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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某企業贊助諮商心理師進入偏鄉國中進行駐校諮商服務方案之經驗與成

效，本方案已進行 6年並持續進行中。本研究針對 100學年度畢業班學生（共 10人）進行縱

貫性追蹤研究，探討他們在國中就讀期間接受駐校諮商方案的成效，並於其畢業後持續追蹤。

資料蒐集方式包括：於該班學生七年級下學期期末、八年級下學期期末（四人受訪，兩男、

兩女）、九年級畢業前（10人受訪，五男、五女）及畢業後 1年暑假（五人受訪，兩男、三女）

進行訪談；以及後續的追蹤關懷（Facebook、Line、電話、寒暑假聚會等等），並佐以教師訪

談及本方案諮商心理師之工作記錄。研究結果發現，此一長期駐校諮商服務方案對學生最顯

著之效益在於：一、不放棄、堅持下去態度的養成；二、情緒表達與人際互動技巧的提升。

研究結果顯示，這些畢業生進入高職／專科後，雖然在人際與學業適應仍遭遇困難，然而，

他們學會堅持下去、不放棄，顯現此方案對該校學生具有長期性影響，促使學生內在改變，

形成保護他們不放棄的支持力量。最後研究者提出對本方案的省思與未來對偏鄉青少年介入

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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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國內學者王麗雲與甄曉蘭指出，偏鄉學校常見的共同特徵包括社區發展不佳、對外聯繫

不便等，這些原生特徵容易產生類似的問題特徵，包括學生家庭支援不足、文化刺激缺乏等

（引自楊智穎，2011）。更有學者（許誌庭，2014）直指，偏遠地區的弱勢群體學生，因其文

化習俗與主流文化的學校教育有所差異，容易被認為學習能力低落；過多的學校失敗經驗，

使這些學生失去自我價值感，認為自己缺乏能力，而限縮其生涯發展，他們的困境值得我們

加以關注。 

關於引進校外資源，如駐校諮商或心理健康介入之論文，不論國內、外都極為缺乏。近

年來國內開始有少數幾篇研究探討諮商心理師提供國中、小駐校心理諮商服務之成效與有效

的諮商策略（王麗斐、杜淑芬、趙曉美，2008；王麗斐、杜淑芬，2009；方惠生、戴嘉南，

2008；林郁倫、陳婉真、林耀盛、王鍾和，2014；趙曉美、王麗斐、楊國如，2006）、角色功

能（陳錦如，2007）、困境（鄭如安、葉宣瑩，2011），以及合作模式（侯瑀彤，2015）。然而，

目前的研究大多以都會區為研究對象，尚無對偏鄉國中、小的駐校諮商經驗探究。國內對偏

鄉青少年的工作，較多著眼於教育或課業輔導，例如邱淑媛（2010）探究臺東縣「攜手計畫

－社區課輔」方案實施成效。在國外，對偏鄉學校的諮商相關研究一樣非常的缺乏，僅有少

數幾篇，如 Pham、Page、Sivamalai與Woolley（2012）探究澳洲 North Queensland的一個偏

遠地區學校學生特製的健康照顧課程對學生的效益。然而，Pham等人的研究目的是為了解決

偏鄉欠缺健康照顧專業人員的問題，並未聚焦於這些偏鄉學生的心理諮商需求上。 

王麗斐與杜淑芬（2009）研究發現，在大都會地區學校之駐校諮商裡，國小輔導人員和

駐區兼職諮商心理師跨專業合作的歷程，主要是以國小輔導人員「主外」（晤談室外），發

揮中介系統功能，透過溝通、聯繫、協調受輔兒童生態系統中的重要他人與校內、外資源共

同參與協助受輔兒童的工作；駐校諮商心理師的角色功能與介入策略在於「主內」（晤談室

內），主導諮商架構，並對受輔兒童的「生態系統」（兒童及其重要他人）進行小系統的工

作。 

然而，對本研究欲探究的偏鄉國中而言，卻發現這樣的經驗是無法複製的。例如，在介

入之初，研究團隊便發現，受限於教師員額，校園未有具輔導專業之教師，再加上學生人數

少，上述學校輔導人員「主外」、心理師「主內」之介入模式無法適用，於是本研究之駐校

諮商乃根據學校現況，改以融合式的作法，即由心理師走入班級、運用班級輔導作為與孩子

及教師建立合作關係的入口。這與 Pham等（2012）對偏鄉青少年的介入類似，皆是以客製化

的健康照顧課程作為介入的起點，與都會地區的駐校諮商模式頗為不同。 

總之，本研究對該偏鄉國中學生提供駐校諮商服務歷經 6 年，於此時刻，我們企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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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 6 年來所走過的足跡，重新檢視諮商心理專業在偏鄉國中工作的意義與價值何在。相

信透過這樣的深思與整理，將可獲得更大的清明力量繼續深耕，達成本方案的初衷，發揮真

正「從『心』根植改變的力量」。 

因此，本研究擬探究的問題有三：一、此一於某偏鄉國中長期駐校之心理諮商方案，所

帶來的成效為何？二、從學生的觀點而言，駐校諮商為何對他們有用？三、這些效果是否有

長期影響？為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聚焦於探究某偏鄉國中某屆學生之 3 年駐校諮商輔導介

入對學生之立即改變成效，並於該屆學生畢業後持續追蹤輔導，以作為長期影響效果之評量。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本研究以某企業從 2009年贊助諮商心理師至某偏鄉國中進行「從『心』根植改變的力量」

駐校諮商方案所服務之某班學生為研究對象。該企業自 2002年起，為落實人文關懷、實踐社

會公益，選定某偏鄉國中為實踐企業公民責任之重要場域，每年陸續以培訓高爾夫選手和辦

理夏令營等系列活動，期待能培植偏鄉學生向上流動的能力。回顧贊助過程的點點滴滴，雖

已執行 8年，但為能更落實或延伸企業公益理想，該企業從 2009年 10月起至 2010年 6月

（98學年），與本研究團隊合作，執行「諮商心理師進駐某偏鄉國民中學校園」的試行服務方

案，企圖藉由諮商心理師駐校方案，再提升其社會公益價值。 

本研究中所指稱之「某偏鄉國中」，該校屬於特殊偏遠地區學校（至善雲端學習中心，

2015），位於臺灣中部某偏遠山區，依據該鄉公所於 2015年 8月在網頁上的介紹，該鄉境內

因山川阻隔，村與村之交通聯絡極為不便；全鄉人口約 5,000人，是該縣人口最少的鄉鎮，平

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9人。 

本方案從 98學年第 1年試行方案成果，發現諮商心理師進駐校園方案的推動方向符合偏

鄉學生的需求，所實施之班級輔導方案、個別諮商與教師諮詢工作，具有初步降低學生彼此

間之人際衝突、提升他們的問題解決知能、增進挫折容忍度與堅毅度，以及開啟諮商心理師

與教師的初步合作機制之成效。基於 98學年的試行方案初步成果，該企業於 2011年 3月起持

續贊助本方案迄今。本研究對象係從 2009 年 10 月開始接受本研究服務之學生。該班學生開

始接受本方案服務時為七年級，除八年級上學期暫停一學期的服務外，該班學生接受駐校諮

商服務至畢業，共 2年半，以及畢業後持續追蹤輔導。 

本方案支持一位諮商心理師每週駐校諮商服務 1 天（8 小時），一學期進行 10-14 週駐校

諮商工作，諮商心理師的工作職責為分別進行三個年級的班級輔導、個別諮商，以及提供教

師輔導知能諮詢、個案研討等。 



 

164 林淑君、王麗斐偏鄉駐校諮商縱貫研究 

二、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均為同一班學生，該班學生共有 10 人（五男、五女），導師每年皆有更迭，

最短 2個月、最長 1年。 

本方案介入之偏鄉國中，全校僅有三班（每年級一班），學生人數約 30 多人；教師有七

名。該校學生約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學生住校，週五放學返家、週一上午返校。根據研

究者於介入之初訪談該校教師對其學生特性的描述，結果發現：教師眼中的學生和都會區的

孩子很不同，有家庭失功能、家長不在意學生上學等問題；具有較多行為問題，包括沒自信、

被動，易起衝突／人際適應問題、感情與自傷問題、出席問題及長假後返校的退步、對未來

不抱期望等；此外，教師認為該區域學生於國小升國中階段，大多數經濟狀況允許之家長會

將其子女轉到山下學校就讀，然而一段時間後，又會陸續因適應困難而轉回該校。這些學生

家庭環境及放假後返校的退步現象讓教師感到挫折與無力。此外，根據該校校長與教師觀察：

歷年來的畢業生，能夠持續完成高中、職學業的比率不到二成（28 位畢業生中，僅有五人能

完成高中、職學業，約為 17.86%），大部分畢業生到外地念高中、職一段時間後，會因為遭遇

學業適應、人際適應與經濟困難而輟學返回家鄉，並延續他們家長之生活模式，難以向上提

升與流動。 

在 98 學年（七年級）參與研究之學生計有 10 人（男生六人、女生四人；期中轉走一名

男學生）。99學年（八年級）轉入一名女學生，期末所蒐集之資料中，獲得家長同意書並接受

訪談者，共有四人（兩男、兩女）；其中一位男學生接受個別訪談；另有二位學生雖同意接受

訪談，但訪談當日因為缺席而未能受訪。在 100學年（九年級）期末，則 10位（五位女性、

五位男性）皆參與研究訪談。於畢業 1年後之追蹤訪談中，有五位出席（兩男、三女），出席

者有四位繼續就學、一位休學打工。另外，未出席的五人皆持續與同學、學校教師與諮商心

理師保持聯繫。10位畢業生中，有五位持續穩定就學（三位念專科，分別為受訪的 S5A、S5D

和 S5E；二位高職，其中 S5C出席追蹤訪談）；有三位學生因家庭經濟與學業適應困難因素於

高一休學，另兩位學生於國中畢業即就業，不再升學。 

三、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 

本方案自第 2年開始，原諮商心理師離職，改由另一位諮商心理師進行駐校諮商服務（本

研究第一作者）；自第 2年起研究團隊成員包括計畫主持人（第二作者）與諮商心理師（第一

作者）。第一作者曾任職國中輔導教師，並有多年從事國中、小駐校諮商的實務工作經驗；第

二作者則有多年從事國中、小駐校諮商的研究經驗。兩位研究者皆持有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

證照，以及諮商心理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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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大綱 

本研究訪談大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學生就讀國中期間的訪談大綱，每學年期末時

進行，班級訪談大綱內容包括：1.班級輔導那些討論內容是重要的？有何影響？2.若下學期有

機會繼續接受班級輔導，你們所期待的主題為何？ 

第二部分則是個別諮商學生之訪談大綱，包括：1.在個別諮商中，有何幫助？2.對個別諮

商的想法、感受與反應為何？ 

第三部分為學生畢業後 1年訪談大綱，包括：1.回顧這 1年來的經歷、適應狀況如何？2.

是什麼因素讓你能夠持續就學而不放棄？3.國中就讀期間所接受的心理諮商方案，對你到高中

職或專科的適應有何意義或影響？4.寒暑假的班聚輔導對你來說有何意義？5.對未來有沒有

期待或夢想？ 

第四部分為對教師的訪談大綱，內容包括：1.這學期與諮商心理師合作的經驗，包括對教

師與對學生的影響；2.未來展望，包括所期待的合作方式、對學生及學校的期待與願景等。 

四、方案介入目標與策略 

（一）學生就讀國中期間的介入 

本方案所擬訂的「從『心』根植改變的力量」服務方案之架構（如圖 1 所示），係以學

生（個人層面）為本，同時重視學生生態環境（即班級層面、學校層面）支持系統建立的服

務模式。自 98學年度起，諮商心理師藉由班級輔導與個別諮商方式，以引導思考、示範、角

色扮演及討論方式，著重在學生「個人層面」與「班級層面」的介入，以期能達成激發學生

向上動能與改善同儕互動關係的目的。在本方案持續穩定執行前兩項層面的服務後，接著再

藉由連結對「學校」層面的服務與合作，將服務成效由「線」擴大至「面」，加強教師諮詢服

務，與教師形成合作團隊，協助教師增進情緒管理能力、提升輔導知能，共同創造有利師生

互動與學生正向學習的校園環境。 

具體而言，諮商心理師於學生就讀國中期間，除了八年級上學期暫停一學期之外，每學

期駐校 10至 14週，每週到校服務 1天、8小時，具體方式包括： 

1. 合作式班級輔導 

本研究所指稱之「合作式班級輔導」係指心理師與學校教師共同合作進行班級輔導；藉

由實施過程，賦權（empower）與提升導師進行班級經營之專業知能。具體的進行方式為：於

每週進行班級輔導前，諮商心理師與導師討論該班當週狀況，並設計適合學生需求的班級輔

導課程，由諮商心理師帶領、導師協同；於課程結束後再與導師討論課程進行狀況、學生反

應，以及未來課程是否需調整主題與方向。至於班級輔導的主題部分，則依據該年級學生現

階段所面臨的主要挑戰議題，以客製化方式、開發符合學生發展需求的介入方案，同時於執

行過程中，亦保持彈性、隨時做最適切的調整，以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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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從『心』根植改變的力量」服務方案架構 

這群偏鄉青少年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現象與需求，七年級時該班學生常發生人際衝

突、相互嗆聲問題，因此班級輔導重點為情緒表達與人際互動技巧的提升；八年級時則常出

現因感情困擾而自傷的問題，介入焦點放在情感關係與持續協助情緒與人際互動技巧；九年

級面對即將畢業，對未來的焦慮，介入重點放在提升面對自己未來未知生涯的因應能力與規

劃，以提升其毅力與不放棄精神為焦點。 

2. 個別諮商 

與學校輔導室建立合作機制，具體實施方式為：由學校先行輔導有需求的學生；若個案

有二級或三級的輔導需求，則轉介給諮商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在告知個案並徵求個案同意下，

與輔導室（即輔導主任）共同針對個案發展具校園生態合作機制的介入策略。 

3. 教師諮詢 

為學校教師提供諮詢服務，以催化雙師合作關係與開發雙師合作策略，作法有：(1)每次

進行班級輔導之前與之後，與各班導師討論該班級最近 1 週狀況、班級輔導之主題與方向、

學生表現等，協助雙方彼此瞭解學生的狀況；(2)與教師約定完整時段，依教師諮詢議題，提

第一層次：個人 

1.減少自我挫傷 

2.轉化成功經驗為內在能量 

3.增加因應挑戰與問題解決

能力 

第二層次：同儕 

1.逐步消弭霸凌現象 

2.教導健康人際互動技巧 

3.發展正向同儕關係 

第三層次：學校 

1.提供教師諮詢服務 

2.與教師形成合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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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務；並加強與教師之討論與合作，共同研擬處遇策略、處理學生議題，提升教師效能。 

（二）畢業生追蹤輔導 

100學年畢業生從七年級開始接受本方案服務到九年級畢業，為參與「從『心』根植改變

的力量」服務方案之第一屆學生，持續地耕耘近 3 年，學生與諮商心理師建立的關係較為深

厚，學生在畢業前自發地表達期待諮商心理師可以持續陪伴他們至高中、職畢業，贊助企業

也希望能追蹤該校學生畢業後表現。此時，開展畢業生追蹤輔導的工作時機似乎已然成熟，

特別是，基於該校過去畢業生於高職適應的困難度高以及偏高的中途輟學率，此時，服務方

案乃調整增加對畢業生的追蹤輔導工作。 

本方案之畢業生追蹤輔導工作，除與畢業生聚會，提供畢業生持續努力、向學的支持外，

若畢業生於高中、職中途輟學，亦需瞭解其輟學的原因與適應困難之處，以作為未來修訂服

務方向之參考。具體而言，針對畢業生所提供之追蹤輔導服務，以兩種方式進行：1.不定期關

懷追蹤輔導：以電話、簡訊、Facebook、Line等方式關切追蹤；邀約離鄉背井至臺北就學的學

生於每學期期中考後餐敘、關懷；2.於寒假及暑假為畢業生進行心理諮商工作坊，提供畢業學

生抒發困境、情緒，並給予鼓勵、支持學生繼續努力，以及瞭解休學學生就學之困難與原因，

鼓勵他們繼續向上。於高一寒假第一次的班級聚會除諮商心理師外，共有五位學生出席（兩

男、三女）、兩位該校國中教師（輔導主任、導師）一同出席。高一升高二暑假之班級聚會則

有諮商心理師及五位學生出席（兩男、三女）。 

五、研究程序和分析 

（一）資料蒐集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每學年期末皆邀請學生及教師接受錄影訪談，以瞭解本方案

對學生的影響與成效。針對不同對象的資料蒐集方法如下： 

1. 對學生 

學生在就讀國中期間接受 2 年半之駐校諮商方案服務，每年 6 月進行輔導成效訪談；並

於國中畢業後持續追蹤，於該班學生高一結束後之暑假進行追蹤輔導小團體時，同時進行研

究訪談。以半結構式焦點團體訪談進行，共進行四次訪談（七年級至高一每學年結束時各進

行一次）。 

2. 對教師 

研究資料來源除了學生訪談外，本研究並佐以教師訪談，於每學年結束時以焦點團體訪

談進行。 

3. 諮商心理師之工作紀錄 

諮商心理師於每次駐校諮商結束後完成工作紀錄，包括詳盡的紀錄服務內容、細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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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理師的反思。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採用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Strauss & Corbin, 1998/2001）研究法中的「開

放性編碼」與「主軸編碼」的資料處理步驟，依據訪談內容編製編碼簿（coding book），並使

用 word檔之排序功能，將開放編碼所獲得之各段落，依據類別、次類別排序分類。 

資料分析的文本以每學年期末之訪談逐字稿為主，包含對學生及教師的訪談資料，先將

資料編號以利後續分析註記，以及論文撰寫時的引用。編碼原則為：前二碼為研究參與者代

號：以 TA、TB……至 TE 為受訪教師之代號。至於第三至第五碼則為對話段落序，如果該談

話段落斷句後分割為兩個以上之次段落，則加上第六碼，例如 TA002-1，即代表研究參與者

TA 教師，談話的第二個段落、第一個次段落。學生部分，S1 為學生七年級時的訪談，S2 為

八年級；S3與 S4則分別為九年級學生於班級輔導與焦點團體訪談中之代號；至於 S5則為學

生畢業 1 年後訪談之代號。學生班級代號後的英文字母代表個別學生，最後三碼則為對話段

落序，例如 S1A，代表七忠學生 A；S1A101代表七忠學生 A，談話的第 101個段落。 

至於資料分析的邏輯脈絡，乃是先個別分析不同時期所蒐集的資料，分析該學年的介入

成效；待完成四個時期的訪談資料分析後，縱貫性地分析學生的變化脈絡，最後找到兩個學

生改變的核心主題：不放棄、堅持下去的態度，以及情緒表達與人際互動技巧有所提升。這

兩個核心主題乃是漸次累積而來。 

（三）可信賴度檢核 

本研究在可信賴度檢核方面，於每次訪談結束後將訪談逐字稿及摘要送請研究參與者檢

核內容是否正確無誤。研究分析結果完成初稿後，再請研究參與者就分析結果進行檢核，以

瞭解分析結果是否契合研究參與者所提供資料之意義。 

（四）研究倫理 

訪談同意書乃是基於研究倫理的精神（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9），完成知後同意程序

以尊重和保護研究參與者之權益，包括：自主權、隱私權、免受傷害權等。本研究透過參與

研究同意書，以利研究參與者在參與研究前能充分理解研究目的、研究過程、研究倫理和資

料使用等資訊，並在信賴與理解氛圍下，雙方達成共識與協議，同意簽名後始開始研究訪談。

由於本研究中的學生尚未成年，因此每次接受訪談錄影除獲得學生本人及家長同意，並取得

他們簽署之「學生訪談錄影同意書」及「畢業學生追蹤訪談錄影同意書」；而教師在受訪之前

也簽署「教師訪談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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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這群偏鄉青少年雖於國中期間獲得顯著的進步與改善，並期許自己能夠好好讀書，完成

高中、職學業，然而，依照過去該校畢業生經驗，這群孩子到了外地，必然會經歷許多挑戰，

包括課業、人際、經濟等各方面，他們能否真如自己所期許的，堅持下去、完成高職學業，

值得持續關切與評估。因此，雖然他們已國中畢業，諮商心理師仍與學校教師一同持續追蹤、

關懷這群孩子，希望在他們遇到挫折、困難時，可以適時地拉他們一把，鼓勵與支持他們克

服困難，追求與實踐夢想。 

目前該班畢業生已國中畢業 3 年，兩位學生高職畢業、三位學生就讀專科，持續就學／

畢業率五成（50%），這個比率以一般學校的標準而言或許並不高，然而，對比於該校過去畢

業生之持續就學率（不到兩成），已經提高許多。 

從對這群畢業生的追蹤訪談中發現，多數畢業生在上了高中職／專科之初，有其困難適

應之處，包括：學業適應困難、人際適應困難及經濟困難，與他們過去的學長、姐遭遇之困

境一致。然而，這五成學生之所以能夠堅持至今、不放棄，有兩個主要因素：一、心理諮商

方案對他們有長期影響效果，幫助他們發展「不放棄」的內在保護因子；二、畢業後的追蹤、

關懷、班聚則具有支持鼓勵的效果，有助於學生繼續堅持下去。這群孩子對自己的未來充滿

正向期待，不僅期待自己取得高中職／專科文憑，也有學生開始建構畢業後在職進修的規劃。 

以下呈現這個班級接受了國中 3 年的駐校諮商服務，以及畢業後連續 3 年的追蹤輔導，

本方案對他們的長期效果。研究結果發現，心理諮商方案對學生產生最顯著的長期效果，展

現在兩大領域：一、不放棄、堅持下去的態度；二、情緒表達與人際互動技巧有所提升。研

究結果顯示，長期耕耘諮商方案具有成效、意義與價值，這些畢業生上高中、職後雖然在人

際與學業適應遭遇困難，然而他們仍堅持下去，並未放棄，顯現心理諮商方案對畢業生具有

長期影響，學生內在的改變以及師長對他們的期待，成了保護他們不放棄的支持力量。 

此外，第三部分將呈現由學生觀點來理解，駐校諮商為何對學生有用？對學生而言，諮

商心理師代表一個值得信賴、保密、瞭解學生的人，以及駐校諮商提供學生思考空間。 

一、不放棄、堅持下去的態度 

這群學生因本方案而發展出「不放棄、堅持下去」的態度，對比於學長、姐持續就學率

不到兩成的這群偏鄉青少年來說，特別重要且具有意義。可以說，這是學生的核心心理成長，

這些成長是慢慢累積成為孩子們生命的果實。以下分為三部分呈現：（一）不放棄的態度，對

這群偏鄉孩子的意義與重要性；（二）諮商心理師的介入重點與效果：培養毅力與不放棄的決

心；（三）學到不放棄、堅持下去的態度，成為這群孩子們的禮物。以下分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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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放棄的態度，對這群偏鄉孩子的意義與重要性 

對一般都會區的孩子來說，念完高中、職並不特別，似乎也不特別值得慶賀。然而，對

這群偏鄉青少年來說，他們從全校只有 30多人的小校，來到全校上百、甚至上千人的大校就

讀，對他們的挑戰是很大的。這些挑戰包括：1.學業適應困難；2.人際適應困難；3.經濟壓力。

這也是為何在本方案介入之前，該校畢業生能夠完成高中、職學業的比率不到兩成的原因。 

這班學生升到九年級後，開始呈現對未來極高的焦慮，這些孩子常聽到很多學長、姐到

高中、職適應不良的故事，擔心他們會不會像以前的學長、姐一樣，進到高中、職後很快的

挫敗返鄉，然後再也不想回去念書，以致於無法完成學業。這些學長、姐的故事，讓這群孩

子對未來感到高度的焦慮與恐懼。因此，班級輔導的主題聚焦在生涯探索與決定，並與學生

討論及處理他們對未來的種種焦慮；學生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並表達願意為未來而努力的

決心，「明年五月基測，在基測之前全班會在教室努力讀書」（九忠，1001229 服務記錄）。學

生的焦慮反映了他們想要擁有與學長、姐不一樣的人生。 

依據研究者於介入初期對該校學生所處的家庭與社區背景及特性的探索，該校教師表

示，學生大部分來自失功能家庭，家長並不鼓勵孩子努力讀書，即使教師努力的鼓勵孩子求

學，學生對自己的學業與未來仍不抱持期望，甚至自暴自棄。然而，經過 3 年的駐校諮商方

案協助後，這群學生於即將畢業之時的訪談中顯示，他們由本方案中獲得較為具體與明確的

學習，包括：學到不放棄、堅持下去的態度，以及期許自己取得高中、職畢業證書。這群學

生從原本的焦慮，到願意為自己的未來而努力的決心，凸顯了本方案幫助學生獲得較大的自

信心與對未來有夢想，讓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感，深具意義。 

（二）諮商心理師的介入重點與效果：培養毅力與不放棄的決心 

本方案進駐之初，發現這群孩子對未來茫然的焦慮，便在學生九年級時把班級輔導重點

放在提升自己面對未知生涯的因應能力與規劃，以培養孩子的毅力、不放棄的決心。在班級

輔導活動中，諮商心理師運用多種媒材，與學生探討他們對未來的恐懼、焦慮，以及對未來

的夢想。 

經過這些介入後，學生慢慢地接受即將畢業的事實，並開始構築對未來的夢想，以及期

待自己可以克服困難，幫助自己拿到高中、職畢業證書。在畢業前的期末訪談研究中，學生

表達，他們從此方案學到不放棄、堅持的人生態度，而這個人生態度是可以帶到高中職、帶

到未來的人生的，如：學生表達，班級輔導課程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S4A003）、「我學到

堅持、堅強」（S3E082），並且相信自己可以把從此方案學到的「態度」（S4A135）帶到高中、

職去；畢業後，如果遇到困難，「就會想看看，對啊，就想當年諮商老師怎麼跟我講，就做啊！」

（S4C061）、「遇到困難喔，勇敢面對（S4E071、S4B138、S4A144），……就不要放棄啊！還

是要勇敢往前走！往前衝就對（S4B143、S4E145）」、「要面對事實，不要逃避」（S3E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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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C139），學生也期待可以和諮商心理師「保持聯絡啊！」（S4C063）。 

（三）學到不放棄、堅持下去的態度，成為這群孩子們的禮物 

這群學生學到的不放棄、堅持下去的態度，反映在三個層面：1.期許自己取得高中、職畢

業證書、對未來有盼望；2.不放棄、堅持克服困難的態度，成為內在保護因子，幫助他們願意

努力克服困難；3.發展出對自己的高度期待與自我控制，想被尊敬。 

1. 期許自己取得高中、職畢業證書、對未來有盼望 

畢業前夕，學生期許自己能完成高中、職學業，追求夢想，遇到挫折仍要堅持下去、不

要放棄，如學生提及，期待 1 年後的自己能夠「開開心心留在學校直到拿到畢業證書」

（S3B128），「在學校好好讀書嘛，然後不要輟學嘛，然後就認真地把 3 年讀完啊！」

（S3F159、S3A191），「讀書啊！好好的讀書啊，然後遇到挫折就不放棄啦」（S3B182）；還

有學生表達自己的夢想，「我要把美容美髮學好，自己去開一間店！這是我的夢想」

（S3F155）。 

而一位原本拒學的學生提到，以前為了男友而不來上學，現在則能夠為自己思考、為自

己著想，並來上學， 

我學了很多，讓我改變態度，然後進步可以來學校（S3C074），……以前是為了男朋

友（而不來上學），現在我才知道為了他會後悔一輩子（S3C108），……不要為男朋

友犧牲自己（S3C171），……要為自己著想（S3C173）。 

這些學生開始對未來有盼望。這樣的結果凸顯了本方案長期耕耘的功效。經過 3 年的駐

校諮商協助後，能夠有這些具體的成長與改變，彰顯了諮商輔導工作長期耕耘與投資的價值。 

2. 不放棄、堅持克服困難的態度，成為內在保護因子 

本研究發現，本方案對這群學生具有長期影響，可以支持學生在遭遇高中、職學業困難

時不放棄，包括：遇到困難時的轉念，以及願意克服挫折與困難；此外，當他們在新環境遭

遇人際衝突時，能夠冷靜處理。這些影響，成為這群孩子的內在保護因子。 

學生表示，當他們上高職後，在遇到困難時會想到諮商心理師所講的話，並鼓舞自己不

要放棄、堅持住、克服困難，如 S5A表達： 

國中時有上諮商，就會覺得事情往好處想會比較好……，假如遇到困難，你就會回

想到老師跟你講的（S5A082）。……不要放棄你現在所遇到、所碰到的事情。現在就

是在學習，就是要去突破。……就不要去想說自己做不到，……都會對自己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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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東西來，……雖然知道很難，可是還是要讀啊。因為就覺得一定要突破自己，……

就不要去放棄（S5A088）。 

對 S5C 來說，本方案在學生畢業前不斷提醒未來面對挫折不要放棄，讓他即使面對多科不及

格，仍樂觀面對困難，學業上多科被當，暑假「重補修」（S5C044）就好了；這是 S5C內在保

護因子，讓他不受挫折影響其上進心，「我很想上進啊」（S5C070）；最後，這個孩子順利取得

高職畢業證書了。 

學生也學會了在遭遇困難時轉念，例如：S5A表達 

不想因為剛開始的挫折就放棄。就對自己講，現在的、遇到的問題可能是最小的，

就是很小的一個挫折、如果你這個很小的挫折都不能去經歷的話，我覺得那以後你

未來的挫折也不能去突破（S5A068），……就對自己講，只要你可以突破這一點點挫

折，未來你一定也有很多挫折要你去度過。因為讀一個護理科其實也不是很好讀，

不可能很順利的去讀，一定會有很多的難關啊、考驗去讓你經歷到，如果你也不能

經歷、你就不能當一個好的護理人員。……所以那些（想休學）念頭就沒有了，就

突然就沒有了，就想要好好再讀，再努力一點，我相信自己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

（S5A070）。……就往好的地方想，雖然同學的分數都比我好，就知道那個差距，可

是還是自己努力會比較好（S5A072），……就努力，過了就會比較開心（S5A074）。 

S5B雖然因為家庭經濟因素休學，但仍會想起以前諮商心理師說過的話，「就是想到你對

我們說過的（S5B094），……就是不要為愛所困嘛（S5B098），……遇到挫折不要放棄，要勇

敢面對（S5B102）」。心理諮商方案提供了 S5B被關心，被照顧與被瞭解的經驗，「很多關心

啊。心事就談出來，這樣。然後對我們的照顧很多」（S5B092）；這些被關心的經驗，「對我有

很大的幫助，就是一剛開始還在外面做加油站的時候，就一直想說不要放棄的時候，就一直

勇敢的去追」（S5B106），S5B仍想要在存錢後回學校完成學業。 

學生認為當初若沒有本方案，就會「沒有支持（S5B002），……沒有老師（諮商心理師）

的鼓勵（S5C004）」；心理諮商方案讓學生們「感覺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做一件事（S5E006），有

人可以支持啊（S5E083）！……一個鼓勵（S5E085）」。學生認為若沒有本方案，就無法獲得

鼓勵與支持，會對自己沒有信心，很難在高中堅持念下去，如：「會讀不完（S5C017），……

沒有鼓勵的話，就一個人讀不完啦」（S5C094）、「我還是會繼續唸書啊，可是我不會堅持很久」

（S5A015、S5A097）；「沒有信心啊（S5E079），……沒有人支持，會讀不下去，會感覺一個

人一樣（S5E108）」，感到孤單。獲得鼓勵與支持可以有助於高中生活適應，「就不用怕一個人

啊」（S5E087）。 

學生認為，國中時的班級輔導讓他們可以「一起分享、抱怨」（S5E119、S5A117）、「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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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S5B114）；當時若沒有心理諮商方案，會「沒有耐心上課」（S5B110、S5D113）；感覺到

被支持與鼓勵，到了高中也因為持續被支持與鼓勵而比較能夠繼續念書，「慢慢的拼，一步一

步慢慢的走」（S5E122）。 

3. 發展出對自己的高期待與自我控制，想被尊敬 

這群學生認為「要看自己要不要讀，就是有沒有心要讀書」（S5E025），因為他們學會了

「控制，該玩的就要玩，不該玩的就不要玩」（S5A027），而讓他們可以繼續就學。學生表示，

他們以前「就愛亂跑，找朋友出去聊天、散散心之類的（S5B126），……沒有時間觀念

（S5E127），……忘記時間要回家睡覺（S5B128、S5E129）」，但現在，他們瞭解，要向上提

升與流動，需要克制自己，並且努力讀書，這些受訪學生表示，他們現在都已經「收心了」

（S5A139），能夠「克制對玩的誘惑」（S5E142）。 

對未來的「夢想」（S5A036）幫助學生們願意控制自己，「有夢想就要去追啊

（S5A042），……就付出（S5A044）」，能夠克服困難不放棄。教師與同學彼此的支持，以及

畢業後持續的班聚、支持鼓勵也有助於學生們的自我控制。 

此外，學生認為，讀書是「為了自己的未來（S5E144），……以後要過好日子，……為了

自己的面子（S5E146），……讀書是自己的（S5E149）」，也是「為了家人的面子（S5D148）」；

同時也是為了自己能夠被認同、被尊敬而要努力讀書，「要站起來」（S5A151）、「外面的人就

覺得偏遠地方的學生不愛讀書啊」（S5A153），期待自己可以「被認同，對，好的觀念

（S5A155），……要爭光（S5D157）」。這些對自己的高期待也成為這些學生內在保護因子之

一。 

二、情緒表達與人際互動技巧有所提升 

本方案介入之初，諮商心理師發現，該班級學生於七年級時，常常發生人際衝突事件，

特別是同儕間的嘲笑與嗆聲行為；因此，班級輔導的重點在於認識霸凌與學習因應方式，學

習尊重他人，預防人際衝突。此班學生上了八年級後，根據該班導師觀察，他們的問題類型

從七年級的人際衝突議題，轉到了情感關係議題。因此，本方案依據學生的發展性需求而以

情感關係為介入主軸。 

本研究發現，情緒表達與人際互動技巧是另一個對學生影響長遠的改變，不僅在國中就

學期間展現進步，在他們上了高中、職之後，人際技巧也有助於他們的學校適應，成為他們

的第二個禮物。在人際方面的成長與進步，似乎呈現一個循序漸進的歷程，從人際衝突中情

緒管理能力提升開始，漸次提升人際自信，到學會面對人際衝突冷靜思考、不衝動，成為上

高中、職後的內在保護因子之一。 

（一）人際衝突中情緒管理能力提升 

這群學生在七年級時，隨著班級輔導課程的進行，持續進步的地方聚焦在人際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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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緒管理，特別是在管理人際事件的生氣情緒、面對人際衝突事件的勇氣與信心，以及解

決問題的方法與態度。這樣的結果似乎與七年級班級輔導課程的重點是聚焦在探討霸凌議題

的嘲笑與嗆聲事件有關。在訪談過程中，部分學生表示此一班級輔導課程有助於他們生氣情

緒的轉變，如「（以前）會罵人啊，會亂嗆人，現在慢慢的改進（S1A073、S1B075）」。此外，

這些現象不僅出現在與同學相處上，更有學生表示也發生在師生關係中，例如，有學生察覺

到自己與教師在互動時態度的改變，他指出： 

（過去）對老師的態度，會惹老師生氣啊，講話的態度也不是很好，（現在）就老師

罵我、我會先思考我這樣對不對啊，然後講話的時候不會一直惹老師生氣。（S1C071） 

該班導師也觀察到這些進步，學生的情緒表達能力與人際互動技巧，會隨著班級輔導課

程的進行持續進步。該導師在訪談時更直言「像我們班，兩個三個很嚴重的，我剛來的時候

可以在這個走廊上面大講三字經啊……慢慢的，頻率慢慢有減少」（TA031）。 

在問題解決能力方面，從接受訪談的內容也可發現學生覺察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已有所

改變，例如「就是那個面對衝突的時候，（知道）要如何去解決啊」（S1A075）、「……遇到什

麼困難不要就是傷害自己，要先思考有什麼不一樣的方法，不要去把自己完美的身體就是傷

害到，就像葉子枯掉那樣子，以前會傷害自己啊……現在會慢慢的瞭解啊，就不會再傷害自

己了」（S1A074）。這些內容反映本方案幫助七年級學生透過認知或作法上的改變，發展出新

的因應方法。 

學生在九年級時的自我觀察或同儕觀察，都發現對同儕的行為態度改善許多，較能夠表

現出適切的人際行為。例如：某位學生，從七、八年級時的班上小霸王，慢慢地改善其脾氣

與人際行為，並進而影響班級團結， 

因為他以前很自大啊，自以為是，什麼都要聽他的！真的，他以前是這樣，……可

是到了八年級下學期以後，他就慢慢地改變，然後才跟他那麼好，如果像以前我們

不會理他，……我們班不會那麼團結，他改變很大。（S3B096） 

由班級輔導及個別諮商中獲知，多位學生由於情感困擾而出現自傷行為。諮商心理師於

是在班級輔導中進行情感議題的討論，TD老師觀察到學生的進步，情緒較平穩，也較懂得判

斷是否要讓自己的感情影響自己的情緒；也能夠將感情視為正常，學生之間相互鼓勵，減少

猜測。 

我覺得他們有進步耶（TD027），……他們情緒比較平穩，這是我觀察出來的，在諮商

心理師你還沒來之前，我就是說他們常常會患得患失，一下子吵架了、拌了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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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有第三者來這邊挑撥離間，然後他們就心情不好，會影響到他們整體一個上課

的品質，可是我覺得說，不斷跟他們強調情感的部分的時候，他們對於他們情感的

這一塊，如何重新去檢視，他們是不是應該真的有必要造成那麼大的困擾嗎？是不

是一定要有那麼大的情緒嗎？我是覺得說他們有進步（TD028）。……他們比較懂得

去判斷了（TD029），……甚至看到人家心情不好，他們反而會說，唉呀！別再為情

所困了，他們已經把這個東西敢拿出來講了，不要就是說私底下大家互相猜測，不

需要猜測，他們可能就是會把他當作是一個，很正當、很正常的事情，反而互相鼓

勵，或者是互相規律一下，不要為情所困了，我覺得說這樣做很好，這也是一種進

步（TD031）。 

受訪學生 S2A 認為個別諮商可以幫助他解決問題，「（訪談員：個別諮商對你有什麼幫

助？）有啊！（S2A001）……我想要講的話，老師可以幫我解決（S2A002）」。學生 S2A認為，

個別諮商有助於他控制衝動、改善態度，「應該是衝動吧！（S2A003）……太衝動了，還有態

度的那些（S2A004）。……（訪談員：是幫助你控制你的衝動嗎？）有（S2A005）」。個別諮

商有助於 S2A處理愛情困擾，不再為愛情所困，也不會再自傷，「還有愛情吧！（S2A006）……

不再為愛情所困。我現在還好了（S2A007）。……不再傷害自己了（S2A008）」。 

由上述學生與教師的觀察回饋中發現，有多位學生原本情緒較為不穩定，不論對同學或

對教師常採取嗆聲、衝的態度回應他人，然而經歷本方案介入協助後，這些學生情緒較為穩

定，不僅較能表現出適當的人際行為，甚至能夠出現助人等利社會行為，對整個班級的團結、

凝聚氣氛也有正向影響。 

（二）學生在人際互動與自信心有所改善 

該校教師觀察到，學生較容易感到自卑，容易負面解讀人際情境而採取較激烈的回應方

式。學生在諮商介入後，人際互動與自信心較為提升。例如：不高興就罵髒話的頻率降低很

多，可以靜下來聽教師講，如 TB教師（科任教師）提到，這群孩子在八年級期末時的改變， 

我覺得他們自信心，現在在學校看得出來，人際互動，或在學校看起來的自信心有

比較好一點了。要不然之前在人際互動，發生事情，他們就是先罵髒話來解決。可

是現在我覺得這個學期以後，在學校聽到髒話的頻率很少很少（TB021）。……跟上

學期很不一樣，上學期很誇張，就像○○○，他看到誰不高興，就直接在走廊大聲

罵髒話，而且罵到老師都聽到。這學期他改變很多。而且這學期他還有個改變，他

比較能靜下來聽老師講話，不然之前他覺得他做的都是對的，老師講一句他就頂很

多句，他就是要爭說他講的都是對的。可是這學期他現在比較能夠靜下來聽一聽老

師講了什麼。……雖然他還是會反駁，但這種頻率變比較低了，就進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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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進步很多，○○○上學期其實上我的課，不管什麼課，或上其他老師的課，都

還蠻有衝突的，上課就懶懶散散，老師就會罵他，他就生氣，他生氣就算了，還會

把桌椅踢倒，可是這學期這種情形沒有再看到，跟他講，他會想一下，然後跟他講，

他也比較會有回饋，你唸他是希望他變好，他之前就是會擺臭臉給你看，可是這學

期他就是會想一下，至少臉部表情是比較平和的（TB022），……進步很多（TB023）。 

這些學生在本方案的介入後，除了對同儕的人際態度改善、脾氣變較好之外，上課態度

與對師長的態度也獲得改善。學生從過去的嗆老師、罵老師，到現在較能忍耐，在被師長責

備時能夠忍住，不回嘴，「當老師在罵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會閉嘴」（S3B038）、「因為我嗆他

（教師）很多次了他就一直容忍吧，……後來他每次罵我，我都會想他是為我好，就沒有再

嗆回去了！」（S3B040）、「對老師的態度啦，有在慢慢地改」（S3B071）、「這一年半來的改變，

改變很多從二年級那時候真的不懂事啊，就上老師的課就嗆他然後就一直罵他。可是現在……

就忍嘛！」（S3D079），學生學到具體的迴避衝突的方法，當有衝突時，會「忍耐啊！」

（S4B037）、「不要理他！」（S4C039）、「就脫離他，不要靠近他！」（S4B040）、「快速走人」

（S4C043），離開現場，與教師的衝突降低許多。 

而個別諮商對受訪學生 S2A 而言，家庭困擾慢慢改善，S2A 現在比較有動力想要改善與

家人的關係「還有家裡的事（S2A021），……現在是慢慢的去改善（S2A022）。……（訪談員：

好像我感覺到你比較有動力要去改善跟家人的關係？）當然（S2A025）」。 

受訪教師 TE 也觀察到，「我每次看……學生從輔導室諮商完走出來，臉都是笑的，他們

是覺得，真的是很開心」（TE007）。 

（三）學會面對人際衝突冷靜思考、不衝動，成為上高中、職後的內在保護因子之一 

這群學生所學習的人際技巧與情緒管理能力，也運用在上高中、職後的人際適應上。例

如，S5A 在個性上的漸漸成熟與獨立也成為其內在保護因子之一。S5A 在國中時面對人際衝

突容易衝動處理，往往是用嗆聲、罵人的方式處理，但在國中時有被諮商心理師與教師安慰

的經驗，「會讓你安靜、冷靜的思考。你心裡真正對的那個事情，會讓你靜下來那個心情去面

對你接下來、下一步你要怎麼走。對，就不會再那麼衝」（S5A100）；S5A 表示，她從本方案

學習到「成熟、獨立」（S5A099），有助其人際關係的適應，面對衝突得以冷靜思考。 

例如：S5A在專科擔任班級幹部，在處理班上事務上有自己的想法， 

我的處理方式就是好好講（S5A044）；國中時會罵人、打人（S5A048），……我會敲

東敲西的。我會一直罵他啊，罵髒話，可是我這次（專科時的衝突）不會，我一直

忍啊，因為就其實到外面，真的會比較懂事，因為就一個人，身邊又沒有誰。所以

就會用對的方式去溝通（S5A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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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學會忍耐、溝通。S5A 也發現自己的改變：變得懂事，生氣想罵人時忍耐，想以前教師

說過的話，一改國中時的衝動，不再衝動行事， 

雖然很生氣、我很想罵他，可是我會想說要忍住，就會一直想老師之前跟我講什麼，

就忍住啊，退一步，不要去跟他們爭。自己吃虧一點，又不會怎麼樣。就吃虧就往

肚子裡面吞，也沒事啊，就今天畫下句點，就不會再重複那個不爽，就一直去迎接

最好的明天。（S5A054） 

S5A在處理人際衝突上有很大的改變，而且發現自己具有安慰他人的能力。 

總之，學生從本方案中獲得的不放棄精神及人際技巧與情緒管理能力提升，這是學生可

以帶得走的禮物，有助於他們上高中、職以後的適應，成為其內在保護因子。這或許反映的

是在累積了 3 年的駐校諮商服務後的成果，亦說明了心理諮商方案的介入是需要長期投資與

累積的。 

三、從學生觀點看駐校諮商方案為何有用 

駐校諮商為何對學生有用呢？本研究亦試圖從學生的觀點瞭解。研究發現，學生認為諮

商心理師代表一個值得信賴、保密、瞭解學生的人，以及諮商輔導提供他們思考的空間。 

（一）諮商心理師代表一個值得信賴、保密、瞭解學生的人 

駐校諮商服務對學生為何有用呢？從學生的表達中可發現，對學生而言，諮商心理師代

表一個值得信賴、可以保密、可以瞭解學生，以及幫助學生解決問題的成人。如學生表示：「比

如說我跟男朋友分手了，很難過然後去找諮商老師談」（S4A005）、「我覺得他比較值得信賴

（S4A009），……因為我看得出來她會保守秘密（S4A013）」、「當我們遇到挫折，我們可以……

說給諮商老師聽，她會幫助我們！（S4B023）……就當我們心情不好啊，就被老師罵啊，或

者是被老師嗆啊，然後諮商老師就會教導我們怎麼去跟老師那個啊、和諧（S4B025）」、「感情

方面很多」（S4D049）、「就是遇到困難的時候，跟諮商老師講他會幫忙解決那個困難」

（ S4C059）、「有心事的時候可以跟她說」（ S4H129）、「她都幫我們解開那個困惑

（S4E173），……勇敢面對（S4E175），……謝謝她在我旁邊支持（S4E177），聽我們抱怨，

幫我們想辦法（S4E183、S4B184）」、「有幫助啊」（S4G115）。 

（二）駐校諮商提供學生思考空間 

學生於班級輔導中表示，駐校諮商提供學生一個可以討論他們關切議題的時間與空間，

幫助學生思考，例如學生談到，「諮商（班級輔導）中可以談心事，有地方可以討論，感覺很

好，可以舒緩情緒」（S3，1010112 工作紀錄）；「諮商（班級輔導）時間很重要，幫助我們進

步」（S3，1001020 工作紀錄）。「經過諮商（班級輔導）的幫助後，現在我們比較能夠反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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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不是有哪裡做不好。比較能思考」（S3，1001020工作紀錄）。 

具體而言，學生認為諮商心理師對他們的幫助包括：解答疑惑，協助他們勇敢面對、想

辦法解決困難，提供支持；學生認為遇到挫折、心情不好，找諮商心理師談談，會有所幫助。

這群孩子可以感受到諮商心理師對他們的用心與鼓勵、支持與接納；以及諮商心理師的專業

保密性、值得信賴，讓學生得以放心地說出他們的困擾，並從談話、諮商過程中獲得幫助。 

（三）畢業後追蹤班聚具有支持鼓勵與共同發展夢想之功效 

受訪學生認為，由本方案所提供的畢業後追蹤班聚對他們深具意義，包括具有支持鼓勵

的作用，以及共同發展夢想與期待榮耀族群。 

1. 追蹤班聚發揮支持鼓勵的作用 

學生認為國中畢業後每半年的班聚很有幫助，可以分享、回顧、整理，更堅定信心， 

有幫助啊，我們可以去分享，就像分享見證，就是分享你這一年在做什麼，你遇到

什麼事情，對啊，你可以去回顧，……藉由這種機會可以讓自己更瞭解，你在做什

麼啊？學會了什麼？對，就是讓自己的信心可以更堅定。（S5A104） 

此外，每半年的班聚也有聯絡感情與支持的作用，「大家能連絡是很好」（S5C086）、「可以看

到以前的同學」（S5D090）、「可以回顧以前，可以分享高中的事（S5E091），……可以給意見

嘛。你給我，我給你（S5E094）」。 

2. 共同發展夢想 

在畢業後班聚的支持鼓勵氣氛下，受訪學生都表達對未來充滿期待與夢想，期望自己能

從高中、職／專科畢業、甚至繼續進修。 

例如：念護專的 S5A期待自己能「好好讀書啊，就更再加油一點」（S5A106），並有信心

取得畢業證書、期待自己也拿到護理師執照，「畢業證書一定可以的，護理師執照我希望能拿

到」（S5A108），並期許自己畢業後能持續在職進修，貢獻社會「就再繼續進修，對社會有一

點貢獻。對啊，我覺得你現在讀的知識就只是基本的啊，再進修你就會更瞭解」（S5A112）。 

S5C期待自己高職畢業，「期待能夠畢業」（S5C078）。S5D與 S5E對現在所念科系有興

趣，有信心可以畢業，未來想從事幼保工作。 

休學的 SB還在「考慮要不要回去唸書」（S5B028），不喜歡唸書，但是又希望得到高中文

憑，「想說想要拿到高中畢業」（S5B030），較可以找到適合的工作，「對我工作比較好吧

（S5B034），……比較可以找到適合我的工作（S5B036）」。因為家庭經濟困難，SB 現在要先

賺錢存錢，「我說等我自己有能力吧（S5B084），……慢慢在存錢，就有打算要重讀（S5B088）」。 

總之，本方案對這群孩子具有長遠的影響，除了幫助孩子克服情緒衝動外，也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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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不放棄的精神，並開始對自己的未來有盼望與夢想。我們從這群孩子的表現上，看到了

偏鄉孩子向上流動的希望與感動。 

肆、討論 

一、 畢業生追蹤訪談確定了心理諮商方案具有長期效果，有助於學生形成內

在保護因子 

這群畢業生的表現讓研究團隊頗為振奮：肯定本方案之意義與價值。這群孩子到了外地，

雖經歷了許多的挑戰，包括課業、人際、經濟等方面，然而，有五成的孩子仍願意如他們自

己所期許的堅持下去、可以完成高中、職學業，較過去的畢業生（不到兩成能讀完高一）持

續就學率大大提升。至於沒有繼續就學的學生，也能找到工作與努力的方向與目標！ 

有研究發現，青少年的情緒調節能力、問題解決能力、面對挑戰的能力，與其心理困擾

及憂鬱情緒有負相關，且這些能力有助於他們的生活適應，這三項能力，統稱為「心理復原

力」（王櫻芬，2012；吳嘉琪，2013）。諮商輔導人員與青少年建立安全依附關係，有助於青

少年提升復原力，學習情緒調節能力，降低心理困擾（王櫻芬，2012；Dearden, 2004; Larson, 

2010; Tiet, Huizinga, & Byrnes, 2010），而這也是本方案得以發揮駐校諮商專業效能的關鍵因素

（林郁倫等，2014）。Larson（2010）指出，用懲罰或獎賞的方式來管理學生的行為，可能引

發反效果，導致學生更加脫序的行為；提升學生的復原力特質（resiliency trait）才能有效調節

學生的行為，包括：賦權學生人格特質的成長、訓練學生正向的做決定技巧，以及強化與成

人的連結。Tiet等（2010）的研究則發現，與成人（如教師、父母）的連結可以預測青少年的

復原力，而現在的復原力可以促進未來的復原力。 

這些關於復原力的研究發現與本研究結果頗為一致。本研究結果發現，近 3 年的諮商介

入方案，學生的核心收穫便是願意接受與面對挑戰，以及人際互動技巧與情緒管理的提升，

而這些收穫便成為他們適應高中、職生活的保護因子，正符合心理復原力的內涵。對於偏鄉

青少年，情緒管理能力對他們日後的人際適應，以及能夠在遇到困境時堅持下去、不放棄，

具有重要的影響。對本研究中的偏鄉青少年而言，諮商心理師對他們之所以有幫助，最重要

的因素便是與他們建立安全信任的關係。然而，除了安全信任關係外，幫助學生拉出思考空

間一樣重要，這兩者缺一不可，對於遇到困難時不放棄，以及人際情緒困境的處理，拉出思

考空間都可幫助學生涵容自己的挫敗、憤怒等複雜情緒，而減少在衝動下做出事後後悔的決

定或行為。這群孩子原本的情緒反應較為原始，例如在生氣時用嗆聲、罵髒話的方式來表達，

極為容易引發更嚴重的人際衝突。諮商心理師透過與學生長期的相處與輔導，每每在孩子發

生情緒激擾的事件時，扮演涵容者的角色，並透過提供孩子被涵容的經驗，幫助孩子內化涵

容自己情緒的能力；冷靜下來，才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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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幫助這群孩子能夠克服困難與挫折的內在保護因子，包括：遇到困難時的

轉念，願意克服挫折與困難，以及個性上的成熟與獨立；面對功課的困難，樂觀面對，想要

上進及夢想。當這群孩子在訪談中表達，他們和以前的學長、姐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學會了

「自我控制」，以及想要讓自己能夠被尊敬、被認同，而願意努力向上。這正是本方案的最終

目標：培養學生向上流動的能力。而這樣的內在保護因子，乃為本方案之長期效果的顯現。

從這些研究結果可以更加確定，心理諮商方案的長期投資是非常值得的！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後續的追蹤輔導能夠適時地拉他們一把，不僅是諮商心理師，教

師與學生同儕之間的支持力量也幫助他們在挫折沮喪時，感受到被支持與鼓勵；而師長對他

們的高度期望，也有助於這群孩子形成對自己的正向期待，進而能夠堅持下去。 

二、君子不器：建構不同於都會區的駐校諮商模式 

吳貞慧（2011）的研究發現，偏鄉學校校外專業資源有限，難以回應學生需求，且輔導

工作內容以教育政策為工作項目，缺乏系統性的思維，兼任輔導教師多不具輔導專業背景，

且身兼多職，角色混淆。這也是本研究在初介入駐校諮商方案時，該偏鄉學校的處境：校內

沒有輔導專業背景的教師，學校輔導工作缺乏系統性的思維。所幸該校能獲得企業的贊助，

開始實施本方案之駐校諮商方案，這或許可供其他偏鄉學校參考，運用社會公益資源提供協

助。此外，研究者在初進入該校時很快發現，對於偏鄉學校的駐校諮商，無法以都會區的駐

校諮商模式進行，因為環境條件差異太大。我們不能僅進行二級、三級預防介入，而必須發

揮「君子不器」的精神（林淑君、王麗斐，2013），以班級輔導作為入口，作為與學生建立

關係的媒介。 

研究者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與「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輸入關鍵字

「偏鄉學校」、「偏鄉教育」、「偏鄉學生」、「偏鄉，限縮範圍為『輔導』」，然而，從所搜尋到

的資料中，絕大部分博碩士論文對於偏鄉學校或學生的研究聚焦在課業輔導，對於心理輔導、

諮商的研究寥寥可數，如：吳貞慧（2011）。然而，偏鄉青少年往往生存在較為高風險的環

境，需要面對諸如經濟壓力、父親酗酒、家暴、缺乏社會資源及缺乏文化刺激等挑戰，有較

多的負向情緒，面對困難時習慣自己解決，面對重大危機因子時，則常採取情緒壓抑的方式；

這些負向因子可能會影響青少年的學習成就，以及較多的外顯行為問題（劉智菁，2013；

Ackerman, Smith, & Kobak, 2009; Warley, Coatta, Harris, & Enoki, 2012），本研究的服務對象也

面臨類似的情境，尤其是經濟壓力、家人酗酒、負向情緒等。這些高風險因素，更凸顯這群

孩子有更高的心理支持與協助需求，然而，卻少有研究探究偏鄉青少年的心理輔導議題。特

別是過去研究探討青少年復原力如何幫助他們度過危機期發現，這群來自偏鄉的青少年，家

庭所提供給他們的保護因子較為有限，學校提供的保護因子相對重要（張玉鈴，2013；劉智

菁，2013），例如，劉智菁的研究發現，高風險家庭的青少年雖然在學業與生活適應上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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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復原力，然而情緒適應卻較為困難；即使他們表現優異，面對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如家人

酗酒、家暴、喪親等），還是會在他們的內心留下傷痕，這時候他們更需要關懷與支持。該

研究發現，輔導教師在高風險家庭青少年處於低潮時，提供的情緒支持與情緒抒解策略，對

其復原力具有關鍵影響。 

總之，對於偏鄉學校青少年的心理輔導是需要投入更多的關注與研究，方能真正濟弱扶

傾，幫助這些孩子能夠培養向上流動的力量。 

三、因應偏鄉學校學生特性與發展需要，有必要發展客製化班級輔導課程 

Pham等（2012）的研究結果發現，為偏鄉學生所特製的心理健康課程，可以使得當地學

生有更多的機會提升健康知識與領導技巧，激勵自尊和強化與社區的連結，甚至這些學生最

後選擇健康相關領域作為生涯發展領域。本研究也獲得相似的結果。 

本方案之班級輔導的主題，乃依據學生特性與發展需要，諮商心理師與導師共同討論，

採客製化原則，依據該年級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挑戰議題與需求，開發不同介入方案，並於

執行過程中保持彈性、隨時做最適切的調整，以利學生學習。本研究發現，這樣的介入策略

頗具成效，學生可從班級輔導課程中學到他們所需要的，例如：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技巧、

情感關係等。尤其是，學生在七年級時人際衝突、相互嗆聲、罵髒話的狀況頗為嚴重，諮商

心理師對此現象慎重以待，著重在霸凌因應與預防能力的提升；而至九年級，因應學生對未

來生涯的焦慮與恐懼，諮商介入焦點放在增強學生的生涯規劃能力與毅力的培養。Dearden

（2004）的研究發現，以受當地政府照顧青少年的觀點，有個成人願意傾聽他們、與他們建

立好的關係、有清楚正向的未來感、慎重看待霸凌等，有助於形成這些青少年的保護因子。

本研究結果恰與 Dearden的研究發現相互呼應。 

近十多年來，國外有多篇後設研究分析或回顧性研究，探究心理健康介入方案對學生的

影響，例如：Durlak、Weissberg、Dymnicki、Taylor與 Schellinger（2011）的後設分析結果發

現，對學生進行全校性的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對於學生的社會情緒技巧、態度和行為及學業

表現有顯著的改善。Wilson、Gottfredson 與 Najaka（2001）的後設分析也發現，對學生進

行自我控制與社會能力提升方案可有效地降低學生的行為問題。Rones與 Hoagwood（2000）的

回顧研究則進一步探究，有些實施歷程的特徵有助於服務方案持久性，包括：納入教師、家

長與同儕，使用多元模式，將方案內容整合入一般的教室課程，以及發展適當的方案內容。 

本研究發現，對全班進行的輔導課程，可以有效提升學生的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技巧。

這與 Durlak 等（2011）及 Wilson 等（2001）的後設分析結果頗為一致。此外，本方案的實

施架構，除了針對個別學生外，也將全班、教師納入服務對象，並將方案納入班級正式的輔

導活動課程。這些特徵恰與 Rones與 Hoagwood（2000）的回顧研究有助於方案持久性的結果

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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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偏鄉學校往往規模較小，全校師生互動密切頻繁，也因此更容易相互影響。若

能針對全班、甚至全校進行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對學生的社會情緒行為與學業應該是有所幫

助。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方案（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SWPBS）在美國已有多

年的實施經驗與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實施 SWPBS 的學校數在全美國不斷增加中，至 2013

年，已有 50 州、18,000 所以上的中、小學實施 SWPBS。根據美國的研究發現，這套系統能

夠有效地降低校園暴力、霸凌、中輟與逃學等問題，並提升學生的行為和學業成就，以及提

高學校的安全性（Fallon, McCarthy, & Sanetti, 2014）。然而，在國內僅有兩篇研究（李淑惠，

2010；Lin, 2015），這兩篇研究的研究對象都是偏遠學校，顯現全校性的社會情緒課程在臺灣

還在起步階段，或許未來可先從偏遠地區、小校開始，累積國內的實施經驗與研究成果。 

本方案在介入之初，該偏鄉國中校內並沒有輔導專業背景之教師，因此由諮商心理師與

導師共同合作進行班級輔導課程。然而，隨著 2011年 1月 26日《國民教育法》第 10條修正，

以及 2014年 11月 12日《學生輔導法》的頒布，我們期待不久的將來，偏鄉學校不管班級數

多寡，均能至少擁有一位專任輔導教師。當偏鄉學校的專任輔導教師就任後，班級輔導課程

便可由專任輔導教師協助授課者（可能是專任輔導教師本人、兼任輔導教師、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教師或其他教師，如導師）開發客製化的班級輔導課程。然而，這也凸顯了專任輔導教

師或兼任輔導教師應具備依據學生的特性與需要而設計適合的班級輔導課程的能力。 

四、生活技能與生涯規劃是對偏鄉青少年重要的介入 

有研究指出，學校教育應協助青少年發展生活技能，包括：學業發展、學習「如何學習」、

個人和社會成長、未來的生涯計畫等，幫助學生習得生活技能可幫助他們因應要求與壓力

（Nyutu & Gysbers, 2008; Yuen et al., 2010）。學校的諮商工作是屬於教育情境（學校）中的一

環，目標在幫助學生發展這些生活技能。本研究中的偏鄉青少年，他們從心理諮商方案服務

中所獲得的，大抵是這些重要的生活技能，包括：個人與社會成長（情緒管理與人際技巧）

及生涯計畫（對未來有夢想，不放棄的精神）等。本研究中的偏鄉青少年，在進入高中、職

就讀後發現，正向的生涯態度（遇到困難也不輕言放棄、對未來有夢想）與情緒管理、人際

技巧對他們適應高中、職生活具有重要性。在這部分，本研究中的偏鄉青少年雖來自偏鄉，

但他們所需的生活技能和 Yuen等（2010）研究中的香港青少年頗為類似。 

Seita（2006）指出，對於處於挑戰情境的青少年（challenging youth），對他們有幫助的

技巧包括：形塑、滋養、發展利社會行為和生涯進路。這與本研究結果頗為契合。本研究中

的偏鄉青少年，在國中 3 年期間接受駐校諮商服務，諮商心理師與他們建立滋養的關係，並

透過許多的班級輔導活動、個別諮商及提供教師諮詢等服務方式，幫助他們發展利社會行為，

促進人際技巧與情緒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生涯規劃與不放棄精神的學習。 

Hughes與 Karp（2004）回顧許多的研究文獻，發現生涯輔導與學業諮商介入對中學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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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益，然而，許多研究存在一個共同的限制：短期、低劑量的介入，對學生的效益是否具

有長期效果？這是目前不得而知的。這也凸顯本研究長期追蹤研究的價值。目前追蹤了學生 3

年，到了他們成年後，這些效益是否繼續存在而對他們的人生發揮正向的影響力？有待未來

繼續探究。 

五、強化偏鄉學生的學習成就是未來值得努力的方向 

國外有學者研究發現，澳洲學生的 PISA Australian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成績可以很好的預測早期的中輟，尤其是對成就低落者，個人及社會的弱勢在這個

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Mahuteau & Mavromaras, 2014）。在本研究中的確也發現此現象，學生

上了高中適應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就是學業。國內已有其他研究有類似的結果，偏鄉學生的學

習成就往往偏低（鄭安舜，2012）；偏遠地區的學生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與擁有更高的資質，

才能獲得與優勢群體相同的成就（許誌庭，2014）。然而，學業成就對偏鄉青少年具有保護作

用，發展學習技巧也是青少年所需（劉智菁，2013；Nyutu & Gysbers, 2008; Yuen et al., 2010），

而此部分是本研究駐校諮商方案中較少介入的，但對偏鄉學生的追蹤輔導中卻發現，學習成

就對他們在高中、職的適應影響頗劇。如何強化偏鄉學生的學習成就，實為未來偏鄉教育值

得重視的教育方向之一。國內有研究（巫博瀚、賴英娟，2011）發現，學校平均科學素養、

學校平均工作價值及團體效能等脈絡變項，對於學生科學學習的學習情緒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在本研究中的偏鄉學校學生，他們經歷 3年的駐校諮商服務，並持續接受後續追蹤輔導，

完成高中、職學業的比例相對於過去已提高許多。這項成果是否對提升該校團體效能及未來

學生的學習情緒具有正向且持續的影響？值得未來持續追蹤研究。 

總之，本偏鄉學校的駐校心理諮商方案頗具成效，對學生不僅具有立即效果，也能夠累

積多年效果，幫助受服務的學生慢慢發展出內在保護因子，幫助他們因應就讀高中、職過程

中的困難，包括擁有堅持下去、永不放棄的韌性，還有人際適應能力。看著這群孩子開始昂

首闊步，看重自己，並期待自己的表現能被尊敬，令人感動。本研究藉由探討此方案介入成

果，期盼與更多關心偏鄉學校教育與輔導的教育工作者分享，也盼望有更多的偏鄉孩子可以

因為被關心，翻轉他們的人生！ 

伍、建議與研究限制 

一、建議 

（一）對研究的建議：對偏鄉青少年的諮商輔導資源值得長期投資，並進行更長期

的縱貫研究 

本研究發現，偏鄉青少年的諮商輔導方案具有長期累積的效果，值得資源投資。建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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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能夠有更多的政府或企業資源可以挹注偏鄉學校的心理諮商工作，幫助學生形成內在保護

因子以因應未來的人生挑戰。此外，目前對偏鄉青少年的輔導方案縱貫性研究甚為缺乏，建

議未來研究能進行更長期的縱貫研究，幫助我們瞭解這些心理諮商效益對偏鄉青少年是否持

續正向影響至其成年期。 

（二）對諮商輔導實務的建議：加強學業輔導，並建構與落實更適切的轉銜制度 

學業適應對偏鄉青少年能否適應高中、職生活具有重要性，因此建議未來實務上加強對

學生的學業輔導，協助學生學會「如何學習」的生活技能。對於偏鄉學生，畢業後的追蹤輔

導更可延續諮商輔導效果，具有價值。隨著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的實施，大部分偏鄉學生都

可順利進入高中、職，然而，幫助他們得以畢業是我們可以更加努力的。本研究發現，學生

能否堅持下去念完高中、職階段，高一是關鍵時期，休學的偏鄉學生幾乎都是在高一時因適

應不良或經濟因素而休學。因此，未來加強對高一學生的轉銜輔導或許可提高學生的適應。

若能善加運用轉銜制度，幫助高中、職端的教師瞭解這些偏鄉學生的特性、需求，並適時的

鼓勵學生堅持下去、不放棄，應可提高孩子的持續就學率，讓他們有更多學習的機會，翻轉

他們的人生。 

（三）對訓練的建議：對未來中小學輔導教師的訓練，需加強課程設計與實施能力 

本研究結果，因應學生的特性與發展需求，發展客製化班級輔導課程對於偏鄉學生的心

理輔導具有重要的貢獻。因此，建議對於有心投入學校諮商輔導專業的學校輔導教師、諮商

心理師等，在訓練上，除了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等專業能力外，發展客製化與彈性實施輔導

活動課程也是必要的能力之一。輔導活動設計與實施能力應包括：1.評估與分析學生現況與

需求，並擬訂課程目標；2.善用適切的多元媒材，依據目標設計輔導活動課程；3.帶領學生體

驗，引導省思，並進而鼓勵實踐。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僅聚焦在學生自陳與國中端教師報導對學生的態度與行為的觀察，對於其具體的

學業表現並未探究，也未與學生高中、職端的教師聯繫、確認學生在校的適應狀況。此為本

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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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x-Year Counseling Program for Remot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 Foll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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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outcomes of a six-year counseling program 

sponsored by an enterprise for remot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en students (five males, five 

femal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whom participated in the counseling program three years and 

already graduated from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hree ye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unseling 

program had long-term effects on these students. They had learned how to regulate their emotions 

and social skills, and to adopt a “never give-up” attitude from the counseling program and applied 

them into their life after graduation. The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adolescent counseling, remote junior high schoo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longitudinal 

follow-up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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