牌間顯著的個性和差異。 

二、單純性 

品牌內容簡單，強調的特色不複雜。 

三、一貫性 

維持品牌的一致性理念。 

四、需求性 

滿足市場需求。 

五、情感性 

引發顧客對品牌的喜愛及忠實。 

六、利益性 

滿足消費者功能及情感的需求。 

以此審視學校品牌，由於學校係根據教育法定目標及學校人員的專業判斷來

發展，因此不具備上述之需求性的內涵。進一步而言，學校以校名、校徽，或識

別標誌為品牌，視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為顧客，提供其教學及行政等服務，

且可分為以學校名稱為中心的實體構念，與學校理念及顧客經驗、感受等互動而

成的抽象構念。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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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學校的品牌內涵 

資料來源：葉連祺（2003）。 

林文慧（2006）同樣從教育法定目標區別企業與學校品牌之不同，並認為學

校品牌包含四個構念：首先根據教育基本法視學生為教育主體之精神，將學生相

關形象定義為「主體性導向」；與之相對的學校軟硬體相關形象為「客體性導向」；

以及外界參與學校活動後，對於學校形象看法之「聲譽性導向」；最後採納品牌

知識論，探究大眾能夠辨認及檢索學校資訊程度之「品牌知名度」。 

但在少子化趨勢影響，以及教育選擇權、教育市場化的意識抬頭後，林文祥

（2007）認為學校形象與競爭力幾乎已畫上等號，因此學校發展特色，實是為了

提升家長及學生心中的學校品牌形象。其歸納各國學者的理論，指出國民小學之

學校品牌形象包含三種構念： 

一、功能性品牌形象 

認知中側重品牌功用，滿足顧客外部需求，描述物質、物理屬性的部分，如

教學課程、建物設施、環境資源等。 

二、象徵性品牌形象 

認知中著重社會方面，滿足顧客內部需求的部分，如社會評價、課程特色，

職員個性等。 

三、經驗性品牌形象 

認知中偏重心理方面，創造良好及珍貴經驗，帶給顧客心理愉悅、豐富多變，

及滿足等感受的部分，如生活、教育、學習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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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括本節，顧客以人格化方式詮釋品牌，當他們與不同的「人」互動後，便

能得知品牌各異的個性、物質元素，及與之互動的後果，這使消費者選擇品牌時，

考量的不只是產品或服務本身的益處，更包含品牌背後由企業保障之心理效益。 

就學校品牌形象而言，其係指大眾腦中對該學校提供之軟、硬體所產生的一

組特定圖像，即依循品牌個性所發展出之專屬品牌形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員

可藉此區隔其他學校，或作為表達自身價值的媒介。此外，隨學生、家長及社區

人員組成種類的不同，學校品牌形象亦隨之調整。 

分構念觀之，儘管不同學者對於國小品牌形象內涵之見解略有不同，但多將

其分為功能性品牌形象、經驗性品牌形象，及象徵性品牌形象等三構念（林文祥、

葉連祺，2011；林怡佳，2011；黃式維，2013；黃千盈，2014；蔡孟愷，2009；

蘇雅雯，2011）。 

本研究指稱之輔導室品牌形象，由上述基礎歸納出下列意涵： 

一、功能性品牌形象 

對於品牌功能中，物質、物理屬性能滿足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

員外部需求之認知，包含個案諮商、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輔導知能研習、輔導

諮詢等教學課程，以及輔導室、諮商室等硬體設備等。 

二、象徵性品牌形象 

對於品牌在社會方面能滿足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員內部需求的

認知，包含大眾對於輔導室功能的評價，與個案諮商、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輔

導知能研習、輔導諮詢等課程特色，以及輔導室成員特質等。 

三、經驗性品牌形象 

對於品牌在心理方面創造良好及珍貴經驗，能為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

社區人員帶來心理愉悅、豐富多變，及滿足等感受的認知，包含參與輔導室所舉

辦之活動、運用輔導室相關資源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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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輔導自我效能的意涵及理論基礎 

  本節探究自我的定義，瞭解自我效能的理論，分析理論於輔導工作之實踐，

並據此歸納輔導自我效能的意涵及構念。 

壹、自我的定義 

羅玉容（2005）指出，英文中的「Ego」及「Self」皆可翻譯為中文的「自我」，

但前者係協助個體內在動力統整的功能；後者則係個體與他人互動時，從社會觀

點看待自我，進而發展出的自我認識。以下說明學者對二詞的見解： 

一、 「Ego」 

著名精神分析學家 S. Freud（1923）認為，人格由本我、自我，及超我交互

作用而成，並據此產生個體所有的行為。如下所述： 

(一) 本我（Id） 

遵循享樂原則，尋求生理需求的滿足，並受潛意識控制，係發展自我及超我

的根本。 

(二) 自我（Ego） 

遵循現實原則，尋求生理需求與社會規範間的平衡，即本我與超我間的協調

者。其主要受意識控制，部分受潛意識影響。 

(三) 超我（Superego） 

遵循完美原則，包含良心與自我理想，係經後天教養所成的道德認知。其主

要受意識控制，部分受潛意識影響。 

後精神分析學家則認為，個體的行為及發展，除了潛意識生理本能之驅動，

尚須考量社會脈絡之差異。如 Hartmann（1939）認為自我（Ego）與本我（Id）

皆受生理本能驅動，與 S. Freud 以本我（Id）作為行為根本的理論相比，其指出

自我（Ego）具有主動適應環境的能力，並包含認知整合、驗證現實，及推敲未

來等功能。 

E. H. Erikson（1950）則在 S. Freud 精神分析論的基礎上建構心理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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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其指出人格在五歲後將持續發展，並面臨「信任對不信任」、「自主對羞愧

懷疑」、「主動對內疚」、「勤勞對自卑」、「自我認同對角色混淆」、「親密對孤獨」、

「生產力充沛對停滯不前」，及「統整對絕望」等八個兩極發展的認同危機

（Identity crisis）。 

不同於 S. Freud 將所有心理疾病與早期經驗連結的命定論，E. H. Erikson 認

為自我（Ego）具備自主行為的能力，可將個體與社會環境互動時產生的困境，

化為蛻變與成長的契機（黃庭敏譯，2014）。 

二、 「Self」 

美國社會學家 Cooley（1922）在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一書中寫道：「鏡中鏡，

映相映。」（”Each to each a looking-glass reflects the other that doth pass.＂）並藉

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一詞，解釋每個人都會藉由社會參照，在他人的

眼光及想法中發展對自我（Self）的想像，而其他人的態度也會對自我感覺（Self-

feeling）產生影響。其歷程有三： 

(一) 呈現（Presentation） 

個體對於自我在別人心中形象的想像。 

(二) 辨識（Identification） 

個體對於自我在別人心中形象的想像，其可能產生之效益的判斷。 

(三) 詮釋（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個體統整自我在別人心中形象的想像，及其可能產生之效益的判斷，進而產

生一組主觀的自我（Self）概念。 

Mead（1913）同樣將社會互動納入考量，其認為只有他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

作出反應，個體才有辦法判斷自身行為的好壞，以此想法建構的社會自我（Social 

self）理論，即強調了環境與人類行為的關聯，並以主觀的主我（I）及社會化後

的客我（Me）兩部分作為形塑自我（Self）之要素。 

綜上所述，「Ego」係自我維持內外在平衡及連續性的心理動力，「Self」則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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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與社會互動所產生的自我評價，雖二者皆是人格的一環，但其觀點相差甚遠。 

面對此一差異，Branden（1969）認為，個體係理性且有意志的存在，儘管其

他動物可能有意識或感覺，但只有人類會以概念化結構思考，並藉此認知自我

（Self）及獲得理智，此想法反駁了精神分析學派視個體為受潛意識操控的木偶，

與行為學派比擬個體為刺激便反應的機器等二種說法，而認為人們有所謂的自我

尊重（Self-esteem），即人們為了達成目的，對自身行為進行管理及改變的意識或

能力。 

王滔、陳建文（2007）的研究綜整了國內外學者的見解，將自我（Self）定

義為個體對自身的評價，同時納入 Bandura（1977）提出的自我效能理論，進一

步將自我分作自尊（Self-esteem）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等兩大心理結構，

前者聚焦「做人」的部分，由個體自身價值觀與主觀經驗相互作用而成；後者則

側重「做事」的部分，為個體對於自身某項活動技能的主觀評估。 

由此推論，雖然自尊與自我效能皆為形塑自我（Self）時不可或缺，且交互

作用的元素，但在概念上卻是可區隔的，因對一事物具有高度自我效能者，不盡

然是高度自尊者；而高度自尊者，也未必對全部事物皆具備高度的自我效能。 

易言之，自尊強調自我價值與經驗性的全面評價，而自我效能則係針對某事

物的技能，具體性的評估自身功效。 

貳、自我效能的理論 

對於某一行為的獲得與維持，社會認知論學者 Bandura（1977）以社會學習

理論中的替代性學習（Vicarious），及許多研究領域的成果指出行為背後認知歷

程的重要性，此使人們不再僅從外在機制探討行為成因。 

易言之，人類並非行為學派認為的「刺激即反應」那般單純，Bandura 認為

從刺激到反應之間，尚須經由認知中能夠預測行為後果的功能判斷。 

一、 自我效能的內涵 

Bandura（1977）據此提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理論，並將其定義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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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於某事掌握程度之期望，其內涵有二，如圖 2-8： 

 

圖 2-8 效能期望與結果期望 

資料來源：Bandura, A. (1977). 

(一) 效能期望（Efficacy expectation） 

評估個人水準與特定行動間的關係，係對自身能力及效率能夠執行目標所需

的特定行動之相信程度。 

(二) 結果期望（Outcome expectation） 

評估特定行動與對應結果的關係，係對特定行動能夠產生預期結果之相信程

度。 

二、 效能期望的來源 

個體自我效能的強弱，將決定其是否採取行動、花費多少努力，以及容忍多

久挫折。換言之，個體對某事的自我效能越高時，其行動、付出及忍受痛苦的意

願將越高。 

其中，將個人能力及效率納入考量的效能期望（Efficacy expectation），包含

績效成就、替代經驗、口頭說服，及情緒激發等四個主要來源，如圖 2-9 （Bandura, 

1977）： 

 

 



31 
 

圖 2-9 效能期望的四個主要來源 

資料來源：Bandura, A. (1977). 

(一) 績效成就（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s） 

係自我效能的評估中最具影響力的來源，以個體實際經歷的成功與失敗，作

為預測自身能力及掌控感之基礎。成功愈多，自我效能感愈高；反之則降低。但

對曾有多次成功的個體而言，偶爾的失敗對其自我效能的影響不大。 

(二) 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 

個體觀摩楷模示範的成功與失敗，作為預測自身能力及掌控感之基礎。與自

身能力、效率等條件愈類似，或數量愈多的楷模，其對個體的自我效能影響愈大。 

(三) 口頭說服（Verbal persuasion） 

藉由自身或他人的讚揚鼓勵，或正向回饋特定行為，使個體相信自身具備完

成目標的能力。由於容易執行且簡單，因而成為提升自我效能最常見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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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情緒激發（Emotional arousal） 

以個體對於特定事件的情緒，作為預測自身能力及掌控展之基礎。如冷靜、

安定等低激發情緒，多能提高自我效能；焦躁、恐懼等高激發情緒，則會降低自

我效能。 

綜上所述，自我效能是個體對於自身能否有效達成某項目標的信念，此代表

個體對於不同的事件，都有一組獨立的自我效能。此外，其受績效成就、替代經

驗、口頭說服、情緒激發等內在及外在因素影響，而呈現多元性、脈絡性、可塑

性等特徵，若能據此發展較高的自我效能，便可期望個體提升投入目標的程度。 

參、輔導自我效能的意涵及構念 

一、 輔導自我效能的意涵 

從字面上來看，輔導自我效能係「輔導」與「自我效能」二詞的組合，且與

諮商自我效能之意涵相當（王婉玲，2006）。最早於輔導領域運用自我效能的研

究，可追溯至 Friedlander 與 Snyder（1983）發展之自我效能量表，並藉此測量輔

導員自我效能預期的強度。三年之後，Friedlander, Keller, Peca-Backer, & Olk（1986）

等人以此量表為工具，進而探討實習輔導員的角色衝突，對於自我評價、焦慮程

度，及輔導表現的影響，並發現輔導員的自我效能與焦慮程度之間呈現顯著的負

相關。 

由此觀之，此一結果符應了 Bandura理論中，情緒激發對於自我效能的預測，

而 Larson, Suzuki, Gillespie, Potenza, Bechtel, & Toulouse（1992）等人同樣參考了

Bandura 的理論，將輔導自我效能定義為：「輔導員對於自身能否在不遠的將來有

效輔導個案的能力之信念或評估。」 

後續 Larson 與 Daniels（1998）更回顧了 1983年至 1998年共十五年間，與

輔導自我效能相關之 32篇文獻，並認為輔導自我效能與 Bandura（1982）闡釋的

效能不謀而合－「效能不表示個體處理某人、事，或物時掌握特定辦法，或知道

該如何做，而是面對各式各樣的目的時，一種牽涉認知、社交，及行為技巧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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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以將其運用於行動的廣泛性能力。」 

在此基礎上，Larson（1998）發現早期有關輔導員訓練的文獻，多將焦點放

在實習輔導員的技巧及回應上，卻鮮少從其認知歷程及輔導自我效能（CSE, 

Counseling self-efficacy）等層面探討影響助人行為的變項。 

有鑑於此，為了概念化統整自身擔任輔導員督導的經驗，以及協助輔導員專

業發展，並處理道德、跨文化，和個案評估等輔導議題，Larson（1998）將 Bandura

（1977）的社會認知論（SCT, Social cognitive theory）運用於輔導員的訓練中，

此即為輔導員訓練的社會認知模型（SCMCT, Social cognitive model of counselor 

training）。至此，Larson（1998）將輔導自我效能比擬為一種能使輔導員將現有的

認知、行為，及社交技巧統整並運用於輔導工作中的生成機制，與整體觀的自我

概念（Self-concept）相比，輔導自我效能僅關乎特定領域中自身對輔導能力的信

念，其將決定輔導員的行為，包括是否投入輔導工作、付出心力，並在遭遇挫折

時堅持不懈。 

同時期，國內首篇以輔導自我效能為主題之論文，可參閱 1993 年鄭如安

（1993）有關國小輔導人員於社會支持、輔導自我效能，及輔導成效等三變項之

相關研究，其認為輔導自我效能係輔導人員於輔導工作中對自身輔導能力的主觀

性評價。吳育沛（2007）同樣指出輔導效能係輔導人員於輔導工作中對自身的預

期，其將影響努力的多寡，困境耐受的時間長短，並作為評估自身問題解決能力

的依據，此與上述國內外學者的觀點相去無幾。 

此外，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小輔導人員，尚須考量環境脈絡對輔導自我效

能的影響。王婉玲（2006）的研究以學校場域觀點出發，將輔導自我效能定義為

輔導人員對於自身是否具備專業能力，並能藉此改善外在受限的環境，進而有效

投入輔導工作，並提供親、師、生三方效益的預期。許憶雯（2010）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描述，輔導人員在學校輔導工作中須將個案輔導擴展至自身與環境互動、

溝通之歷程，並藉此跨越限制，聯合外在資源協助個案，因此輔導自我效能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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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自身輔導專業能力的信心，更包含輔導人員對於學生輔導工作推展的能力評

估，如助人技巧、諮商歷程經營、危機處理、人際網絡溝通、輔導網絡資源運用

等面向。 

施筱芸（2014）歸納了國內外學者與許憶雯（2010）的定義，認為輔導自我

效能係輔導教師在輔導工作中對自我專業能力的評估，亦即評估自身整合內、外

資源，並突破限制，以有效協助個案之專業能力。由此觀之，輔導自我效能於外

關注人際溝通、資源運用等脈絡整合能力（江艾穎，2014）；於內則聚焦諮商技

巧、能力等輔導專業知能（葉玟秀，2018）。 

綜上所述，本研究參照 Bandura（1977；1982）的自我效能概念，並歸納國

內外學者之觀點，將輔導自我效能定義為「投入輔導工作之人員，在脈絡整合及

輔導專業知能二方面，對於自身認知、行為，及社交技巧之統整能否有效協助個

案的主觀性評價。」 

二、 輔導自我效能的構念 

Larson 與 Daniels（1998）回顧 1983 年至 1998 年共十五年間，與輔導自我

效能相關之 32 篇文獻時，發現有十種測量輔導自我效能的方式，其中四種聚焦

於輔導員進行個案輔導時，其助人行為、基礎及進階輔導技巧的統合度等微觀技

巧（Microskill）；兩種在個案及輔導諮商外，從個案管理、團體及家庭治療、心

理衡鑑，及學校要求達成度等面向評估輔導員是否負起責任；另三種分別在不同

專業領域評中評估輔導自我效能，包含學校輔導、職涯輔導，及精神病學等面向；

最後一種則係歸納輔導員與受側錄個案的 19 種互動模式，並據此發展出輔導自

我效能評估的一套流程。 

根據 Larson 與 Daniels（1998）的統計，截至 1998 年，有 43%的輔導自我效

能相關之研究以 Larson 等人（1992）發展的輔導自我效能量表（COSE, Counseling 

Self-Estimate Inventory）為測量工具，且係最多學者採納的方式，足見其具代表

性及完整的輔導自我效能意涵。此外，量表著重輔導人員進階輔導技巧統合度之

評估，其構念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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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觀的輔導技巧（Microskills） 

包含 12道題目，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88，內容如下： 

1.我相信自身使用解釋及面質技術時的用詞係清楚且易懂的。 

2.我覺得自身解釋及面質等技術的內容，和個案的想法是一致的。 

3.我相信自身解釋及面質等技術的內容係簡明扼要的。 

4.我相信自身解釋及面質等技術的內容能在個案即時的回饋中得到驗證。 

5.我覺得我能適時回應個案（既不打斷個案的發言，也不會隔太久回復）。 

6.我相信我能概念化個案的議題。 

7.我相信我能適當回應個案觀點（例如：提出有意義的問題，而非關注細節）。 

8.我相信自身使用情感反映、澄清、探究等技術的內容，和個案的想法是一致的。 

9.我相信自己能夠勝任並獲得個案的尊重。 

10.我相信自身情感反映、積極傾聽、澄清、探究等技術的內容係簡明扼要的。 

11.我相信我能準時，且不以唐突或無理的方式結束晤談。 

12.我相信自身能評估個案的準備度及改變的承諾內容。 

二、輔導的發展進程（Process） 

包含 10道題目，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87，內容如下： 

1.我擔心自身解釋及面質等技術的內容，可能不會隨時間推移而使個案更明確的

定義及澄清自身的議題。 

2.我擔心自身諸如情感反映、解釋等技術的使用，可能在特定情境中係不適當的。 

3.給予回應時，因為情感反映、積極傾聽、澄清，及探究等技術的使用未被個案

即時的回應驗證，我擔心這些技術可能不會有效。 

4.我擔心自身無法適當理解並確定個案非口語行為的意涵。 

5.我不確定自身能否在諮商關係中自然的表達，而非檢視自身每個回應及行為。 

6.我不確定自身在諮商關係中是否能夠適當運用面質及挑戰等技術。 

7.我對個案議題的評估可能不像我預期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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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不確定如何引導個案發展及選擇具體可實踐的目標。 

9.我可能無法維持足以使個案產生信心並積極參與所需的心理強度及能量。 

10.我擔心自身諸如情感反映、澄清，及探究等技術的內容可能會讓個案感到困惑

和難以理解。 

三、棘手的個案行為（Difficult client behaviors） 

包含 7道題目，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80，內容如下： 

1.我覺得自身不具備足夠的技巧去處理個案可能遭遇的不同議題。 

2.我不確定如何與表達含糊和猶豫不決的個案相處。 

3.我覺得自身能處理諮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危機情形，如自殺、酗酒、虐待等。 

4.我覺得自身很難在諮商過程中面對無法以口語表達想法的個案。 

5.我對那些似乎沒有動力去實踐共同目標的個案感到彆扭。 

6.我覺得自身具備足夠的基礎知識來做有效的輔導。 

7.我相信自身知道何時使用開放式或封閉式的探究技術，且其能反映個案關心的

事，而非枝微末節的內容。 

四、文化的擔當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 

  包含 4道題目，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78，內容如下： 

1.我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個案而言都將是有效的輔導人員。 

2.我可能很難站在與自身文化不同的個案的角度，去理解他們所處的情境。 

3.我相信能在輔導關係中彌合自身與少數族裔個案間的文化差異。 

4.我擔心自身無法有效與社會經濟地位比自身低的個案建立關係。 

五、價值的覺知意識（Awareness of values） 

包含 4道題目，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62，內容如下： 

1.我可能在晤談中將自身價值觀強加在個案身上。 

2.我覺得自身可以提供建議。 

3.我覺得自身無法秉持尊重，並以非批判的方式回應個案的價值觀及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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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相信自身能處理私人生活中的議題衝突，並使輔導能力不受影響。 

觀察上述內容，可發現 Larson 等人（1992）探究輔導自我效能時，除了基於

Bandura（1982）對於效能的理解，從認知、社交，及技巧等面向之統整評估輔導

員於輔導工作的能力外，更考量了帶著不同議題前來、具備獨特文化脈絡的個案，

及其與輔導員之間實際的互饋及共構的輔導關係，進而使維護個案權益、促進當

事人及社會福祉的價值，得以融入輔導自我效能的構念中。 

另方面，本研究指稱之輔導自我效能，其研究對象為國小輔導人員，考量到

情境脈絡的影響，因此從 Larson 與 Daniels（1998）整理的文獻中，參照同樣從

學校場域探究輔導自我效能的研究（Sutton & Fall, 1995）。由於國外當時針對學

校輔導人員所發展之自我效能量表不多，故 Sutton 與 Fall（1995）以 Gibson 與

Dembo（1984）的教師效能量表為基礎，且為了為保留 Bandura 理論中效能期望

（Efficacy expectation）與結果期望（Outcome expectation）兩種概念，共經十位

的專業學校輔導人員及輔導員督導（counselor educator）校正，最終發展出此份

輔導自我效能量表，並以李克特氏六點量表的設計，反應輔導人員對該項目的認

同或不認同程度，其構念有三： 

（一）對於成為學校輔導人員的效能期望（Efficacy expectancy） 

  包含 9道題目，與學校輔導人員不同面向的角色定位有關，例如自身能否勝

任系統性、全面性，及發展性等輔導任務的具體目標之發展。 

（二）學校個案諮商角色的效能期望（Efficacy expectancy） 

包含 7道題目，全部與輔導員自身的輔導有關，例如學生之所以能正向改變，

通常是因為輔導員找到了更具效率的輔導方法。 

（三）結果期望（Outcome expectancy） 

包含 3道題目，例如輔導員因教職員過高的期望而降低了自身的效率。 

Sutton 與 Fall（1995）指出，輔導自我效能在當代是較新且相對未被檢驗的

概念，但其結果與先前自我效能相關的研究是一致的，這不只驗證了自我效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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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應用於學校輔導實務的效度，也有助學校輔導人員瞭解輔導自我效能對於個案、

系統，甚至是自身的影響。 

同一時期，國內鄭如安（1993）的研究則依據當時國小輔導工作之現況，以

李克特氏四點量表的設計發展自編之國小輔導人員自我效能量表，其構念有五： 

(一) 輔導技巧 

輔導人員對自身使用各類輔導技巧的評估。 

(二) 輔導過程 

輔導人員對自身於輔導歷程中處遇各種狀況的評估。 

(三) 輔導推展 

輔導人員對自身發展校園輔導工作事務的評估。 

(四) 輔導工作價值 

輔導人員相信親、師、生三方能因自身推行之輔導工作受益的評估。 

(五) 輔導工作能力 

輔導人員對自身輔導工作之推展能力的評估。 

觀察上述構念，輔導人員能以其工作價值為基底，在歷程中運用各類輔導技

巧處遇不同的輔導議題，同時依據環境脈絡推展校園輔導事務及輔導工作。其中，

又以輔導技巧、輔導推展，及輔導工作能力等構念，最能有效預測國小輔導人員

之輔導成效（鄭如安，1993）。 

許憶雯（2010）綜整上述文獻及其他國內外學者輔導自我效能相關之量表，

進而歸納出輔導自我效能包含的六個構念，如下所述： 

(一) 助人技巧的運用 

輔導人員對自身促使個案覺察，進而解決問題之輔導技巧運用的評估。 

(二) 諮商歷程的經營 

輔導人員對自身關心個案、共構輔導關係，並於其中發展目標及給予回饋的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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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輔導人員對自身價值觀、焦慮，及多元文化等面向之覺察及處理的評估。 

(四) 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輔導人員對自身辨識及處理各類個案於不同危機情境之身心狀況的評估。 

(五)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 

輔導人員對自身與親、師、生，及學校心理師、社工師等學校脈絡中之成員

間互動及溝通能力的評估。 

(六) 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 

輔導人員對自身運用校內輔導網絡、校外基金會或組織、網路等資源，以利

個案研討、研習參與，及輔導知能發展之能力的評估。 

江艾穎（2014）認同上述觀點，並以許憶雯（2010）發展之輔導自我效能量

表作為自身研究的工具，其指出輔導人員對自身的覺察，將影響輔導自我效能的

評估，且從學校脈絡看待輔導自我效能時，在晤談所須之輔導技巧，以及與個案

共構之歷程推展的評估外，亦須考量外部環境系統的配合。同樣以此量表作為研

究工具的施筱芸（2014）指出，該量表涵蓋了當代全部有關輔導自我效能之定義，

其構念最為完整。 

後續的研究中，林怡君（2017）綜整了國內 1993 年至 2014年有關輔導自我

效能的文獻，並指出最常被研究者用來解釋的輔導自我效能構念為「助人技巧的

運用」、「諮商歷程的經營」，及「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等三個面向。此外，林

怡君（2017）根據相關文獻，指出學校脈絡下的輔導自我效能，尚須考量「學校

系統中的溝通效能」、「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及「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

等面向，此研究結果與許憶雯（2010）的觀點不謀而合。此外，李碧芸（2015）

以個案研究法探究國小專任教師輔導自我效能後，則將輔導自我效能分為「助人

技巧與歷程效能」、「輔導工作推行效能」、「人際關係效能」、「資源系統合作效能」、

「輔導工作助益效能」、「自我覺察效能」、「危機事件處理效能」等七構念，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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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內涵亦相差無幾。 

  綜上所述，學校場域之輔導自我效能，係以 Bandura（1977）自我效能論中，

效能期望（Efficacy expectation）與結果期望（Outcome expectation）的概念為基

底，同時參照教師自我效能，將情境脈絡的影響納入考量，並根據豐富經驗之輔

導工作者的實務見解，發展出輔導自我效能的構念，並隨輔導工作之現況有所調

整。鑑於此，研究者在歸納第一節國小輔導人員工作現況、前述研究者對輔導自

我效能之定義，及國內外學者（Bandura, 1982；Gibson & Dembo, 1984；Larson & 

Daniels, 1998；Larson et al, 1992；Sutton & Fall, 1995；江艾穎，2014；李碧芸，

2015；林怡君；2017；許憶雯，2010；鄭如安，1993）的見解後，認為本研究所

指稱之輔導自我效能，包含五個構念： 

(一) 助人技巧與歷程 

輔導人員對自身「與個案發展、維持，並結束輔導關係之輔導技巧學習、掌

握，及運用，且於過程中給予關懷、同理，及正向回饋，以利個案設定及達成目

標之能力」的信念。 

(二) 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輔導人員對自身於「價值衝突、個人議題、文化差異，及身心狀況等面向覺

察及處理之能力」的信念。 

(三) 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輔導人員對自身「於不同危機情境下，對各類個案身心狀況評估及處遇之能

力」的信念。 

(四)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 

輔導人員對自身「與親、師、生，及心理師、社工師等學校脈絡中的成員社

交之能力」的信念。 

(五) 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 

輔導人員對自身「運用校內外資源，以利輔導工作發展之能力」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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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 

本節綜整國內品牌形象、輔導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的內容，並根據結果歸納

研究者之發現。 

壹、品牌形象之相關研究 

截至 2019 年 8 月 8 日，研究者檢索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上，主題

名稱包含「品牌形象」一詞之論文共有 1815筆，足見其備受學者重視。 

進一步考量情境脈絡，於「品牌形象」外增加「學校」的關鍵詞，可檢索共

44筆相關論文，且最早可追溯至林文祥（2007）的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學校品牌

形象知覺之研究。由此可見，學校品牌形象屬新興議題，而學校之所以開始重視

品牌形象，並將其與競爭力畫上等號，則與當代少子化及教育市場化的趨勢有關

（林文祥，2007）。 

為使文獻更加貼近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將前述關鍵詞調整為「品牌形象」，

及「國小」或「國民小學」二組，並從一共 28筆的檢索結果中，根據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等面向探究被引用次數達 20 次以上，且與學

校品牌形象相關之文獻。依年代遠近排序後，包含林文慧（2006）、林文祥（2007）、

王清輝（2009）、蔡孟愷（2009）、林怡佳（2011）、余美惠（2012），及陳隆輝（2013）

等人的研究，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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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品牌形象之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研究結果 

林 文 慧

（2006） 

高雄市國

民小學行

銷策略與

品牌形象

關係之研

究 

問卷調查

法；高雄市

公立國小

教育人員

及家長 

1.國民小學能善用各項策略積極行銷，其中以

「人員策略」之推行為最。 

2.國民小學呈現中度以上的品牌形象，尤以「客

體性導向」之表現較佳。 

3.校史較短、小型的學校，較有利於推動學校行

銷。 

4.校史六十年內、大型的學校，有較佳的學校品

牌形象知覺。 

5.男性、兼主任教師知覺到較高的學校品牌形

象。 

6.兼主任教師知覺品牌形象高於兼組長教師及

教師。 

7.教師比家長有較佳的學校行銷策略知覺。 

8.學校品牌形象會依教師和家長而有不同知覺。 

9.學校行銷策略愈佳，越能塑造良好的學校品牌

形象。 

10.學校行銷策略能有效預測學校品牌形象，其

中以通路策略最具有預測力。 

林 文 祥

（2007） 

國民小學

教育人員

對學校品

牌形象知

覺之研究 

問卷調查

法；中部四

縣市的國

小教育人

員 

1.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學校品牌形象各層面的

知覺不同。 

2.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學校品牌形象的理想層

面知覺高於實際感受。 

3.性別、年齡、現任職務、教育程度和服務年資

等個人背景變項會影響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

學校品牌形象知覺。 

4.男性顯著高於女性於品牌形象實際向度中所

知覺之功能性品牌形象。 

5.學校地點、學校規模和創校歷史等學校背景變

項會影響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學校品牌形象

知覺。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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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研究結果 

王 清 輝

（2009） 

國小品牌

定位對教

師品牌認

同 之 影

響：以品

牌形象、

知覺品質

為中介變

項 

問卷調查

法；高雄縣

國小教育

人員 

1.品牌定位對品牌形象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品牌形象對知覺品質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3.品牌形象對品牌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4.知覺品質對品牌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5.品牌形象及知覺品質在品牌定位對品牌認同

的關係中具有中介效果。 

蔡 孟 愷

（2009） 

國民小學

優質學校

與品牌形

象關係之

研究 

問卷調查

法；臺閩地

區公立國

小教育人

員 

1.國小實施優質學校現況以校長領導層面最佳。 

2.國小教育人員知覺學校品牌形象個層面總平

均而言，以經驗性品牌形象最高，功能性品牌

形象次之，象徵性品牌形象最低。 

3.年齡、職務、年資、教育程度、區域、規模會

影響國小教育人員對優質學校的知覺。 

4.年齡、職務、年資、教育程度、區域、創校歷

史是影響國小教育人員對學校品牌形象知覺

的因素。 

5.優質學校與學校品牌形象有高度正相關。 

6.優質學校會正向影響學校品牌形象，反之亦

然。 

林 怡 佳

（2011） 

國民小學

學校品牌

形象之研

究 

問卷調查

法；南投縣

的二所國

小教育人

員及家長 

1.學校品牌形象在各方面表現高於平均值，顯示

學校品牌形象平均表現獲得肯定。 

2.學校品牌形象以經驗性品牌形象為佳，功能性

品牌形象次之，象徵性品牌形象最後。 

3.教育程度是影響國小教育人員學校品牌形象

知覺的因素。 

4.年齡與教育程度是影響國小學生家長學校品

牌的因素。 

5.越區就讀學生家長在品牌形象知覺分數高於

本學區學生家長。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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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研究結果 

余 美 惠

（2012） 

國小家長

知覺學校

行 銷 策

略、學校

品牌形象

與學校滿

意度之相

關研究 

問卷調查

法；彰化縣

公立國小

家長 

1.彰化縣國民小學學校行銷策略整體現況為中

上程度，以通路策略層面最高。 

2.彰化縣國民小學學校品牌形象整體現況為中

上程度，以經驗性品牌形象層面最高，功能性

品牌形象次之，象徵性品牌形象最後。 

3.彰化縣國民小學學校滿意度整體現況為大致

良好，以教學品質層面最高。 

4.彰化縣國民小學家長之整體學校行銷策略會

因其身分、教育程度、學校地區不同而有顯著

差異；整體學校品牌形象會因其教育程度、學

校地區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整體學校滿意度會

因教育程度與學校地區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5.彰化縣國民小學學校行銷策略、學校品牌形象

與學校滿意度彼此間有顯著中度至高度正相

關。 

6.彰化縣國民小學學校行銷策略與學校品牌形

象的各個層面皆對學校滿意度具有預測力，其

中以經驗性品牌形象最具預測力。 

陳 隆 輝

（2013） 

學校品牌

形象、學

校教育行

銷與忠誠

滿意度對

於學校永

續經營的

關聯性之

研究－以

臺中市某

公立國民

小學為例 

問卷調查

法；臺中市

某公立國

小家長 

1.學校品牌形象對忠誠滿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且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2.學校教育行銷對忠誠滿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且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3.學校品牌形象對學校永續經營具有正向的影

響，兩者雖無直接影響的關係。但是經由忠誠

滿意度之間接影響。可知，學校品牌形象非直

接對學校永續經營產生影響，而是透過家長對

於忠誠滿意度之中介效果來影響。 

4.學校教育行銷對學校永續經營具有正向的影

響關係，兩者直接影響的關係，亦透過忠誠滿

意度的作用間接影響。由於家長對於學校教育

行銷有正面的認知，可能增加對於學校忠誠滿

意度，因而，積極提升學校教育行銷，將有利

於學生家長對於學校的忠誠滿意度。 

5.忠誠滿意度對學校永續經營具有正向的影響

關係，且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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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以國小為研究場域的品牌形象相關之研究中，部分從研究對象之背景

變項探討品牌形象知覺的差異（林文祥，2007；林怡佳，2011），且為因應少子

化及教育市場化之趨勢，而多以品牌定位、行銷策略、學校忠誠滿意度、優質

學校，及永續經營等面向為研究主題（王清輝，2009；余美慧，2012；林文

慧，2006；陳隆輝，2013；蔡孟愷，2009），而將焦點放在塑造良好品牌形象的

策略、影響家長教育選擇的探討，及知覺品牌形象差異的背景因素等議題。 

研究對象及方法的選擇上，皆以問卷調查法蒐集教育人員單方、家長單方，

或二者兼具之研究資料，並反覆驗證不同研究間的結果，如學校品牌形象於經驗

性品牌形象層面最佳（余美慧，2012；林宜佳，2011；蔡孟愷，2009）；學校、家

長、教育人員等三方之背景變項對國小品牌形象知覺有顯著影響（余美惠，2012；

林文慧，2006；林文祥，2007；林怡佳，2011；蔡孟愷，2009）；以及學校行銷策

略能有效預測學校品牌形象（余美慧，2012；林文慧，2006）等。整體而言，知

覺國小品牌形象現況為中上程度（余美慧，2012；林文慧，2006；林怡佳，2011）；

分構念觀之，則以經驗性品牌形象最高，功能性品牌形象次之，象徵性品牌形象

最低（余美慧，2012；林怡佳，2011；蔡孟愷，2009）。 

鑑於上述發現，為快速獲得及分析大量資料，本研究之品牌形象部分採用問

卷調查法，並以國小輔導人員為研究對象，期盼在品牌形象知覺對外部家長教育

選擇已知的影響外，同時關注品牌形象知覺與內部學校人員的關係，以作為學校

品牌形象相關之決策及未來研究參考。 

貳、輔導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 

截至 2019 年 8 月 8 日，研究者檢索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上，主題

名稱包含「自我效能」一詞之論文共有 2518 筆，但若加上「輔導」或「諮商」

一詞，包含「輔導自我效能」或「諮商自我效能」一詞之論文僅有 39 筆，可見

自我效能備受學者重視，但甚少從輔導諮商場域探究其概念。 

進一步考量情境脈絡，將「摘要中包含『學校』」納入前述條件，可檢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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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筆相關論文，且最早可翻閱至鄭如安（1993）的國小輔導人員之社會支持、輔

導自我效能與輔導成效之相關研究。由此觀之，雖學校人員輔導自我效能之探究

已行之有年，但與 161 筆主題名稱包含「教師自我效能」一詞的論文相比，仍有

許多探討的空間。 

為使文獻能夠符應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將原先關鍵詞修改為「輔導自我效

能」或「諮商自我效能」，及「國小」或「國民小學」二組，並從一共 25筆的檢

索結果中，依照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等面向探討所有與

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相關之文獻。依年代遠近排序後，包含鄭如安（1993）、

吳育沛（2007）、黃文瑄（2014）、黃國倫（2014）、李碧芸（2015）、王若雯（2017）、

陳怡君（2019）等人的研究，如表 2-3： 

表 2-3  

輔導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研究結果 

鄭 如 安

（1993） 

國小輔導

人員之社

會支持、

輔導自我

效能與輔

導成效之

相關研究 

文獻分析

法及問卷

調查法；

南部地區

國小輔導

人員 

1.學校輔導工作的推動，尚有待學校其他員的大力支

持。 

2.輔導人員對輔導工作皆高度肯定其價值。 

3.輔導人員輔導工作推展的自我效能較低。 

4.學校的輔導成效尚有待加強。 

5.男性、年齡較長、已婚、有較長的輔導工作經驗及較

高職務的輔導人員，其輔導自我效能較高。 

6.學校規模在 24班以下，和 60班以上之學校，其輔導

成效都呈下降的現象。 

7.學校規模與學校所在地區都不會影響輔導人員的輔

導自我效能。 

8.上司支持、同事支持和親友家人支持越高，則輔導自

我效能越高。 

9.輔導自我效能越高的輔導人員，其輔導成效也越好。 

10.男性、年齡較長、有較長輔導工作經驗及擔任較高職

務的輔導人員，其輔導成效也較好。 

11.感受到較高支持的輔導人員，其輔導成效也越好。 

12.輔導技巧的效能、輔導推展的效能和輔導工作能力

的效能對輔導成效之預測最為重要。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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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研究結果 

吳 育 沛

（2007） 

國小輔導

教師多元

文化輔導

知能覺察

與輔導自

我效能之

相關研究 

問卷調查

法；臺北

市與新北

市國小輔

導教師 

1.國小輔導教師自覺在多元文化輔導知能覺察部分屬

於中上程度。以「多元文化輔導信念與態度」最高，

其次依序為「多元文化輔導技能」與「多元文化輔導

知識」。 

2.國小輔導教師自覺在輔導自我效能部分屬於中上程

度。「輔導自我效能」狀況由高而低，依序為「輔導

工作價值效能」、「輔導技巧效能」、「輔導推展效能」、

「輔導過程效能」、「輔導工作能力效能」。 

3.不同年齡組、婚姻狀況、服務年資、職務與接觸新移

民子女人數之臺北市、新北市國小輔導教師，其多元

文化輔導知能覺察有明顯差異。 

4.不同性別、學歷、輔導背景、研習時數之臺北市、新

北市國小輔導教師，其多元文化輔導知能覺察無差

異。 

5.不同性別、年齡組、職務之臺北市、新北市國小輔導

教師，其輔導自我效能有差異。 

6.不同婚姻狀況、服務年資、學歷、輔導相關背景、研

習時數、接觸新移民子女人數之臺北市、新北市國小

輔導教師，其輔導自我效能沒有差異。 

7.國小輔導教師的多元文化輔導知能覺察與輔導自我

效能有顯著相關。 

黃 文 瑄

（2014） 

桃園縣國

民小學級

任教師人

格特質與

輔導自我

效能關係

之研究 

問卷調查

法；桃園

縣公立國

小級任教

師 

1.桃園縣國民小學級任教師之人格特質屬中高程度，且

最傾向友善性與謹慎負責性。 

2.桃園縣國民小學級任教師之輔導自我效能屬中高程

度，且對班級經營與正向管教與師生關係的知覺最

高。 

3.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服務年資之桃園縣國民

小學級任教師在人格特質上具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

任教年段、教育程度、教育背景之國小級任教師在人

格特質上則未達顯著差異。 

4.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任教年段、服務年資及

教育背景之桃園縣國民小學級任教師在輔導自我效

能上具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教育程度之國小級任教

師在輔導自我效能上則未達顯著差異。 

5.桃園縣國民小學級任教師人格特質與輔導自我效能

有顯著正相關存在，且人格特質之謹慎負責性及友善

性可有效正向預測教師之輔導自我效能，其中謹慎負

責性的預測力較高。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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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研究結果 

黃 國 倫

（2014） 

苗栗縣國

小級任教

師心理資

本與輔導

自我效能

之調查研

究 

問卷調查

法；苗栗

縣公立國

小級任教

師 

1.苗栗縣國小級任教師心理資本與輔導自我效能的表

現具中上程度。 

2.中小型學校、兼任認輔老師之國小級任教師心理資本

程度較高 

3.年長、中小型學校、資深之國小級任教師輔導自我效

能程度較高。 

4.心理資本與輔導自我效能達中度顯著正相關。 

5.國小級任教師的心理資本變項中，對輔導自我效能整

體的解釋量為 38.4%，其中「希望」的解釋量為 31.8%，

為主要預測變項。 

李 碧 芸

（2015） 

一位國小

專任輔導

教師輔導

自我效能

之探究  

個案研究

法；國小

專任輔導

教師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輔導自我效能之內涵包括七大向

度： 

1.助人技巧與歷程效能：包括展現積極的態度、善用晤

談技巧、建立信任關係，以及有效進行個別諮商。 

2.輔導工作推行效能：包括建置諮商軟硬體設備、增進

親師生對輔導的認識、有效實施小團體輔導、積極落

實輔導課程、留意教授其他課程的細節、致力推廣甜

心園信箱、積極協辦生命教育講座，以及強化輔導三

級制概念。 

3.人際關係效能：能與導師、行政人員、學生、家長及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維持良好的互動與溝通。 

4.資源系統合作效能：能有效連結導師及科任教師、特

教教師、認輔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及專任專業輔導

人員，以提升系統整體之力量 。 

5.輔導工作助益效能：能藉由輔導工作，對導師、學生

及家長有所助益。 

6.自我覺察效能：包括覺察個人對工作的影響、投入自

我成長、因應專業耗竭，以及肯定自我價值與意義。 

7.危機事件處理效能：包括採取適當的介入形式、啟動

危機事件處理機制，及與專業角色分工並各掌其職。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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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與對象 

研究結果 

王 若 雯

（2017） 

高雄市國

小輔導教

師工作投

入、工作

壓力與輔

導自我效

能關係之

研究 

問卷調查

法；高雄

市公立國

小輔導教

師 

1.高雄市國小輔導教師在工作投入表現得分普遍均高，

屬於中上程度。 

2.高雄市國小輔導教師在工作壓力表現得分接近中等

程度。 

3.高雄市國小輔導教師在輔導自我效能表現得分普遍

均高，屬於中上程度。 

4.高雄市國小輔導教師工作投入、工作壓力因個人背景

變項不同而有所不同，對輔導自我效能沒有影響。 

5.高雄市國小輔導教師工作投入與工作壓力有顯著負

相關。 

6.高雄市國小輔導教師工作投入與輔導自我效能有顯

著負相關。 

7.高雄市國小輔導教師工作壓力與輔導自我效能有顯

著正相關。 

8.高雄市國小輔導教師工作投入與工作壓力對「自我效

能預期」層面具有預測力。 

陳 怡 君

（2019） 

國民小學

專任輔導

教師情緒

勞務與輔

導自我效

能關係之

研究 

問卷調查

法；全國

國小專任

輔導教師 

  

1.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整體情緒勞務屬「中高」程度，

其中以「情緒勞務規範」向度的表現最高，「表層演

出」向度的表現最低。 

2.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在整體輔導自我效能屬「中

高」程度，其中「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向度的表現

最高，「危機處理效能」向度的表現最低。 

3.在深層演出向度，男性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的情緒

勞務表現高於女性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 

4.年資淺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的情緒勞務表現高於

年資深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 

5.在學校系統的人際溝通效能向度，已婚國民小學專任

輔導教師的輔導自我效能表現高於未婚國民小學專

任輔導教師。 

6.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情緒勞務表現愈高，其輔導自

我效能表現愈高。 

7.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真情流露、深層演出、輔導服

務年資 6 到 10 年、婚姻狀態對其輔導自我效能表現

有預測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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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以國小為研究場域的輔導自我效能相關之研究中，除李碧芸（2015）著

重輔導自我效能之構念探究，其他研究大致以「外在環境因素」與「內在心理因

素」兩面向為研究主題，前者如社會支持（鄭如安，1993）、工作投入與工作壓

力（王若雯，2016），及情緒勞務（陳怡君，2018）等變項；後者如多元文化輔

導知能覺察（吳育沛，2007）、人格特質（黃文瑄，2014），及心理資本（黃國倫，

2014）等變項，並關注輔導自我效能差異之影響因素、提升輔導自我效能的策略，

及輔導成效預測的探究等議題。 

研究對象及方法的選擇上，除李碧芸（2015）分析一位國小專任輔導教師之

訪談結果，以個案研究法獲得研究結果外，其他研究皆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輔導人

員（輔導處室相關成員）、級任教師，或專任輔導教師（因應 2014年所訂定之學

生輔導法新增的員額編制）之研究資料，並反覆檢驗不同研究間的結果，如性別

對輔導自我效能有影響（吳育沛，2007；黃文瑄，2014；鄭如安，1993）；年齡

對輔導自我效能有影響（吳育沛，2007；黃文瑄，2014；黃國倫，2014；鄭如安，

1993）；婚姻狀況對輔導自我效能有影響（陳怡君，2019；鄭如安，1993）；職務

對輔導自我效能有影響（吳育沛，2007；黃文瑄，2014；鄭如安，1993）；服務

年資對輔導自我效能有影響（黃國倫，2014；鄭如安，1993）等；整體而言，國

小輔導人員、級任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之自我效能皆屬中上程度（王若雯，2017；

吳育沛，2007；陳怡君，2019；黃國倫，2014）。 

其中，吳育沛（2007）的研究發現，不同婚姻狀況與服務年資，並未影響臺

北市及新北市國小輔導教師之輔導自我效能，此與上述部分研究結果相左（陳怡

君，2019；黃國倫，2014；鄭如安，1993）。此外，鄭如安（1993）指出學校的規

模並不會影響輔導人員的輔導自我效能，也與黃國倫（2014）指出中小型學校之

級任教師輔導自我效能程度較高的研究結果不符。 

基於上述發現，為分析大量資料，本研究之輔導自我效能部分採用問卷調查

法，以國小輔導人員為研究對象，期望反覆驗證或解釋研究結果之異同、同時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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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當前國小輔導人員之輔導自我效能與品牌形象知覺的關係，以作為學校輔導人

員提升輔導自我效能之建議及日後研究參考。 

參、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 

截至 2019 年 8 月 8 日，研究者檢索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上，未發

現主題名稱同時包含「品牌形象」、「輔導自我效能」或「諮商自我效能」一詞之

論文。然而品牌形象在少子化及教育市場化趨勢下，儼然成為當今學校經營的顯

學，惟其多關注行銷、家長滿意度及影響教師知覺因素等層面，而鮮少關注品牌

形象對於學校人員的影響，因此雖未有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參照，

但在自我效能備受學者重視，及較少以學校輔導工作為場域探究自我效能的情況

下，本研究探討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二者的相關，實具其價值性及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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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介紹研究架構與方法、研究樣本、研究工具、實施程序，以及資料

處理，以下分為五節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臺北市國小輔導人員為研究對象，旨在探究國小輔

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的相關情形，同時考量受試

者不同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畢業系所、婚姻狀態、職位、服務年資、學校

規模等背景變項，以自編之「國小輔導人員工作概況問卷」蒐集上述資料，並以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及迴歸分析法進行統計分析，以期達成研

究目的，並據此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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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說明如下： 

一、以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

室品牌形象的差異情形。 

二、以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

效能的差異情形。 

三、以積差相關探討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二者間

的關係。 

四、透過迴歸分析法，設輔導室品牌形象為自變項，輔導自我效能為依變項，探

討前者對後者的預測力。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臺北市國小輔導人員，為使研究結果貼近事實原貌，研究者親

自致電臺北市 142 間公立國民小學輔導室（處）、教導（輔）處、學輔處或其他

處室之教職員，經說明研究內容、詢問與研究對象相符之人數後，統計出母群體

共 704 人，並以普查的方式獲得研究資料。 

本研究發出之問卷共 704 份，回收 587 份，回收率為 83.38%；有效問卷為

575份，有效問卷率為 81.68%。 

 當中，考量研究對象之背景變項可能因樣本分布之偏頗，致使研究之推論有

誤，故研究者將設計變項中人數低於 10%的反應變項與鄰近選項或相近選項合

併，包括「教育程度中的『博士』與『碩士』合併為『碩士以上』」，與「職位中

的『駐校心理師或駐校社工師』與『專任輔導教師』合併為『專業輔導人員』」，

以及「服務年資中的『30 年以上』與『20 至未滿 30 年』合併為『20 年以上』」

等變項，以利後續統計之分析。 

有效樣本調整前後之基本資料分析表，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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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有效樣本調整前後之基本資料分析表 

背景

變項 

調整前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調整後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22 21.2 % 男 122 21.2 % 

女 453 78.8 % 女 453 78.8 % 

年齡 未滿 30歲  82 14.3 % 未滿 30歲  82 14.3 % 

30至未滿 40 歲 167 29.0 % 30至未滿 40歲 167 29.0 % 

40至未滿 50 歲 238 41.4 % 40至未滿 50歲 238 41.4 % 

50歲以上  88 15.3 % 50歲以上  88 15.3 % 

教育

程度 

專科（含師

專）、學士 

214 37.2 % 專科（含師專）、

學士 

214 37.2 % 

碩士（含 40 學

分班結業） 

348 60.5 %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班結業） 

361 62.8 % 

博士  13  2.3 % 

畢業

系所 

輔導諮商心理

相關系所組 

188 32.7 % 輔導諮商心理相

關系所組 

188 32.7 % 

其他 387 67.3 % 其他 387 67.3 % 

婚姻

狀態 

未婚 219 38.1 % 未婚 219 38.2 % 

已婚 354 61.6 % 已婚 354 61.8 % 

遺漏值   2  0.3 %    

職位 主任 121 21.0 % 主任 121 21.0 % 

組長 225 39.1 % 組長 225 39.1 % 

專任輔導教師 100 17.4 % 專業輔導人員

（含專任輔導教

師、駐校心理

師、駐校社工

師） 

115 20.0 % 

駐校心理師或

駐校社工師 

 15  2.6 % 

兼任輔導教師 114 19.8 % 兼任輔導教師 114 19.8 % 

服務

年資 

未滿 5年 120 20.9 % 未滿 5年 120 20.9 % 

5至未滿 10年  76 13.2 % 5至未滿 10年  76 13.2 % 

10至未滿 20 年 203 35.3 % 10至未滿 20年 203 35.3 % 

20至未滿 30 年 142 24.7 % 20年以上 176 30.6 % 

30年以上  34  5.9 %    

學校

規模 

23班以下 185 32.2 % 23班以下 185 32.2 % 

24至 48班 269 46.8 % 24至 48班 269 46.8 % 

49班以上 121 21.0 % 49班以上 121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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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其研究工具係以研究架構及文獻探討結果為基礎所發

展之自編問卷，並藉此探究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

相關情形。 

為使受試者有效作答，本研究將此工具命名為「國小輔導人員工作概況問卷」，

並將其分為「個人背景變項」、「輔導室品牌形象調查（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

及「輔導人員工作調查（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量表）」等三部分，以下分

別說明其編製過程： 

壹、個人背景變項 

為瞭解不同背景之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及輔導自我效能的差

異情形，本研究蒐集輔導人員個人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畢

業系所、婚姻狀態、職位、服務年資、學校規模等八項為外擾變項之類別變項，

以探究受試者特質的分布情形。 

貳、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 

本量表根據文獻探討結果，綜整國小輔導人員工作現況之資料、自身參與國

小輔導室工作之實際經驗，及參照現有品牌形象相關之量表（林文祥，2007；黃

式維，2013；黃千盈，2014；蘇雅雯，2011），並經專家內容效度考驗後編製而

成。 

(一) 構念與題目 

本量表的構念所對應之題目，如表 3-2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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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構念與題目 

構念 概念型定義 題目 

功 能

性 品

牌 形

象 

對於品牌功能中，物質、

物理屬性能滿足學校職

員、學生、家長，及社區

人員外部需求之認知，包

含個案諮商、團體輔導、

班級輔導、輔導知能研

習、輔導諮詢等教學課

程，以及輔導室、諮商室

等硬體設備等。 

1.輔導處室的空間規劃美觀舒適。 

2.輔導處室的設施，如辦公室、團輔室，及

諮商室等能滿足輔導工作需求。 

3.輔導處室的設備，如電腦、測驗量表，及

輔導媒材等能滿足輔導工作需求。 

4.輔導處室能妥善維護各項設施與設備。 

5.親、師、生三方肯定輔導處室提供的輔導

相關研習、課程，及服務之品質。 

6.輔導處室規劃的相關活動具有能吸引學

生之特色。 

象 徵

性 品

牌 形

象 

對於品牌在社會方面能

滿足學校職員、學生、家

長，及社區人員內部需求

的認知，包含大眾對於輔

導室功能的評價，與個案

諮商、團體輔導、班級輔

導、輔導知能研習、輔導

諮詢等課程特色，以及輔

導室成員特質等。 

1.輔導處室在社區中的名聲良好。 

2.輔導處室在學校內的名聲良好。 

3.輔導處室與其他處室之合作關係良好。 

4.輔導處室與親、師、生之合作關係良好。 

5.輔導處室內部成員之合作關係良好。 

6.輔導處室內部成員具輔導工作熱忱。 

7.輔導處室主任的領導能力備受肯定。 

8.輔導處室成員的輔導能力備受肯定。 

經 驗

性 品

牌 形

象 

對於品牌在心理方面創

造良好及珍貴經驗，能為

學校職員、學生、家長，

及社區人員帶來心理愉

悅、豐富多變，及滿足等

感受的認知，包含參與輔

導室所舉辦之活動、運用

輔導室相關資源等經驗。 

1.輔導處室舉辦的講座能提升親、師、生的

輔導知能。 

2.輔導處室舉辦的相關活動能為親、師、生

留下良好及珍貴的經驗。 

3.輔導處室提供的輔導諮詢，能為親、師留

下良好的印象。 

4.輔導處室提供的個案輔導、團體輔導等，

能為學生留下良好的印象。 

5.在輔導處室工作，會因為能協助親、師、

生解決問題，而獲得成就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量表包含「完全不符合」、「少部分符合」、「部分符合」、「大部分符合」，

及「完全符合」等選項，並根據李克特氏五點量表方式，依序以 1、2、3、4、5

分計算。該量表內，研究對象所獲得各項研究變項之平均分數愈高，表示其知覺

之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愈高；反之，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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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度分析 

為評估本研究編製之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題目是否合宜，研究者以

SPSS進行 Cronbach’s Alpha 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3-3： 

表 3-3  

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信度分析表 

構

念 

題目 相關

性 

刪除後

的 α值 

構念

α值 

功

能

性

品

牌

形

象 

1.輔導處室的空間規劃美觀舒適。 

2.輔導處室的設施，如辦公室、團輔室，及諮商室等能滿

足輔導工作需求。 

3.輔導處室的設備，如電腦、測驗量表，及輔導媒材等能

滿足輔導工作需求。 

4.輔導處室能妥善維護各項設施與設備。 

5.親、師、生三方肯定輔導處室提供的輔導相關研習、課

程，及服務之品質。 

6.輔導處室規劃的相關活動具有能吸引學生之特色。 

.619 

.673 

 

.688 

 

.678 

.581 

 

.534 

.823 

.809 

 

.805 

 

.809 

.827 

 

.835 

.844 

象

徵

性

品

牌

形

象 

1.輔導處室在社區中的名聲良好。 

2.輔導處室在學校內的名聲良好。 

3.輔導處室與其他處室之合作關係良好。 

4.輔導處室與親、師、生之合作關係良好。 

5.輔導處室內部成員之合作關係良好。 

6.輔導處室內部成員具輔導工作熱忱。 

7.輔導處室主任的領導能力備受肯定。 

8.輔導處室成員的輔導能力備受肯定。 

.676 

.752 

.739 

.780 

.696 

.739 

.568 

.720 

.900 

.893 

.895 

.891 

.898 

.895 

.910 

.896 

.909 

 

經

驗

性

品

牌

形

象 

1.輔導處室舉辦的講座能提升親、師、生的輔導知能。 

2.輔導處室舉辦的相關活動能為親、師、生留下良好及珍

貴的經驗。 

3.輔導處室提供的輔導諮詢，能為親、師留下良好的印象。 

4.輔導處室提供的個案輔導、團體輔導等，能為學生留下

良好的印象。 

5.在輔導處室工作，會因為能協助親、師、生解決問題，

而獲得成就感。 

.732 

.769 

 

.788 

 

.765 

 

.693 

.878 

.870 

 

.867 

 

.871 

 

.890 

.898 

 根據表 3-3，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於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

經驗性品牌形象等三構念之信度值依序為.844、.909、.898，皆為高度信度值。 

此外，由於刪除象徵性品牌形象第 7題「輔導處室主任的領導能力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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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增加的信度係數<0.001，且刪除其餘各構念任一題目皆會使該題目所屬構念

之原始信度係數下降，因此研究者未刪除任一題目。 

參、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量表 

本量表根據文獻探討結果，綜整國小輔導人員工作現況之資料、自身參與國

小輔導室工作之實際經驗、參照李碧芸（2015）以個案研究法探究國小專任輔導

教師之輔導自我效能所得之結果，及現有輔導自我效能相關之量表（Larson 等人，

1992；林怡君，2017；許憶雯，2010），並經專家內容效度考驗後編製而成。 

(一) 構念與題目 

本量表的構念所對應之題目，如表 3-4： 

表 3-4  

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量表之構念與題目 

構念 概念型定義 題目 

助人

技巧

與歷

程 

輔導人員對

自身「與個

案發展、維

持，並結束

輔導關係之

輔導技巧學

習、掌握及

運用，且於

過程中給予

關懷、同理，

及 正 向 回

饋，以利個

案設定及達

成目標之能

力」的信念。 

1.我能和不同的個案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 

2.我能依據個案不同的特質，發展適合個案的晤談形式。 

3.我能在輔導關係中維持輔導人員應有的真誠、無條件正向關懷

及積極同理。 

4.我能追隨及處理個案的口語及非口語訊息，並知道如何同理與

回應個案的想法。 

5.我能追隨及處理個案的口語及非口語訊息，並知道如何同理與

回應個案的感受。 

6.我能準確評估個案的議題。 

7.我能不斷給予個案正向回饋，協助其聚焦及實踐目標。 

8.我能妥善結束輔導關係，並延續對個案的關心，或慎重的進行

轉銜。 

9.我能掌握個案口語及非口語的訊息。 

10.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傾聽、同理、情感反映、立即性、開放

問句等方式協助個案自我覺察。 

11.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傾聽、同理、情感反映、立即性、開放

問句等方式協助個案設立目標。 

12.我具有個案概念化的能力，且能適時摘要及回饋。 

13.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正向回饋、行為改變技術、角色扮演及

行為演練，以協助個案採取行動。 

14.我能運用多元媒材，找出個案的優勢能力。 

15.我能持續學習與進修，以因應輔導工作中可能遭遇的難題。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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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念 概念型定義 題目 

自我

覺察

與多

元尊

重 

輔導人員對

自身於「價

值衝突、個

人議題、文

化差異，及

身心狀況等

面向覺察及

處 理 之 能

力」的信念。 

1.我對不同的個案而言皆是有效的輔導人員，且認為輔導工作是

有價值的。 

2.我能尊重個案想法，避免將自身價值觀強加於個案。 

3.我能妥善處理私人生活的議題，不使輔導工作的能力受到影響。 

4.我能和「與自身不同社會階層，或不同文化族群」之個案建立關

係，並同理對方的想法。 

5.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況，並適時調整情緒。 

6.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評估自己的限制，並尋求其他輔導資源的協

助。 

危機

事件

的處

理效

能 

輔導人員對

自身「於不

同危機情境

下，對各類

個案身心狀

況評估及處

遇之能力」

的信念。 

1.我能評估各類個案所處情境之風險，如雙親離異、家暴、性平，

及霸凌事件等。 

2.我能辨識各類個案的身心狀況，如嚴重適應欠佳、身心障礙，及

精神疾患等。 

3.我能協助個案處理各類危機事件，如家暴事件、性平事件、霸凌

事件、自傷或自殺事件，及其他重大創傷事件等。 

4.我能立即且適當的介入各類危機，如緊急性的師生或學生衝突，

及精神疾患個案危機等。 

5.我能處理難以應對的個案議題，如個案沉默、無法以口語表達、

猶豫不決，及迷戀輔導人員等。 

6.我能掌握各類危機事件處理機制之法規及流程。 

學校

系統

中的

溝通

效能 

輔導人員對

自身「與親、

師、生，及

心理師、社

工師等學校

脈絡中的成

員社交之能

力」的信念。 

1.我能向家長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家長共同協助個案。 

2.我能向導師及科任教師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他們共同協助個

案。 

3.我能向其他處室的同仁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他們共同協助個

案。 

4.我能向同一處室的同仁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他們共同協助個

案。 

5.我能與同一處室的同仁討論個案議題，藉此提升輔導知能。 

6.我能向學生介紹輔導處室，使輔導人員成為學生信任的對象。 

7.我能成為校內輔導支援系統的聯繫窗口，隨時提供諮詢服務及

輔導資源。 

輔導

網絡

與資

源運

用的

效能 

輔導人員對

自身「運用

校 內 外 資

源，以利輔

導工作發展

之能力」的

信念。 

1.我能與校內同仁召開個案會議，共同尋找輔導策略及相關資源。 

2.我能藉由各類學習管道，如閱讀、研習、網路資源，及支持團體

等，持續提昇自身輔導專業的知能。 

3.我能尋求專業輔導人員的協助，如督導、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

師，及社工師等，並於必要時積極轉介。 

4.我能善用政府機構資源發展學校輔導工作。 

5.我能善用民間組織資源發展學校輔導工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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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包含「完全不認同」、「少部分認同」、「部分認同」、「大部分認同」，

及「完全認同」等選項，並根據李克特氏五點量表方式，依序以 1、2、3、4、5

分計算。該量表內，研究對象所獲得各項研究變項之平均分數愈高，表示其知覺

之輔導自我效能愈高；反之，則愈低。 

(二) 信度分析 

為評估本研究編製之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量表之題目是否合宜，研究

者以 SPSS進行 Cronbach’s Alpha 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3-5： 

表 3-5  

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量表之信度分析表 

構

念 

題目 相關

性 

刪除後

的 α值 

構念

α值 

助

人

技

巧

與

歷

程 

1.我能和不同的個案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 

2.我能依據個案不同的特質，發展適合個案的晤談形式。 

3.我能在輔導關係中維持輔導人員應有的真誠、無條件正

向關懷及積極同理。 

4.我能追隨及處理個案的口語及非口語訊息，並知道如何

同理與回應個案的想法。 

5.我能追隨及處理個案的口語及非口語訊息，並知道如何

同理與回應個案的感受。 

6.我能準確評估個案的議題。 

7.我能不斷給予個案正向回饋，協助其聚焦及實踐目標。 

8.我能妥善結束輔導關係，並延續對個案的關心，或慎重

的進行轉銜。 

9.我能掌握個案口語及非口語的訊息。 

10.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傾聽、同理、情感反映、立即性、

開放問句等方式協助個案自我覺察。 

11.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傾聽、同理、情感反映、立即性、

開放問句等方式協助個案設立目標。 

12.我具有個案概念化的能力，且能適時摘要及回饋。 

13.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正向回饋、行為改變技術、角色

扮演及行為演練，以協助個案採取行動。 

14.我能運用多元媒材，找出個案的優勢能力。 

15.我能持續學習與進修，以因應輔導工作中可能遭遇的難

題。 

.686 

.741 

.649 

 

.759 

 

.773 

 

.696 

.701 

 

.710 

 

.790 

.781 

.775 

 

.776 

 

.784 

 

.699 

.541 

.946 

.945 

.947 

 

.944 

 

.944 

 

.946 

.946 

 

.946 

 

.944 

.944 

.944 

 

.944 

 

.944 

 

.946 

.950 

.949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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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念 

題目 相關

性 

刪除後

的 α值 

構念

α值 

自

我

覺

察

與

多

元

尊

重 

1.我對不同的個案而言皆是有效的輔導人員，且認為輔導

工作是有價值的。 

2.我能尊重個案想法，避免將自身價值觀強加於個案。 

3.我能妥善處理私人生活的議題，不使輔導工作的能力受

到影響。 

4.我能和「與自身不同社會階層，或不同文化族群」之個案

建立關係，並同理對方的想法。 

5.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況，並適時調整情

緒。 

6.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評估自己的限制，並尋求其他輔導資

源的協助。 

.617 

 

.651 

.684 

 

.640 

 

.696 

 

.662 

.849 

 

.842 

.835 

 

.843 

 

.834 

 

.839 

.863 

危

機

事

件

的

處

理

效

能 

1.我能評估各類個案所處情境之風險，如雙親離異、家暴、

性平，及霸凌事件等。 

2.我能辨識各類個案的身心狀況，如嚴重適應欠佳、身心

障礙，及精神疾患等。 

3.我能協助個案處理各類危機事件，如家暴事件、性平事

件、霸凌事件、自傷或自殺事件，及其他重大創傷事件

等。 

4.我能立即且適當的介入各類危機，如緊急性的師生或學

生衝突，及精神疾患個案危機等。 

5.我能處理難以應對的個案議題，如個案沉默、無法以口

語表達、猶豫不決，及迷戀輔導人員等。 

6.我能掌握各類危機事件處理機制之法規及流程。 

.674 

 

.704 

 

.788 

 

 

.767 

 

.711 

 

.671 

.883 

 

.879 

 

.866 

 

 

.869 

 

.879 

 

.884 

.895 

學

校

系

統

中

的

溝

通

效

能 

1.我能向家長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家長共同協助個案。 

2.我能向導師及科任教師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他們共同

協助個案。 

3.我能向其他處室的同仁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他們共同

協助個案。 

4.我能向同一處室的同仁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他們共同

協助個案。 

5.我能與同一處室的同仁討論個案議題，藉此提升輔導知

能。 

6.我能向學生介紹輔導處室，使輔導人員成為學生信任的

對象。 

7.我能成為校內輔導支援系統的聯繫窗口，隨時提供諮詢

服務及輔導資源。 

.749 

.807 

 

.788 

 

.827 

 

.744 

 

.731 

 

.709 

.915 

.910 

 

.911 

 

.908 

 

.916 

 

.917 

 

.919 

.925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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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念 

題目 相關

性 

刪除後

的 α值 

構念

α值 

網

輔

導

網

絡

與

資

源

運

用

的

效

能 

1.我能與校內同仁召開個案會議，共同尋找輔導策略及相

關資源。 

2.我能藉由各類學習管道，如閱讀、研習、網路資源，及支

持團體等，持續提昇自身輔導專業的知能。 

3.我能尋求專業輔導人員的協助，如督導、諮商心理師、臨

床心理師，及社工師等，並於必要時積極轉介。 

4.我能善用政府機構資源發展學校輔導工作。 

5.我能善用民間組織資源發展學校輔導工作。 

.629 

 

.619 

 

.719 

 

.770 

.754 

.860 

 

.862 

 

.839 

 

.825 

.830 

.871 

 根據表 3-5，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於助人技巧與歷程、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五

構念之信度值依序為.949、.863、.895、.925、.871，皆為高度信度值。  

此外，由於刪除助人技巧與歷程第 15 題「我能持續學習與進修，以因應輔

導工作中可能遭遇的難題」時，增加的信度係數<0.001，且刪除其餘各構念任一

題目皆會使該題目所屬構念之原始信度係數下降，因此研究者未刪除任一題目。 

第四節 實施程序 

2019 年，研究者於 4 月至 8 月間蒐集與探討文獻，據此擬出研究方向、建

立研究架構，並決定以普查的方式發放問卷；8月至 9月間編纂及發放專家審閱

用問卷，最後參照專家學者之建議擬定正式問卷。 

9 月至 10 月間，待正式問卷完成，研究者親自致電臺北市 142 間國小的教

職員，詢問並統計與研究對象相符者共計 704人，同時懇請貴校教職員協助發放

與回收正式問卷，並以告知同意書解釋研究目的及參與方式，保留受試者選擇是

否參與研究的權力。倘若過程遭遇心理或生理的不適，亦可隨時選擇退出，或聯

繫研究者回應研究相關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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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及 11月間，研究者再次致電學校，以表達感謝或請託問卷的回收。待

回收完畢，研究者於 11 月至隔年 1 月期間，完成問卷結果分析，並提出研究的

結論與建議，供受試者、學校人員，及日後研究者參照。 

第五節 資料處理 

回收各類資料，並將空白填答、未完整填答，及明顯反應心向之廢卷刪除後，

將有效問卷之資料整理並輸入電腦，並以 SPSS 23.0 軟體程式統計及分析資料，

如下所述： 

一、以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

室品牌形象的差異情形。 

二、以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

效能的差異情形。 

三、以積差相關探討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二者間

的關係。 

四、透過迴歸分析法，設輔導室品牌形象為自變項，輔導自我效能為依變項，探

討前者對後者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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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敘述研究結果，並根據資料分析的內容依序討論國小輔導人員知覺

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情形、國小輔導人員背景變項對知覺輔導室品

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

能之相關，及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之預測力，以下

分為四節說明： 

第一節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情形 

本節旨在根據平均值及標準差等統計方法，瞭解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

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情形，並從各構念的每題平均得分判斷其程度，最後再

進行討論。 

壹、 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情形 

當前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情形，如表 4-1： 

表 4-1  

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情形分析摘要表 

輔導室品牌形象構念 有效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題數 

功能性品牌形象 567 4.14 0.53 6 

象徵性品牌形象 569 4.41 0.46 8 

經驗性品牌形象 574 4.36 0.50 5 

輔導室品牌形象整體 560 4.31 0.43 19 

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為李克特氏五點量表，每題均有最高 5分的「完全

符合」到最低 1 分的「完全不符合」之選項。根據表 4-1，可發現輔導室品牌形

象構念之平均值，由高至低分別為「象徵性品牌形象」、「經驗性品牌形象」，及

「功能性品牌形象」，且上述三項構念及整體平均皆在 4 分以上，並高於量表 3

分的平均值，可見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為中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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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輔導自我效能之情形 

當前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之情形，如表 4-2： 

表 4-2  

輔導自我效能之情形分析摘要表 

輔導自我效能構念 有效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題數 

助人技巧與歷程 564 4.03 0.49 15 

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572 4.17 0.48 6 

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572 3.87 0.56 6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 567 4.18 0.55 7 

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

效能 

575 4.16 0.54 5 

輔導自我效能整體 550 4.08 0.45 39 

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量表為李克特氏五點量表，每題均有最高 5分的

「完全符合」到最低 1 分的「完全不符合」之選項。根據表 4-2，可發現輔導自

我效能構念之平均值，由高至低分別為「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自我覺察與

多元尊重」、「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助人技巧與歷程」，及「危機事件

的處理效能」。儘管「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為 3.87 分，略低於 4分外，但其餘

四項構念及整體平均皆在 4分以上，且所有構念皆高於量表 3分的平均值，可見

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為中上程度。 

參、 綜合討論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可探討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

能之情形。 

一、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情形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整體及三構念皆高於 3分平均值，代

表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情形為穩定之中上程度。 

儘管本研究僅以輔導室為場域探討品牌形象，但結果與余美慧（2012）、林

文慧（2006）及林怡佳（2011）等人從學校整體角度評估國小品牌形象現況之結

果相近，至於學校整體與各處室間之品牌形象是否存在顯著相關，則可待日後研

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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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討論品牌形象於各構念之情形，余美惠（2012）、林怡佳（2011）及

蔡孟愷（2009）等人的研究指出，以學校整體為研究場域的品牌形象各構念知覺，

由高至低依序為經驗性品牌形象、功能性品牌形象，及象徵性品牌形象，但本研

究以輔導室為研究場域，所得結果之排序卻為象徵性品牌形象、經驗性品牌形象，

及功能性品牌形象。 

根據文獻探討，研究者推測上述之差異，除了國小家長、教育人員、輔導人

員等研究對象有別，亦可能與學校整體教育願景及輔導處室工作性質之差異有關。

由於當前學校採取生態合作取向的學校輔導體制－WISER 模式，國小輔導人員

因而被期待妥善運用各系統之資源，與著重顧客個人心理層面的經驗性品牌形象

相比，輔導人員似乎更重視象徵性品牌形象，即從社會層面滿足顧客內部需求。 

就品牌功用而言，個別諮商室及團體輔導室之設置應依循學生輔導法及學校

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因此國小輔導人員對建物設施及環境資源的標準較一般

教育人員高，且考量學生輔導法上路不久，各校未必能完全符應法規要求，此皆

可能是影響輔導人員知覺功能性品牌形象的原因。 

二、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之情形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之整體及五構念皆高於 3分平均

值，代表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情形為穩定之中上程度，此與王若雯（2017）、

吳育沛（2007）、陳怡君（2019）、黃文瑄（2014）及黃國倫（2014）等人同樣以

國小輔導人員作為研究對象所得之結果相似。 

進一步討論輔導自我效能各構念之情形，本研究獲得最高平均值之構念為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且「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及「輔導網絡與資源運

用的效能」構念與之相去無幾，分別僅低於最高構念 0.1及 0.2分。此外，除「危

機事件的處理效能」構念之平均值為 3.87分外，其餘四構念皆在 4 分以上。 

根據文獻探討，研究者推測上述結果與生態合作取向的學校輔導體制－

WISER 模式有關。由於國小輔導人員在此模式中被期待能和學校系統中的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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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合作，且無論晤談對象的文化背景為何，輔導人員皆能尊重其價值觀，並

覺察自身的想法及限制，適時聯結與運用輔導網絡及資源。 

另一方面，此模式亦將輔導工作依個案適應不良的程度，由輕微至嚴重分為

初級發展性輔導、二級介入性輔導，及三級處遇性輔導，並由駐校心理師、駐校

社工師負責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負責二級介入性

輔導與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擔任主任、組長職位之國小輔導人員則以初級發展

性輔導工作為主。由此可見，國小輔導人員所被期望之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將

因其職位不同而有所差異。此外，本研究結果亦與陳怡君（2019）對國民小學專

任輔導教師於「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向度的表現最高，及「危機處理效能」向

度的表現最低之研究發現相近。 

第二節 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

能之影響 

本節旨在根據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探討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畢業系所、婚姻狀態、職位、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等八類背景變項對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壹、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影響 

一、 性別層面 

表 4-3  

性別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分析表 

構念 性別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輔導室品牌形象整體 男 118 4.38 0.39 2.12* 

女 442 4.29 0.44  

功能性品牌形象 男 119 4.24 0.45 2.57* 

女 448 4.11 0.54  

象徵性品牌形象 男 121 4.46 0.43 1.53 

女 448 4.39 0.47  

經驗性品牌形象 男 122 4.41 0.48 1.41 

女 452 4.34 0.5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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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性別分為「男性」及「女性」兩類，並根據獨立樣

本 t 檢定探討性別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3，不同性別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達顯著差異，t 值為

2.12，顯示國小輔導人員中，「男性」顯著高於「女性」所知覺之輔導室品牌形象。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3，不同性別對知覺功能性品牌形象達顯著差異，t 值

為 2.57，顯示國小輔導人員中，男性顯著高於女性所知覺之功能性品牌形象；其

餘構念則未達顯著差異。 

二、 年齡層面 

表 4-4  

年齡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分析表 

構念 年齡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輔導室品牌形象
整體 

未滿 30歲 81 4.24 0.46 1.22 

30至未滿 40 歲 165 4.31 0.45  

40至未滿 50 歲 230 4.31 0.43  

50歲以上 84 4.37 0.40  

功能性品牌形象 未滿 30歲 81 4.04 0.55 1.44 

30至未滿 40 歲 165 4.14 0.56  

40至未滿 50 歲 234 4.14 0.51  

50歲以上 87 4.21 0.50  

象徵性品牌形象 未滿 30歲 82 4.37 0.47 0.57 

30至未滿 40 歲 167 4.40 0.48  

40至未滿 50 歲 235 4.40 0.47  

50歲以上 85 4.46 0.42  

經驗性品牌形象 未滿 30歲 82 4.29 0.52 0.60 

30至未滿 40 歲 167 4.36 0.51  

40至未滿 50 歲 237 4.37 0.49  

50歲以上 88 4.39 0.46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年齡分為「未滿 30歲」及「30至未滿 40歲」、「40

至未滿 50歲」，及「50 歲以上」四類，並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年齡對知覺

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4，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年齡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

未達顯著差異；分構念觀之，亦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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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度層面 

表 4-5  

教育程度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分析表 

構念 教育程度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輔導室品牌形象

整體 

專科（含師專）、學士 209 4.27 0.45 -1.59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班結

業） 

351 4.33 0.42  

功能性品牌形象 專科（含師專）、學士 211 4.10 0.55 -1.44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班結

業） 

356 4.16 0.52  

象徵性品牌形象 專科（含師專）、學士 212 4.38 0.46 -1.07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班結

業） 

357 4.42 0.47  

經驗性品牌形象 專科（含師專）、學士 214 4.31 0.51 -1.85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班結

業） 

360 4.39 0.48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教育程度分為「專科（含師專）、學士」及「碩士

以上（含 40學分班結業）」兩類，並根據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教育程度對知覺輔

導室品牌形象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5，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教育程度對知覺輔導室品牌

形象未達顯著差異；分構念觀之，亦皆是如此。 

四、 畢業系所層面 

表 4-6  

畢業系所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分析表 

構念 畢業系所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輔導室品牌形象

整體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2 4.21 0.43 -3.65*** 

其他 378 4.36 0.43  

功能性品牌形象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4 4.04 0.53 -3.22** 

其他 383 4.19 0.52  

象徵性品牌形象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6 4.32 0.46 -3.05** 

其他 383 4.45 0.46  

經驗性品牌形象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8 4.26 0.49 -3.43** 

其他 386 4.41 0.49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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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畢業系所分為「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及「其

他」兩類，並根據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畢業系所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6，不同畢業系所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達顯著差異，

t 值為-3.65，顯示國小輔導人員中，畢業於「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者顯著

低於「其他」系所組者所知覺之輔導室品牌形象。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6，不同畢業系所對知覺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

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等三構念皆達顯著差異，t 值依序為-3.22、-3.05、-3.43，

顯示畢業於「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者顯著低於「其他」系所組者所知覺之

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 

五、 婚姻狀態層面 

表 4-7  

婚姻狀態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分析表 

構念 婚姻狀態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輔導室品牌形象

整體 

未婚 212 4.28 0.48 -1.25 

已婚 346 4.33 0.40  

功能性品牌形象 
未婚 214 4.10 0.57 -1.20 

已婚 351 4.16 0.50  

象徵性品牌形象 
未婚 217 4.39 0.48 -0.89 

已婚 350 4.42 0.45  

經驗性品牌形象 
未婚 219 4.32 0.52 -1.51 

已婚 353 4.38 0.48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婚姻狀態分為「未婚」及「已婚」兩類，並根據獨

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婚姻狀態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7，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婚姻狀態對知覺輔導室品牌

形象未達顯著差異；分構念觀之，亦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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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職位層面 

表 4-8  

職位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分析表 

構念 職位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輔導室品牌

形象整體 

(1)主任 117 4.32 0.39 4.14** (2) > (3)** 

(2)組長 220 4.37 0.41  

(3)專業輔導人員 112 4.19 0.46  

(4)兼任輔導教師 111 4.31 0.47  

功能性 

品牌形象 

(1)主任 121 4.13 0.45 2.38  

(2)組長 221 4.20 0.51  

(3)專業輔導人員 113 4.04 0.58  

(4)兼任輔導教師 112 4.12 0.57  

象徵性 

品牌形象 

(1)主任 117 4.40 0.45 3.87** (2) > (3)* 

(2)組長 225 4.46 0.44  

(3)專業輔導人員 114 4.29 0.46  

(4)兼任輔導教師 113 4.43 0.50  

經驗性 

品牌形象 

(1)主任 121 4.38 0.46 3.80* (2) > (3)* 

(2)組長 224 4.41 0.49  

(3)專業輔導人員 115 4.22 0.52  

(4)兼任輔導教師 114 4.36 0.50  

*p<.05、**p<.01 

註：專業輔導人員(含專任輔導教師、駐校心理師、駐校社工師)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職位分為「主任」、「組長」、「專業輔導人員（含專

任輔導教師、駐校心理師、駐校社工師）」，及「兼任輔導教師」四類，並根據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探討職位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

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8，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職位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

達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擔任「組長」職位者顯著高於

擔任「專業輔導人員（含專任輔導教師、駐校心理師、駐校社工師）」職位者所

知覺之輔導室品牌形象。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8，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職位對知覺象徵性品牌形

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皆達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法事後比較，顯示擔任「組長」

職位者顯著高於擔任「專業輔導人員（含專任輔導教師、駐校心理師、駐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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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職位者所知覺之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功能性品牌形象則未

達顯著差異。 

七、 服務年資層面 

表 4-9  

服務年資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分析表 

構念 服務年資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輔導室品牌

形象整體 

(1)未滿 5年 117 4.21 0.48 2.73* 未達顯著 

(2)5至未滿 10年 75 4.30 0.48   

(3)10至未滿 20年 198 4.34 0.41   

(4)20年以上 170 4.35 0.40   

功能性 

品牌形象 

(1)未滿 5年 117 3.99 0.58 3.84* (3) > (1)* 

(4) > (1)* (2)5至未滿 10年 76 4.15 0.58  

(3)10至未滿 20年 199 4.18 0.52  

(4)20年以上 175 4.18 0.46  

象徵性 

品牌形象 

(1)未滿 5年 120 4.35 0.48 1.13  

(2)5至未滿 10年 76 4.38 0.50   

(3)10至未滿 20年 202 4.41 0.46   

(4)20年以上 171 4.45 0.44   

經驗性 

品牌形象 

(1)未滿 5年 120 4.27 0.54 2.01  

(2)5至未滿 10年 75 4.33 0.52   

(3)10至未滿 20年 203 4.41 0.49   

(4)20年以上 176 4.37 0.46   

*p<.05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服務年資分為「未滿 5 年」、「5至未滿 10年」、「10

至未滿 20年」，及「20年以上」四類，並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Scheffe法進

行事後比較，探討服務年資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9，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服務年資對知覺輔導室品牌

形象達顯著差異，但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則發現各組間皆未達顯著差異。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9，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服務年資對知覺功能性品

牌形象達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服務年資為「10至未滿

20年」及「20年以上」者皆顯著高於「未滿 5年」者所知覺之功能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則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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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校規模層面 

表 4-10  

學校規模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分析表 

構念 學校規模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輔導室品牌

形象整體 

(1)23班以下 181 4.23 0.47 4.89** (3) > (1)* 

(2)24至 48班 263 4.33 0.40   

(3)49班以上 116 4.38 0.43   

功能性 

品牌形象 

(1)23班以下 184 4.06 0.56 3.07* 未達顯著 

(2)24至 48班 266 4.18 0.48   

(3)49班以上 117 4.17 0.56   

象徵性 

品牌形象 

(1)23班以下 182 4.33 0.50 5.92** (3) > (1)** 

(2)24至 48班 267 4.42 0.44   

(3)49班以上 120 4.51 0.44   

經驗性 

品牌形象 

(1)23班以下 185 4.28 0.52 4.01* (3) > (1)* 

(2)24至 48班 268 4.38 0.48   

(3)49班以上 121 4.43 0.49   

*p<.05、**p<.01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學校規模分為「23 班以下」、「24 班至 48 班」，及

「49班以上」三類，並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探討

學校規模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10，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學校規模對知覺輔導室品牌

形象達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學校規模為「49 班以上」

者顯著高於「23班以下」者所知覺之輔導室品牌形象。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10，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學校規模對知覺功能性品

牌形象達顯著差異，但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則顯示各組間皆未達顯著差

異；而不同學校規模對知覺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皆達顯著差異，再

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學校規模為「49班以上」者皆顯著高於「23班

以下」者所知覺之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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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一、 性別層面 

表 4-11  

性別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分析表 

構念 性別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輔導自我效能整體 男 120 4.15 0.45 2.02* 

女 430 4.05 0.44  

助人技巧與歷程 男 120 4.11 0.50 1.97 

女 444 4.01 0.48  

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男 122 4.24 0.52 1.77 

女 450 4.15 0.46  

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男 122 3.99 0.54 2.69** 

女 450 3.84 0.57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 男 122 4.26 0.55 1.85 

女 445 4.16 0.54  

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 男 122 4.20 0.55 1.05 

女 453 4.14 0.54  

*p<.05、**p<.01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性別分為「男性」及「女性」兩類，並根據獨立樣

本 t 檢定探討性別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11，不同性別對知覺輔導自我效能達顯著差異，t 值為

2.02，顯示國小輔導人員中，「男性」顯著高於「女性」之輔導自我效能。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11，不同性別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達顯著差異，t

值為 2.69，顯示國小輔導人員中，「男性」顯著高於「女性」之危機事件的處理

效能；其餘構念則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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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齡層面 

表 4-12  

年齡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分析表 

構念 年齡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輔導自我效能整體 
未滿 30 歲 81 4.06 0.44 2.03 

30至未滿 40歲 162 4.12 0.43  

40至未滿 50歲 226 4.03 0.46  

50歲以上 81 4.14 0.45  

助人技巧與歷程 
未滿 30 歲 82 4.02 0.49 2.03 

30至未滿 40歲 166 4.09 0.47  

40至未滿 50歲 231 3.98 0.48  

50歲以上 85 4.09 0.53  

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未滿 30 歲 82 4.20 0.47 1.66 

30至未滿 40歲 166 4.20 0.46  

40至未滿 50歲 237 4.12 0.49  

50歲以上 87 4.24 0.48  

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未滿 30 歲 81 3.82 0.53 0.82 

30至未滿 40歲 166 3.92 0.58  

40至未滿 50歲 237 3.85 0.56  

50歲以上 88 3.89 0.59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 未滿 30 歲 82 4.20 0.55 2.04 

30至未滿 40歲 165 4.22 0.52  

40至未滿 50歲 235 4.12 0.57  

50歲以上 85 4.27 0.51  

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

效能 

未滿 30 歲 82 4.18 0.54 2.36 

30至未滿 40歲 167 4.20 0.54  

40至未滿 50歲 238 4.09 0.55  

50歲以上 88 4.23 0.52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年齡分為「未滿 30歲」及「30至未滿 40歲」、「40

至未滿 50歲」，及「50 歲以上」四類，並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年齡對輔導

自我效能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12，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年齡對輔導自我效能未達顯

著差異；分構念觀之，亦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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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度層面 

表 4-13  

教育程度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分析表 

構念 教育程度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輔導自我效能

整體 

專科（含師專）、學士 207 4.04 0.45 -1.34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

班） 

343 
4.10 0.44  

助人技巧與歷

程 

專科（含師專）、學士 211 3.99 0.49 -1.77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

班） 

353 
4.06 0.49  

自我覺察與多

元尊重 

專科（含師專）、學士 212 4.17 0.45 0.04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

班） 

360 
4.17 0.49  

危機事件的處

理效能 

專科（含師專）、學士 214 3.81 0.59 -2.06*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

班） 

358 
3.91 0.55  

學校系統中的

溝通效能 

專科（含師專）、學士 212 4.17 0.53 -0.29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

班） 

355 
4.19 0.56  

輔導網絡與資

源運用的效能 

專科（含師專）、學士 214 4.14 0.55 -0.44 

碩士以上（含 40 學分

班） 

361 
4.16 0.54  

*p<.05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教育程度分為「專科（含師專）、學士」及「碩士

以上（含 40學分班結業）」兩類，並根據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教育程度對輔導自

我效能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13，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教育程度對輔導自我效能未

達顯著差異。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13，不同教育程度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達顯著差異，

t 值為-2.06，顯示國小輔導人員中，教育程度為「專科（含師專）、學士」者顯著

低於「碩士以上（含 40學分班）」者之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其餘構念則未達顯

著差異。  

 



78 
 

四、 畢業系所層面 

表 4-14  

畢業系所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分析表 

構念 教育程度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輔導自我效能

整體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3 4.11 0.44 1.31 

其他 367 4.06 0.45  

助人技巧與歷

程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7 4.11 0.47 2.74** 

其他 377 3.99 0.49  

自我覺察與多

元尊重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8 4.20 0.44 1.06 

其他 384 4.16 0.49  

危機事件的處

理效能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6 3.90 0.55 0.89 

其他 386 3.86 0.57  

學校系統中的

溝通效能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6 4.18 0.54 0.10 

其他 381 4.18 0.55  

輔導網絡與資

源運用的效能 

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188 4.15 0.56 -0.05 

其他 387 4.16 0.54  

**p<.01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畢業系所分為「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及「其

他」兩類，並根據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畢業系所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14，不同畢業系所對輔導自我效能未達顯著差異。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14，不同畢業系所對助人技巧與歷程達顯著差異，t

值為 2.74，顯示畢業於「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者顯著高於「其他」系所組

者之助人技巧與歷程；其餘構念則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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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婚姻狀態層面 

表 4-15  

婚姻狀態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分析表 

構念 婚姻狀態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輔導自我效能整

體 

未婚 209 4.09 0.45 0.56 

已婚 339 4.07 0.45  

助人技巧與歷程 未婚 216 4.05 0.50 0.62 

已婚 346 4.02 0.48  

自我覺察與多元

尊重 

未婚 217 4.22 0.46 1.91 

已婚 353 4.14 0.48  

危機事件的處理

效能 

未婚 217 3.89 0.57 0.80 

已婚 353 3.86 0.57  

學校系統中的溝

通效能 

未婚 216 4.19 0.51 0.35 

已婚 349 4.17 0.57  

輔導網絡與資源

運用的效能 

未婚 219 4.17 0.52 0.63 

已婚 354 4.14 0.56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婚姻狀態分為「未婚」及「已婚」兩類，並根據獨

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婚姻狀態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15，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婚姻狀態對輔導自我效能未

達顯著差異；分構念觀之，亦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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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職位層面 

表 4-16  

職位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分析表 

構念 職位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輔導自我效能

整體 

(1)主任 115 4.14 0.40 7.40*** (1) > (2)** 

(2)組長 215 3.97 0.47  (3) > (2)** 

(3)專業輔導人員 111 4.16 0.41  (4) > (2)* 

(4)兼任輔導教師 109 4.14 0.45   

助人技巧與歷

程 

(1)主任 118 4.04 0.49 9.88*** (3) > (2)*** 

(2)組長 222 3.91 0.49  (4) > (2)*** 

(3)專業輔導人員 114 4.16 0.44   

(4)兼任輔導教師 110 4.14 0.47   

自我覺察與多

元尊重 

(1)主任 121 4.19 0.46 5.70** (3) > (2)** 

(2)組長 222 4.08 0.51  (4) > (2)* 

(3)專業輔導人員 115 4.26 0.43   

(4)兼任輔導教師 114 4.26 0.45   

危機事件的處

理效能 

(1)主任 120 3.98 0.45 5.22** (1) > (2)** 

(2)組長 225 3.76 0.60  (3) > (2)* 

(3)專業輔導人員 114 3.95 0.52   

(4)兼任輔導教師 113 3.89 0.61   

學校系統中的

溝通效能 

(1)主任 119 4.36 0.47 8.67*** (1) > (2)*** 

(2)組長 221 4.06 0.57   

(3)專業輔導人員 113 4.22 0.51   

(4)兼任輔導教師 114 4.19 0.55   

輔導網絡與資

源運用的效能 

(1)主任 121 4.33 0.45 8.83*** (1) > (2)*** 

(2)組長 225 4.05 0.57  (1) > (4)** 

(3)專業輔導人員 115 4.25 0.51  (3) > (2)* 

(4)兼任輔導教師 114 4.09 0.57   

*p<.05、**p<.01、***p<.001 

註：專業輔導人員(含專任輔導教師、駐校心理師、駐校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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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職位分為「主任」、「組長」、「專業輔導人員（含專

任輔導教師、駐校心理師、駐校社工師）」，及「兼任輔導教師」四類，並根據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探討職位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16，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職位對輔導自我效能達顯著

差異，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擔任「主任」、「專業輔導人員（含專

任輔導教師、駐校心理師、駐校社工師）」，或「兼任輔導教師」等三種職位者，

皆顯著高於擔任「組長」職位者之輔導自我效能。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16，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職位對助人技巧與歷程、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輔導網絡與資源的運用、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及危機

事件的處理效能等五構念皆達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

下： 

擔任「主任」職位者，顯著高於擔任「組長」職位者之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及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三構念，並顯著高於擔任

「兼任輔導教師」職位者之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擔任「專業輔導人員（含

專任輔導教師、駐校心理師、駐校社工師）」職位者，則顯著高於擔任「組長」

職位者之助人技巧與歷程、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及輔導

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四構念；擔任「兼任輔導教師」職位者，則顯著高於擔

任「組長」職位者之助人技巧與歷程及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等二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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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服務年資 

表 4-17  

服務年資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分析表 

構念 服務年資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輔導自我效能

整體 

未滿 5年 115 4.08 0.49 0.13 

5 至未滿 10年 73 4.10 0.46  

10 至未滿 20年 197 4.06 0.45  

20年以上 165 4.08 0.41  

助人技巧與歷

程 

未滿 5年 119 4.03 0.53 0.68 

5 至未滿 10年 76 4.10 0.49  

10 至未滿 20年 200 4.01 0.48  

20年以上 169 4.03 0.46  

自我覺察與多

元尊重 

未滿 5年 119 4.24 0.48 1.39 

5 至未滿 10年 75 4.19 0.51  

10 至未滿 20年 203 4.13 0.48  

20年以上 175 4.18 0.45  

危機事件的處

理效能 

未滿 5年 119 3.85 0.57 0.35 

5 至未滿 10年 75 3.92 0.62  

10 至未滿 20年 202 3.88 0.56  

20年以上 176 3.85 0.55  

學校系統中的

溝通效能 

未滿 5年 118 4.17 0.57 0.22 

5 至未滿 10年 75 4.22 0.50  

10 至未滿 20年 201 4.16 0.58  

20年以上 173 4.19 0.51  

輔導網絡與資

源運用的效能 

未滿 5年 120 4.16 0.59 0.03 

5 至未滿 10年 76 4.14 0.55  

10 至未滿 20年 203 4.16 0.56  

20年以上 176 4.15 0.50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服務年資分為「未滿 5 年」及「5年至未滿 10年」、

「10 至未滿 20 年」，及「20 年以上」四類，並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服務

年資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17，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服務年資對輔導自我效能未

達顯著差異；分構念觀之，亦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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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校規模 

表 4-18  

學校規模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分析表 

構念 學校規模 樣本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輔導自我效能

整體 

(1)23班以下 176 4.04 0.45 1.89  

(2)24至 48 班 257 4.07 0.45   

(3)49班以上 117 4.14 0.44   

助人技巧與歷

程 

(1)23班以下 181 3.97 0.50 3.78* (3) > (1)* 

(2)24至 48 班 263 4.04 0.49   

(3)49班以上 120 4.12 0.46   

自我覺察與多

元尊重 

(1)23班以下 185 4.13 0.50 1.87  

(2)24至 48 班 267 4.18 0.47   

(3)49班以上 120 4.23 0.46   

危機事件的處

理效能 

(1)23班以下 183 3.82 0.52 2.67  

(2)24至 48 班 268 3.86 0.58   

(3)49班以上 121 3.97 0.58   

學校系統中的

溝通效能 

(1)23班以下 182 4.18 0.55 0.89  

(2)24至 48 班 266 4.16 0.55   

(3)49班以上 119 4.24 0.53   

輔導網絡與資

源運用的效能 

(1)23班以下 185 4.18 0.53 0.95  

(2)24至 48 班 269 4.12 0.56   

(3)49班以上 121 4.19 0.54   

*p<.05 

本研究將國小輔導人員按學校規模分為「23 班以下」、「24 班至 48 班」，及

「49班以上」三類，並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探討

學校規模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整體而言，根據表 4-18，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學校規模對輔導自我效能未

達顯著差異。 

分構念觀之，根據表 4-18，國小輔導人員中，不同學校規模對助人技巧與歷

程達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學校規模為「49 班以上」者

顯著高於「23班以下」者之助人技巧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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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討論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可討論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

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 

一、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影響討論 

根據前述統計結果，研究者綜整顯著影響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

之背景變項，如表 4-19： 

表 4-19  

影響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背景變項摘要表 

       構念 

背景變項 

輔導室品牌形

象整體 

功能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 經驗性品牌形象 

性別 男 > 女* 男 > 女*   

年齡     

教育程度     

畢業系所 輔導諮商心理

相關系所組 < 

其他*** 

輔導諮商心理相

關系所組 < 其

他** 

輔導諮商心理相

關系所組 < 其

他** 

輔導諮商心理相

關系所組 < 其

他** 

婚姻狀態     

職位 組長 > 專業輔

導人員** 

 組長 > 專業輔

導人員* 

組長 > 專業輔

導人員* 

服務年資  10 至未滿 20年 

> 未滿 5年* 

20年以上 >未滿

5年* 

  

學校規模 49班以上 > 23

班以下* 

 49班以上 > 23

班以下** 

49 班以上 > 23

班以下*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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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層面 

根據表 4-19，男性的國小輔導人員於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整體及「功能性

品牌形象」構念顯著高於女性的國小輔導人員，其餘「象徵性品牌形象」與「經

驗性品牌形象」等二構念則未達顯著差異。 

此研究結果與林文慧（2006）及林文祥（2007）以國民小學為整體探究品牌

形象的研究結果相近，然而，亦有部分研究顯示性別與知覺學校品牌形象間未達

顯著相關（蔡孟愷，2009），推究其原因，可能與研究彼此差異的品牌形象構念，

以及不同的母群體有關，且截至今日，國內未有其他以輔導處室或其他處室之品

牌形象為主體的研究，因此本變項為試探性質，可待日後相關研究重複檢驗。 

(二)年齡層面 

根據表 4-19，不同年齡的國小輔導人員於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整體及各

構念皆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林文祥（2007）、蔡孟愷（2009）、蔡怡佳（2011）

等人以學校為整體所探討之品牌形象的研究發現不同。 

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國小輔導人員相較一般教職員而言擁有更多親、師、

生互動及合作之機會，且知覺單一處室品牌形象較學校整體而言更為具體、迅速，

因此推估研究結果之差異可能與學校整體的環境複雜度較單一處室而言較高，及

學校輔導工作強調的生態系統觀有關。 

(三)教育程度層面 

根據表 4-19，不同教育程度的國小輔導人員於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整體

及各構念皆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林文祥（2007）、蔡孟愷（2009）、蔡怡

佳（2011）等人以學校為整體所探討之品牌形象的研究結果相左。 

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除了知覺單一處室品牌形象較學校整體而言更為具

體、簡單外，舉凡輔導主任、輔導組長、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及專業

輔導人員等初任國小輔導相關人員，依據學生輔導法第十四條，皆須參與職前基

礎課程 40 小時之培訓，此有助輔導人員瞭解工作職責與內涵，並為知覺輔導室

品牌形象提供良好之參照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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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系所層面 

根據表 4-19，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的國小輔導人員於知覺輔導室

品牌形象之整體及「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

象」等三構念皆顯著低於其他系所畢業之國小輔導人員。 

截至今日，研究者檢索國內學校品牌形象相關之研究，皆未納入畢業系所之

背景變項，因此本變項為試探性質，可待日後相關研究重複檢驗。推究其原因，

研究者認為相較畢業於其他科系的國小輔導人員來說，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畢

業者對學校輔導工作或許有較高的期待及要求，但也可能因此在理論與實務的差

距間產生較大的失望。 

(五)婚姻狀態層面 

根據表 4-19，不同婚姻狀態的國小輔導人員於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整體

及各構念皆未達顯著差異。 

截至今日，研究者檢索國內學校品牌形象相關之研究，皆較少納入婚姻狀態

之背景變項，因此本變項為試探性質，可待日後相關研究重複檢驗。 

(六)職位層面 

根據表 4-19，擔任組長職位的國小輔導人員，於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整體

及「象徵性品牌形象」、「經驗性品牌形象」等二構念顯著高於擔任專業輔導人員

職位者，「功能性品牌形象」構念則未達顯著差異。林文慧（2006）以學校為整

體所探討之品牌形象的研究，指出主任知覺高於組長、教師，即教師兼行政的學

校品牌形象知覺高於一般教師，與本研究結果部分相似。 

研究者推究原因有二：首先，擔任組長職位者不像擔任主任職位者須經常輪

調不同處室，而有更長時間掌握輔導室相關資訊；其次，專業輔導人員以二級、

三級輔導工作為主，與組長相比，其參與學校輔導行政推動之機會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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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年資 

根據表 4-19，服務年資為「10 至未滿 20 年」、「20 年以上」的國小輔導人

員，於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功能性品牌形象」構念，皆顯著高於「未滿 5年」

者，其餘構念及輔導室品牌形象整體則未達顯著差異。以學校為整體所探討之品

牌形象的研究，部分結果指出不同服務年資對知覺學校品牌形象有差異，且服務

年資較長者高於服務年資較短者（林文祥，2007；蔡孟愷，2009），亦有研究發

現服務年資不會影響教師所知覺的品牌形象（林文慧，2006），上述二種狀況與

本研究結果皆部分相似。 

推究其原因，除了差異的品牌形象構念，以及母群體不同外，研究者認為輔

導室品牌形象較學校整體而言更為具體、單純，因此不同服務年資未顯著影響國

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整體；功能性品牌形象部分，根據文獻探討，研

究者發現直至 2014 年公布並實施「學生輔導法」後，對於輔導室硬體部分，方

有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作為法源依據。易言之，輔導室物質、物理屬性部

分近年來才受重視，且服務年資較短者多為新進教師，對輔導室硬體部分或許有

較高的要求與期待，因此與可能已習慣以往標準、服務年資較長的國小輔導人員

相比，在理想與實務的差距下對功能性品牌形象產生較大的失望。 

(八)學校規模 

根據表 4-19，學校規模為「49 班以上」的國小輔導人員，於知覺輔導室品

牌形象整體及「象徵性品牌形象」、「功能性品牌形象」等二構念，皆顯著高於「23

班以下」者，其餘「功能性品牌形象」構念則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林文

慧（2006）、林文祥（2007）、蔡孟愷（2009）等人以學校整體為場域所探討之品

牌形象的研究發現相近。 

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與小型學校相比，大型學校各方的資源較多，加上

輔導室員額編制較為完整，在師資齊全的情況下，國小輔導人員的選才、內部專

業分工及外部合作較為容易，並有助於良好輔導室品牌形象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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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變項對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之影響討論 

根據前述統計結果，研究者綜整顯著影響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之背景

變項，如表 4-20： 

表 4-20  

影響輔導自我效能之背景變項摘要表 

     構念 

背景 

變項 

輔導自我

效能整體 

助人技巧

與歷程 

自我覺察

與多元尊

重 

危機事件

的處理效

能 

學校系統

中的溝通

效能 

輔導網絡

與資源運

用的效能 

性別 男 > 女*   男 > 女**   

年齡       

教育程度    專科、學

士 < 碩

士以上* 

  

畢業系所  輔導諮商

心理相關

系所組 > 

其他** 

    

婚姻狀態       

職位 主任 > 

組長** 

專業輔導

人員  > 

組長** 

兼任輔導

教師 > 

組長* 

專業輔導

人員  > 

組長*** 

兼任輔導

教師 > 

組長*** 

專業輔導

人員  > 

組長** 

兼任輔導

教師 > 

組長* 

主任 > 

組長** 

專業輔導

人員  > 

組長* 

 

主任 > 

組長*** 

 

主任 > 

組長*** 

主任 > 

兼任輔導

教師** 

專業輔導

人員  > 

組長* 

服務年資       

學校規模  49班以上 

> 23 班以

下* 

    

*p<.05、**p<.01、***p<.001 

 

  

 



89 
 

(一)性別層面 

根據表 4-20，男性的國小輔導人員於輔導自我效能之整體及「危機事件的處

理效能」構念，皆顯著高於女性的國小輔導人員，其餘「助人技巧與歷程」與「自

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輔導網絡資源與運用的效能」

等四構念則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黃文瑄（2014）及鄭如安（1993）的研

究發現相近，但與王若雯（2017）及吳育沛（2007）的研究結果相左。推究其原

因，研究者認為可能與研究彼此差異的輔導自我效能構念，以及對國小輔導人員

定義不同所致不同的母群體有關，因此本變項可待日後相關研究重複檢驗。 

(二)年齡層面 

根據表 4-20，不同年齡的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之整體及各構念皆未

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吳育沛（2007）、黃文瑄（2014）、黃國倫（2014）及

鄭如安（1993）等人的發現相左。推究其原因，除了與研究彼此差異的輔導自我

效能構念，以及對國小輔導人員定義不同所致不同的母群體有關外，研究者認為

此與學校輔導工作漸受重視，以及教育當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十四條，要求所有

學校輔導人員，包含主任、組長、專任輔導老師、兼任輔導老師，及專業輔導人

員初任時須參加 40 小時之職前基礎培訓課程，以及每年接受在職進修課程至少

18 小時之規定有關，即年齡較輕的國小輔導人員被要求定期進修，進而有效率

的學習及累積各項輔導效能。 

(三)教育程度層面 

根據表 4-20，教育程度為「專科、學士」的國小輔導人員於輔導自我效能之

「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構念顯著低於「碩士以上」者，其餘四構念及輔導自我

效能整體則未達顯著差異，此與王若雯（2017）、吳育沛（2007）及黃文瑄（2014）

等人的研究發現相近。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當前除駐校心理師及駐校社工師

須通過輔導及助人技巧相關之國家考試外，其餘國小輔導人員多以擁有合格教師

證之教師擔任，因此就輔導自我效能而言，無論教育程度為何，大抵擁有足夠的

兒童發展與輔導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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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系所層面 

根據表 4-20，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的國小輔導人員於輔導自我效

能之「助人技巧與歷程」構念顯著高於「其他」系所組畢業者，其餘四構念及輔

導自我效能整體則未達顯著差異，此與黃文瑄（2014）以級任教師為研究對象探

究輔導自我效能的研究結果相似。其餘研究則多將國小輔導人員界定為專任或兼

任輔導教師，因其主要以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者擔任，而未將畢業系所

納入背景變項檢驗。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當前國小選擇輔導人員時以適才適

用為首要考量，且根據文獻探討，輔導自我效能於「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學

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三構念與學校輔導體制

所強調的生態系統觀大致相符，加之兒童發展與輔導為考取國小教師證須通過之

科目，因此其他系所組畢業者亦具備基礎的輔導專業知能；然而，以個案輔導、

團體輔導為主的「助人技巧與歷程」構念則以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者較

高，也就是輔導相關科系者仍有較好的晤談技巧與能力，此與一般認知相符。 

(五)婚姻狀態層面 

根據表 4-20，不同婚姻狀態的國小輔導人員於輔導自我效能之整體及各構

念皆未達顯著差異，此與吳育沛（2007）的研究結果相近，但與黃文瑄（2014）

及鄭如安（1993）的研究發現不同。推究其原因，研究者推論與母群體的不同有

關，如吳育沛（2007）以臺北市、新北市國小輔導教師為研究對象，與本研究之

母群體性質較為相似，但黃文瑄（2014）及鄭如安（1993）的研究對象則分別為

南部地區的輔導室成員與級任教師，此皆不同於本研究以臺北市國小輔導室成員

作為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相關研究較少納入婚姻狀態之背景變項，因此本變項

為試探性質，可待日後相關研究重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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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位層面 

根據表 4-20，不同職位對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於整體及各構念達顯

著差異，與吳育沛（2007）及鄭如安（1993）的研究發現相似，如下所述： 

輔導自我效能整體部分，主任、專業輔導人員及兼任輔導教師皆顯著高於組

長；「助人技巧與歷程」、「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等二構念，專業輔導人員及兼

任輔導教師皆顯著高於組長；「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構念，主任與專業輔導人

員皆顯著高於組長；「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構念，主任顯著高於組長；「輔導

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構念，主任顯著高於組長及兼任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

人員顯著高於組長。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輔導主任為輔導室業務之統理者，

須由良好輔導自我效能者勝任，且根據文獻探討，其工作內涵係根據友善校園相

關計畫發展學校本位之輔導工作，同時藉宣導、研習、親職講座，及社區活動等

方式提升全校親師輔導知能，並督導與協助輔導教師推動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

在上述經驗中，主任得以增進輔導知能，進而提升輔導自我效能。 

另觀察表 4-16，可見主任於「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

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三構念之平均值皆為最高，與上述猜想一

致；而「助人技巧與歷程」、「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等二構念，則以專業輔導人

員及兼任輔導教師獲得較高平均值，此與對於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

駐校心理師或社工師等職位者的一般認知與期許相符。至於擔任組長職位的國小

輔導人員，由於其主責輔導行政業務，而較少接觸個案晤談及團體輔導，所以研

究者推測此為其輔導自我效能整體及各構念之平均值皆為最低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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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年資 

根據表 4-20，不同服務年資對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整體及各構念皆

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鄭如安（1993）指出有較長輔導工作經驗的南部地區國

小輔導人員之輔導自我效能較高，及黃文瑄（2014）、黃國倫（2014）等人指出

資深的國小級任教師輔導自我效能較高的研究結果相左，但與吳育沛（2007）指

出不同服務年資對臺北市、新北市國小輔導教師輔導自我效能沒有差異的研究發

現相近。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此與母群體的不同有關，如鄭如安（1993）的

研究對象為南部地區的輔導室成員，黃文瑄（2014）及黃國倫（2014）則是探究

級任教師的輔導自我效能，此皆不同於本研究以臺北市國小輔導室成員作為研究

對象；而吳育沛（2007）則以臺北市、新北市國小輔導教師為研究對象，與本研

究之母群體性質較為相似。有鑑於此，服務年資對國小輔導人員之影響仍未有定

論，可待日後相關研究重複檢驗。 

(八)學校規模 

根據表 4-20，學校規模為「49 班以上」的國小輔導人員，於「助人技巧與歷

程」構念顯著高於「23 班以下」者，其餘「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危機事件的

處理效能」、「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四構念

及輔導自我效能整體則未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鄭如安（1993）指出學校規

模不會影響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的結果相近，而與黃文瑄（2014）發現學校規

模會影響級任教師輔導自我效能的結果相左。 

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除了母群體差異外，大型學校與小型學校相比，其

個案類型較為多元，促使國小輔導人員有更多的經驗及歷練，進而在輔導歷程中

學習及發展更多的助人技巧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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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相關 

本節旨在根據積差相關分析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

效能之相關。 

壹、 積差相關分析 

表 4-21  

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積差相關矩陣 

 輔導室

品牌形

象整體 

功能性

品牌形

象 

象徵性

品牌形

象 

經驗性

品牌形

象 

輔導自

我效能

整體 

助人技

巧與歷

程 

自我覺

察與多

元尊重 

危機事

件的處

理效能 

學校系統

中的溝通

效能 

輔導網絡

與資源運

用的效能 

輔導室品牌

形象整體 

1 .832** .922** .872** .535** .444** .492** .416** .502** .444** 

功能性品牌

形象 

 1 .612** .565** .403**                                                                      .348** .368** .305** .364** .329** 

象徵性品牌

形象 

  1 .780** .490** .399** .462** .375** .467** .409** 

經驗性品牌

形象 

   1 .516** .424** .469** .413** .491** .437** 

輔導自我效

能整體 

    1 .930** .849** .858** .863** .790** 

助人技巧與

歷程 

     1 .770** .744** .689** .599** 

自我覺察與

多元尊重 

      1 .677** .655** .617** 

危機事件的

處理效能 

       1 .695** .656** 

學校系統中

的溝通效能 

        1 .743** 

輔導網絡與

資源運用的

效能 

         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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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根據表 4-21，顯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相關

為.535，兩變項間為中度正相關。 

分構念觀之，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功能性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

量表之整體的相關為.403；與「助人技巧與歷程」的相關為.348；與「自我覺察

與多元尊重」的相關為.368；與「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的相關為.305；與「學

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的相關為.364；與「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的相關

為.329。各變項皆達顯著正相關。 

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象徵性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量表之整體的

相關為.490；與「助人技巧與歷程」的相關為.399；與「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的相關為.462；與「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的相關為.375；與「學校系統中的溝

通效能」的相關為.467；與「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的相關為.409。各變

項皆達顯著正相關。 

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經驗性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量表之整體的

相關為.516；與「助人技巧與歷程」的相關為.424；與「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的相關為.469；與「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的相關為.413；與「學校系統中的溝

通效能」的相關為.491；與「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的相關為.437。各變

項皆達顯著正相關。 

綜觀上述，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整體及各構念，皆與輔導自

我效能之整體及各構念呈顯著正相關，即國小輔導人員於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

得分愈高，其輔導自我效能量表之得分也愈高。 

貳、 綜合討論 

以下根據上述分析結果討論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

效能之相關及預測情形。 

一、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相關之討論 

吳明隆（2014）指出，兩變項相關的程度，可藉相關係數絕對值之大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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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80 表示兩變項為「高度相關」，.40 至.80 間表示兩變項為「中度相關」，小

於.40 則表示兩變項為「低度相關」。 

以上述標準評斷表 4-21，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相關為.535，可

見兩變項為中度正相關，但國內截至今日皆無相關研究可供參照，因此本研究為

試探性質，其結果有待日後相關研究重複檢驗。 

分構念觀之，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功能性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

量表之「助人技巧與歷程」的相關為.348；與「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的相關為.368；

與「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的相關為.305；與「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的相關

為.364；與「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的相關為.329，可見功能性品牌形象

與輔導自我效能之各構念呈低度相關，亦即輔導室物理及物質屬性與國小輔導人

員的輔導自我效能關係不高。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當前國小輔導人員於培育、

任用、進修層面皆有嚴格要求，因此具備良好的輔導知能，足以克服環境及設備

的不足。 

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象徵性品牌形象」，分別與輔導自我效能量表之「助

人技巧與歷程」、「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的相關為.399、.375，可見象徵性品牌

形象與此二構念呈低度相關，亦即輔導室品牌於社會層面滿足案主內部需求與輔

導自我效能關係不高。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此二構念與輔導工作中設有的保

密原則相關，即國小輔導人員在發展輔導關係及處理危機事件時，不得將相關資

訊洩漏給無關之教職員、學生、家長，或社區人員，因而未獲社會層面的理解及

認可；「象徵性品牌形象」分別與「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學校系統中的溝通

效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的相關為.462、.467、.469，可見象徵性品

牌形象與此三構念呈中度相關。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此三構念皆以生態系統

觀的輔導工作體制有關，即國小輔導人員除了與當事人工作外，亦會考量家庭、

社區、文化等環境的影響，而此亦與象徵性品牌形象之定義不謀而合。 

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之「經驗性品牌形象」，分別與輔導自我效能量表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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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技巧與歷程」、「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學校系統中

的溝通效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的相關為.424、.469、.413、.491、.437，

可見經驗性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各構念皆呈中度相關。推究其原因，研究

者認為輔導自我效能會影響輔導室活動及服務的品質，包含個案輔導、團體輔導、

班級輔導、家長諮詢、教師諮詢、個案會議、心理測驗、安心服務、家庭處遇、

資源連結、系統會談、學生諮詢、臨案協處、方案計畫、各項宣講等，而此亦使

提出服務申請或參與其中的學校職員、學生、家長或社區人員產生一組對輔導室

的感覺，並以不同形式傳達給國小輔導人員，久而久之匯聚為經驗性品牌形象，

即輔導室能否在心理方面創造良好及珍貴經驗的評估。 

綜觀上述，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整體及各構念，皆與輔導自

我效能之整體及各構念呈顯著正相關，而國內研究結果發現品牌形象與行銷策略、

學校滿意度等變項有關（余美惠，2012；林文慧，2006），因此若從輔導室角度

出發，輔導室的行銷策略及滿意度，或許與輔導自我效能也存在相關。另一方面，

輔導自我效能與輔導成效、多元文化輔導知能覺察、人格特質、心理資本、工作

投入、工作壓力、情緒勞務等變項有關（王若雯，2017；吳育沛，2007；陳怡君，

2019；黃文瑄，2014；黃國倫，2014；鄭如安，1993），此七變項與輔導室品牌

形象間可能也存在相關。此二者皆可待日後研究驗證。 

第四節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之預測 

壹、 迴歸分析 

一、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整體之預測 

本研究設「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

等輔導室品牌形象構念為三個自變項，輔導自我效能為依變項，並透過逐步法，

分別控制當中的兩個自變項，以探討輔導室品牌形象各構念對國小輔導人員輔導

自我效能整體之聯合預測力，如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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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整體之預測表 

變項 R R2 調整後的 R2 ΔR2 ΔF 顯著性 ΔF 

經驗性品牌形象 .516 .267 .265 .267 194.618*** .000 

經驗性品牌形象 

功能性品牌形象 

.536 .287 .284 .020 15.146*** .000 

經驗性品牌形象 

功能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 

.545 .297 .293 .010 7.372** .007 

**p<.01、***p<.001 

根據表 4-22，採逐步法分析三構念對輔導自我效能之聯合預測力時，各構念

皆被保留，而當中影響輔導自我效能整體最大之構念係經驗性品牌形象，解釋力

為 26.7%，但最佳預測模式由輔導室品牌形象之「經驗性品牌形象」、「功能性品

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等三構念組成，聯合解釋力為 29.7%。  

二、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助人技巧與歷程之預測 

本研究設「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

等輔導室品牌形象構念為三個自變項，助人技巧與歷程為依變項，並透過逐步法，

分別控制當中的兩個自變項，以探討輔導室品牌形象各構念對助人技巧與歷程之

聯合預測力，如表 4-23： 

表 4-23  

輔導室品牌形象對助人技巧與歷程之預測表 

變項 R R2 調整後的 R2 ΔR2 ΔF 顯著性 ΔF 

經驗性品牌形象 .426 .182 .180 .182 121.626*** .000 

經驗性品牌形象 

功能性品牌形象 

.446 .199 .196 .018 12.079** .001 

**p<.01、***p<.001 

根據表 4-23，採逐步法分析三構念對助人技巧與歷程之聯合預測力時，象徵

性品牌形象遭刪除，而當中影響助人技巧與歷程最大之構念係經驗性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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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力為 18.2%，但最佳預測模式由輔導室品牌形象之「經驗性品牌形象」及「功

能性品牌形象」等兩構念組成，聯合解釋力為 19.9%。  

三、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之預測 

本研究設「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

等輔導室品牌形象構念為三個自變項，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為依變項，並透過逐

步法，分別控制當中的兩個自變項，以探討輔導室品牌形象各構念對自我覺察與

多元尊重之聯合預測力，如表 4-24： 

表 4-24  

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之預測表 

變項 R R2 調整後的 R2 ΔR2 ΔF 顯著性 ΔF 

經驗性品牌形象 .467 .218 .217 .218 154.891*** .000 

經驗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 

.493 .243 .240 .025 17.926*** .000 

經驗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 

功能性品牌形象 

.499 .249 .245 .006 4.612* .032 

*p<.05、***p<.001 

根據表 4-24，採逐步法分析三構念對輔導自我效能之聯合預測力時，各構念

皆被保留，而當中影響輔導自我效能整體最大之構念係經驗性品牌形象，解釋力

為 21.8%，但最佳預測模式由輔導室品牌形象之「經驗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

牌形象」、「功能性品牌形象」等三構念組成，聯合解釋力為 24.9%。 

四、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之預測 

本研究設「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

等輔導室品牌形象構念為三個自變項，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為依變項，並透過逐

步法，分別控制當中的兩個自變項，以探討輔導室品牌形象各構念對危機事件的

處理效能之聯合預測力，如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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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輔導室品牌形象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之預測表 

變項 R R2 調整後的 R2 ΔR2 ΔF 顯著性 ΔF 

經驗性品牌形象 .415 .172 .171 .172 115.418*** .000 

經驗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 

.425 .181 .178 .008 5.723* .017 

*p<.05、***p<.001 

根據表 4-25，採逐步法分析三構念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之聯合預測力時，

功能性品牌形象遭刪除，而當中影響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最大之構念係經驗性品

牌形象，解釋力為 17.2%，但最佳預測模式由輔導室品牌形象之「經驗性品牌形

象」及「象徵性品牌形象」等兩構念組成，聯合解釋力為 18.1%。  

五、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之預測 

本研究設「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

等輔導室品牌形象構念為三個自變項，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為依變項，並透過

逐步法，分別控制當中的兩個自變項，以探討輔導室品牌形象各構念對學校系統

中的溝通效能之聯合預測力，如表 4-26： 

表 4-26  

輔導室品牌形象對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之預測表 

變項 R R2 調整後的 R2 ΔR2 ΔF 顯著性 ΔF 

經驗性品牌形象 .493 .243 .241 .243 176.634*** .000 

經驗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 

.510 .260 .257 .017 12.634*** .000 

經驗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 

功能性品牌形象 

.515 .265 .261 .005 3.981* .047 

*p<.05、***p<.001 

根據表 4-26，採逐步法分析三構念對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之聯合預測力

時，各構念皆被保留，而當中影響輔導自我效能整體最大之構念係經驗性品牌形

象，解釋力為 24.3%，但最佳預測模式由輔導室品牌形象之「經驗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功能性品牌形象」等三構念組成，聯合解釋力為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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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之預測 

本研究設「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形象」

等輔導室品牌形象構念為三個自變項，輔導網絡資源與運用的效能為依變項，並

透過逐步法，分別控制當中的兩個自變項，以探討輔導室品牌形象各構念對輔導

網絡資源與運用的效能之聯合預測力，如表 4-27： 

表 4-27  

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網絡資源與運用的效能之預測表 

變項 R R2 調整後的 R2 ΔR2 ΔF 顯著性 ΔF 

經驗性品牌形象 .437 .191 .189 .191 131.610*** .000 

經驗性品牌形象 

象徵性品牌形象 

.450 .202 .199 .011 7.909** .005 

**p<.01、***p<.001 

根據表 4-27，採逐步法分析三構念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之聯合預測力時，

功能性品牌形象遭刪除，而當中影響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最大之構念係經驗性品

牌形象，解釋力為 19.1%，但最佳預測模式由輔導室品牌形象之「經驗性品牌形

象」及「象徵性品牌形象」等兩構念組成，聯合解釋力為 20.2%。  

貳、 綜合討論 

以下根據上述分析結果討論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

效能之預測情形。 

一、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預測之討論 

根據前述統計結果，顯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三構念中，皆以經驗性品牌形象

對輔導自我效能之整體及各構念的預測力最佳。研究者以四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

點第一位，並將經驗性品牌形象之預測力，對照輔導室品牌形象三構念對輔導自

我效能的聯合解釋力，如表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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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輔導室品牌形象預測輔導自我效能之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助人技

巧與歷

程 

自我覺

察與多

元尊重 

危機事

件的處

理效能 

學校系

統中的

溝通效

能 

輔導網

絡與資

源運用

的效能 

輔導自

我效能

整體 

經驗性品牌形象 18.2%*** 21.8%*** 17.2%*** 24.3%*** 19.1%*** 26.7%*** 

聯合解釋變異量 19.9%** 24.9%* 18.1%* 26.5%* 20.2%** 29.7%** 

*p<.05、**p<.01、***p<.001 

根據表 4-28，本研究發現，與僅以經驗性品牌形象預測輔導自我效能整體及

各構念的情形相比，將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

「經驗性品牌形象」等三構念聯合時，有較高的解釋變異量，顯示輔導自我效能

最佳的預測模式為此三構念之組合。 

分構念觀之，輔導自我效能之任一構念皆以「經驗性品牌形象」具有最高之

預測力，與余美惠（2012）以學校整體品牌形象預測家長對學校滿意度所獲之研

究結果相似。推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學校場域中的教育與輔導工作皆以人際互

動為核心，因此經驗性品牌形象愈高，在生態系統觀的學校輔導體制中，國小輔

導人員愈能受信賴及喜愛，進而對輔導自我效能有愈高的評估。 

就「功能性品牌形象」而言，僅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助人技巧與歷程」、「自

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等三構念具預測力，而對「危機

事件的處理效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兩構念不具預測力。推究其

原因，研究者認為輔導室的教學課程及硬體設備等，或多或少會影響輔導工作初

期的關係建立及發展，但危機事件的處理，及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等則屬國小輔

導人員內在的專業知能，與外在設備及環境較無關聯。 

就「象徵性品牌形象」而言，除對輔導自我效能之「助人技巧與歷程」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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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預測力，其餘「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學校系統

中的溝通效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四構念皆具預測力。推究其原

因，研究者認為大眾對輔導室功能的評價愈高，國小輔導人員便會受鼓舞而更積

極的投入輔導工作，進而對輔導自我效能有愈高的評估，但助人技巧與歷程仰賴

輔導的專業知能，與社會評價較無關聯。 

此外，吳明隆（2014）指出社會科學領域中所有自變項對依變項較合理的 R2

（決定係數）須≧.50；若<.40 則表示解釋變異量欠佳。以此標準對照表 4-28，

可見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雖具顯著預測力，但解釋變異量皆小於 40%

（即 R2<.40），可見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尚受許多因素影響，不宜單以輔

導室品牌形象概括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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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歸納研究結果，並根據結論提出實務及研究之建議，以下分為兩節

說明：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臺北市國小輔導人員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輔

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及輔導自我效能之情形、差異與相關，以及輔導室品

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的預測力。 

研究者參照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並綜整文獻探討和統計分析結果，獲得以

下結論： 

壹、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整體為中上程度，各構念由高至低為「象

徵性品牌形象」、「經驗性品牌形象」、「功能性品牌形象」。 

整體而言，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情形為中上程度，可見國小輔

導人員對「輔導室品牌於物質、物理屬性，及社會、心理方面能提供親、師、生

三方內、外部需求及心理健康」抱持肯定態度。 

另根據文獻探討，進一步觀察品牌形象各構念之情形，過往以「學校整體」

為場域，或以「國小家長」為研究對象所探討之學校品牌形象研究，皆指出「經

驗性品牌形象」構念之知覺最高，「象徵性品牌形象」則最低；而本研究以「輔

導室」為場域，並選定「國小輔導人員」為研究對象時，「象徵性品牌形象」構

念之知覺卻高於「經驗性品牌形象」，顯示「學校整體教育願景和輔導處室工作

性質之差異」及「研究對象的不同」，皆可能係影響學校品牌形象知覺的原因。 

此外，本研究發現輔導室品牌形象，於「功能性品牌形象」構念之知覺相對

較低，顯示輔導室物質、物理屬性在滿足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員的

外部需求部分，包含各類教學課程、硬體設備等仍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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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情形整體為中上程度，各構念由高至低為「學

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

效能」，及「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整體而言，國小輔導人員輔導自我效能情形為中上程度；分構念觀之，則以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之知覺最高，「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輔導網絡與

資源運用的效能」等二構念亦望其項背，顯見國小輔導人員順應生態系統觀的學

校輔導體制，且能在溝通中保有多元尊重，同時覺察自身的限制及不足，並有效

聯結及運用輔導網絡中的資源。 

另一方面，國小輔導人員於「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構念之知覺相對較低，

且明顯低於其他四個構念，可見國小輔導人員對困難棘手的個案仍有匱乏與限制。 

參、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輔導人員對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有顯著差異，如性別

「女性」、畢業系所為「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職位為「專業輔導人

員」、服務年資「未滿 5年」，及學校規模「23班以下」者，其輔導室品牌

形象知覺較低 

不同性別、畢業系所、職位、服務年資、學校規模之國小輔導人員對知覺輔

導室品牌形象有顯著差異，如「女性之於男性」、「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之於其

他」、「專業輔導人員之於組長」、「未滿 5 年之於 10 至未滿 20 年，或之於 20 年

以上」，及「23班以下之於 49班以上」之國小輔導人員，前者所知覺之輔導室品

牌形象皆低於後者；不同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之國小輔導人員對知覺輔導

室品牌形象則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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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輔導人員對輔導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如性別「女

性」、教育程度「未達碩士」、畢業系所「非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職

位為「組長」，及學校規模「23班以下」者，其輔導自我效能較低 

不同性別、教育程度、畢業系所、職位、學校規模之國小輔導人員對輔導自

我效能有顯著差異，如「女性之於男性」、「碩士之於專科或學士」、「其他之於輔

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組長之於主任、專業輔導人員，或兼任輔導教師」，

及「23 班以下之於 49 班以上」之國小輔導人員，前者之輔導自我效能皆低於後

者；不同年齡、婚姻狀態、服務年資之國小輔導人員對輔導自我效能則未達顯著

差異。 

伍、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存在顯著正相關 

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之整體及「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

牌形象」「經驗性品牌形象」等三構念，與輔導自我效能之整體及「助人技巧與

歷程」、「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

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五構念存在顯著正相關。 

陸、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具顯著預測力，且以「經

驗性品牌形象」構念的預測力最高，但解釋力欠佳 

分構念觀之，相對「功能性品牌形象」及「象徵性品牌形象」二者，國小輔

導人員所知覺之「經驗性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之整體及各構念的預測力

最高；整體而言，在「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及「經驗性品牌

形象」等三構念聯合時，對輔導自我效能具有最佳的預測力，但其聯合解釋變異

量僅 29.7%，顯示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雖具顯著預

測力，但解釋力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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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研究者分別對國小輔導人員、國小學校機構、國小師培

機構等實務及研究層面提出建議，如下所述： 

壹、對國小輔導人員的建議 

一、對內增加溝通與交流，齊心打造輔導室品牌形象；對外宣導輔導室業務範疇，

釐清偏差的認知或期待 

根據本研究結果，不同畢業系所、職位的國小輔導人員，對同一輔導室的品

牌形象知覺有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此與國小輔導人員各自差異的輔導工作標

準，及迥異的業務範疇有關，且在外部人員混淆工作職責時，可能因誤會造成輔

導室品牌形象不彰，因此建議同處室的國小輔導人員對內增加溝通與交流，齊心

打造輔導室品牌形象；對外宣導輔導室業務範疇，釐清偏差的認知或期待。 

二、經營輔導室品牌形象，且以經驗性品牌形象為重 

根據本研究結果，輔導室品牌形象可顯著預測輔導自我效能，分構念觀之，

雖以「象徵性品牌形象」知覺最佳，但「經驗性品牌形象」對「輔導自我效能」

的預測力最高，因此建議國小輔導人員經營輔導室品牌形象，且以經驗性品牌形

象為重，藉此提升輔導自我效能。具體而言，輔導室在舉辦活動及提供輔導資源

時，須思考如何在心理方面為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員創造良好及珍

貴經驗。研究者認為，輔導處室應落實發展性輔導工作，根據各組業務舉辦宣導

及活動，並將成果回饋給學生、教職員、家長或社區人員，以此促進其心理健康。 

三、持續推動學校輔導工作的 WISER模式，並以研習或進修方式發展助人技巧

與歷程、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等專業 

根據本研究結果，國小輔導人員於「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學校系統中的

溝通效能」、「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三構念具高度信心，此與生態系統

觀的理念相符，因此建議持續推動學校輔導工作的 WISER 模式；另方面，於「助

人技巧與歷程」、「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等兩構念則相對較差，與文獻探討發現

相近，建議透過輔導知能研習或進修方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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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國小學校機構的建議 

一、正確認知輔導室品牌形象意涵，同時尊重國小輔導人員之專業 

根據本研究結果，儘管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品牌形象與輔導自我效能呈

中度正相關，且輔導室品牌形象可顯著預測輔導自我效能，但預測程度低，不宜

以輔導室品牌形象概括國小輔導人員之輔導自我效能。因此追求良好品牌形象時，

建議國小學校機構正確認知輔導室品牌形象意涵，並尊重國小輔導人員之專業。 

二、依法聘足專任輔導教師 

根據本研究結果，早期各縣市國民小學未依法聘任具輔導專業知能的教師，

使國小輔導工作無法朝向專業化發展。對此，儘管晚近的國民教育法及學生輔導

法明定出國小輔導人員任用之標準，但研究者致電全臺北市國小輔導業務相關處

室時，發現仍有部分小型學校表示因人力、資源等考量而未聘用專任輔導教師，

或僅以導師兼任輔導教師，甚至出現主任或組長兼任輔導教師之狀況。 

研究者認為，輔導工作耗時且專業，一來兼行政或導師之輔導人員對個案的

突發狀況較難彈性配合，二來研究結果亦顯示專任輔導教師輔導自我效能之整體，

及「助人技巧與歷程」、「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輔導

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等四構念皆顯著高於組長，因此建議國小學校機構依法

聘足專任輔導教師，以有效推動學校輔導工作。 

三、依法規畫輔導處室的空間，以提升輔導室之功能性品牌形象 

根據本研究結果，國小輔導人員知覺之輔導室品牌形象中的「功能性品牌形

象」構念可顯著正向預測輔導自我效能之整體，及「助人技巧與歷程」、「自我覺

察與多元尊重」、「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等三構念，顯示此對國小輔導工作確

有影響性。另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功能性品牌形象」為輔導室品牌形象中，

知覺相對較低之構念，可見其尚有改善空間，因此建議各校依法規畫輔導處室的

空間，提升輔導室之功能性品牌形象。 

具體而言，國小學校機構發展個案諮商、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輔導知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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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輔導諮詢等課程，以及規劃輔導室、諮商室等硬體設備時，須思考如何在物

質、物理屬性方面滿足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員的外部需求。根據文

獻探討，研究者認為學校應依據學生輔導法第十六條設置學校輔導工作場所，以

符合其舒適且隱密的原則，使輔導歷程得以順利開展。 

參、對國小師培機構的建議 

一、針對國小輔導人員發展輔導室品牌形象管理課程 

根據本研究結果，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之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室

品牌形象整體及「功能性品牌形象」、「象徵性品牌形象」、「經驗性品牌形象」等

三構念，皆顯著低於其他系所組畢業者，因此建議針對國小輔導儲備人員發展輔

導室品牌形象管理課程，一來可增進學校輔導業務之瞭解，縮短理論與實務的差

距，於日後更快適應教學現場；二來能掌握輔導室品牌形象之內涵，學習從物理、

心理、社會等層面思考學校職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員的需求，並藉此提升

輔導的廣度及深度。 

二、將助人技巧與歷程納入國小教育學程之必修科目 

根據本研究結果，其他系所組畢業之國小輔導人員之「助人技巧與歷程」構

念顯著低於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者。此外，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者親自

電訪之歷程，研究者發現部分國小目前仍未設立輔導室，而以學輔處或教導（輔）

處涵蓋其功能，且多由未具輔導相關知能之一般教師兼辦輔導室業務。由此可見，

實務現場中非輔導相關系所組畢業之教師仍可能成為國小輔導人員，倘若其所屬

學校之輔導人力資源不足，或個案遭遇突發狀況，其他系所組畢業者亦須與個案

臨時性晤談，但在「助人技巧與歷程」構念欠缺信心或知能不足的情況下，可能

致使輔導工作窒礙難行，未能有效發揮功能。 

有鑑於此，研究者建議國小師培機構將助人技巧與歷程納入國小教育學程之

必修科目，使非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科系者亦能藉此建立及提升此一構念的能力，

以期日後成為國小輔導人員時能發揮輔導功效，並有效幫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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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日後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修訂國小輔導室品牌形象量表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見當前學校相關的品牌形象研究皆以學校整體的角度出

發，而未微觀的探討輔導室的品牌形象，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區別二者之異同，

藉此修訂符合國小輔導室特色之品牌形象量表，使其更適用於瞭解國小輔導人員

所知覺之輔導室品牌形象。 

二、透過質性訪談探討輔導室品牌形象案例、考量其他研究變項，或擴大研究

之母群體 

本研究以量化統計方式蒐集資料，受試者可能因題目理解差異、反應心向等

因素而未能按照實際狀況填答；再者，本研究結果僅顯示國小輔導人員知覺輔導

室品牌形象可顯著預測輔導自我效能，但預測力不佳，也欠缺更深入的質性描述；

最後，研究僅普查臺北市公立國小的輔導人員，未考量各縣市輔導法規、不同教

育階段，及公私立學校體制對學校輔導人員之配置與運作方式的影響。 

綜觀三者，研究者建議日後研究透過質性訪談探討輔導室品牌形象案例，同

時考量其他研究變項之影響，或擴大研究之母群體，以增加研究結果的信、效度。 

三、微觀探究各處室品牌形象對教職員之影響 

根據本研究結果，當前學校相關的品牌形象研究皆以學校整體的角度出

發，且多站在顧客立場，即探究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學校滿意度與忠誠度等變

項之影響，而未有研究探究處室各自的品牌形象，並從員工角度探討其與自身

工作效能之相關，使學校教職員扮演被動迎合的角色。因此建議日後研究微觀

探究各處室品牌形象對教職員的影響，並根據業務範疇發展符合處室特色之品

牌形象量表，藉此反守為攻，為提升工作效能提供更具體、明確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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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專家內容效度名單 

姓名 職務 

林〇志 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 

徐〇婷 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約聘心理師 

陳〇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黃〇欣 臺北市石牌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鄭〇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謝〇玓 臺北市石牌國小輔導組長 

註：姓名欄依姓氏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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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專家審閱用問卷 

國小輔導人員工作概況問卷（專家審閱用） 

敬愛的教育先進： 

  您好，萬分感謝您撥冗閱讀此問卷，其內容將分成「基本資訊」、「輔導室

品牌形象」，及「輔導自我效能」三部分，主要目的是瞭解當前國小輔導人員

進行輔導工作時，對「輔導室品牌形象」和「輔導自我效能」的看法，以及二

者相互關係的評估。 

  本研究採自願制，請您以真實感受及實際狀況填答，若過程中遭遇心理或

生理的不適，您有權選擇是否繼續參與研究，或聯繫研究者回應研究相關之議

題。填寫問卷時無須具名，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學術之用，並以編碼形式替代，

不會暴露個人資訊，或使研究外的第三者得知。 

  您的寶貴意見對研究有極大幫助，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領導與政策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陳玉娟 博士 

研究生：陳奕軒 敬啟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修改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壹、基本資料 

「填寫說明」：請您依實際情形，於「＿＿」填入適當代號。 

一、＿＿性  別：(1)男            (2)女 

修改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年  齡：(1)未滿 30歲            (2)30至未滿 40歲   

              (3)40至未滿 50 歲          (4)50歲以上 

修改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教育程度：(1)專科(含師專)、學士      (2)碩士(含 40學分班結業) 

  (3)博士 

修改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畢業系所：(1)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2)其他 

修改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婚姻狀態：(1)未婚           (2)已婚 

修改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職  位：(1)輔導主任(含兼辦輔導室業務之教導主任或學輔主任) 

  (2)組長(含輔導組長、特教組長、資料組長)  

  (3)教師(兼任輔導教師) 

  (4)專業輔導人員(含專任輔導教師、駐校心理師或社工師) 

 修改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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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年資：(1)未滿 5年         (2) 5至未滿 10年   

               (3)10至未滿 20 年        (4)20至未滿 30 年 

               (5)30年以上 

修改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學校規模：(1)23班以下         (2)24至 48班    

                  (3)49班以上 

修改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輔導室品牌形象 

「填寫說明」：本量表共計 19題，每題均有「5：完全符合」到「1：完全不

符合」等 5個選項，請您根據實際狀況，在最符合的數字上畫圈Ｏ，謝謝！ 

 我知道或是我覺得……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適
合 

修改意見 

1.輔導處室的空間規劃美觀舒適。 □ □ □  

2.輔導處室的設施，如辦公室、團輔室，

及諮商室等能滿足輔導工作需求。 

□ □ □  

3.輔導處室的設備，如電腦、測驗量表，

及輔導媒材等能滿足輔導工作需求。 

□ □ □  

4.輔導處室能妥善維護各項設施與設備。 □ □ □  

5.親、師、生三方肯定輔導處室提供的輔

導相關研習、課程，及服務之品質。 

□ □ □  

6.輔導處室規劃之輔導相關活動具有能吸

引學生之特色。 

□ □ □  

7.輔導處室在社區中的名聲良好。 □ □ □  

8.輔導處室在學校內的名聲良好。 □ □ □  

9.輔導處室與其他處室之合作關係良好。 □ □ □  

10.輔導處室與親、師、生之合作關係良

好。 

□ □ □  

11.輔導處室內部成員之合作關係良好。 □ □ □  

12.輔導處室內部成員具輔導工作熱忱。 □ □ □  

13.輔導處室成員的輔導能力備受肯定。 □ □ □  

14.輔導處室主任的領導能力備受肯定。 □ □ □  

15.輔導處室舉辦的講座能提升親、師、

生的輔導知能。 

□ □ □  

16.輔導處室舉辦的校內活動能為親、

師、生留下良好及珍貴的經驗。 

□ □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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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或是我覺得……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適
合 

修改意見 

17.輔導處室提供的輔導諮詢，能為親、

師留下良好的印象。 

□ □ □  

18.輔導處室提供的個案輔導、團體輔導

等，能為學生留下良好的印象。 

□ □ □  

19.在輔導處室工作，會因為能協助親、

師、生解決問題，而獲得成就感。 

□ □ □  

參、輔導自我效能 

「填寫說明」：本量表共計 37題，每題均有「5：完全認同」到「1：完全不

認同」等 5個選項，請您根據實際狀況，在最符合的數字上畫圈Ｏ，謝謝！ 

 我知道或是我覺得……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適
合 

修改意見 

1.我能掌握個案口語及非口語的訊息。 □ □ □  

2.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傾聽、同理、情

感反映、立即性、開放問句等方式協助

個案自我覺察及設立目標。 

□ □ □  

3.我能概念化個案的資訊，並適時摘要及

回饋。 

□ □ □  

4.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正向回饋、行為

改變技術、角色扮演及行為演練，以協

助個案採取行動。 

□ □ □  

5.我能運用多元媒材，找出個案的優勢能

力。 

□ □ □  

6.我能持續學習各項輔導技巧，以應對輔

導工作中可能遭遇的難題。 

□ □ □  

7.我能和不同的個案建立彼此信任的關

係。 

□ □ □  

8.我能維持彈性的晤談形式，發展與個案

特質相符的輔導關係。 

□ □ □  

9.我能在輔導關係中維持輔導人員應有的

真誠、無條件正向關懷，及積極同理。 

□ □ □  

10.我能追隨及處理個案的感受，並知道

如何同理與回應個案的想法。 

□ □ □  

11.我能準確評估個案的議題。 □ □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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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或是我覺得……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適
合 

修改意見 

12.我能不斷給予個案正向回饋，協助其

聚焦及實踐目標。 

□ □ □  

13.我能妥善結束輔導關係，並延續對個

案的關心，或慎重的進行轉銜。 

□ □ □  

14.我對不同的個案而言皆是有效的輔導

人員，且輔導工作是有價值的。 

□ □ □  

15.我能尊重個案想法，避免強加個案自

身的價值觀。 

□ □ □  

16.我能妥善處理私人生活的議題，不使

輔導工作的能力受到影響。 

□ □ □  

17.我能與「與自身不同社會階層，或不

同文化族群」之個案建立關係，並同

理對方的想法。 

□ □ □  

18.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覺察自己的身心狀

況，並適時調整情緒。 

□ □ □  

19.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評估自己的限制，

並尋求其他輔導資源的協助。 

□ □ □  

20.我能評估各類個案所處情境之風險，

如雙親離異、家暴、性平，及霸凌事

件等。 

□ □ □  

21.我能辨識各類個案的身心狀況，如嚴

重適應欠佳、身心障礙，及精神疾患

等。 

□ □ □  

22.我能協助個案處理各類危機事件，如

家暴、性平、霸凌、自傷或自殺，及

其他重大創傷事件等。 

□ □ □  

23.我能立即且適當的介入各類危機，如

緊急性的師生或學生衝突，及精神疾

患個案危機等。 

□ □ □  

24.我能處理難以應對的個案議題，如個

案沉默、無法以口語表達、猶豫不

決，及迷戀輔導人員等。 

□ □ □  

25.我能掌握各類危機事件處理機制之法

規及流程。 

□ □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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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或是我覺得……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適
合 

修改意見 

26.我能向家長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家

長一起共同協助個案。 

□ □ □  

27.我能向導師及科任教師說明輔導策

略，並邀請他們共同協助個案。 

□ □ □  

28.我能向其他處室的職員說明輔導策

略，並邀請他們共同協助個案。 

□ □ □  

29.我能向同一處室的輔導人員說明輔導

策略，並邀請他們共同協助個案。 

□ □ □  

30.我能與同處室的輔導人員討論個案議

題，藉此提升輔導知能。 

□ □ □  

31.我能向學生介紹輔導處室，使輔導人

員成為學生信任的對象。 

□ □ □  

32.我能成為校內輔導支援系統的聯繫窗

口，隨時提供諮詢服務及輔導資源。 

□ □ □  

33.我能與校內職員召開個案會議，共同

尋找輔導策略及相關資源。 

□ □ □  

34.我能藉由各類學習管道，如閱讀、研

習、網路資源，及支持團體等，持續

提昇自身輔導專業的知能。 

□ □ □  

35.我能尋求專業輔導人員的協助，如督

導、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及社

工師等，並於必要時積極轉介。 

□ □ □  

36.我能善用民間組織資源發展學校輔導

工作。 

□ □ □  

37.我能善用政府機構資源發展學校輔導

工作。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惠賜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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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專家內容效度之審閱意見統整表 

本研究以英文字母 A至 F表示不同專家學者審閱問卷之意見，其內容與問

卷修正之結果如下： 

壹、研究說明部分 

貳、基本資料部分 

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一、性別： 

1.男 

2.女 

6 

 

0 0 適合。 不變。 

二、年齡： 

1.未滿 30 歲 

2.30至未滿 40歲 

3.40至未滿 50歲 

4.50歲以上 

6 0 0 適合。 不變。 

三、教育程度： 

1.專科(含師專)、學

士 

2.碩士(含 40學分

班結業) 

3.博士 

6 

 

0 0 適合。 不變。 

四、畢業系所： 

1.輔導諮商心理相

關系所組 

2.其他 

6 0 0 適合。 不變。 

五、婚姻狀態： 

1.未婚 

2.已婚 

6 

 

0 0 適合。 不變。 

（接下頁） 

 

 

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研究說明 5 1 0 E：應增加研究者聯絡方式。 增列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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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六、職位： 

1.輔導主任(含兼辦

輔導室業務之教

導主任或學輔主

任) 

2.組長(含輔導組

長、特教組長、

資料組長) 

3.教師(兼任輔導教

師) 

4.專業輔導人員(含

專任輔導教師、

駐校心理師或社

工師) 

4 2 0 A：若研究樣本充足，

可再將「專任輔導教

師」與「駐校心理師或

駐校社工師」區隔開，

瞭解該背景變項差異之

影響。 

E：由於本研究已界定

研究對象，且針對綜理

輔導業務之處室發放問

卷，故可直接寫出職位

的種類。 

 

六、職位： 

1.主任 

2.組長 

3.專任輔導教師 

4.兼任輔導教師 

5.駐校心理師或駐校

社工師 

 

七、服務年資 

1.未滿 5 年 

2.5至未滿 10年 

3.10至未滿 20年 

4.20至未滿 30年 

5.30年以上 

6 0 0 適合。 不變。 

八、學校規模 

1.23班以下 

2.24至 48 班 

3.49班以上 

6 0 0 適合。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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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輔導室品牌形象部分 

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1.輔導處室的空間規劃美

觀舒適。 

5 1 0 C：於各題目前描述

所欲測量之構念。 

標註 1至 6題為功

能性品牌形象。 

2.輔導處室的設施，如辦

公室、團輔室，及諮商

室等能滿足輔導工作需

求。 

6 0 0 適合。 不變。 

     （接下頁） 

3.輔導處室的設備，如電

腦、測驗量表，及輔導

媒材等能滿足輔導工作

需求。 

6 0 0 適合。 不變。 

4.輔導處室能妥善維護各

項設施與設備。 

6 0 0 適合。 不變。 

5.親、師、生三方肯定輔

導處室提供的輔導相關

研習、課程，及服務之

品質。 

6 0 0 適合。 不變。 

6.輔導處室規劃之輔導相

關活動具有能吸引學生

之特色。 

6 0 0 適合。 不變。 

7.輔導處室在社區中的名

聲良好。 

5 1 0 C：於各題目前描述

所欲測量之構念。 

標註 7至 14題為象

徵性品牌形象。  

8.輔導處室在學校內的名

聲良好。 

6 0 0 適合。 不變。 

9.輔導處室與其他處室之

合作關係良好。 

6 0 0 適合。 不變。 

10.輔導處室與親、師、生

之合作關係良好。 

6 0 0 適合。 不變。 

11.輔導處室內部成員之合

作關係良好。 

6 0 0 適合。 不變。 

12.輔導處室內部成員具輔

導工作熱忱。 

6 0 0 適合。 不變。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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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13.輔導處室成員的輔導能

力備受肯定。 

6 0 0 適合。 不變。 

14.輔導處室主任的領導能

力備受肯定。 

6 0 0 適合。 不變。 

15.輔導處室舉辦的講座能

提升親、師、生的輔導

知能。 

5 1 0 C：於各題目前描述

所欲測量之構念。 

標註 15至 19題為

經驗性品牌形象。  

16.輔導處室舉辦的校內活

動能為親、師、生留下

良好及珍貴的經驗。 

6 0 0 適合。 不變。 

17.輔導處室提供的輔導諮

詢，能為親、師留下良

好的印象。 

6 0 0 適合。 不變。 

18.輔導處室提供的個案輔

導、團體輔導等，能為

學生留下良好的印象。 

6 0 0 適合。 不變。 

19.在輔導處室工作，會因

為能協助親、師、生解

決問題，而獲得成就

感。 

6 0 0 適合。 不變。 

 

  

 



131 
 

肆、輔導自我效能部分 

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1.我能掌握個案口語及非

口語的訊息。 

4 2 0 C：於各題目前描述

所欲測量之構念。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標註 1至 15題為助

人與技巧歷程，並

將題目移至第 9

題。 

2.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

傾聽、同理、情感反

映、立即性、開放問句

等方式協助個案自我覺

察及設立目標。 

4 2 0 B：協助個案自我覺

察及設立目標為不同

的事，可分別詢問。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將題目改為「我能

善用輔導技巧，如

傾聽、同理、情感

反映、立即性、開

放問句等方式協助

個案自我覺察」，及

「我能善用輔導技

巧，如傾聽、同

理、情感反映、立

即性、開放問句等

方式協助個案設立

目標」，並分別移至

第 10 題、第 11

題。 

     （接下頁） 

3.我能概念化個案的資

訊，並適時摘要及回

饋。 

4 2 0 B：個案概念化為一

專業能力，可更改題

目敘述方式。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將題目改為「我具

有個案概念化的能

力，且能隨時摘要

及回饋」，並移至第

12題。 

4.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

正向回饋、行為改變技

術、角色扮演及行為演

練，以協助個案採取行

動。 

5 1 0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移至第 13題。 

5.我能運用多元媒材，找

出個案的優勢能力。 

5 1 0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移至第 14題。 

6.我能持續學習各項輔導

技巧，以應對輔導工作

中可能遭遇的難題。 

5 1 0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移至第 15題。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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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7.我能和不同的個案建立

彼此信任的關係。 

5 1 0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移至第 1題。 

8.我能維持彈性的晤談形

式，發展與個案特質相

符的輔導關係。 

5 1 0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F：維持彈性一詞之

語意有些不清，建議

可調換前後句的順

序，並將題目改為輔

導關係之發展能依照

個案不同的特質調整

的。 

將題目改為「我能

依據個案不同的特

質，發展適合個案

的晤談形式」，並移

至第 2題。 

9.我能在輔導關係中維持

輔導人員應有的真誠、

無條件正向關懷，及積

極同理。 

5 1 0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移至第 3題。 

10.我能追隨及處理個案的

感受，並知道如何同理

與回應個案的想法。 

3 3 0 B：感受與想法分別

屬於情緒與認知層

面，可拆成兩題詢

問。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F：輔導歷程牽涉口

語及非口語訊息，可

從此觀點設計題目。 

將題目改為「我能

追隨及處理個案的

口語及非口語訊

息，並知道如何同

理及回應個案的想

法」，及「我能追隨

及處理個案的口語

及非口語訊息，並

知道如何同理及回

應個案的感受」等

兩題，並分別移至

第 4 題與第 5題。 

11.我能準確評估個案的議

題。 

5 1 0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移至第 6題。 

12.我能不斷給予個案正向

回饋，協助其聚焦及實

踐目標。 

5 1 0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移至第 7題。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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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13.我能妥善結束輔導關

係，並延續對個案的關

心，或慎重的進行轉

銜。 

5 1 0 D：題目應按照輔導

歷程排列。 

移至第 8題。 

14.我對不同的個案而言皆

是有效的輔導人員，且

輔導工作是有價值的。 

4 2 0 C：於各題目前描述

所欲測量之構念。 

E：末句加上「認

為」兩字。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16題。） 

標註 16至 21題為

自我覺察與多元尊

重，並將題目改為

「我對不同的個案

而言皆是有效的輔

導人員，且認為輔

導工作是有價值

的。」 

15.我能尊重個案想法，避

免強加個案自身的價值

觀。 

3 3 0 B、F、D：語句不太

通順，改為「避免將

自身價值觀強

加…」。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17題。） 

將題目改為「我能

尊重個案想法，避

免將自身價值觀強

加於個案。」 

16.我能妥善處理私人生活

的議題，不使輔導工作

的能力受到影響。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18題。） 

不變。 

17.我能與「與自身不同社

會階層，或不同文化族

群」之個案建立關係，

並同理對方的想法。 

5 1 0 F：第一句的「與」

出現兩次，建議更

改，使語句更通順。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19題。） 

將題目改為「我能

和『與自身不同社

會階層，或不同文

化族群』之個案建

立關係，並同理對

方的想法。」 

18.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覺察

自己的身心狀況，並適

時調整情緒。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0題。） 

不變。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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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19.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評估

自己的限制，並尋求其

他輔導資源的協助。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1題。） 

不變。 

20.我能評估各類個案所處

情境之風險，如雙親離

異、家暴、性平，及霸

凌事件等。 

5 1 1 C：於各題目前描述

所欲測量之構念。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2題。） 

標註 22至 27題為

危機事件的處理效

能。 

21.我能辨識各類個案的身

心狀況，如嚴重適應欠

佳、身心障礙，及精神

疾患等。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3題。） 

不變。 

22.我能協助個案處理各類

危機事件，如家暴、性

平、霸凌、自傷或自

殺，及其他重大創傷事

件等。 

5 1 0 D：家暴、性平、霸

凌、自傷或自殺的後

方皆加入「事件」二

字。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4題。） 

將題目改為「我能

協助個案處理各類

危機事件，如家暴

事件、性平事件、

霸凌事件、自傷或

自殺事件，及其他

重大創傷事件

等。」 

23.我能立即且適當的介入

各類危機，如緊急性的

師生或學生衝突，及精

神疾患個案危機等。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5題。） 

不變。 

24.我能處理難以應對的個

案議題，如個案沉默、

無法以口語表達、猶豫

不決，及迷戀輔導人員

等。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6題。） 

不變。 

25.我能掌握各類危機事件

處理機制之法規及流

程。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7題。） 

不變。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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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26.我能向家長說明輔導策

略，並邀請家長一起共

同協助個案。 

4 2 0 B：「一起」、「共

同」兩詞重複，可刪

除一詞。 

C：於各題目前描述

所欲測量之構念。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8題。） 

標註 28至 34題為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

效能，並將題目改

為「我能向家長說

明輔導策略，並邀

請家長共同協助個

案。」 

27.我能向導師及科任教師

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

他們共同協助個案。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29題。） 

不變。 

28.我能向其他處室的職員

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

他們共同協助個案。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30題。） 

不變。 

29.我能向同一處室的輔導

人員說明輔導策略，並

邀請他們共同協助個

案。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31題。） 

不變。 

30.我能與同處室的輔導人

員討論個案議題，藉此

提升輔導知能。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32題。） 

不變。 

31.我能向學生介紹輔導處

室，使輔導人員成為學

生信任的對象。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33題。） 

不變。 

32.我能成為校內輔導支援

系統的聯繫窗口，隨時

提供諮詢服務及輔導資

源。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34題。） 

不變。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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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適

合 

須

調

整 

不

合

適 

專家意見 修改結果 

33.我能與校內職員召開個

案會議，共同尋找輔導

策略及相關資源。 

4 2 0 C：於各題目前描述

所欲測量之構念。 

F：可考慮將職員一

詞改為同仁，將較為

貼切。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35題。） 

標註 35至 39題為

輔導網絡與資源運

用的效能，並將題

目改為「我能與校

內同仁召開個案會

議，共同尋找輔導

策略及相關資

源。」 

34.我能藉由各類學習管

道，如閱讀、研習、網

路資源，及支持團體

等，持續提昇自身輔導

專業的知能。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36題。） 

不變。 

35.我能尋求專業輔導人員

的協助，如督導、諮商

心理師、臨床心理師，

及社工師等，並於必要

時積極轉介。 

6 0 0 適合。 

 

（因前述增題而移

至第 37題。） 

不變。 

36.我能善用民間組織資源

發展學校輔導工作。 

5 1 0 F：一般習慣先寫政

府，再寫民間，因此

可與下一題調整順

序。 

採納意見，並因前

述增題而移至 39

題。 

37.我能善用政府機構資源

發展學校輔導工作。 

5 1 0 F：一般習慣先寫政

府，再寫民間，因此

可與上一題調整順

序。 

採納意見，並因前

述增題而移至 3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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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正式問卷 

國小輔導人員工作概況問卷 

敬愛的教育先進： 

  您好，萬分感謝您撥冗閱讀此問卷，其內容將分成「基本資料」、「輔導室

品牌形象」，及「輔導自我效能」三部分，主要目的是瞭解當前國小輔導人員

進行輔導工作時，對「輔導室品牌形象」和「輔導自我效能」的看法，以及二

者相互關係的評估。 

  本研究採自願制，請以真實感受及實際狀況填答，若過程中遭遇心理或生

理的不適，您有權選擇是否繼續參與研究，或聯繫研究者回應研究相關之議題。

填寫問卷時無須具名，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學術之用，並以編碼形式替代，不

會暴露個人資訊，或使研究外的第三者得知。 

  您的寶貴意見對研究有極大幫助，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領導與政策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陳玉娟 博士 

研究學生：陳奕軒 敬啟 

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壹、基本資料 

「填寫說明」：請您依實際情形，於「＿＿」填入適當代號。 

一、＿＿性  別：(1)男         (2)女 

二、＿＿年  齡：(1)未滿 30歲         (2)30至未滿 40 歲   

              (3)40至未滿 50 歲        (4)50歲以上 

三、＿＿教育程度：(1)專科(含師專)、學士       (2)碩士(含 40學分班結業) 

  (3)博士 

四、＿＿畢業系所：(1)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  (2)其他 

五、＿＿婚姻狀態：(1)未婚        (2)已婚 

六、＿＿職  位：(1)主任               (2)組長  

  (3)專任輔導教師      (4)兼任輔導教師 

  (5)駐校心理師或駐校社工師 

七、＿＿服務年資：(1)未滿 5年         (2) 5至未滿 10年   

               (3)10至未滿 20 年        (4)20至未滿 30 年 

               (5)30年以上 

八、＿＿學校規模：(1)23班以下         (2)24至 48班    

                  (3)49班以上 

（背面尚有題目，敬請翻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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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室品牌形象 

「填寫說明」：本量表共計 19題，每題均有「5：完全符合」到「1：完全不

符合」等 5個選項，請您根據實際狀況，在最符合的數字上畫圈Ｏ，謝謝！ 

 

 

 我知道或是我覺得…… 

完

全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少

部

分

符

合 

完

全

不

符

合 

【功能性品牌形象】 

1.輔導處室的空間規劃美觀舒適。 5 4 3 2 1 

2.輔導處室的設施，如辦公室、團輔室，及諮商室等能滿

足輔導工作需求。 

5 4 3 2 1 

3.輔導處室的設備，如電腦、測驗量表，及輔導媒材等能

滿足輔導工作需求。 

5 4 3 2 1 

4.輔導處室能妥善維護各項設施與設備。 5 4 3 2 1 

5.親、師、生三方肯定輔導處室提供的輔導相關研習、課

程，及服務之品質。 

5 4 3 2 1 

6.輔導處室規劃的相關活動具有能吸引學生之特色。 5 4 3 2 1 

【象徵性品牌形象】 

7.輔導處室在社區中的名聲良好。 5 4 3 2 1 

8.輔導處室在學校內的名聲良好。 5 4 3 2 1 

9.輔導處室與其他處室之合作關係良好。 5 4 3 2 1 

10.輔導處室與親、師、生之合作關係良好。 5 4 3 2 1 

11.輔導處室內部成員之合作關係良好。 5 4 3 2 1 

12.輔導處室內部成員具輔導工作熱忱。 5 4 3 2 1 

13.輔導處室主任的領導能力備受肯定。 5 4 3 2 1 

14.輔導處室成員的輔導能力備受肯定。 5 4 3 2 1 

【經驗性品牌形象】 

15.輔導處室舉辦的講座能提升親、師、生的輔導知能。 5 4 3 2 1 

16.輔導處室舉辦的相關活動能為親、師、生留下良好及

珍貴的經驗。 

5 4 3 2 1 

17.輔導處室提供的輔導諮詢，能為親、師留下良好的印

象。 

5 4 3 2 1 

18.輔導處室提供的個案輔導、團體輔導等，能為學生留

下良好的印象。 

5 4 3 2 1 

19.在輔導處室工作，會因為能協助親、師、生解決問

題，而獲得成就感。 

5 4 3 2 1 

（背面尚有題目，敬請翻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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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輔導自我效能 

「填寫說明」：本量表共計 39題，每題均有「5：完全認同」到「1：完全不

認同」等 5個選項，請您根據實際狀況，在最符合的數字上畫圈Ｏ，謝謝！ 

 

 

 我知道或是我覺得…… 

完

全

認

同 

大

部

分

認

同 

部

分

認

同 

少

部

分

認

同 

完

全

不

認

同 

【助人技巧與歷程】 

1.我能和不同的個案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 5 4 3 2 1 

2.我能依據個案不同的特質，發展適合個案的晤談形式。 5 4 3 2 1 

3.我能在輔導關係中維持輔導人員應有的真誠、無條件正

向關懷及積極同理。 

5 4 3 2 1 

4.我能追隨及處理個案的口語及非口語訊息，並知道如何

同理與回應個案的想法。 

5 4 3 2 1 

5.我能追隨及處理個案的口語及非口語訊息，並知道如何

同理與回應個案的感受。 

5 4 3 2 1 

6.我能準確評估個案的議題。 5 4 3 2 1 

7.我能不斷給予個案正向回饋，協助其聚焦及實踐目標。 5 4 3 2 1 

8.我能妥善結束輔導關係，並延續對個案的關心，或慎重

的進行轉銜。 

5 4 3 2 1 

9.我能掌握個案口語及非口語的訊息。 5 4 3 2 1 

10.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傾聽、同理、情感反映、立即

性、開放問句等方式協助個案自我覺察。 

5 4 3 2 1 

11.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傾聽、同理、情感反映、立即

性、開放問句等方式協助個案設立目標。 

5 4 3 2 1 

12.我具有個案概念化的能力，且能適時摘要及回饋。 5 4 3 2 1 

13.我能善用輔導技巧，如正向回饋、行為改變技術、角

色扮演及行為演練，以協助個案採取行動。 

5 4 3 2 1 

14.我能運用多元媒材，找出個案的優勢能力。 5 4 3 2 1 

15.我能持續學習與進修，以因應輔導工作中可能遭遇的

難題。 

5 4 3 2 1 

【自我覺察與多元尊重】 

16.我對不同的個案而言皆是有效的輔導人員，且認為輔

導工作是有價值的。 

5 4 3 2 1 

17.我能尊重個案想法，避免將自身價值觀強加於個案。 5 4 3 2 1 

（背面尚有題目，敬請翻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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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能妥善處理私人生活的議題，不使輔導工作的能力

受到影響。 

5 4 3 2 1 

19.我能和「與自身不同社會階層，或不同文化族群」之

個案建立關係，並同理對方的想法。 

5 4 3 2 1 

20.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況，並適時調整

情緒。 

5 4 3 2 1 

21.我能在輔導歷程中評估自己的限制，並尋求其他輔導

資源的協助。 

5 4 3 2 1 

【危機事件的處理效能】 

22.我能評估各類個案所處情境之風險，如雙親離異、家

暴、性平，及霸凌事件等。 

5 4 3 2 1 

23.我能辨識各類個案的身心狀況，如嚴重適應欠佳、身

心障礙，及精神疾患等。 

5 4 3 2 1 

24.我能協助個案處理各類危機事件，如家暴事件、性平

事件、霸凌事件、自傷或自殺事件，及其他重大創傷

事件等。 

5 4 3 2 1 

25.我能立即且適當的介入各類危機，如緊急性的師生或

學生衝突，及精神疾患個案危機等。 

5 4 3 2 1 

26.我能處理難以應對的個案議題，如個案沉默、無法以

口語表達、猶豫不決，及迷戀輔導人員等。 

5 4 3 2 1 

27.我能掌握各類危機事件處理機制之法規及流程。 5 4 3 2 1 

【學校系統中的溝通效能】 

28.我能向家長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家長共同協助個

案。 

5 4 3 2 1 

29.我能向導師及科任教師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他們共

同協助個案。 

5 4 3 2 1 

30.我能向其他處室的同仁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他們共

同協助個案。 

5 4 3 2 1 

31.我能向同一處室的同仁說明輔導策略，並邀請他們共

同協助個案。 

5 4 3 2 1 

32.我能與同一處室的同仁討論個案議題，藉此提升輔導

知能。 

5 4 3 2 1 

（背面尚有題目，敬請翻閱，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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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我能向學生介紹輔導處室，使輔導人員成為學生信任

的對象。 

5 4 3 2 1 

34.我能成為校內輔導支援系統的聯繫窗口，隨時提供諮

詢服務及輔導資源。 

5 4 3 2 1 

【輔導網絡與資源運用的效能】 

35.我能與校內同仁召開個案會議，共同尋找輔導策略及

相關資源。 

5 4 3 2 1 

36.我能藉由各類學習管道，如閱讀、研習、網路資源，

及支持團體等，持續提昇自身輔導專業的知能。 

5 4 3 2 1 

37.我能尋求專業輔導人員的協助，如督導、諮商心理

師、臨床心理師，及社工師等，並於必要時積極轉

介。 

5 4 3 2 1 

38.我能善用政府機構資源發展學校輔導工作。 5 4 3 2 1 

39.我能善用民間組織資源發展學校輔導工作。 5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悉心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