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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員對國中輔導工作及專業輔導人員
試辦方案之評估研究*

林家興

團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洪雅琴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從學校人員的角度:1.探討學校人員對國民中學當前輔導工作環境的

體驗，包括他們所遭遇的困境和對改革輔導人力資源的看法; 2.探討在「國民中學試辦設置

專業輔導人員方案」兩年的實施經驗中，學校人員對於他們和專業輔導人員的互動經驗，以

及對該方案實施成果的評估。受訪者來自台灣省、台北市和高雄市參與「國民中學試辦專業

輔導人員方案」之學校中，以立意取樣方式邀請學校行政人員及輔導教師與導師共54人，分
別進行六場焦點團體座談，訪談大綱由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所設計，訪談所得資料以現象學

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國民中學輔導人力嚴重不足，輔導老師的教學和行政負荷

過重，阻礙學生輔導工作的推展，擴編輔導老師員額，可提高輔導工作效能; 2. r專業輔導

人員試辦方案」的實施成效普遍受到學校人員的肯定，學校人員希望教育部編列預算繼續辦

理，以約聘方式聘任專業輔導人員駐校服務，帶動學生輔導工作以及教師輔導知能的成長。

本文最後並針對圈中輔導工作的改革以及「專業輔導人員試辦方案」的實施提出建議。

關鍵詢:國中輔導工作、專業輔導人員試辦方案、學校人員、評估研究

我國學校輔導工作，無論在輔導體系的建立、輔導設備的充實、人員編制的增加，以及輔導專業

知能的提昇等各方面，經過多年的努力以及輔導工作六年計劃的大力推動，已有顯著的進步。然而，

依據教育部的調查(教育部訓委會，民87) ·發現各級學校均發生經費短缺及輔導人力不足的現象。

國民中學現有的輔導教師主要工作職掌為輔導活動科教學，僅以部分時間從事行為偏差學生的輔導。

而且，其所面對的學生素質不一，問題也比較複雜，所扮演的角色也比較吃重。在編制上，高中(職)

和國中一樣，都是每十五班設置一名輔導教師，然而高中輔導教師較少有課程教學上的負擔，得以專

心於學生輔導工作，其成效較為顯著。

學校輔導工作的範圍，可以粗略分為針對全體學生所實施的心理衛生初級預防及輔導活動課、班

級教學與輔導;以及針對行為偏差與適應不良的學生，進行第二級及第三級心理衛生預防工作。國民

*本研究報告係根據教育部委託專案研究「國民中學試辦專業輔導人員實施成效及可行推廣模式評估」之部

分研究資料，重新分析改寫而成。研究期間，承教育部訓育委員會、部聘審查委員、高雄師範大學廖鳳池

所長、台灣師範大學林勝義教授、彰化師範大學社諮中心周玉真老師及研究助理黃焰容小姐、王明傳先生

的協助，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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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依賴以授課為主的輔導教師，來進行二級及三級心理衛生預防工作是不切實際的。目前，大家對

於園中增設專賣學生輔導的專任人員已有相當多的共識，至於應該增設哪一頓別的輔導人員、以及如

何配置，則有待進一步的評估。除了比照高中設置專任輔導教師之外，尚有專業輔導人員可以考慮，

專業輔導人員包括諮商師、心理師及社會工作師等。

教育部為改善園中輔導工作，自八十六學年度起，在國民中學中，擇校試辦設置專任輔導教師或

專業輔導人員，以加強輔導行為偏差及適應困難的學生。台灣省、台北市及高雄市依行政院八十六年

五月一日協商會議決議，自八十六學年度起至八十七學年度止，執行「國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

員實施計劃」。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選擇以主修臨床心理及社會工作系所畢業的人員來試辦國民中學專

業輔導人員，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及台灣省教育廳則選擇以心理、社工及輔導相關科系畢業的人員來

試辦專業輔導人員。

自民國 57年，教育部在國民中學開始設置輔導教師從事學生輔導工作以來， r國民中學試辦設

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畫」為國民中學輔導工作的推展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實驗。它對國民中學

輔導工作的人員編制、工作內涵以及輔導業務的推展將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本研究的目的擬透過焦點團體座談的方式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並以現象學的方法進行資料分

析。研究的目的在於從學校人員的角度:1.探討學校人員對國民中學當前輔導工作環境的體驗，包括

他們所遭遇的困境和對改革輔導人力資源的看法;以及 2.探討在「圈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方

案」兩年的實施經驗中，學校人員對他們和專業輔導人員的互動經驗，以及對該方案實施成果的評

估。

本研究中所謂的「專業輔導人員」和「專任輔導教師J '其涵義界定如下 r專業輔導人員」係

指依據「國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畫IjJ 進用而進入學校之人員，其專業訓練背景包括心

理學系、社會工作學系及輔導學系等。專業輔導人員在學校以從事直接服務 (direct service) 與間接

服務 (indirect service) 為主，無須擔任課程教學。「專任輔導教師J '或稱「輔導老師J '係指圓民

中學中具備中等學校合格輔導教師資格之學校輔導人員，其主要工作內容為「輔導活動科」課程教

學，以及部分時間之輔導行政與學生輔導工作。

本節將根據有關文獻，探討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參與學校輔導工作的理論基礎，以及描述

「國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方案」的內容。

一、團民申學輔導體制和工作內涵的探討

在我圈，最早進入學校機構參與學生輔導工作的是受過輔導及相關科系訓練的輔導教師。民國五

十七年，我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國民中學正式設置指導活動課程及指導活動教師與執行秘

書。由於國民中學全面實施指導活動以來，為國民教育帶來正面的影響，於是教育部又於民國六十一

年公佈「高級中學學生評量與輔導工作實施要點J '開始試辦專任輔導教師，並於六十八學年度起全

面推行。爾後，教育部繼續推動大專院校及國民小學的學生輔導工作，並在各校增設專任或兼任性質

的輔導教師(張植珊，民72) 。

輔導教師在各級學校的工作職掌與角色功能並不相同，國民中學輔導教師的工作職掌，根據陳秉

華與程玲玲(民 81)針對國民中學輔導人員工作範疇的研究，除輔導活動科教學之外，共有下列七

項1.預防、推廣與發展; 2.諮商與輔導 3.充實輔導知能 4.親職教育 5.研究發展 6.行政協調

配合 7.運用及配合社區資源。在實施上，國中輔導教師係以輔導活動科教師的方式聘用，其主要工

作內容為輔導活動科教學，透過班級輔導方式，協助學生成長，並以部分時間從事輔導行政與行為偏

差學生之輔導。

由上所述，可知最早進入學校機構，參與學生輔導工作的是受過輔導人員及教師雙重養成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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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教師。我國國民中學推行學生輔導工作，成效一直不易發揮的主要癥結，在於國民中學之輔導教

師係屬課程教師，其主要工作在於搪任「輔導活動科」教學。在原本教學與行政工作的負擔巴十分沉

重之下，很難再兼顧行為偏差與適應不良學生的輔導工作。由於國民中學並無學校心理師與學校社會

工作師的設置，輔導教師無形中更要兼辦學校心理衛生與學校社會工作的業務，這也是當前國民中學

推行學生輔導工作的困境，因此輔導學者(張植珊，民 72) 建議在各級學校建立專業教師任用制

度。另有學者(肅文、金樹人，民 85 )建議在輔導教師之外，另置諮商師與諮商心理師，以利治療

性諮崗、專業督導及心理測驗的實施。

為克服國民中學學生輔導工作的困境，教育部乃構想在國民中學中試辦設置專任輔導教師及專業

輔導人員，引進具備教師資格或公務員資格的心理師與社會工作師，參與學校輔導工作，直接服務有

行為偏差與適應不良的學生個案。這種突破現行輔導體制的構想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對於未具教師

資格、未接受過教育學分訓練的心理師與社會工作師，是否足以勝任學校輔導工作，則有待進一步的

評估與研究。

二、專業輔導人員參與學校輔導工作

廣義上，專業輔導人員 (counseling professionals) 通常包括諮商師( counselors )、心理師

( psychologists )、以及社會工作師 (social workers) 。這三類專業輔導人員的養成教育均包括了有關心

理學、輔導學及個案工作的訓練。這三類人員由不同的科系培養，並且在不同的場所工作，彼此的專

長各有不同，但是都是從事助人的專業，也都是心理衛生的專業人員。傳統上，諮商師以學校機構為

主要工作場所，因此又稱為學校諾商師或輔導教師 o 心理師以醫療機構為主要工作場所，若是服務於

學校的心理師，貝IJ稱為學校心理師。社會工作師以社區機構為主要工作場所，若是服務於學校的社會

工作師， ~IJ稱為學校社會工作師。學校諮商師或輔導教師參與學校輔導工作的內涵在前一節已作說

明，以下將分別探討社會工作師和心理師這兩類專業輔導人員參與學校輔導工作的有關文獻。

(→社會工作師

運用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從事學校輔導工作，即稱為學校社會工作。將輔導的觸角延伸到學生的

家庭與社區，以期把握影響學生困擾的社會因素，並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來增益輔導效能的專業，便是

學校社會工作師(林勝義，民 80) 。然而我國學校人員編制中，並無學校社會工作師一職。因此，本

節擬以美國和香港為例，說明社會工作師參與學校輔導工作的概況。

根據林勝義(民 77) 所著的「學校社會工作」一書，得知學校社會工作在美國係由訪問教師的

身分開始學校輔導工作，社會工作師以家庭訪視與社區資源利用的方式協助需要幫助的學生。在美國

由 40年代開始積極推展學校社會工作迄今，已有 50多年歷史，在三十多個州扮演多種不同的角色

(郭東躍、王明仁，民的)。江玉龍(民 83 )以實例說明美國洛杉磯兒童福利局與長堤聯合學區合作

在法蘭克林初中和史蒂文生小學設置社會工作師的方案。其服務對象包括學生、家庭、教職員、班級

以及社區機構;服務的方式包括諮詢、家庭治療、團體工作、個案管理、機構轉介、社區資源的爭

取、立法鼓吹，以及參與學校小組會議等。

與台灣社會文化背景較為相近的香港，貝IJ由香港政府於 1974年開始撥款給若干家庭服務中心，

將個案工作推廣至學校。 1977年香港政府根據試辦評估結果，釐訂「青少年個人輔導社會工作程序

計劃J '把學校社會工作、外展工作、家庭生活教育列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並確立政府撥款補助學校

社會工作。自 1982年2月開始，全香港的中學都獲得學校社會工作的服務。推行的形式是由政府撥款

給志願服務機構，由志願服務機構聘請社工人員，駐校提供服務，社會工作師與學生人數的比例是

1 : 25∞(吳水麗，民83) 。

在我園，自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即有學界倡議在國民中小學設置學校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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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對國民教育有所幫助，然而並未付諸實施(林勝義，民的)。在民間社團中，最早推展學校社會

工作的是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自民國六十六年十月起，參照香港經驗，先後在八個家庭扶助中心推

廣學校社會工作，由每一個家庭扶助中心眼一至二名社會工作員到學校去服務。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

自八十二年七月起，將學校社會工作列為重點工作。迄今，已有五個家庭扶助中心在當地與學校合作

推廣(郭東躍、王明仁，民 83 )。

(=)心理師

至於心理師參與學校輔導工作，以美國的中等學校為例，即在學校中設置學校心理師。學校心理

師通常由受過教育學分訓練的諮商心理師或學校心理師來擔任(林家興，民83) ，他們的工作內容通

常包括下列四項 (Kansas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1990引自林宰台，蕭文，民的) : 1.根據唔談、行

為評量或測驗的資料，提供諮詢服務，以協助校內其他人員規劃適切的教學措施; 2實施並解釋心理

與教育測驗; 3.就見童之行為、學習模式，及正向的學習氣氛，提供教師及其他人員諮詢服務; 4.提

供見童及家長心理諮商等。學校心理師由臨床心理師來搪任者較為少見，因為臨床心理師的工作場所

為醫院，其服務對象通常為精神疾病患者。

美國學校心理師的養成教育通常由教育學院的教育心理學系、諮商心理學系或諮商員教育學系負

責。因此，除了心理學的基本訓練之外，也接受相當程度的輔導課程與教育學分，這對於他們參與學

校輔導工作是十分有幫助的。美國的臨床心理師參與學校輔導工作的方式，通常顯似社會工作師，由

專職於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臨床心理師，以部分時間前往簣約學校，提供行為偏差學生之心理輔導工

作(林家興，民 87 )。我國學校教育人員的編制，並無學校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的設置;一般心理學

系的畢業生，若想參與學校輔導工作，可以相關科系的資格，在修滿26個教育學分之後，登記成為

國民中學輔導教師。

綜上所述，就工作內容而言，學校社會工作與學校輔導工作的內容是大同小異，真有互補的功

能。就人員的任用方式而言，兩者有明顯的差異，輔導教師是學校正式編制內人員，具備教師資格，

以全校師生為服務對象，並以專任為主。相對的，不論是美國、香港，或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的模

式，學校社會工作師通常不是學校正式編制內的人員，也未具備教師資格，通常是專職於社會福利機

構的正式人員，以兼職方式，利用部分時間到學校提供社會工作服務。根據文獻得知，在美國參與學

校輔導工作的心理師，主要是學校心理師，由於其訓練背景包括教育學分與心理輔導，自然成為學校

輔導團隊的一份子。臨床心理師通常是專職於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以兼職的身份到學校，提供心理衛

生服務。

三、團民申學試辦股置專業輔導人員方軍

(一)方實構想

為了械輕國民中學負擔日益龐大的學生輔導工作業務量，教育部原先的構想是比照高級中學，在

國民中學增設專任輔導教師，在不佔原有教師員額編制下，除基本授課時數四小時外，專賣學生輔導

工作。並依此構想草擬「國民中學設置專任輔導教師方案」及「國民中學設置專任輔導教師暫行要點」

(教育部，民的，民 86) 。這兩個草案在行政院與台灣省政府、台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協商實施

計劃的會議(行政院，民 86)中，教育部為尊重地方教育廳局的意見，將計劃名稱修正為「國民中

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劃J '試辦內容做了許多的修改。同意原則上自八十六學年度起至八

十七學年度止試辦兩年，試辦方式由省市政府審酌實際需要訂定，試辦期間之員額總數，不超過八十

一人。所聘專業輔導人員之資格除照省市政府教育廳局所訂條件外，並應真備教師或公務員資格。隨

後省市政府據此協商結果，訂定省市國民中學試辦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畫IJ 0 

仁賦研計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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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省及北高兩市「國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劃J '省市政府試辦計劃的內

容，分項說明如下:

1.計IU目的興試辦期限

省市政府教育廳局所訂的計劃目的，大同小異。以台北市教育局所訂的計劃目的為例，其目的為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民 86) : (1)推廣心理衛生理念，促進學校於教育活動中推展心理衛生工作; (2) 

協助學校建構社區資源網路，結合家庭及社區有關單位辦理各項輔導活動; (3)提昇輔導室專業功能，

加強輔導行為偏差和適應困難的學生;以及(4)提供學校師生及學生家長專業諮詢服務。台北市與高雄

市自八十六學年度起至八十七學年度，試辦兩年;台灣省則晚半年試辦，自八十七年二月一日至八十

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止。

2.設置顛別、人數以及試辦學校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選擇小港、七賢、三民、前鎮、大義及輿仁等六所國民中學為試辦學校，計畫

每校設置專任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各一人，一共十二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民 86) 。台北市政

府教育局選擇輿雅、永吉、榴公、信義、萬華、雙園、大理及麗山等八所國民中學為試辦學校，計畫

每校設置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一人，一共八人，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民 86) 。台灣省政府教育

廳選擇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等二十四所國民中學為試辦學校。除五所園中每校設置專業輔導人員兩

人外，其餘十九所國中每校設置專業輔導人員一人，預計甄選三十四人試辦(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86) 。

3.工作鷗掌

台灣省與北高兩市關於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職掌，其內容大同小異，均依據教育部對於專任輔導

教師的工作職責加以訂定，以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民 86)為例，其對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職掌訂定

如下: (1)針對行為偏差及適應困難學生，進行個案診治及團體輔導; (2)實施學生特殊行為專案研究;

(3)辦理個案研討會; (4)推廣心理衛生理念，結合家庭及社區有關單位，發展團隊合作之輔導工作模

式; (5)協助教師鑑定學生問題行為，研擬輔導策略; (6)提供輔導教師、導師、認輔教師及家長諮詢服

務;以及(7)其他有關學生輔導事宜。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研究擬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方式，探討學校人員對於圈中輔導工

作及專業輔導人員試辦方案的評估。

方法

一、研究對象

為瞭解學校人員對國中輔導工作的實施情況的看法和期待，以及對「國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

人員方案」的執行情形、整體成效和後續發展的評估，本研究邀請試辦學校人員出席焦點團體座談

會，依據研究者攝定的「焦點團體訪談大綱J (如表一)進行座談，以便蒐集與研究問題有關的質性

資料。焦點團體的實施對象由研究者依據立意取樣的方式，邀請受訪者參加。每一焦點團體大約十

人，參加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會總人數是54人，分六個團體(場次)實施，合計有校長6人、輔導主

任 24人，輔導老師 20人、導師4人。



• 108 • 教育心理學報

裹一焦點團體動較大網

訪談項目

專業輔導人員的專業背景、職稱、角色定位與工作執掌。

2 與專業輔導人員有關的行政配合與專業督導。

3 專業輔導人員對學校輔導工作的貢獻，以及對學校、對教師、對學生的主要幫助。

4 試辦方案結束後的建議;若繼續推廣本案，有哪些應該注意的事項及改進意見。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的設計與實施乃參考學者 Knodle (1993 '引自周雅容，民 87) 的建議，同

一焦點團體內成員的選取以同質性為原則，不同焦點團體之間則採異質性原則。團體內的同質性高有

助於團體內成員的對等地位和催化自發性的互動關係，團體間的異質性高有助於蒐集豐富、多元而完

整的訪談資料。是故本研究針對北、中、南三區學校行政人員(包含校長和輔導主任)以及老師(輔

導老師和導師) ，分區各實施兩場焦點團體座談會。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主題的方向，參考重要相關文件資料，擬定訪談大綱初稿，並和協同研究者討

論進行訪談大綱的修訂工作。最後再邀請該頡域專家學者共三人，進行專家效度考驗，作為訪談大綱

定稿的依據。

協同研究者在每次焦點團體進行之前備妥錄音機兩台，同時進行錄音工作，以避免錄音的失誤。

團體結束後再由協同研究者膳寫座談內容之逐字稿，作為研究結果分析之主要內容依據。在焦點團體

進行期間，協同研究者出席但不發言，僅負責會議記錄工作，並邀請出席之學校人員就其每次的發言

做重點摘記，於會後交還予協同研究者，作為資料分析過程的參考。

三、研究程序

研究者透過教育部之公文協助，就台灣省北區、中區、南區以及台北市和高雄市「國民中學專業

輔導人員方案」之試辦學校名單中，以學校行政人員及輔導教師與導師為對象，進行書面聯絡，邀約

參與本研究規劃的分區焦點團體座談會，並在座談會開始前兩天再次以電話確認。

北區試辦學校焦點團體座談會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假臺灣師範大學舉行，出席人數

分別是:第一場校長與輔導主任 10人，第二場輔導教師與導師9人。中區試辦學校焦點團體座談會於

八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假彰化師範大學舉行，出席人數分別是:第一場校長與輔導主任 10

人，第二場輔導教師與導師7人。南區試辦學校焦點團體座談會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

假高雄師範大學舉行，出席人數分別是:第一場校長與輔導主任 10人，第二場輔導教師與導師 8人。

焦點團體均由研究者親自主持，就研究者事先擬定的訪談大綱來掌握座談會的方向，團體討論之

前，研究者已經熟記訪談大綱，所以不會因為需要對照訪談大綱而中斷成員的討論。主持人著重於引

發成員間的自主性對談，在必要時澄清、探究某些主題，並鼓勵不多話的成員加入討論。焦點團體座

談過程全程錄音，以方便研究資料之分析整理，並有協同研究者摘記重點，作為資料分析過程和討論

時的參考。

四、資料分析

根據焦點團體所蒐集的資料，其性質屬於質的資料，研究者主要參考 Hycner (1985 '引自江佩

貞，民 85 )提出的現象學方法和原則進行資料分析工作。資料分析的程序條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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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焦點團體的錄音帶整理成逐字稿。

2.由研究者將逐字稿中意義完整的受訪者敘述內容予以斷旬，成為表達一個獨立概念的句子。刪

除多餘的贅字，但仍盡量保有受訪者原有的字彙，以達到摘要和具體化的目的，稱之為概括性的意義

單位。

3.將每一個斷開的句子按照焦點團體進行的場次、身份別和座次進行編碼，區辨出每一個概括性

意義單位的出處，以便利後續的分析工作。

4.判斷出與研究問題相關的意義單位，將相關的意義單位加以群聚，並給予命名。刪除重複的部

分，但留下編碼，以瞭解每一個意義單元被重複提到的次數，代表受訪者對該意義單位關心的強度。

5.從相關意義單位的群索中，決定該群憊的主題。

6.重複(1)至 (5) 的流程，完成六份焦點團體訪談逐字稿的分析工作。統整六份分析結果的主

題，決定核心主題。

7.寫出每一個核心主題的描述文，再統整成為完整的研究結果。

結果

焦點團體座談所蒐集的質性資料，經過整理之後的描述文，將依下列核心主題分別呈現:學校人

員對園中輔導工作現況之評估、對體制內改革的反省和建議、對專業輔導人員的認識和期待、學校人

員和專業輔導人員的分工與合作、對專業人員的評價、對試辦方案的看法與期待，以及方案續辦上的

教育行政問題。

一、學校人員對圈中輔導工作現況之評估

(一)學校人員未能隨著校團團境的變通來更新其輔導知輯與按能

近來一般學校學生問題多，來源複雜，學生中輾率高，校長會要求加強輔導，相對的，有些學校

輔導老師顯得經驗不足，也比較單純。之前教訓輔三合一計畫提到，每一位老師都要有輔導能力，但

這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而且一般老師都不是心理相關科系畢業，對輔導的方法和技巧通常只是一知

半解，需要隨著環境的變遷來繼續進修輔導知能。

n部份輔導老師不具備，集資格

以前輔導師資的培育訓練不夠嚴格，專業能力不足，使輔導專業無法得到尊重。同時，輔導室的

行政業務量太大、做太多非專業的事情，教育部將輔導主任的專業資格拿掉，結果反而讓外界指責輔

導室的功能不彰。

(~)輔導老師攝制圖額不足

有的學校六十個班級，只有兩個輔導老師，他們的課程壓力很大。有些學校根本連輔導老師都沒

有，輔導活動課大多是配課給其他老師，或是頂多修了輔系就去教。

(四)輔導老師工作負荷過軍是普遍的情形

輔導老師一週有二十堂課，還要做行政工作、接個案、帶團體等，工作量很大，常常忙不過來，

有時候晚上還要和家長保持聯繫。此外﹒每個學校的輔導室都要接很多的研習活動，輔導組長常要承

辦教育部的業務。有些輔導中心學校，業務量更大，這些活動令輔導老師疲於奔命，他們自己常常覺

得「不務正業」。

1五)庸大的行政工作壓力，使輔導老師對學生輔導工作力不從心

現在學校輔導室的老師幾乎都在辦輔導行政，輔導室的行政業務量太大，根本做不完，是主要的

問題。行政工作使輔導老師沒有時間輔導學生，也無法靜下來好好輔導學生，有些老師轉介學生去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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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室，卻沒下文，後來導師就不送個案到輔導室了。

(六輝輯鐘點的壓力

輔導老師平常擔任的課程非常多，一個禮拜有二十到二十四堂，要他再輔導這些學生，顯然是力

不從心。即使接了個案，諮商也常因為上課而中斷。有些輔導老師兼任組長工作，忙於教學和行政，

更是無法提供專業的輔導服務，所以多數學校的學生輔導工作都無法落實。

(七輔導老師的挫折感

制度卡死輔導老師在學生輔導工作上努力的空間，使輔導老師的專業力量無法釋放出來，即使是

輔導本科系畢業的輔導老師，也常感覺到教學和行政工作的壓力常限制專業能力的進步。輔導續效不

佳的倒果為因，造成學校輔導老師的壓力和挫折。

(八推動臨輔工作上的障礙

認輔制度很難推動，由於真的找不到自願的認輔老師，只能拜託老師們幫忙，結果只有從輔導室

出去的老師礙於情誼，願意來支援。有些認輔老師雖然很認真，可惜專業知能不足。而像逃課、中賴

的學生不願意選認輔老師，就變成用行政來指定的，這些都是曹大的問題。

二、學校人員對體制內改革的反省和建輯

(一澤校人員對體制內改革的反省

1輔導活動悍程是學生輔導工作的基睡

輔導活動老師平常上課就可以接觸學生，可以比較長期瞭解學生，師生關係有一個好的基礎，所

以學生、個案會主動來找擔任輔導活動課程的輔導老師求助。

2扭轉鐘點太多、行政負揖太置，使輔導老師對學生輔導工作有心無力

專業輔導人員做的事情輔導老師也有能力做，只是專業輔導人員不用授課，比較能夠從專業立場

來做輔導。體制內的輔導老師不是沒有意顧，而是沒有時間，因為課程很多，一個人要上20 至1] 24

節。課程壓力很大，而且老師們要做輔導，又要兼行政，時間不夠分配，到最後很多事情就做不好，

結果無法服務到學生。

3缺少專業督導的支撞

很羨慕專業輔導人員有督導制度在推動他們的專業，多數學校輔導老師，卻未有機會接受督導，

個案處理上有時會窒礙難行，輔導老師的專業工作環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不斷惡性循環，這對於輔導

老師的工作價值和專業發展是很大的挫折。

4.進修管道不足

這些專業輔導人員有不斷學習的機會，教育局會提供他們參觀、經驗交流的機會，他們享受到很

多的資源，而學校輔導老師卻沒有，如果輔導老師也能享有督導和研習的資源，也可以表現得很好。

s.輔導老師即是專業輔導人員

原先輔導老師就是專業輔導人員，輔導工作原本是輔導老師應該做的工作，因為輔導老師的負擔

和壓力太大了，所以才會試辦專業輔導人員。未來如果輔導老師想要作輔導學生的工作，是不是要先

轉任為「專業輔導人員」才有可能呢?

(三串鞭人員對體制內改革的建輯

1縮嬴上轉節數

建議輔導老師的授課時間可以減少，才不會犧牲學生接受輔導的品質。建議未來實施九年課程一

貫制時，輔導老師可以比照高中專任輔導老師的方式來進行:輔導老師至少應該具有三級預防工作的

能力，而一般的輔導工作則可以結合各科的教學活動來進行，輔導方案則由輔導老師負責設計。

2.增加輔導老師的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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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多增設專業輔導人員，不如把輔導老師名額聘足，甚至可以擴充專業輔導老師的人數，因為

畢竟輔導老師比較熟悉自己的學生。把輔導人力作一番調整，輔導老師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3.提供專業督導

督導制度的建立可以協助輔導老師勝任學校輔導工作，新任輔導老師挫折和壓力比較大，尤其需

要督導的協助。

4.輔導老師分級制

事實上輔導老師有能力作二級預防的工作，真正的三級工作，可以轉介出去 o 希望能夠讓輔導老

師回歸到輔導的專業工作。在考慮是否增聘專業輔導人員時，應先設法做輔導老師專業分級，將輔導

老師分級為一般的輔導老師和專業的諮商師會更理想，使輔導老師的專業生命可以延續。

5.輔導工作的合理分工

在輔導工作的分工上，學習輔導應該由教務處結合各科老師來進行，生活輔導工作應由訓導處結

合導師的力量來進行，如此輔導老師的壓力會減輕許多。

三、學校人員對專業輔導人員的認輯和期待

(一)學校人員對專業輔導人員的認鵲

這些專業輔導人員學經歷背景極佳，均是心理和社工本科系畢業，有些是碩士。同時，他們至少

有兩年以上的工作資歷，實務工作經驗豐富而工作種額多元化，包括了:園中代課老師、專任張老

師、醫院臨床心理師和社工師、家扶中心社工師等。他們有很好的專業能力，能夠暸解學生的心理，

也能掌握社會資源，對學校幫忙非常大。

專業輔導人員的職稱不一，角色定位模糊，同時具有彈性和不確定性，因校因人制宜。專業輔導

人員沒有教師資格，也沒有授課，所以不能叫做「專業輔導教師J' 只能稱「專業輔導人員」。但是學

校通常會要求學生稱呼他們「老師J '這樣學生比較容易接受他們。專業輔導人員在每個學校做的事

都不一樣，角色仍然相當模糊。老師們難以區分社工師與心理師，通常社工師都是去做追蹤中轍生，

有些定位不清楚的工作也不清楚要由誰來做。

(二)學校人員對專業輔導人員的期待

學校的環境日漸複雜，學生問題多，學校人員對專業輔導人員的期待和要求高，希望他們能夠為

校園灌注新的活力和觀點。尤其是現在學校的走向多元化，純粹師範體系的老師難以應付這麼龐雜的

問題，而且輔導老師也沒有時間接個案，需要不同領域的人進到校園。教育工作是團隊工作，所以需

要專業輔導人員，來幫忙推展輔導工作 o 學校人員希望有社工人員、心理學家和臨床工作者的合作，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問題、灌注活力，也能夠結合社區資源和專業的力量。輔導老師對有些學生問題的

瞭解有限，沒辦法轉介出去，專業輔導人員對這些學生問題的瞭解比較深入完整。有些學校期待專業

輔導人員提供整個學校系統的服務，作全體老師的諮詢顧問，所以他們支持專業人員不需要做行政、

不需要教課的角色定位，肯定如此做出來的品質應該會很好。

四、學校人員和專業輔導人員的分工與合作

←)行政配合對推展專業輔導工作的影，

在導師專業能力不足的範圍，在學校行政人員與輔導老師工作時間與精力不足的部分，專業輔導

人員可以做得很深入。然而，如果沒有導師和一般老師的支持以及行政上的配合，專業輔導人員則難

以落實輔導成效。各校的行政配合程度不同，專業輔導人員在各校的處境也就截然不同，專業輔導人

員最好先主動出擊，到各處室拜訪，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比較容易取得所需要的個案資料。專業輔

導人員參與各種校內會議，如導師會報、行政會報等，可增進學校對專業輔導人員的暸解和認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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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利於學校和社區資源的結合。

願意支持專業輔導人員專業角色的行政主管，會在專業輔導人員到學校以後，清楚告知專業人員

不需授課，也不做行政工作，他們就是做專業輔導工作。有些行政主管會要求專業輔導人員要有清楚

的工作計畫， li故結構性的安排。有些積極的校長不但很尊重專業輔導人員，還透過全校典禮、週會演

講把專業輔導人員介紹給全校師生，並強調他的角色和功能。如此不僅讓專業輔導人員比較好{故事，

家長和老師也可以信任其專業地位，做起來的效果比老師做的更大。

(-.蟑業輔導人員和學校老師之間的分工合作

由於學校人員不清楚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內緬'造成專業人員所做的工作跟導師、輔導老師之間

有很多重疊的狀況，有些工作項目連專業輔導人員自己也不清楚是屬於誰的權責。而家長有狀況時，

也還是習慣直接找學校老師處理。有些學校為了不讓專業輔導人員和原先輔導老師的工作重疊，將專

業輔導人員定位在諮詢者的角色上，提供諮詢服務給家長與老師。

雖然仍有許多工作權責難以認定的重疊之處，學校人員認為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等專業輔導人員

和輔導老師能夠合併共存在學校的體制內，以團隊方式提供服務是最好的;如何使工作可以分層負責

處理，城少對彼此的困擾，則是可以努力的目標。原則上，不同專業助人工作者之間的合作默翼可以

是:由導師做初級預防工作，篩選需要進一步輔導的個案，填轉介單至輔導室給輔導老師或認輔老師

處理，專業輔導人員負責嚴重個案的深度輔導，最後才是轉介校外的精神醫療機構。

(三暉，提督導與進修活動

專業督導對專業輔導人員的重要性受到學校人員的肯定，然而多數學校人員認為專業輔導人員並

未得到適當的督導。學校人員同意接案過程中要不斷有人討論，也需要有人督導，不能關起門來自己

做自己的。專業輔導工作一段時間沒有充電，也會很沮喪，覺得使不上力，所以定期的研習跟督導對

專業輔導人員是蠻重要的。這樣輔導成效才不會受到制度和人事變動的影響。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督

導分成行政督導和專業督導，學校人員認為因為每個學校的文化、家長、環境都不一樣。最好能分配

督導到各校巡迴，瞭解專業輔導人員的實際工作情形，進行個別督導比較好。

學校人員認為台北市和高雄市對於試辦專業輔導人員的督導工作有確實實施，台灣省則陷入有名

無實的窘境中。台北市的督導相當用心，陣容很堅強，由吳(英璋)前教育局長親自督導心理師，由

林萬憶老師督導社工師;高雄市除了有行政配合之外，也有專業督導，做出來的成效相當不錯，令台

灣省的專業輔導人員感到很羨慕。多數台灣省的專業輔導人員平常並沒有機會接受督導，整個方案試

辦期間，只有開會兩次而已。通常學校只能在行政上給予專業輔導人員協助和支持，學校人員對於台

灣省專業人員沒有接受督導感到遺憾，但肯定他們仍然認真於其輔導工作崗位上。

輔導老師肯定並且非常羨慕許多專業輔導人員的專業進修機會，包括定期的專業督導、讀書會，

和研習等，認為這對專業輔導人員的輔導效能和專業的提升幫助很大，覺得專業人員相當得天獨厚。

學校行政主管提到目前專業督導和學校之間缺乏交流的機會，督導和學校雙方對專業輔導人員的要求

可能不一樣，所以專業輔導人員會很辛苦。學校行政主管同時認為他們並不贊成專業輔導人員於上班

期間接受頻繁的督導活動，這樣會妨礙到專業輔導人員對校園事件和學生問題的因應和處理。

五、學校人員對專業輔導人員的評價

(一陣業能力

多數學校人員肯定專業輔導人員專業能力強，實務經驗足，工作態度好，積極投入，真有活力和

機動性，能夠讓學校輔導工作動起來;他們不僅能正確評估學生的問題，也有能力把學生輔導好。學

校人員認為專業輔導人員中的臨床心理師從他們專業的角度來看學校的教育問題，對原先的系統有很

大的啟示:對社工師的評價則是:反應快，有專業素養，通報系統完整，也具有督導的功能，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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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新的觀念、新的作風，新的氣象。整體而言學校人員對專業輔導人員相當肯定，也希望他們繼續

累積經驗，使輔導工作更落實。

有些學校人員則對部分專業輔導人員的能力感到懷疑，老師們也會質接把個案轉介出去有效嗎?

有些行政主管則對專業輔導人員原本抱著很大的期望，很想把一些工作分搪給他們去做，但是他們在

專業表現上的不足，甚至無法執行團體輔導工作，這讓行政主管感到很大的實撼和失望。這些行政主

管在專業輔導人員身上看不到「專業」兩個字，所以並不認為他們對學校有太大的貢獻。

C:)工作態度和要現

學校人員認為大多數專業輔導人員工作態度主動積極，相當敬業，對個案的分析精準、對復學、

偏差行為學生的掌握都做得不錯，他們熱愛這份工作，對工作很投入;也常會主動到一些中頓的學

生、行為惡劣的學生、不想到學校來的學生家裡作家訪，並做詳細的紀錄。家長、老師、社褔單位都

常找他們，他們也都很樂意幫忙，這種主動的精神對學校貢獻很大。

同時，因為專業輔導人員包容力強、不計較，因而負荷過多權賣內外的工作。專業輔導人員什麼

工作都做，好像以前輔導老師的業務全部都轉移到他們身上，所以他們的接案量相當龐大，比擔任導

師工作的老師還要忙碌。有時行政主管看到專業輔導人員的個性開朗、隨和，會分激給他們額外的工

作，他們不但不計較，更秉持著多做多學習的精神;所以能夠得到學校人員的尊重，因此，學校人員

也會為他們所得到的不公平待遇抱屈。

然而，有些專業輔導人員的表現不佳，學校人員認為這些專業人員的工作態度不力，缺少團隊合

作的精神。有時行政主管期待專業人員除了輔導專業工作之外，也能協助處理上級指派的研習活動

等，但是有些專業人員仍僅從事個案輔導、團體輔導和家訪，甚至拒絕老師們轉介來的個案，令行政

主管感到失望。學校人員很希望和專業人員合作，能夠彼此相互討論和支持，形成一個完整的工作團

隙，但是專業人員卻只顧著做他們自己的部分。

(三)人格特質和人際關係

多數專業輔導人員具有親和、活力的個人特質，人際關係也很好，得到學校師生的肯定。他們一

開始到學校就先主動拜訪學校老師，和老師們相處非常愉快，獲得老師們的肯定和信賴。專業輔導人

員雖然沒有授課，然而他們不僅多才多藝，學生也都和他們很熟，甚至還能夠打成一片，相當吸引學

生。他們和來談學生在建立關係上相當用心和成功，處理學生問題時讓學生很有安全感，很多學生和

老師都很認同他們。學校人員認為他們得到專業輔導人員很多協助和指導，所以後來聽說專業輔導人

員要離開時，會有一點恐慌。

(四)阻曬因繁

有些專業輔導人員非常優秀，但是因為沒有教學經驗，和學生接觸比較困難。同時，學生跟專業

輔導人員之間缺少直接的關係，比較不會主動去找他們，一開始闢係的建立並不是那麼容易。他們甚

至沒辦法接那些進來輔導室的學生。多數行政主管認為專業輔導人員太常出去研習，常常不在學校，

影響到對學校的服務，這讓他們很傷腦筋。同時，專業輔導人員不在體制內，有些專業輔導人員也不

參加校務會議，很難融入學校文化中。

(五)服務頂目

專業輔導人員所提供的服務項目與內容相當多元，端視訓練背景、個人實務經驗，以及主管的工

作分派而定，大體而言，做的比較多的工作項目有:提供學生個別諮商和輔導、團體輔導、處理中輯

學生、暢通個案轉介網路、整合運用資源，以及提供老師與家長的諮詢服務等。

專業輔導人員的輔導成效普遍受到學校人員的正向肯定，專業輔導人員的水準一般都很高、很專

業，他們立場也比較超然，可以適當處理個案的問題。專業輔導人員彌補了學校人員所欠缺的能力和

實務經驗，尤其現在學生各種狀況都有，問題也很多元化，晉用專業輔導人員的效果明顯比過去顯



114 • 

薯，所以一般學校人員均肯定本方案。

六、學校人員對試辦方囂的看法與期許

(一串校人員對試辦方囂的看法

教育心理學報

學校人員認為試辦方案的不穩定性已經影響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情緒和表現，政策若不持續下

去，浪費這些專業輔導人員的能力和經驗，是很大的損失。專業輔導人員對工作顧認真投入，然而試

辦方案的不穩定性對他們的工作士氣是很大的打擊，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沒有安全感，工作時變得精

神恍悟、情緒不佳;加上學校體制將專業人員排除在外，這些都令學校人員感到同情和不平，畢竟這

些專業輔導人員都是人才，好不容易他們都上了軌道，經驗那麼豐富，儲訓之後卻要他們走路，不僅

可惜也相當浪費人民的納稅錢 o 多數學校人員希望這個投資要繼續下去，方案如果能夠續辦，也要銜

接緊密一點。

仁，校人員對試辦方囂的期許

現在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學校有淪為暴力、黑幫的溫床之虜，處境堪憂。此時非常需要專業人

員的介入，老師也需要得到這些專業輔導人員的協助，任何類型的專業輔導人員都可以對學校的輔導

工作貢獻很大。因此，學校人員普遍肯定專業輔導人力進入校園的趨勢與需求，希望方案續辦或擴大

辦理，專業輔導人員能夠普及化，提供給學校的學生、老師更多的服務;若不能每一個學校都設置一

人，至少每區設置一個，甚至是應該從小學開始即有專業輔導人力的投入。

政策需要一買，教育的實驗需要長時間的規畫IJ 、推動和驗譚，國民中學是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應

以成效評估的結果來作為續辦與否的依據，教育部不能在沒有進行任何客觀的效果評估之前就喊停;

如果評估的妓果好的話，政府就應該辦下去。教育是國家大計，政策不應朝令夕改，以經費預算和政

治變革的問題來決定其存暉，國民中學設置專業輔導人員是國家重要的教育政策，需要貫徹下去並加

以制度化。學校人員認為教育部當前的重點是如何好好規劃教育經費，做出最合理有效的連用，有些

措施從學校人員的經驗來看是無殼的，只是浪費教育經費而已;相對的，如果連這麼重要的專業輔導

人員試辦方案都無法續辦，教育部的決策能力的確令人質疑。

七、方軍續辦上的教育行政問題

(一躍，來源

目前有很多制度耗費可觀的經費，例如認輔制度、潛能開發班、第八節補救教學等，雖然立意很

好· i旦成效不彰，甚至是在浪費公幣，可以把這些經費撥到專業輔導人員試辦方案來運用。

(二清軍經費的來源

多數縣市政府的預算不足，最好由教育部統草草實施;如果教育部不繼續支持本方案，仍有少數縣

市經費充裕的縣市，如北、高兩市和台中縣，將自籌經費繼續試辦這個方案。

(三報考資格與甄遺方式

方案如果要試辦下去，專業輔導人員在資格和能力上的篩選是很重要的前提，最好應該是心理相

關科系畢業，因為他們並非從事教學工作，所以不需具有公務員或教師資格;最主要的是具有至少兩

年或以上的相關輔導工作經驗，像家扶中心等，如此有助於學生輔導工作的推動。

(四團還棚準

篩選過程要嚴格把關，男女比例要適當。人格特質需要開朗、大方、主動、積極，熱忱、投入，

尤其要有教育愛，不會排斥、討厭學生。能力上需具備專業能力、敬業精神、領導能力、人際溝通和

協調能力，能融入校園文化。為了達到上述甄選目標，可以採用情意測驗、角色扮演等方式來做評

估，篩選過程為求慎重，第一次可由教育局一起公開甄選，第二次再由行政區各校再甄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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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聾的工作醋，和輯稱

很多學校的專業輔導人員做很多事情，甚至連學校的電腦都要幫忙，在工作職掌的實l分上面，要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有明確的職掌和目標，也要跟學校配合，才不會讓他們大才小用。

(六)的聘萬輛繭的書，

多數學校人員認為試辦方案可以聽續推廣，但是不要納入編制，約聘專業人員立場比較能夠超

然，有助於提供學校輔導工作的專業能力和形象;約聘專業輔導人員每兩年考核一次，就像私人機構

一樣的方式來聘用，這樣他們的衝勁才會比較大，未來學校也可以依照「國民教育法」編列預算聘請

兼任諮商員，並向縣(市)政府申請經費，於期未提出成果報告作為考核。如果是納騙，學校人員擔

心制度化之後的專業輔導人員的成妓打折扣，甚至佔了位置不做事，把這個工作當成鐵飯碗;另外考

慮到專業人員未來的發展，專業證照應比納入學校編制更有利。

也有一些學校人員認為應該要將專業輔導人員納入學校正式的編制;給他們一個明確的位置，不

要擔任任何教學的課程，他們會做的更好。作法上有幾種不同意見，一是建議比照高中輔導老師的編

制;二是比照此照校護或是主計、人辜的聘任方式，應同樣享有專業加給作為保障，輔導專業人員才

會長久留在學校提供專業服務。

{七)駐校或駐區的考量

多數支持專業輔導人員駐校服務的看法是:老師一旦發現有問題徵兆的學生，就能立刻轉給專業

輔導人員，直接切入問題點，而不是只是救火。因為有些問題很急，要發現得快，要立即處理。他們

不贊成把這幾個專業輔導人員集中成一個專業團隙，如果校園問題發生後，還需要經過轉介調度的程

序，等專業輔導人員進來學校處理時都已經太傻了，駐校的人力規劃可以按班級人數、按各地區的狀

況分配專業輔導人員人數，有些很雜的學區校園事件也比較多，需要量可能比較大一點。

有些學校人員認為如果專業輔導人員留駐教育局，比較沒有歸屬感。甚至可能會淪為行政的助

手，變成現在的國語推行委員一樣，到最後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或是和家扶中心一樣無法暸解學校的

文化背景，也不瞭解學生家長、個案的整個的背景，屆時很難有效地對學生的問題介入，因此他們反

對專業輔導人員留駐教育局做巡迴服務。

支持駐區並做巡迴服務的理由則是，有一套比較完善的計畫，力量不會因為單打獨鬥而被分散

掉，實施方式可以將專業輔導人員放在輔導中心學校，或是比照特教資源中心的方式，由一批相關的

專業人員組成，各校也可以適峙的在行政中心得到所需要的資源。專業輔導人員對中輾生或高危險群

的學生能加強協助、觀察、評估，並針對每一區的需求提供服務，每週到各校固定提供半天的服務，

如此可以兼顧經濟和輔導的實際效益。

討論興建鸝

本節將針對前述有關國民中學輔導工作及專業輔導人員試辦方案的研究結果，討論研究結果的含

意，並提供出相關的建議。

一、國民中學輔導工作現況的積肘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人員普遍認為輔導專業在國民中學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輔導老師的編制

員額不足、配課問題嚴重，以及工作負荷過重等均是輔導老師普遍的狀況，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授課鐘

點壓力消耗許多輔導老師的精力，使輔導老師對學生輔導工作顯得力不從心。制度卡死輔導老師在學

生輔導工作上努力的空間，使輔導老師的專業力量無法釋放出來。認輔制度雖然立意良好，但推動時

卻是窒礙難行。加上有許多輔導老師和行政主管不具有專業訓練和資格，使輔導室的專業性受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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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非專業領導專業的結果，加深了專業背景的輔導老師的挫折感。

賴念華(民 88) 會透過資深學校輔導工作者的焦點訪談資料分析中，提到和本研究相類似的發

現。專業輔導人員進駐園中校園的經驗也發現到:學校輔導人力不足是目前各校普遍存在的問題，有

些學校輔導室並未聘足專任輔導老師，而專業輔導老師因授課時數太多或因行政佔去太多時間，故無

法負荷龐大的個案量以及進行深度輔導，預防性的輔導工作則多半由各班導師負責(高雄市小港園

中，民88 黃韻如，民88) 。

國民中學的課程設計中，一至三年級均有每週一堂的輔導活動課，透過課堂活動為學生進行心理

衛生教育，在初級預防工作設計上做的不錯。但是在升學主義掛帥的部份國民中學，輔導活動課程並

未依規定實施，許多學校的輔導活動課被配給導師自行運用;或是配課給英文科、數學科等老師，用

來變相加課，加強這些具有升學競爭力的學科能力。即使是由輔導活動科老師授課，由於輔導不需考

核評分，師生不僅忽視輔導活動課程的功能，段考前夕，各科老師還常會向輔導活動科老師借課;擊

學期下來，輔導活動課程變得片段而破碎。上述情形使得輔導活動科在部份學校的實施淪至有名無實

的窘境中。

當輔導老師被排定每週達十六至二十四堂的輔導活動課之後，再加上執行教育部推出的春風、璞

玉等各種輔導專案，光是行政程序和統計報表、正式報告的整理，就足以讓員額編制有限的輔導室功

能癱瘓，此時要求輔導室進行二級預防工作，接個案、帶團體，甚至轉介校外機構作三級處理，已非

這些輔導老師的時間心力所及。

不可諱言，輔導主任聘任的專業資格限制取消是圈中輔導工作的反挫力量，助長外界對國中輔導

工作專業性的質疑，輔導主任也因此容易被視為行政歷練的過渡性職位，這對輔導本科系畢業的輔導

老師的專業認同與工作目標設定造成很大的挫敗感。同時，非專業領導專業，使輔導老師的處境尷

尬。即使這些非專業背景的輔導主任有心努力推動學校輔導工作，缺乏理論和實務經驗使得他們無法

掌握學校輔導工作的方向、目標和內涵，只好忙於辦理各種大小型的活動，以及撰寫各種統計報表、

書面報告來證明他們的努力成果。如此本末倒置，重行政輕輔導，重形式輕實質的輔導工作，使直接

輔導學生的功能難以發揮。

「專業輔導人員試辦方案」像鏡子般反映了國中輔導工作的困境以及教育政策上的意圖和猶豫，

輔導主任的專業要求取消似乎代表著國中輔導工作不需要專業能力;許多接受過完整的輔導專業訓練

的輔導老師，無奈地任憑授課時數和行政工作來消磨他們的專業能力和熱忱。試辦方案引進專業輔導

人員，試圖解決日漸升高的校園青少年問題，相對反映了青少年問題的嚴重性。學校人員對輔導工作

感到挫敗，對體制內的改革感到力不從心，專業輔導人員進入校園猶如甘霖普降，但畢竟是治標的方

法。如何將這股革新的力量轉化為對國中輔導體制的改造，由各級教育主管機構與學者專家共同研議

一套正確可行的青少年輔導政策，配置充裕的專業輔導人力與經費，以建立-個可長可久的青少年輔

導體制，才是治本的方法。

二、國民申學輔導工作改革的建攝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人員普遍建議園中輔導老師比照高中專任輔導老師誠少授課時數，聘足輔

導老師應聘的名額，並且擴充專業輔導老師的人數，以有效減位輔導老師的工作負荷，使輔導老師有

更好的環境和更高的意願投入行為偏差和適應不良學生的深度輔導上。此外，督導制度的建立則有助

於輔導老師勝任學校輔導工作。從焦點團體座談過程中，學校人員的熱烈表達和討論中，反映了上述

共同的期待，他們非常期望教育部的長官能夠暸解他們的輔導熱性和困境，並尋求進一步的積極解

決。

適度的誠少輔導教師的行政與教學負擔，的確有助於釋放輔導老師輔導學生的功能。本研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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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在制度層面上，適度擴編並且聘足輔導老師的員額，縮短輔導活動科老師的授課時數，恢復

輔導主任聘任資格的專業限制，建立專業督導和個案研討的制度。本研究亦認為，設置專業輔導人員

方案的呼聲，反映了大家對青少年輔導工作的重視:希望未來除了續續辦理設置專業輔導人員方案之

外，同時規範輔導主任必須具有輔導相關專業背景，才不至於耗費龐大經費卻仍陷入非專業領導專業

的窘境，輔導業務也才能切實有殼的推展。

三、團民中學試辦專業輔導人員方囂的儉肘

基於青少年問題日漸惡化和複雜化，以及輔導人力的嚴重不足，本研究發現學校人員相當期待和

專業輔導人員合作，形成一個專業分工完整的工作團隙，提高國民中學的學生輔導成效。從試辦方案

的互動經驗中，多數學校人員對專業輔導人員抱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專業輔導人員具有良好的專業素

養及正向積極的人格特質，經常能夠主動發現學生問題，及早提供協助，其工作熱悅有助於提振其他

教師的工作士氣。本研究認為不論在學校或社區中成立專業輔導團隙，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學校中，

可以逐年增聘諾商師、心理師和社工師，再加上原有的輔導教師，以組成陣容堅強的專業團隙。在社

區中，也可以在現有的社會服務機構、心理衛生中心、以及社區諮高中心，增聘諮商師、心理師與社

工師，再加上原有的其他專業人員，共同組成青少年輔導專業團隊。社區中的專業團隙，一方面可以

被動的接受學校轉介出來的個案，另一方面可以主動的跟人駐校，協助輔導校園中適應困難、行為偏

差的學生。

未來學校聘任專業輔導人員，不論是否納編，我們認為人員的甄還是很重要的王作。在甄選與聘

用過程中，最好採取下列適當的措施:1.甄選時採取多元評量方式，以確保錄取專業能力和敬業精神

兼具的專業輔導人員 2.需編製工作手冊，明確規範其工作執掌和考核方式;以及 3.進行職前訓練，

增進其專業角色的認同以及行政協調能力。

關於專業輔導人員是否應該具備教師或公務員資格，本研究多數受訪者表示，專業輔導人員因為

既不授課，又不辦行政，因此建議不需要具備教師或公務員資格。為提升專業輔導人員的專業地位，

最好他們能領有相關的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的證照，以作為甄選的依據。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建議專業輔導人員宜以駐校為原則，一方面可以熟悉學校文化，另

一方面可以就近提供服務。少數受訪者建議以駐區方式安置專業輔導人員，一方面可以節省人事經

費，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專業輔導團隙。其實駐區或駐校的選擇可以並行不悴，本研究認為駐區或駐校

的選擇不要硬性規定，而要尊重地方政府與專業團體的決定;讓各地方政府進行不同安置方式的實

驗，從中摸索出最適合地方需要，又能發揮專業功能的模式。

本研究認為青少年輔導工作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搪負的責任，因此，教育部與地方政府均

應承擔推廣本方案的主體責任。教育部如果把推廣青少年輔導工作列為其既定的施政項目，自然應編

列充足的經費以為支應。如果經費不足，也應設法協調其他部會與地方政府，共舞財源，以補助方

式，編列專業輔導人員的部分經費。財源較為充裕的地方政府，如台北市、高雄市，則較有能力成為

推廣本方案的主體機關。地方政府可視地方青少年問題的需要，自行編列預算或向中央有關部會或民

間爭取經費，來設置專業輔導人員。

四、對專業輔導人員每與國民中學輔導工作的建輯

有鑒於學校輔導人力不足，以及「國民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方案」之實施成效，本研究建

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應逐年增加專業輔導人員的名額，改善學校專業輔導人力不足的問題，以期

有效做好青少年輔導工作。台中縣政府於 87學年度自行增聘20名專業輔導人員，台北縣政府於 88學

年度任用 13名學校社工師，台北市政府於 88年底甄聘 12名學校社工師，協助各級學校輔導嚴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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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及適應困難之個案，即是最佳的範例(台中縣政府，民87 林勝義，民 88) 。

初期增加之專業輔導人員應優先分發至1直民中學服務，然後逐年擴充到小學與高中。至於推廣之

方式，可尊重地方政府之需求與資源，因地制宜，採用駐校或駐區模式。至於應增加哪一頓之專業人

員，可視所要做的工作性質而定，有的輔導工作，如各種特殊教育班級的規劃執行，就需要真備教師

資格的專任輔導教師;有的輔導工作，如社區資源轉介運用與家庭訪視的規劃執行，就需要社會工作

師來擔任。

本研究亦建議在各級學校現有教師編制員額之外，另增專任輔導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的約聘名

額。最終，增加之額度，以達到每5∞名學生配置一名專任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為理想。由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努力，逐年達到此一目標。教育部將來可依據各級學校聘用專任輔導教師與專業

輔導人員之人數，列為評鑑學校輔導工作續殼的重點之一。

本研究支持專業輔導人員之安置以駐校為原則，以駐區為例外。大學校可以約聘一至兩名專業輔

導人員駐枝，小學校可以數校共同約聘一至兩名專業輔導人員。駐校有助於專業輔導人員了解學校的

行政流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容易爭取時效去輔導學生，以及處理校園危機事件。為了強化學校

輔導團隊的建立與運作，初期由學校依各自需要，約聘不授課的專任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一至二

名。每校專業輔導人員達到三人或以上時，應聘齊具備不同專業背景之專業輔導人員，即學校諮商

師、學校心理師與學校社工師。專業輔導團隊是否健全，可列為學校輔導工作評鑑的重點之一。

綜合本研究的結果與討論，本文認為做好學校輔導工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增加輔導人力與

籌措經費上，需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輔導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之間需要繼續思索一個最佳的工作模

式，來服務青少年。要做好青少年輔導工作，除了引進不同的專業人力進入校園，同時也要改善現有

學校輔導工作體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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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chool personnel's perceptions of guidance services and 

professiona1 counselor pilot project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guidance teachers were asked to share 血eir

persona1 experiences and difficulties functioning as guidance teachers within current school guidance systems 

and their interactive experience with the professional counselors under a two-year pilot project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schools. A total of 54 guidance teachers and school admini甜ators were invited to p甜icipate in 6 

focus groups.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 guide was used to solicit subjects' personal input an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Qua1itative analyses of the coll此ted data were applied.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es 紅E

as following: 1.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are found to have severe manpower shortage in counseling staff and 

current guidance teachers' teaching and adrninistrative burdens are overloaded. More guidance teachers and 

counseling sta証 are needed to make student guidan∞ programe旺'ective. 2. The implementation and outcomes 

of professional counselor pilot project are found to receive very favorable responses from the school 

personnel. A majority of the subjects recomrnended the pilot project to be continued because the school 

personnel have seen its effectiveness in strengthening the current student guidance program in junior school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guidance reforrn are a1so discussed.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professional counselol', guidance teacher, school personnel, and 

program eval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