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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心理輔導機構當事人所感受的輔導助益性情形，並探究與輔導員及當事

人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本研究採取量化研究及質性研究並重的同時檢證混合研究設計，

運用研究者自編的會談感受量表及輔導助益性因素訪談大綱為研究工具。獲致下列研究結

果：1.接受電話或晤談輔導之當事人對於輔導助益性的評量沒有明顯差異。2.並未完全支持

當事人不同背景變項在輔導助益性評量上有顯著差異的成立。3.共獲得瞭解自我、知道行動

方法等八項輔導助益性的內涵。4.共發現三個層面計十七項與輔導員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

以及二個層面共十項與當事人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文末並針對研究結果提出討論與建

議。 
 
 

關鍵詞：社區心理輔導、輔導助益性、輔導助益性因素 

隨著台灣社會的多元發展，社會大眾的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嚴重。依據林家興（民95，民97）的

研究指出：台灣每天至少有38人向生命線求助，有8.7人自殺身亡。每天有85通兒童虐待的通報電話，

有8.5件性侵害案件發生，有23名國中和國小學生輟學，有86對怨偶分手。此外，25％的大學生有憂

鬱情緒，職場員工24.2％吸菸，失眠盛行率高達28％。即使使用不同的標準，全部心理疾病的盛行率

約在20~30％，其中憂鬱症與焦慮症的盛行率各約10％；即使未達心理疾病的嚴重程度，需要心理輔

導的成人、兒童及青少年，更是不計其數。 
面對這麼龐大的心理衛生服務需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本世紀

初，即以「心理健康」作為2001年世界健康日及年度報告的主題，並提示十項心理健康照護的重要

原則，強調應從社區著手，不僅蒐集社區心理疾病的盛行狀況，也必須針對照護服務品質加以瞭解

（WHO, 2001，引自張玨，民96，頁12）。然而，反思我國心理健康照護工作，不論是精神衛生法過

度側重精神疾病的治療，而輕忽心理健康的促進與預防；或是長期心理衛生政策與資源分配都集中

在精神疾病的治療與復健上（王國羽，民86；林家興，民97；陳嘉鳳，民96）；對於公設的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卻是缺乏長遠的政策規劃、組織與人力的配置（利美萱，民96；林家興，民97；陳嘉鳳，

民96）。而在專業人力方面，心理師法已於民國90年11月通過，但是，依據衛生署（民96）醫事人力 
                                                       
* 本研究係根據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委託「接受輔導當事人之輔導助益性研究」之研究資料改寫而成。若對本

文有任何指教與回饋，歡迎來信與本文通訊作者聯繫。通訊作者：郭瓈灧，通訊方式：olivekuo2002@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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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台灣每一萬人口中臨床心理師只有0.15人，諮商心理師更是未達0.01人，真是寥寥可數。以

如此微薄的專業人力要應付心理衛生三級預防工作已是捉襟見肘，如何能夠承擔全民心理健康照護

初級和次級預防的重責大任呢？ 
於是，台灣初級和次級預防的社區心理健康照護工作長期仰賴許多民間輔導機構的投入，較為

知名的機構包括生命線、「張老師」、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等，尤其前兩者平均每年服務將近十二萬

五千人次，歷年服務量已超過五百萬人次（中華民國生命線總會，民96；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

會，民96）。這麼多社會大眾選擇民間輔導機構來協助自己處理心理困擾，吸引他們接受服務的各種

因素中，除了收費與否、不想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籤、求助便利性與匿名性的因素外，到底這些民

間輔導機構所發揮的功能何在？輔導人員對於當事人提供了什麼幫助？輔導後的效果為何？當事人

認為對其有幫助的部份是什麼？因而能吸引這麼一群人前來尋求心理健康協助，一直是研究者所想

了解的。 
在文獻探討中發現多個與上述研究動機相關的名詞，例如諮商效果或效能、諮商助益性

（counseling helpfulness）、輔導或諮商滿意度、會談感受、諮商療效因子或因素…等，這些名詞的使

用方法，基本上在心理師法實施之前，在實務界與學術研究上經常是被相當混淆的使用著。而在心

理師法實施之後，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這二個名詞已被界定為領有心理師證照的特定醫事人員才能

使用。因此，本研究以下所指稱的社區心理輔導機構、輔導助益性與輔導助益性因素均僅限於輔導

的範疇；並以諮商效能、療效因素通稱先前文獻用詞。 
諮商效能（counseling effectiveness）的定義是：經過諮商過程之後（包括每次會談結束和整個個

案的結案），當事人對於諮商過程所感受到的幫助程度或是滿意程度。目前研究成果大致上均一致的

支持諮商是有效果的（陳永慶，民90；陳秉華、王麗斐，民79；蔡明富、林幸台，民88；Warwar, & Greenberg, 
2000），比較重要的探討方向應該是：諮商或心理治療的療效是如何運作的？以及治療者應該如何適

當的提供治療才能夠使諮商效能會更好？ 
在諮商中有哪些因素會促進諮商效能？有些學者（Hubble, Duncan, & Miller, 1999；Norcross, & 

Goldfried, 1992；Sprenkle, & Blow, 2004）致力於尋找跨治療理論模式的共同因素或非特定因素的驗

證，幾經修正，大致上包含：當事人及治療之外的因素、關係因素、模式/技術因素、以及希望/預期

因素（Thomas, 2006）。其他研究結果大致上顯示：治療同盟和當事人投入諮商是最被廣泛獲得研究

和臨床支持的兩大共同因素（陳秉華，民80；Garfield, & Bergin, 1994；Goldman, 1997；Greenberg, 
2004；Horvath, & Greenberg, 1994；Martin, Garske, & Davis, 2000；Reese, Conoley, & Brossart, 2002；

Warwar, & Greenberg, 2000）。Greenberg、Elliott 與 Lietaer（1994）也綜合十篇有關諮商與心理治療

療效因素的研究，進行主題分析，列出四大類十五小項的因素包括：（一）正向關係環境：包含工作

同盟、同理、支持、諮商員的性格特質；（二）當事人在諮商中的投入：包含參與、自我開放、表達、

探索；（三）治療者使用諮商技術催化當事人的工作：包含治療者引導或催化當事人的探索、治療者

的面質與回饋；（四）當事人的改變或震撼：包含覺察/體驗、瞭解/洞察、正向的感受、表達或體驗

改變後的自我、其他的改變等（Greenberg et al., 1994，引自張娟鳳，民88，頁19）。 
此外，國外有些學者採用好時機、重要事件、助益性事件等不同名詞來探討諮商效果，例如：

Mahrer 與 Nadler（1986）提出「好時機」來說明當事人在諮商歷程中顯現進展或改變的關鍵時刻。

Martin、Martin 與 Slemon（1987）則採用「重要事件」來說明當事人主觀認定對諮商歷程具有重要

影響力的晤談段落。Elliott（1985）將當事人回憶諮商歷程中對自己產生立即性衝擊的晤談段落稱為

「助益性事件」。國內許多學者也針對相似的主題進行研究（方家銘，民89；陳斐娟，民85；蔡惠

菁，民94；謝淑敏，民82）。 
上述討論諮商效能或療效因素的國內外研究幾乎都是以諮商專業人員或是碩博士班研究生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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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諮商者，以學校學生、醫院病人、機構收容的當事人、或是特為研究才招募而來者作為研究對

象，能以實際向社區心理衛生機構求助之當事人為研究對象，實屬稀少。這從陳永慶（民90）收集

國內257篇相關研究中發現：治療者經驗變項以專業人員和研究生佔92.6％，半專業人員佔7.4％；以

學校或醫院為治療場所者佔90.9％，社區心理衛生機構僅佔2％；治療方式集中在團體治療（佔88.7
％），個別治療僅佔8.3％；真實的、例常性的臨床治療樣本過於稀少以致於無法與研究治療樣本分開

分析其效果量的狀況也可見一斑。 
在服務方式上，上述研究幾乎都以面對面的晤談方式為主；但是，台灣初級和次級預防的社區

心理健康照護工作卻是多半仰賴電話輔導方式。除了「張老師」基金會外，這些社區心理輔導機構

多半只有年度服務成果報告，有關電話輔導助益性之成效評量相關研究，幾乎付諸闕如。倒是國外

某些特定領域運用電話諮商之效能已有相關研究加以支持。最著名的就是美國加州戒菸專線，訓練

並運用一批嫻熟會談技巧與戒菸知識的半專業人員，依據結構式的戒菸諮商架構（protocols）來協助

社會大眾戒菸，並以實際的戒斷率做為電話戒菸諮商後的效果評量標準，已證實即使結束諮商一年

後其戒斷率仍比自助戒菸者高，並可遷移到真實生活情境中（Zhu et al., 1996；Zhu et al., 2002）。Reese
等人（2002）則是針對大中型企業，由碩士以上專業人員提供員工及其家屬免費的焦點解決短期電

話諮商，在近200萬服務人次的效果評量發現：電話諮商效果較之前的晤談諮商效果顯著更高，但效

果量很小；而晤談諮商對特定問題改善的效果顯著高於電話諮商。Bobevski、Holgate 和 McLennan
（1997）則運用三個諮商滿意度問題，搭配 Hill 的諮商員口語反應分類系統來了解被評量為諮商滿

意度較高或較低的電話諮商員其口語反應技巧的優缺點。一般說來，心理健康服務機構運用電話諮

商效能研究是相當罕見（Bobevski et al., 1997；Reese et al., 2002）。 
基於上述探討，本研究針對某個社區心理輔導機構（以下簡稱：該機構）進行研究，以探討其

輔導工作的輔導助益性以及影響輔導助益性的相關因素。選擇該機構的考量因素包括：該機構是台

灣最早成立的社區心理輔導機構之一，已近40年；其服務據點遍布全省；提供輔導方式包括電話、

面談、函件、網路等，相當多元。在其歷年212萬餘人次的服務量中，電話輔導約佔80％，晤談輔導

約佔10％（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民96），可以提供本研究同時比較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輔導

助益性的異同。 
此外，該機構規劃免費的志願服務系統與收費的心理師專業服務系統，本研究關注的是志願服

務系統，其服務人員包括專職人員和義務輔導員。前者均為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部份專職人員

還具備社工師或心理師的專業證照；其餘902位義務輔導員均接受完整的職前與在職訓練，並有督導

和甄選考核制度規範，其背景以女性為主（佔76.8％）；年齡在21- 30歲、31-40歲、41歲及以上者各

佔29.4％、33.0％和37.6％；已婚者居多（佔54.1％）；學歷為專科、大學、碩士、博士各佔7.9％、63.3
％、27.9％和0.9％；其中非相關科系者略多（佔55.8％）；其職業為學生、教師及社會人士者各佔14.6
％、33.4％、52.0％；服務年資在2年以下、3-7年和8年以上者各約佔三分之一（財團法人「張老師」

基金會，民96）。所以，本研究的輔導員經驗變項雖屬半專業人員，卻是經過輔導專業訓練有素的半

專業人員。尤其，該機構自民國83年開始試行，「解決問題的諮商架構」（邱德才，民90）已經持續

成為該機構輔導員職前訓練普遍使用之輔導架構。這也是本研究欲評估該機構輔導助益性的概念基

礎和主要內容，並做為輔導助益性評量中有關特殊技術因素的探討，以瞭解當事人改變的結果及其

意義。 
歷年來有關該機構輔導助益性的研究僅有二篇（沈慶鴻，民81；張德聰，民74），且年代久遠，

因此該機構也願意配合與協助本研究的進行。綜合上述二篇研究，雖然研究目的與方法不盡相同，

歸納來說大致有如下之發現：當事人所評量的輔導助益性多數傾向正向且高評價；輔導員、專家-督
導與當事人對於輔導助益性的評量是有差異的，通常當事人較為高估；其次，就當事人的感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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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實際得到協助的程度顯著低於希望得到協助的程度，而此項卻是輔

導員認為當事人實際得到協助的程度高於希望得到協助的程度，彼此間觀點的落差相當大。從二位

研究者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研究者進一步思考：需要發展一份有效且符合目前該機構輔導模式與訓

練架構的評量工具；研究地區的選取應該擴及全省的服務中心；輔導員變項應該包括新進與資深的

輔導員；研究的範圍應該包括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二種服務方式；對於輔導助益性的評量應該由當

事人方面來收集資料，並將當事人背景變項作為顯著考驗的變項；除了量化研究方法之外，可以考

慮採取混合研究的方法，同時收集有關輔導助益性因素的資訊，以進一步釐清與輔導助益性有關的

意涵。 
有些學者關注諮商效能的評量方法與方式，包括：何謂諮商成功的標準？如何測量當事人的改

變來當作接受諮商的結果和效果？運用不同諮商理論學派會如何影響測量當事人改變的工具使用？

其中牽涉到測量方法（直接或間接測量）、評量者（治療者自評、當事人的回饋，或是透過督導、同

儕、專家的客觀評量）、測量焦點（治療者、當事人、諮商關係、諮商歷程、或是諮商系統）、測量

過程、評分方式、評分類別（可觀察的行為或推論內在狀態）等問題（Benton, & Schroeder, 1990；

Garfield, 1994；Kibby,Tyc, & Mulhern,1998；Lipsey, & Wilson, 1993；Smith, & Glass, 1977）。在國內

最被廣泛用以評估諮商效能的評量工具就是王蕙蘭（民79）修訂發展的「晤談反應量表」。廖鳳池（民

83）、翁令珍和廖鳳池（民91）則是依據 Stiles 和 Snow（1984）的「單次晤談感受評量問卷」（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簡稱 SEQ）來發展「晤談感受評量問卷」。 

因此，本研究期待透過實際接受該機構輔導的當事人：（一）接受電話或晤談輔導後，當事人在

研究者自編的「會談感受量表」上主觀知覺的輔導助益性如何？（二）接受電話輔導或晤談輔導的

當事人，在會談感受量表上反應的輔導助益性是否有差異？（三）當事人相關背景變項（包括：當

事人之性別、年齡、學歷、來談問題分類、會談次數、求助地區…等）與當事人在會談感受量表反

應之輔導助益性間的關係為何？（四）瞭解當事人接受輔導後，其知覺到的輔導助益性及促成輔導

助益性之因素為何？針對研究問題二與研究問題三提出二項研究假設加以考驗：（一）接受電話輔導

與晤談輔導當事人在會談感受量表上所呈現的輔導助益性分數有顯著差異。（二）當事人不同背景變

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談話次數、接受輔導經驗、是否續談、單一或多重求助問題、

求助地區）在會談感受量表上所呈現的輔導助益性分數有顯著差異。 

 

方   法 

研究方法論派典從量化研究、質性研究，已經進入混合研究（mixed methodology）的時代，意

指在一個研究計畫中，為了達到研究目的而採取不同的理論趨力（theoretical drive）或視野，可能同

時或是接續運用量化與質化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來呈現研究問題、蒐集資料、分析資料，以及做研

究推論。而所謂的混合會發生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資料分析、研究推論的多個或所有階段，許

多學者因為採取不同的區分標準而給予不同的模式分類和命名（Hanson, Creswell, Clark, Petska, & 
Creswell, 2005；Morse, 1998；Tashakkori, & Teddlie, 2003）。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有二：一方面調查

接受該機構晤談輔導或電話輔導後，當事人主觀上是否感受到輔導對其的協助，並驗證服務方式及

當事人背景變項在知覺輔導助益性評量上的差異情形。另一方面，希望能夠深入瞭解當事人所知覺

到的輔導助益性內涵為何，並進一步探究促使輔導助益性產生的因素為何。前者屬於假設驗證的量

化研究範疇，後者則屬於深度探索的質性研究範疇；同時收集兩種研究資料是為相互檢證與補充研

究發現，並縮減對服務現場與後續輔導關係的干擾。因此，本研究採取 Morse（1998）所定義的量化

研究與質性研究並重的同時混合研究設計，也是 Hanson 等人（2005）所定義的同時檢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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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ent triangulation design），將研究重心均等的分配在量化與質性研究，並將量化與質性研究

資料同時分開進行收集和分析，整合的工作是在研究結果討論與推論階段再做統合討論，以相互交

叉檢證或補充研究發現。 

一、量化研究部分 

本研究量化研究對象是於民國95年11月至96年1月以電話輔導專線或親自前往該機構台北（含三

重）、桃園（含中壢）、台中和高雄四個中心早中晚班實際求助之當事人，總計發出問卷500份，共計

回收243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49％。正式樣本中電話訪談者占64.6％、晤談訪談者為35.4％；男性

佔28.8％、女性67.1％（未填答者佔4.1％）；年齡以21~50歲為主（79.0％）；教育程度以高中（25.1
％）和大學（38.3％）為主；初次會談者佔39.1％、連續會談者為47.3％（未填答者或填 N 次者佔13.6
％）。 

研究資料收集方式是：先經過該機構內部公文公告，以及研究者出席各中心督導月會說明，徵

得輔導員的瞭解與同意之後，於每班邀請一位經過三小時訪談員訓練之輔導員擔任訪談員（訪談員

不得為該當事人的輔導員）。電話輔導部分由輔導員（包括資淺與資深者）在其結束會談後，口頭邀

請當事人參與研究，當事人答應後，將電話直接轉交訪談員，由訪談員依據「研究參與同意書」再

次確認其參與研究意願並作記錄，再進行「會談感受量表」電話訪談。晤談輔導部分亦相似，在結

束會談及當事人答應後，由訪談員入內再次確認其參與研究意願，並請當事人簽署同意書後自行填

答「會談感受量表」。 
研究工具是研究者自編之「會談感受量表」，其初稿係根據該機構「解決問題諮商架構」（邱德

才，民90）之內涵，由二位研究者擬出題目後，再請原書作者及二位教授進行審閱與修正後編製而

成，共計36題，採 Likert 六點量表方式作答。第一次預試以該機構台北、桃園、台中和高雄四個中

心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之當事人為研究對象，總計發出2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77份（回收率39
％）。預試結果以因素分析之主成分分析法做為刪題之依據，並參考研究對象及訪談員之回饋，大幅

修改量表題項及填答方式，再經督導審閱後進行第二次預試。 
第二次預試增加彰化及台南二個中心的參與，共計發出2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78份（回收率

39％）。預試樣本中電話訪談者佔82.1％、晤談訪談者為17.9％；男性佔33.4％、女性66.6％；年齡以

21~50歲為主（佔73.1％）；教育程度以高中（35.9％）和大學（26.9％）為主；初次會談者佔36.1％、

連續會談者為63.9％。修改後的研究工具「會談感受量表」共計26題，採 Likert 四點量表方式作答，

在量表上得分愈高表示研究參與者認為的輔導助益性愈高。第二次預試結果以 SPSS 套裝軟體進行項

目分析及因素分析，據以選題編製成正式量表，進行過程及題項篩選標準如下：首先進行項目分析，

將1.該題與校正後項目總分之相關低於.3者，刪除之。2.各題決斷值（CR）未達.05的顯著水準者，刪

除之。3.若刪除該題後，α值明顯提高者，刪除之。分析結果所有題項皆不符合上述之刪題條件。再

以因素分析之主成分分析法考驗因素結構並做為刪題參考，得到五個因素，分別是：1.情緒助益性（共

3題，特徵值為2.863）；2.認知助益性（共4題，特徵值為1.731）；3.行為助益性（共4題，特徵值為3.008）；

4.自我助益性（共4題，特徵值為2.673）；5.輔導關係助益性（共8題，特徵值為5.443），累積變異量

為69.34％，另外有關整體滿意度（共3題），故26個題項均加以保留。 
為瞭解正式施測量表之情緒助益性、認知助益性、行為助益性、自我助益性與輔導關係助益性

五個分量表的建構效度，以 LISREL 套裝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根據 Bagozzi 和 Yi（1988）的基

本適配度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指標中：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本量表結果為.06-.39）、誤差

變異之顯著性必須達到顯著水準（本量表均達.01的顯著水準）、因素負荷量不能太低或太高（介

於.5-.95）（本量表因素負荷值在.42-.69）、不能有太大的標準誤等，本量表大致符合。此外，以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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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評鑑標準中，本量表的Ｘ2＝715.21，df＝220，p＝.000，表示須拒絕

理論上的共變數矩陣與觀察資料的共變數矩陣相等的假設。進一步參考不易受樣本人數影響的幾個

適配度指標（必須大於.90才代表適合度極佳），本量表的 GFI＝.79、AGFI＝.74、NFI＝.95、IFI＝.97、

NNFI＝.96、CFI＝.97；此外，RMR 和 SRMR 必須低於.05，本量表之 RMR＝.036、SRMR＝.067；

RMSEA 必須低於.08，本量表之 RMSEA＝.097；Ｘ2值之比率為3.251，略高於3（陳正昌、程炳林、

陳新豐與劉子鍵，民94；吳明隆，民95）。這些結果顯示本量表模式的整體適配度尚稱可用。而在量

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考驗，全量表之α係數為.94，分量表α係數介於.75至.91之間，尚稱良好。 
在檢驗研究假設時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為：以 t 檢定考驗電話與晤談輔導在輔導助益性（會談感

受量表上各分量表）得分之間的差異，以及不同性別、初次或連續會談、多重或單一求助問題、是

否繼續約談之當事人背景變項在輔導助益性（會談感受量表上各分量表）得分之差異。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考驗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求助地區之當事人背景變項在輔導助益性（會談感受量表上各分

量表）得分之差異。以相關分析來檢驗當事人年齡與輔導助益性各分量表得分的關係。 

二、質性研究部分 

本研究質性研究部份的研究參與者是在95年11月至96年1月以電話輔導專線或是親自前往該機

構在台北（含三重）、桃園（含中壢）、台中、高雄四個中心早中晚班實際求助之當事人，共計14位

研究參與者同意接受訪談，其中接受電話輔導者5位、晤談輔導者9位；男性6位、女性8位；年齡介

於19至60歲之間，平均年齡38歲；除了一位為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之外，其餘皆為高中以上，並以

大學教育程度者最多；初次會談者2位、連續會談者12位，談話次數約在2~28次，平均談話次數約為

9次。每人接受訪談時間介於10至30分鐘之間，總計獲得約240分鐘之訪談資料。 
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訪談員、資料謄寫者、訪談大綱、訪談員摘記、研究執行概況一覽表、

錄音器材等。其中訪談員都是該機構經過三小時訪談員訓練之輔導員擔任；而「輔導助益性因素訪

談大綱」乃由二位研究者自行編擬，經前導性研究修正後而成，除了收集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外，

主要探討研究參與者與該機構輔導員的會談是否有幫助？在有幫助的狀況下，該機構輔導員以及研

究參與者分別做了或說了什麼來促進幫助的產生？用以探討輔導助益性因素為何。因此，本研究所

指稱的輔導助益性因素係指促使輔導會談有幫助的因素。 
質性研究的資料收集方式與量化研究部分相似。電話輔導和晤談輔導部分，都是在訪談員或當

事人自行完成「會談感受量表」填答後，進一步邀請當事人接受「輔導助益性因素」訪談，並同意

錄音。 
質性研究資料之分析採用紮根理論的資料編碼與分析方式，透過下列三種程序進行資料之分析

與統整：（一）開放編碼：在沒有預設立場下，用來界定資料中所發現之概念及其屬性和面向的分析

歷程，是將資料分解、檢視、比較、概念化和類別化的歷程，進行步驟如下：1.在逐字稿中找出有意

義或者可形成概念的句子。2.針對這些句子進行概念化命名。（二）主軸編碼：是關聯類別與次類別

的歷程，稱為主軸乃因編碼係圍繞著某一類別的軸線來進行，並在屬性和面向上的層次來聯結類別，

目的是將開放編碼中被分割的資料加以類聚。（三）選擇編碼：是統整與精練類別的歷程，將多個主

軸編碼進行思考、群聚後，找出核心類別，形成選擇編碼。 
在質性研究的效度方面，本研究參照相關文獻（吳芝儀，民89；胡幼慧、姚美華，民85），將訪

談對話以逐字稿謄錄出來，經過一次校對工作，才開始分析資料，並經由二位研究者協同來歸類、

討論概念命名及主題，透過此種資料的三角檢定加以檢核所得資料，應可提高其確實性（credibility）。

而且，本研究透過統一訓練及詳細的「訪談員訪談程序與說明」，來協助訪談員進行訪談工作，減少

過程中因不同訪談員所造成之偏誤與不一致，期待經由詳細描述研究程序、研究工具、資料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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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過程以增加研究之可靠性（dependability）。 
為遵循研究倫理以保護研究參與者之福祉，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關照到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及保密（confidentiality）二個倫理議題。在知後同意部分，每位輔導員經該機構內部公文、

研究者出席督導月會說明，才同意協助邀請當事人或擔任訪談員；訪談員在正式進行訪談之前均已

向研究參與者清楚說明研究目的、性質、過程、進行方式、保密措施、資料保管方式等，在確認研

究參與者知悉，徵得同意並簽署「研究參與同意書」後，才開始正式進入訪談程序。在保密部分，

本研究在資料收集方式之規劃上，已確定訪談員不得為該當事人的輔導員；訪談資料由訪談員密封

保管，輔導員不能接觸，以為保密及避免影響後續輔導關係。此外，凡是訪談過程及書面資料呈現

中，研究者皆以代號稱呼研究參與者，不會出現足以辨識個人身份資訊以保障研究參與者之隱私權。 

 

結   果 

一、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之輔導助益性及其差異分析 

以下呈現資料分析之結果，包括：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當事人主觀知覺之輔導助益性程度、電

話輔導與晤談輔導之輔導助益性及其差異考驗、當事人不同背景變項在輔導助益性上之差異考驗、

以及輔導助益性因素訪談結果分析等部分。 
（一）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當事人主觀知覺之輔導助益性程度 
調查結果顯示接受電話輔導之當事人在會談感受量表各分量表及三題整體滿意度得分之平均數

在3.33至3.78之間，接受晤談輔導之當事人在會談感受量表各分量表及最後三題總體滿意度得分之平

均數在3.34至3.80之間（詳如表1），得分均介於四點量表中有點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 
（二）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之輔導助益性的差異考驗 
以 t 檢定檢驗之，不論是使用電話輔導或是晤談輔導，無任何一個分量表得分的差異達到顯著差

異（t 值介於-.85~.97，詳如表1）。也就是說，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二種不同之服務方式，當事人所感

受到的輔導助益性得分沒有明顯的不同，研究假設一：接受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當事人在會談感受

量表上所呈現的輔導助益性分數有顯著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三）當事人不同背景變項在輔導助益性上之差異考驗 
本研究從當事人不同之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談話次數、接受輔導經驗、是

否續談、單一或多重求助問題、求助地區等方面討論其反應的輔導助益性是否有顯著差異的情形，

獲得研究結果摘述如下： 
1.透過 t 檢定之考驗，顯示不同性別之當事人在會談感受量表各分量表的得分反應並無顯著差異

（t 值介於-.85~.71）。 
2.過去沒有接受輔導經驗者唯獨在「如果朋友有困難，您會推薦他們來尋求協助」這一題得分上，

比起先前有過接受輔導經驗當事人顯著的願意推薦他們的朋友來尋求該機構的協助（t＝-2.11，p
＜.05），其餘分量表得分之平均數皆未達到顯著差異（t 值介於-1.54~.15）。 

3.除了「整體而言，會談對您是有幫助的」題項之外，有無繼續約談者在會談感受量表各分量表

得分之平均數皆無顯著差異（t 值介於-.33~1.79）。意即繼續約談者其認為的會談幫助程度顯著高於沒

有繼續約談者（t＝2.22，p＜.05）。 
4.連續會談當事人在認知助益性、輔導關係助益性、整體滿意度及「整體而言，會談對您是有幫

助的」題項之得分平均數均高於初次會談當事人（t 值分別為-2.09、-2.26、-2.14及-2.42，p＜.05）；

在其他會談感受量表分量表得分上皆未到達顯著差異（t 值介於-1.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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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重求助問題當事人在輔導關係助益性、「整體而言，會談對您是有幫助的」題項之得分平均

數顯著高於單一求助問題當事人（t 值分別為-2.52和-2.05，p＜.05）；而在其他會談感受量表分量表

得分上皆未到達顯著差異（t 值介於-1.83~-.70）。 
6.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教育程度之當事人在各個會談感受量表分量表上之差異情形，分

析結果顯示其得分並無明顯差別（F 值介於.220~1.542）。 
7.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求助地區之當事人在各個會談感受量表分量表得分上並沒有

明顯的差別（F 值介於.274~1.991）。 
8.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當事人年齡與情緒助益性得分呈現正相關（相關係數為.137，p＜.05）；在其

他會談感受量表分量表得分上均未達顯著差異（相關係數介於.002~.122）。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本研究結果並未完全支持研究假設二：當事人不同之背景變項（包

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談話次數、接受輔導經驗、是否續談、單一或多重求助問題、求助地

區）在會談感受量表上所呈現的輔導助益性分數有顯著差異的成立。 

 
表1  不同輔導方式的輔導助益性之平均數、標準差及其差異 t 檢定結果摘要表 

變項 輔導方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情緒 
 

電話輔導 
晤談輔導 

153 
 86 

3.54 
3.48 

.422 

.557 
.97 

認知 電話輔導 
晤談輔導 

150 
 86 

3.46 
3.54 

.523 

.534 
-1.12 

電話輔導 151 3.33 .548 行為 
晤談輔導  86 3.34 .587 

-.08 

電話輔導 152 3.35 .579 自我 
晤談輔導  86 3.36 .577 

-.13 

電話輔導 155 3.78 .325 輔導關係 
晤談輔導  86 3.80 .451 

-.25 

電話輔導 149 3.55 .370 整體滿意度 
晤談輔導  86 3.56 .460 

-.15 

電話輔導 154 3.41 .680 會談後能協助您解決困擾 
晤談輔導  86 3.49 .720 

-.85 

電話輔導 154 3.63 .540 整體而言，會談對您是有幫助

的 晤談輔導  86 3.66 .610 
-.44 

電話輔導 155 3.70 .630 如果朋友有困難，您會推薦他

們來尋求協助 晤談輔導  86 3.74 .540 
-.51 

 

二、輔導助益性因素之分析 

（一）會談後所獲得的輔導助益性 
訪談資料整理分析顯示，會談後對當事人的困擾或問題有八個層面的幫助： 
1.瞭解自我：其內涵包括：（1）覺察自我：能連結問題與自我。（2）自我瞭解：更深的瞭解自己。

（3）釐清自己：釐清看不清的自己、知道自己該注意些什麼。例如：「會比較清楚自己要的東西…
比較了解自己」（EA0309）；「自己的行為、想法…就是造成自己情緒的地方，輔導員會幫助你去發現」

（EA02024）。 
2.知道行動方法：這包括了獲得行動的方法以及知道如何處理事情。例如：「會想到有一些方法

可以去做、可以去行動的」（EA0509-2）；「比較知道自己該注意哪些事情…還有具體的告訴我該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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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EC0219-3）。 
3.改變情緒：包括：（1）緊繃的情緒放鬆了；（2）不慌亂；（3）心情舒暢。例如：「覺得不會那

麼慌亂」（EA0605-3）；「有情緒抒發的管道」（EA0409-1）；「本來好像有石頭壓著心裡，談完後感覺

石頭被丟掉，整個人輕鬆起來了」（EA0909）。 
4.釐清問題：當事人會談後能釐清自己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或是找到自己問題的癥結點。例如：

「會去釐清楚自己面臨的那個問題是什麼」（EA0508-1）；「釐清…自己繞不出來的、比較看不清楚、

無法作決定的部分」（EC0312）。 
5.改變認知：包括：（1）覺察想法；（2）開闊思考角度：用不同角度思考問題；（3）開始能夠以

同理心看待造成困擾的人。例如：「對事情的看法…比較無所謂、比較開闊」（EC0313）；「對於事情

有不同的角度」（EC0219-1）；「主要就是讓我更可能用同理心的態度去看待這些造成我困擾的人」

（EA0814）。 
6.獲得支持：當事人從輔導員身上獲得支持和鼓勵。例如：「覺得有人支持啦」（EA0605-2）；「有

一個人肯傾聽你…，然後試著想幫你解決問題」（EA0413）。 
7.增加解決問題的自信心：會談後，當事人變得較有自信去解決問題。例如：「因為【輔導員】

是支持你的，你會對自己很有自信去解決問題」（EA0109-2）。 
8.減輕症狀：也有當事人表示經過輔導後，個人的憂鬱症狀獲得減輕。例如：「減輕一些憂鬱症

的狀況」（EA0910-2）。 
（二）與輔導員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 
經過資料分析後，歸納出十七個促使幫助產生的助益性因素。 
1.輔導員的特質與態度：最被稱許的就是輔導員誠懇、熱心、耐心等特質與態度。例如：「他滿

誠懇的」（EA0717）；「他很用心」（EC0224）；「很熱心呀…就教我要怎麼處理，有時候我聽不懂，他

就…很有耐心的教我」（EA0911-3）。 
2.傾聽：仔細的聆聽是使幫助產生的要素。例如：「就是聆聽…聽我說到了什麼問題，然後澄清

理解」（EA0512）；「他很專心的聽」（EC0220-1）；「你跟他講的事情他能夠聽得懂，聽得懂之後，他

不會急著給你建議」（EC0112-3）。 
3.瞭解：意指輔導員一直嘗試去瞭解當事人及其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並且能理解與認同當事

人。例如：「他一直都在了解你的困難跟一些問題點」（EA0410-2）；「會了解你的感受」（EA0158）。 
4.引導思考與探索問題：其內涵有二：一是透過提問，來思考問題。其次，透過對問題的深入探

索，以發掘問題的各個層面。例如：「提問讓我們說明、思考，然後…去探討問題」（EA0228）；「藉

由一些問題，然後多方面討論」（EC0510）。 
5.提供建議與方法：輔導員直接提供建議、與當事人討論具體作法、或是給予家庭作業等。例如：

「他也能夠提供建議」（EC0220-4）；「討論未來有什麼解決方法是可以去做的」（EA0510-3）。 
6.提供不同參考架構：輔導員提供了對問題、事情與人的不同思考角度，包括：（1）提供不一樣

的思考架構；（2）提供思考或看待事情的不同方向；（3）協助當事人站在對方角度去思考他的所作

所為。例如：「提供一些不一樣的觀點、架構，幫助你澄清自己的問題是什麼？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EA0510-2）；「他提出…別人可能有不同的方向，提供…我們還有這種方向可以想」（EA0606）。 
7.情感支持：輔導員富有同理心，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與鼓舞，以及對未來的希望感。例如：「主

要是傾聽、同理心，然後是情感上的支持」（EA0817-1）；「他很能夠認同我」（EC0220-3）；「事情沒

有壞到我們想像的那種地步，或是說沒有那麼嚴重」（EA0608）。 
8.協助抒發情緒：包含三種意義：（1）有情緒抒發的管道；（2）適時化解當事人的情緒。（3）讓

當事人不會一直陷在情緒裡，可以跳脫出來。例如：「他會讓你覺得很舒服」（EA1012-2）；「可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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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我心中的那個不安、慌亂或是自責啦，…並不是因為我們做不好，才導致這種結果。就是說…，

讓我想到其實那是沒有連貫的。」（EA0607-2）；「自己…就不會一直陷在情緒裡面」（EA0822-1）。 
9.提昇當事人的自我價值感：包括：（1）鼓勵當事人有自信；（2）促使當事人不再否定自己；（3）

促使當事人接納自我。例如：「他讓我在很多時候不要一直否定自己」（EC0317-1）；「他會讓我覺得

都是可以接受的，或是很多人都是這樣的」（EC0317-2）。 
10.建立信任關係：當事人感受到被鼓勵以及舒服的信任關係，例如：「他會先建立信任關係」

（EA0112-1）；「不知道為什麼，到了一定信任關係的時候，…甚至就是他不給你建議，你看到他…，

你會有一種鼓勵的力量…，就會形成一種幫助了。他不需要做什麼，如果累積到一種信任的程度，

就是一種幫助了」（EA0112-4）；「一直把【輔導員】當作很親的親人，比我的親人還要親。有時候我

的一些話都沒有跟家裡的人講，我什麼事情都跟【輔導員】說」（EA0916-1）。 
11.協助統整：輔導員協助當事人將混亂的思緒或訊息內容加以梳理與統整。例如：「然後他會從

我說的東西裡面，幫我整理」（EA0133）。 
12.具備專業知識：輔導員具有專業知識，能夠找出問題加以切入。例如：「他的經驗、學識等…

就是可以幫到我們解決問題」（EA0238）；「因為他們夠專業」（EA0716）；「可以很從容的把問題點找

出來，切入我想要知道的」（EA0722）。 
13.教導：也有當事人認為輔導員直接教導他如何作，是很有幫助的。例如：「都是【輔導員】來

教我…他就告訴我要怎麼做，怎樣去處理」（EA0915）。 
14.聚焦：意指輔導員能夠掌握會談焦點與主題。例如：「他比較能夠掌握住主題，幫我重新抓住

話題，不會讓話題越扯越遠」（EC0315）。 
15.增加當事人的自我瞭解：例如：「幫助釐清的部分…就是找規則跟一些模式」（EC0320）；「其

實他是透過瞭解讓你知道心裡面在想什麼」（EC0520）。 
16.提供與交流資訊：輔導員提供與交流會談以外的相關資訊促進了改變的發生。例如：「我們…

會分享會談以外的資訊，如書籍、電視節目或是某一段話…會引發我去找相關的東西…潛移默化當

中，誘發我…更樂觀」（EA0120）。 
17.提供安全的環境：當事人也需要安全感以投入輔導。例如：「我覺得這邊的環境，會讓我覺得

滿安全的」（EA0511-1）。 
（三）與當事人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 
經過資料分析結果，歸納為二大部分：第一部份是當事人參與會談的態度，第二部份為當事人

在會談過程中的努力，分別敘述如下： 
1.參與會談的態度：共有六項：（1）坦誠表達。例如：「如果來這邊還有什麼事情不敢說或是不

信任，這個會談就會什麼問題也沒辦法真的發掘出來」（EA0116-3）；「我們必須要說…才有辦法讓別

人了解…讓別人幫助我們」（EA0266）。（2）持續參與。例如：「每次約固定時間來談會比較放心，會

慢慢去探索自己更深一點的議題」（EA0511-2）。（3）用心投入。例如：「他講的我聽不懂，我也好好

去問他」（EC0222-2）；「要勇於去嘗試、去面對」（EA0151）。（4）相信輔導員。例如：「也要去相信

【輔導員】」（EA0116-5）。（5）相信自己。例如：「就是你自己也要去相信自己」（EA0116-4）；「剛開

始還滿裹足不前的，但跨出第一步後就沒有想像中的困難」（EC0322）。（6）有改變的動機。例如：「自

己想改進的動機滿強烈的」（EC0321）；「要放開心胸…讓自己去改變」（EA0144）。 
2.輔導過程的努力：包含：（1）會談後思考談話內容。例如：「每次談話後，就思考這次會談的

內容，會回饋到下次會談中」（EA0314）。（2）反省與改變。例如：「每次會談後，會檢討自己應該在

生活上需要努力，不會談完回去沒什麼改變」（EA0116）。（3）採取行動。例如：「他給我的建議或功

課，我真的去做」（EC0222-3）；「即使已經討論出一個方向，還要自己去做才可能實現」（EA0150）。



社區心理輔導助益性之研究  ．259． 

（4）自己想出解決方法。例如：「是自己想出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EA0412）。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三和四，研究者依據訪談大綱進行訪談與分析，研究結果彙整成表2「促成輔

導助益性中與輔導員及當事人有關的助益性因素一覽表」。 

 
表2  促成輔導助益性中與輔導員及當事人有關的助益性因素一覽表 

與輔導員有關的助益性因素 與當事人有關的助益性因素 
輔導員的特質與態度 

誠懇、熱心、耐心等 
輔導員的介入 

傾聽 
瞭解 
提供建議與方法 
引導思考與探索問題 
提供不同參考架構 
協助抒發情緒 
情感支持 
建立信任關係 
教導 
聚焦 
協助統整 
增進當事人的自我瞭解 
提升當事人的自我價值感 
提供與交流資訊 
提供安全的環境 

輔導員的專業知識 
具備專業知識 

參與會談的態度 
坦誠表達 
持續參與 
用心投入 
相信輔導員 
相信自己 
有改變的動機 

會談過程的努力 
結束後思考談話內容 
反省與改變 
採取行動 
自己想出解決方法 

 

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從本研究採用同時檢證混合研究設計所得的研究結果，以下分別就量化調查研究結果、質性訪

談研究結果與綜合討論等部分進行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之輔導助益性及其顯著性差異討論 
從以上研究結果顯示：當事人對輔導助益性之主觀評分偏向正向，而且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二

種服務方式的輔導助益性得分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存在。首先，有關會談感受主觀評量偏向正向的現

象，與沈慶鴻（民81）研究發現「在晤談諮商效果方面，當事人評量的諮商滿意度雖不致完全的滿

意，但多傾向於正向的看法」相似。可能是因為該機構的輔導服務的確讓當事人感到很有幫助；然

而，亦可能是所有參與研究者皆是接受該機構免付費服務系統的當事人，基於華人文化中接受別人

志願或是免費的服務，較不好意思給予太低之評價有關。Reese 等人（2002）注意到接受免費電話諮

商之企業員工有三分之二的家庭總收入不足3萬美金，只有35％的來電者另有購買心理衛生服務保

險，所以免費服務可能是重要的關鍵之一。而相似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張德聰（民74）的研究中，

即使使用六點量表加以調查，仍然有天花板效應存在。此外，這些同意參與研究的當事人是否本身

就是比較傾向給予較正向或滿意的評價，而未同意參與研究的當事人是否具有隱藏負向或是不滿意

評價之傾向，亦是需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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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重要研究發現是打破過去許多輔導員慣有的「面對面晤談輔導才是真正的輔導，輔導成

效會比較好」的迷思。過去該機構二個相關研究（沈慶鴻，民81；張德聰，民74）因為在研究設計

與樣本抽樣來源並未同時比較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當事人對輔導助益性之滿意度的差異，因此無法

與本研究結果做出相關的討論。倒是國外的研究結果值得關切，包括：美國加州免費的戒菸專線，

其結束諮商後持續一年的戒斷率成效頗佳（Zhu et al., 1996；Zhu et al., 2002）。Reese 等人（2002）企

業員工及其家屬焦點解決短期電話諮商的滿意度評量也較晤談諮商顯著的高。因此，國外研究發現

運用電話設備和網路系統，強調短期和大眾化價格的諮商服務日受歡迎（Jerome et al., 2000）。這些

研究發現都能呼應：也許台灣與美國的國情不同，心理輔導與諮商專業發展歷史脈絡上也不盡相同，

社會大眾使用心理輔導與諮商的習慣和期待或有差異，但是電話輔導當事人其所評價的輔導助益性

仍然是相當正向與肯定的。 
另外，可以再從幾個可能因素來討論上述研究發現：首先，當事人對輔導助益性評量接近天花

板效應，自然不容易從統計上驗證出二種服務方式在輔導助益性得分上的顯著差異。其次，在研究

資料蒐集方式上，電話輔導當事人是由訪談員進行電話訪談，晤談輔導當事人則請其自行填寫量表。

這二種不同的資料收集方式，是否會影響接受電話輔導當事人要面對訪談員，而比較容易給予較正

向或滿意的評價以討好訪談員；或是較困難於當面提出負向或是不滿意的評價，而影響到電話輔導

助益性的提高，亦值得再思考。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過去有關輔導助益性的評量研究大多是以諮商專業人員或是研究生作為提

供諮商者，以學校學生或是特為研究招募來者作為研究對象，臨床治療樣本很稀少。本研究結果可

能一方面反映出真實的、例常性求助的當事人的會談感受；另一方面的意義是：電話輔導所需要的

專業技能大大不同於晤談輔導（Bobevski et al., 1997；Reese et al., 2002），但是一群經過良好訓練的

半專業人員，即使其專業認同未必是堅定的要成為領有證照的心理師，只要他們具備同理心、積極

的傾聽、能夠適當的引導當事人走過解決問題的歷程（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4），其所提供的輔導服務成效是值得肯定的。 

（二）當事人不同背景變項在輔導助益性之差異討論 
本研究獲得驗證支持的幾項研究結果：1.先前沒有輔導經驗的當事人比有輔導經驗的當事人顯著

的願意推薦他們的朋友來尋求該機構的協助。2.繼續約談的當事人認為「整體而言，會談對您是有幫

助的」程度顯著高於沒有繼續約談的當事人。3.連續會談當事人所知覺到的認知助益性、輔導關係助

益性、整體滿意度助益性以及「整體而言，會談對您是有幫助的」評量皆顯著高於初次會談當事人。

4.多重求助問題之當事人所知覺到的輔導關係助益性及「整體而言，會談對您是有幫助的」評量皆顯

著高於單一求助問題之當事人。5.當事人的年齡愈高，其對情緒助益性的評價分數也愈高。 
這些研究結果所蘊含的意義可能包括：首先，這些研究結果符合我們一般的概念，認為輔導能

有幫助，所以當事人願意繼續前來接受輔導；也支持輔導是一個連續的歷程，假以時日，探索得愈

深愈充分，當事人知覺到的幫助程度會提高。而且，從來沒有接觸過輔導服務的當事人，可能無法

領略輔導的功能與助益性；一旦有機會接觸，瞭解與肯定輔導的助益性，自然願意推薦他們的朋友

來尋求協助。此外，當當事人願意打開自己，帶著愈多的求助問題來尋求協助；或是當事人遭遇愈

多的困擾問題，愈是徬徨痛苦需要協助時，當事人愈容易與輔導員建立良好的輔導關係，並感受到

幫助程度也會愈高。在張德聰（民84）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愈是瞭解輔導的功能，接受輔導經驗愈多

的社會大眾，其對諮商輔導人員專業形象的評價也愈高。這在本研究也獲得相似的研究結果。 
至於其他當事人背景變項在輔導助益性評量得分上並未達到顯著差異的可能原因大致如下：首

先，當事人對許多輔導助益性量表的評量已產生天花板效應，自然不容易從統計上驗證出其背景變

項在輔導助益性得分上的顯著差異。其次，該機構在每位輔導員的儲備訓練、督導制度、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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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續聘面談等方面均設有辦法並嚴格執行，因此，服務品質若能維持一定水準，每位當事人都能

夠得到相似程度的協助，則當事人之不同背景變項的差異就不大了。 
（三）輔導助益性之結果討論 
本研究根據「輔導助益性因素訪談大綱」所收集到的資料，統整出當事人在會談後所知覺的八

項輔導助益性，這與謝淑敏（民82）研究在諮商歷程中當事人所得到的十二種收穫相比較，可以發

現在「瞭解自我」、「改變情緒」、「獲得支持」、「改變認知」、「增加解決問題的自信心」、「減輕症狀」

等向度上並未因二篇研究的時空差異而有所不同，這六項輔導助益性的重要性與共通性也反映出訓

練有素的半專業人員所能提供的輔導助益性幾乎與專業人員相去不遠。而「知道行動方法」與「釐

清問題」這二項獨特發現，研究者認為這顯示出當事人對於知道如何行動以及能夠更加釐清問題是

相當看重的，可以成為該機構訓練的參考。 
至於「增加解決問題的自信心」上，與徐意智（民85）的研究發現：經過多次諮商之後，當事

人的諮商自我效能顯著提高，且在解釋當事人諮商滿意度91.56％總變異量中是最有利的預測變項。

張德聰（民74）的研究也發現，在十一項實際得到幫助的評量中，當事人最滿足的項目就是「增加

解決困難的信心」。這些研究結果提醒該機構在未來輔導員的訓練上，可以進一步思索如何將當事人

的輔導自我效能納入解決問題的諮商架構中；並且，強化輔導員提升當事人輔導自我效能的技術與

方法，將有助於提高當事人所知覺的輔導助益性。 
對照於該機構「解決問題的諮商架構」訓練模式，可以發現此模式強調從情緒、認知、行為的

角度來瞭解當事人問題、進行概念化與處置策略，與本研究發現的輔導助益性如「瞭解自我」、「改

變情緒」、「改變認知」、「知道行動方法」與「釐清問題」是相似的。並且，此模式強調接觸、合約、

診斷、處置的諮商歷程，其中接觸階段重視諮商關係的建立，與本研究發現的「獲得支持」相當。

因此，這些輔導助益性的發現與該機構之訓練模式有相當之關聯。 
（四）輔導助益性因素之討論 
1.與輔導員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 
從訪談資料中發現與輔導員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可分為輔導員的特質與態度、輔導員的介入

以及輔導員的專業知識三個層面，指出輔導員對於輔導助益性的產生是相當重要的，這與 Stiles、

Shapiro 和 Elliott（1986）相信有效諮商的關鍵較多是在當事人身上、或是治療同盟關係上，而不是

在治療者身上的看法不同。但是符合一般治療者對於當事人具有專家權威、人際吸引力和信賴感等

三大影響力的看法（王蕙蘭，民79；沈慶鴻，民81；徐意智，民85；陳百越，民92）。 
進一步探討研究結果中的輔導員誠懇、熱心、耐心等特質與態度，以及輔導員用傾聽、瞭解、

情感支持及建立信任關係等四種介入因素與 Greenberg 等人（1994）研究中「正向關係環境」這大類

的項目：工作同盟、同理、支持、諮商員的性格特質相似。許多研究結果一致的發現：當事人與治

療者之間合作的與情感的治療聯盟關係是治療過程最重要的內容和預測治療結果的最佳指標（Eliott, 
1985；Martin et al., 2000；Reese et al., 2002；Warwar, & Greenberg, 2000），本研究結果再次驗證良好

諮商關係和治療同盟的重要性。此外，訓練有素的半專業人員所能提供的輔導關係其實是與專業人

員相似，也提醒該機構未來在訓練過程與提供服務中應重視輔導關係的議題。 
至於本研究中有關輔導員介入的引導思考與探索問題、提供不同參考架構、協助統整、聚焦等

四項輔導助益性因素與 Greenberg 等人（1994）研究中「諮商員使用諮商技術催化當事人的工作」這

大類的諮商員催化或引導當事人的探索相符合。至於協助抒發情緒、提供不同參考架構、教導、提

供建議與方法、提供與交流資訊、協助統整、聚焦、增進當事人的自我瞭解、提升當事人的自我價

值感以及具備專業知識等因素則是上述文獻沒有提及的。由此可見，有效輔導員的輔導工作內涵及

其發揮的功能是非常多元且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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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與沈慶鴻（民90）有關諮商態度與諮商策略方面的研究結果相比較，則可注意到除了「解釋」

這項外，兩個研究發現幾乎相當。再對照謝淑敏（民82）研究影響諮商結果產生的諮商員因素，其

中工作關係的建立、提供一個自由的環境、真誠一致、能夠信賴、客觀、鼓勵等態度；透過同理心、

情緒支持、澄清及具體化、引導、經驗分享、建議等研究結果是與本研究發現相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和沈慶鴻（民90）、謝淑敏（民82）、Greenberg 等人（1994）等三篇研究結

果最明顯的差異之處就是在於教導、提供建議與方法、提供與交流資訊等有效的諮商作為出現在國

內療效因素的研究結果中，但是並未出現在西方文獻中。張德聰（民74）的研究結果也發現當事人

所評量的輔導效果中，在「得到解決問題的技巧或方法」上，實際得到協助的程度顯著低於希望得

到協助的程度。似乎可以看見在華人文化中輔導員被賦予更多教育者、專家、指導者等的主動介入

角色，而且當事人認知與評估的參考架構，明顯與輔導員的有所不同。 
2.與當事人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 
而與當事人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可分成參與會談的態度、輔導過程的努力二個層面計10項因

素。如果仍與 Greenberg 等人（1994）的研究比較，發現在「當事人的改變或震撼」類別中有關表達

或體驗改變後的自我因素與本研究中有改變的動機、採取行動、相信自己等因素相似；而在「當事

人在諮商中的投入」類別中有關參與、自我開放、表達三個因素與本研究中的坦誠表達、持續參與、

用心投入等輔導助益性因素相似；至於「正向關係環境」中的支持因素與本研究的相信輔導員因素

相似。另外，對照沈慶鴻（民90）的研究發現，持續參與、採取行動等輔導助益性因素是二個研究

所呈現的共同要素，其餘則有所不同。 
其餘在本研究出現的有改變的動機、結束後思考談話內容、反省與改變、自己想出解決方法等

四項輔導助益性因素，則是上述文獻中沒有提及的。研究者認為這四個因素有個共同特色，就是當

事人能為自己負起責任的表現，所以，未來在推廣諮商輔導工作時，如何能夠協助當事人負起自身

的責任；如何讓當事人看到其擁有的力量有多大可以促使諮商輔導產生成效；或是在解決問題的諮

商架構中持續加強合約階段的諮商策略與技巧的訓練，是需要著墨之處。 
整體而言，過去有關輔導助益性評量的研究對象非常少有類似該機構這樣運用半專業人員，同

時提供免費的電話與晤談輔導，並針對例常性求助當事人進行輔導助益性因素探索。但是，本研究

卻與其他由專業人員提供諮商的療效因素探究所獲致的研究結果有許多相似之處，可能與該機構對

半專業人員之訓練嚴謹且架構清楚有關，因此訓練出來的半專業人員能夠展現出幾乎與專業人員相

當程度之輔導助益性。或者有，就是半專業人員亦有能力讓當事人在接受輔導後獲益，因此未來社

區心理衛生臨床工作的發展，對於因為無法付費獲得專業人員協助的當事人而言，仍然有另外一個

可能獲益的求助空間。此外，上述有關國內專業人員的研究，大多是在心理師法實施之前所進行的，

所以尚無法真正比較具有心理師證照的專業人員與半專業人員之輔導助益性的差異。 
而本研究在「輔導助益性因素訪談」所獲得的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當事人之訪談資料是合併分

析，因此無法比較和得知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當事人所感受到的輔導助益性及其因素是否有差異；

也無相關研究可供討論，實屬可惜。 
（五）綜合討論 
Greene、Caracelli 和 Graham（1989，引自 Onwuebuzie, & Teddlie, 2003，頁353）指出混合研究

應可達成的五個目的，包括：三角檢證、補充性、發展性、初始性和擴展性。以下將從本研究所獲

得的量化與質性研究結果，做綜合討論。 
首先，量化研究結果發現：可能受限於天花板效應，電話與晤談輔導二種服務方式的輔導助益

性評量間無顯著差異存在，大多數當事人背景變項在輔導助益性評分反應上並未達顯著差異，無法

做更深入的驗證與探究。本研究的質性訪談目的雖然不是為了、也無法做到研究假設的驗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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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參與者所表達的八項輔導助益性的收穫，將之歸納整理並對照於量表編製的理論概念，可以

發現在情緒（相對於改變情緒）、認知（相對於釐清問題、改變認知）、行為（相對於知道行動方法）、

自我（相對於瞭解自我、增加解決問題的自信心）助益性向度上，都獲得研究參與者的回應。在輔

導關係助益性方面，除了相對於獲得支持這個收穫外，比較多是從研究參與者在思索輔導助益性因

素中，提及輔導員的特質與態度、建立安全和可信賴的專業關係等因素，而非直接指陳輔導關係是

整個會談的獲益之一。至於整體滿意度的評量，在質性訪談中，並未請研究參與者將輔導助益性以

量尺方式評量其程度的差異；而且，質性訪談的基本假設是研究參與者可能在同一類別的輔導助益

性中，同時感受到助益性與無助益性，端視研究參與者個人主觀的知覺為何。此外，雖然僅有一位

研究參與者表達會談後減輕其憂鬱症狀，這個反應超越了研究者在量表編製上的思維，卻值得注意。

就輔導實務現象場上，當事人患有心理疾病或受困於心理症狀的情形日多，即使輔導人員依法不能

直接從事心理疾病的治療，如果能夠給予當事人適時的陪伴與支持、情緒抒發、或是轉換念頭、採

取行動，應該有所助益。未來在研究上或量表編製上，可將這項反應列入考量。 
其次，本研究在量表編製時，是參考過去相關文獻，並經過二次預試和分析後定稿，但是與研

究參與者在質性訪談所表述出來的內容不盡相同。例如：在認知助益性分量表中以「會談後能協助

我瞭解自己對問題的看法」、「會談後能協助我弄清楚自己的困擾或問題」、「會談後能協助我明白讓

自己有困擾的想法」、「會談後能協助我對困擾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四個問題加以測量；在質性訪談

提到有關改變認知的收穫內涵的描述包括：「釐清問題」（當事人於會談後能釐清自己的問題究竟是

什麼、或是找到自己問題的癥結點）以及「改變認知」（包括：（1）覺察想法：覺察到自己的想法；

（2）開闊思考角度：用不同角度思考問題、看待事情；（3）開始能夠以同理心看待造成困擾的人）。

這個現象亦出現在其他幾個分量表的編製上，如今有關輔導助益性質性訪談的研究資料分析出來，

將可以做為未來相關量表編製上的參照依據。 
當然，質性訪談許多探索性的研究結果，包括輔導助益性因素的發現等，是十分植根於會談的

現象場與脈絡中，是量化研究無法完全觸及之處，本研究的質性研究發現正好補充說明了量化研究

結果之下的深層意涵。所以，本研究之質性訪談結果恰可補充、擴展量化研究的限制，亦符合上述

混合研究五個目的之一。 

二、研究限制 

以下從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推論二方面來探討本研究的限制： 
（一）研究方法的限制 
1.研究期間的問題：在量化研究部分，所使用的會談感受量表從二次預試到正式量表的施測，因

為該機構的行政運作與協調聯繫耗時；又顧慮必須盡量降低對輔導線上運作的干擾，故產生施測的

起迄時間點的差距不一、施測期限過長、樣本數不足而再度催收施測…等狀況；在質性研究部份，

亦需要邀請當事人自願參與，且訪談耗時長久，當事人拒絕受訪可能性大增，只好拉長研究期間來

提高研究資料的飽和程度。因此可能增加歷史與時空環境因素所造成的誤差。 
2.樣本代表性的問題：本研究僅選取該機構規模較大的四個中心做為正式研究的施測地區，所獲

得的研究結果未必可以完全代表該機構全省的現況。 
3.研究工具限制的問題：量化研究所使用的會談感受量表發生天花板效應，未來應再加以修訂。

而且，在題目編製上，均採取正向題項的問句，也容易引導研究參與者的回答方向一致性的偏高。 
（二）研究結果推論的限制 
本研究僅採用單一次會談的結果來做為輔導助益性評量或是輔導助益性因素訪談的依據，無法

了解到輔導助益性是否會隨著輔導次數的多寡、輔導階段的發展、輔導議題的變化、輔導關係與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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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歷程的轉換而有所差異，使得研究結果的推論受到限制。而本研究僅以該機構為單一研究對象，

該機構又具有獨特的組織與服務特性，讓本研究結果要類推到其他收費性質、運用專業人員提供服

務、或是針對有心理疾病患者提供諮商或心理治療的機構上是受限的。 

三、建議 

（一）對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1.在混合研究設計方面：未來可採取序列-解釋或是序列-探索的混合研究設計，透過第一階段的

量化研究，選取高分組和低分組，進行第二階段的深度訪談。 
2.在輔導助益性之評量方面：本研究工具「會談感受量表」雖經二次預試修訂；然而，研究結果

發現可能是因為免付費服務，當事人不好意思表達負面意見或過於挑剔，或是基於防衛、敷衍與再

見效應，作答反應偏向高分，對於研究假設驗證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未來研究者宜針對本量表進行

更深入的探究或改編，或是先從深度訪談中收集和分析資料再據以進行量表的設計和編撰；或是同

時施測社會可預量表（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作為共變數加以控制；或是改採多元性評量方式，以

期能夠有效區辨研究參與者的反應。 
3.在電話輔導助益性評量工具方面：本研究工具「會談感受量表」題數較多，較不利於電話輔導

當事人需要訪談員口頭宣讀再代為填答的方式來進行評量。建議繼續研發更精緻且合適於電話輔導

使用之輔導助益性評量工具。 
4.在當事人與輔導員的配對研究方面：建議未來的研究，如果技術上可以克服，可以採取當事人

與輔導員配對研究設計，並瞭解輔導員背景變項對輔導助益性之影響，或是比較輔導員與當事人所

知覺之輔導助益性之差異情形。 
（二）對輔導實務的建議 
1.從研究結果得知，接受電話輔導與晤談輔導之當事人對於該機構輔導助益性評量並無顯著差異

存在。所以，建議社區心理輔導機構應更積極重視電話輔導方式之推動與訓練，以造福更多社會大

眾解決心理困擾。 
2.沒有接受過輔導經驗的當事人比起先前有過輔導經驗的當事人顯著的願意推薦他們的親友來

尋求協助。因此，對於初次輔導當事人，如何訓練輔導員提供良好品質的輔導服務，以建立當事人

的輔導成功經驗，將會讓社區心理輔導機構的輔導服務透過口碑相傳與親友推薦，讓更多社會大眾

願意使用。 
3.當事人所描述與輔導員有關的三個層面共十七項輔導助益性因素研究結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訊息，期待社區心理輔導機構將之落實於輔導員的職前與在職訓練、臨床專業督導、輔導員的自我

覺察與反思成長、及相關專業行政管理中。 
4.對於與當事人有關的輔導助益性因素的研究結果，可以運用並落實在實際的服務流程設計與輔

導員訓練中，例如：在輔導同意書或專業聲明中清楚描述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以協助當事人瞭解

輔導的功能與限制，並準備好投入會談；或是訓練輔導員在輔導關係建立階段能夠與當事人建構明

確具體的輔導合約與目標，並提升當事人的參與和努力…等。 
5.在輔導員的訓練上，可再思索如何將當事人的輔導自我效能納入輔導架構中；並加強理解有關

當事人自我效能相關知識；同時，要強化輔導員提升當事人輔導自我效能的技術與方法，將有助於

提高當事人所知覺的輔導助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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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counseling helpfulness for the clients of community 
counseling centers, and to explore the counseling helpful factors about the counselors and clients that affect 
on clients' changes. Adopting a concurrent triangulation mixed-methods research design, this study used 
“Counseling Response Scale” and “Counseling Helpful Factors Interview Guideline” to collect data. The 
major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d: (1). significant difference did not exist in the counseling helpfulness 
among cli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2). there were 8 categories of counseling helpfulness on 
clients' changes, and (3). there were 3 categories and 17 items of counseling helpful factors about the 
counselors, and 2 categories and 10 items of counseling helpful factors about the clients.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results were discussed, suggestions of the study,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bout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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