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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教育新手工作者的教學行動：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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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動研究起始於研究者作為諮商教育新手工作者，初任大學部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授課教師，
希冀以臺灣輔導諮商專業發展脈絡為基底，回應學生學習需求以及銜接教、學、用，思考並安排
實習課程之規劃與進行。研究之行動場域為研究者之大學部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研究者課程規
劃主要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團體督導與個別督導，以及同儕督導、課程教學以進行課程。本
行動研究目的為發展符合臺灣在地脈絡之實習課程規劃。研究資料蒐集以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
共以三階段進行：學期初、學期中、課程結束三個月後。由於研究者身兼教學者、督導者，研究
訪談由研究助理執行以維護研究倫理；送出學習成績評量之後，研究者以歸納分析法進行資料分
析。行動「中」的發現：一、課程前：
（一）過去接受督導的經驗、
（二）修習輔導與諮商實習課
程的期待、
（三）接受課程督導之前的整體狀態；二、課程進行中：
（一）觀察督導者的位置與姿
態、（二）觀察督導者的督導策略、（三）接受督導者督導後的影響、（四）對課程安排規劃之建
議；三、課程進行後：（一）實習課程的學習、（二）以受督者為中心的督導、（三）督導者的督
導策略、
（四）接受督導者督導後的影響、
（五）對於課程安排規劃之建議。本研究亦呈現研究者
依據此次行動結果之調整、行動反思、以及延續行動方向。

關鍵詞：大學部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行動研究、諮
商員教育、覺察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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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訓練是諮商專業得以永續發展的重要核心，臺灣輔導諮商專業培育起始於師資培育系統
的學校輔導教師訓練，發展至今已涵蓋諮商心理師專業教育，聚焦「訓練學習者成為助人專業工
作者」為目標。從輔導諮商專業在地發展脈絡觀之，輔導諮商領域仍以西方社會文化（主要為北
美）為基底，發展至今近 60 年，而歷史最為悠久之輔導諮商學術組織－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於 2018
年已創會 60 週年，期間歷經 2001 年通過心理師法（全國法規網，2019）諮商專業邁入國家證照
化制度、學校專任輔導教師設立，以及 2014 年學生輔導法（教育部，2019）施行與推動。
從上述可知專業發展之臺灣脈絡，諮商專業以學校輔導為發展基礎，邁向證照化專業培訓之
時，輔導與諮商專業連結緊密與相輔相成。研究者作為新手教師，教學場域主要為大學部層級輔
導諮商基礎課程，於教學現場遭逢「問題」為：諮商教育者究竟要「教」給學生什麼？抑或「怎
麼教」才能回應大學階段學生的專業發展階段與學習需求？因此，本行動研究是研究者著眼諮商
專業的大學層級基礎訓練課程，並以「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之教學行動，課程督導規劃選用「自
我覺察督導模式」
，以探究臺灣在地諮商教育模式發展的可能。其目的為發展符合臺灣在地脈絡之
實習課程規劃。

一、諮商員教育（counselor education）之相關研究
就諮商輔導專業發展與訓練而言，輔導諮商工作者「自我覺察」
（self-awareness）為重要核心，
亦即，輔導諮商工作者具有其自知之明，方能清楚輔導諮商歷程，身為諮商員／師的狀態，而諮
商員／師維持高度自我覺察的同時，逐步引導當事人覺察自身困擾與處境，進而產生療效（陳金
燕，2003; Chen, 1988; Dowden, Warren, & Kambui, 2014; Hansen, 2009; Pieterse, Lee, Ritmeester, &
Collins, 2013）。
基於自我覺察於輔導諮商人員教育訓練之重要性，陳金燕（1998）訪談 11 位諮商員教育工作
者，探究自我覺察訓練的基本概念與原則、訓練方法與學習成效評量。研究發現，諮商員教育工
作者認為「以人為本、回歸自我」
，以及「強調體驗、刺激思考」為自我覺察訓練的兩大基本原則，
訓練方式則以四個面向：知識型教導、思考型作業、體驗型作業、角色扮演。學習成效評量仰賴
學生口頭報告以及教學現場之觀察。
陳金燕與王麗斐（1998）針對諮商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進一步探究，以某大學層級之諮商員自
我覺察訓練方案，並進行此訓練方案之成效評估，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大學二年級學生）
參加自我覺察課程後，自我了解、自我概念以及自尊之面向均有提升，此外，其自我覺察程度提
升，亦帶來研究參與者之個人人際與家庭互動之改善。從陳金燕（1998）
、陳金燕與王麗斐的研究
得知，諮商員教育融入自我覺察訓練課程，提升諮商學習者學習成效之餘，陳金燕與王麗斐亦建
議往後諮商員教育訓練研究可使用行動研究取向進行。
張靜怡與蕭文（2000）是臺灣少數針對大學層級諮商實習課程之研究，研究發現準諮商員的
諮商能力在實習課程過後皆而提升，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概念形成技能」能力；再者，大學部實
習課程規劃多以教學及諮商技術演練為主（張靜怡、蕭文，2000）
。從上述研究結果與教學實務得
知，停留在教學與諮商技術教學的實習課程，在如何形成個案概念化或有助力，是否需要進一步
思考，以技術及概念化為導向的諮商教學訓練，是否需要在實習課程前完備？且課程單向教學氛
圍不易形成「學生為主體」的學習，仍有究竟是「誰」的個案概念化之疑慮。在實習階段，是否
更需對準此階段之學習目的，以高度實作與即時檢核的實習課程安排，更能對接實習階段之學習
效益。在諮商員專業發展上，許維素與吳宛亭（2018）以焦點解決短期治療學派提供專輔教師在
職訓練，發現自我賦能與專業認同，追蹤效果亦呈現專業熱忱之延續。Chen、Chan、Fan 與 Mullahy
（2015）發現諮商專業結合靈性議題之諮商工作人員，能於往後諮商工作與當事人談論靈性議題
更具彈性。
有別於傳統諮商教育訓練，Moran 與 Milsom（2015）進行「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
諮商員教育的個案研究，研究發想來自學生課程結束後，實務應用仍感困難，因此借用教育領域，
以學生為中心進行教學。研究發現互動式課程設計，例如：學生與教師的對話討論，以及學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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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諮商學習者均給予高度評價；亦呼應教育領域近年重視培育之後設認知能力（Yen, et al.,
2018）。Laitila 與 Oranen（2013）亦針對實務工作者發展訓練模式，引導受訓者回應反思提問時，
需要轉換專業用語，目的為促進實務工作者日常用語之對話能力，避免實務工作受到專業語彙「綁
架」
。相對國外諮商員訓練模式相關研究，心理師法 2001 年通過後，諮商員教育相關研究轉至諮
商心理師培育制度探究（林家興、林烝增，2018）
，尤其以諮商心理師駐地實習相關研究為主（許
韶玲、劉淑瀅，2008；喬虹，2018）
。而諮商心理師培訓研究，以美國 CACREP 標準（CACREP, 2019）
規劃諮商心理師訓練為主要參考依據。理解諮商心理師實習內涵以及持續評估培訓制度，有助於
逐步完整國內諮商心理師訓練架構。因此，以西方為尊的諮商訓練模式至今已近 20 年，而諮商心
理師投身實務後，仍發現教、學、用之落差（林家興、林烝增，2018）
。回顧上述諮商員／師教育
相關研究，仍聚焦在學生接受專業課程後的諮商知能提升，較少針對「諮商教育者的課程規劃與
教育哲學觀點」進行探究；亦即，多著重「諮商學習者學到了什麼」
，而少探討「諮商教育者怎麼
教」
。
加上，美國 CACREP 標準（2019）用於碩士班與博士班層級，輔導諮商於臺灣發展是從大學
部即啟動的基礎訓練，訓練學制起始正是臺灣與美國輔導諮商專業教育的重要差異，因此，探究
與發展臺灣在地輔導諮商教育模式，以及關照學校專輔教師與諮商員的專業訓練，著眼諮商教育
者要「如何教、教什麼」，方能讓諮商教學訓練更貼近諮商學習者的需求。

二、個人建構理論（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作為知識論基礎
本研究知識論立場回應的是：作為研究者，如何得知我們所知？美國心理學家 George Kelly
於 1950 年代正式提出建構理論（Kelly, 1955）
，Kelly 強調個人建構（personal construct）
，意即個
人的內在主觀建構各有不同，其重視「個別差異」的觀點，可見於其理論的以下概念：
1. 建構多元主義（Constructive Alternativism）。個體當下的知覺都是可以接受探問與重新思
考的。如果我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建構經驗，即便是日常生活不言自明的事件，個人均可擁有迥
然不同的呈現。
2. 個人建構（personal constructs）。個人以其內在主觀想法、感知並建構世界的理解，形成
個人專屬的現實（Reality）
，也以此建構預測未來。換言之，「我的真實不等於你的真實」。
3. 個別性（Individuality）。每個人對事件的建構各有不同，重視個人對事件的主觀建構。
英國學者 Zuber-Skerritt（1997）主張 Kelly 個人建構理論的知識論立場（Epistemological position）
與行動研究重視實務場域遇見的問題，形成暫時行動計畫的高度差異性不謀而合。加上，行動研
究著重動態循環的研究歷程，與 Kelly 認為個人建構知識論重視的建構歷程得以呼應。因此，本研
究為高等教育場域，針對教學實務進行研究，選用 Kelly 個人建構理論作為知識論，成為引領研究
者身兼諮商教育新手工作者，得以站穩以學習者為主體、以對話為取徑，理解學習者的學習歷程
所進行之行動研究。

三、社會建構教育學（Social Construction Pedagogy, SCP）觀點作為方法論與教育學基
礎
由於研究者為本研究之教學者與行動者，教育學立場是研究者以教學現場的方法論立基，亦
是本研究的方法論理論基礎。作為教學者與研究者，如何獲取所知？研究者選取社會建構教育學，
作為本研究之方法論基礎，亦是研究者之教育學立場。
以美國心理學家 Kenneth Gergen 為代表學者的社會建構教育學，提出自我在關係中生成，主
張概念生成於關係互動，不只是個人內在建構，更是人與人之間的「共構」
，社會建構論強調以「關
係」為基礎，恰能呼應諮商領域的核心價值－關係為核心（姜兆眉、蘇盈儀、陳金燕，2019，p.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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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做為本行動研究方法論，教學現場即為研究田野，師生互動即是行動研究歷程，基於社會建
構教育學著重的「關係」面向，方能引領研究者於行動研究歷程實際操作。
Gergen（1985）及社會建構學者們，包含 Harlene Anderson、Mary Gergen 等人，1990 年代初
期成立 The Taos Institute（The Taos Institute, 2018）
，致力推動社會建構論應用於助人領域（心理
治療、社工、護理……等）以及教育場域。Gergen 論及社會建構論應用於教育脈絡時，“the primary
aim of education is to enhance the potentials for participating in relational process-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Gergen, 2009a, p. 243）
，意即，社會建構論者認為教育是一段「關係歷程」
，教育者與學習
者身處關係互動的討論與對話，學習者從而共構「知識」
。Gergen 與 Wortham（2001）提出社會建
構教育學的五項原則：從靜態階層到動態互動（From hierarchy to heterarchy）
、超越知識學門（Beyond
disciplines of knowledge）
、朝向實踐的意義（Towards meaning in practice）
、朝向反思性思考（Towards
reflexive deliberation），以及朝向具備生產性的關係（Toward generative relationships）。亦即，抱持
社會建構教育學之教學者相信，教師並非是握有知識者的權威者，以單向式知識授予學生，而是
教學過程，帶領學生及社群參與學習歷程，鬆動知識學門疆界。此外，知識學習是跨越學門的，
例如：諮商輔導領域的學習，也需跨越至教育領域、心理學領域、社會學領域。進一步，社會建
構教育學觀點強調知識需要實踐，實踐過程須確認意義，持續反思性思考，著重師生關係的合作
與協力。因此，社會建構教育學認為教育是關係的（relational）、協力的（collaborative）、對話式
的（dialogical）
。社會建構教育學主張建立教育者與學習者合作式關係，在此合作關係基礎進行對
話，師生之間並非是「老師－學生」的二元角色與單向互動，而是相互合作、雙向對話，讓每個
人的聲音、觀點受到聆聽、理解，並且持續互動創造「在地知識」
（Anderson, 2013; Bruffee, 1999;
Gergen, 2009a; McNamee, 2007; McNamee & Moscheta, 2015）。
再次反思西方社會思維，社會建構觀點成為重要的教育學理論，是相應於西方社會主流個人
主義（Individualism）而生，個人主義崇尚獨立、自主、個別表現之價值，影響西方社會傳統教育
則為強調「教師單向傳授知識」，教師常成為教室的「獨白者」，也是教學歷程的主體，必須準備
素材以教導學生；值得思考的是，當教師成為教學歷程的主體，學生則相對減少學習歷程的參與。
有別於個人主義的傳統教育哲學，社會建構論強調以關係為起點，以對話為主要取徑，學習在對
話中生成，非僅是教師單向講授。回到臺灣當前高等教育現場，正經歷日常文化與學習情境的斷
裂，身處重視關係的華人文化生活，在教室課堂情境，卻未能拾取最為珍視的關係成為學習連結，
教育者與學習者，在生活與課堂的脈絡斷裂，課堂學習與生活的連結錯置，似乎也鏡映著長久以
來輔導與諮商領域教、學、用的觀察。
承上反思，研究者進一步思考何以西方社會而來的社會建構論，適用於臺灣在地文化。首先，
社會建構論強調關係取向，與臺灣身處華人文化的關係取向恰能呼應與連結（黃光國，2009）
；其
次，社會建構論主張的「對話」與「合作」
，隱含理論的應用依著文化脈絡差異而展現彈性與調整，
此理論哲學立場對跨文化應用，抱持歡迎與欣賞的態度，樂見臺灣高等教育現場，持續在地建構
與實踐社會建構論之教育學觀點。回應本研究起始於研究者作為新手教師身處教學現場遇到的「問
題」
，及當前諮商教學訓練現場之挑戰，訂定行動目標為：
「臺灣在地諮商專業教育訓練模式」
，使
用社會建構論相當符合諮商專業領域，從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做為行動起點，而行動研究即是最
適合之研究取向。

四、大學場域中的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自 1940 年代發展，直至 1990 年代方有高等教育場域研究者嘗試以此增加教學理論
與實務連結，著眼高等教育教師與教職員工之專業發展（Kember & Gow, 1992; Zuber-Skerritt, 1992,
1997）。Zuber-Skerritt（1992）進一步提出五個向度，說明行動研究更適合應用於高等教育場域，
並形成後續高等教育場域行動研究的 CRASP 模式。CRASP 分別代表 Critical attitude：批判式的態
度，Research into teaching：教學中進行研究，Accountability：績效，Self-evaluation：自我評估，
Professionalism：專業精神。Zuber-Skerritt（1992, 1997, 2015）認為上述向度在高等教育雖已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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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尚待轉換為研究輸出，而行動研究具備高度實踐力的特性，能夠協助高等教育工作者進一
步評估、修正、增進教學品質。本研究之場域為高等教育階段，研究者即是教學實務者，關注研
究者自身教學歷程與學生學習歷程。
本研究使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陳金燕教授發展的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督導（陳金燕，2001、
2003）
，此督導模式之督導目標為催化受督者自我覺察，藉以清楚理解諮商歷程與當事人之互動狀
態，藉此提升諮商效能；承襲個人建構論重視「個人建構」與個人主觀經驗之社會建構教育學則
強調「關係與對話」
，三者連結為：實習課程藉由「督導關係」
，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對話」，
引導修課學生覺察，並理解諮商歷程與關係的自身觀點。因此，使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與知識論、
方法論、教育學立場是為一致。
綜上所述，本研究企圖回應當前臺灣諮商教學實務現場之挑戰：
「缺少回應台灣在地文化脈絡
之諮商教育訓練模式」
。因此，研究目的為「以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為行動場域，試圖發展符合臺
灣在地文化脈絡之諮商教育訓練模式」。

方法
本段落說明研究典範與研究取向、行動研究參與者、行動研究團隊、行動研究歷程、研究嚴
謹性，以及研究倫理具體作為。

一、研究典範與研究取向
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典範（Qualitative research paradigm）
，相信社會現象探究仰賴經驗脈絡的
描述與觀察。質性研究典範之立場，相信社會世界由不斷變動的社會現象組成，且社會現象在不
同時空、文化具不同意義（王佳煌、潘中道、蘇文賢、江吟梓譯，2014；潘淑滿，2003）
。本研究
主題選擇質性研究典範，考量研究主軸以「描述」研究參與者（修課學生）參與社會建構教學實
踐，以及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學習經驗；再者，正因著「覺察、反思」是動態、來回反覆之歷程，
採用質性研究為研究典範符合本研究主題「本質」
，更能呈現研究參與者學習、覺察、調整之動態
歷程。
在眾多質性研究典範與研究取向，研究者選取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為研究取向（鈕文
英，2016；Schön, 1984）
。研究者定位自身為教學現場的實務工作者、行動者，身處教學實際現場，
企圖發展創新教學模式，藉由研究作為取徑，實際回應教學實務現場的待答問題，換句話說，行
動研究以增能、賦權實務工作者為出發點，藉由「界定問題」
、
「擬定行動方案」
、
「執行行動方案」、
「評估行動方案是否解決問題」的循環，回應教學現場的問題（高淑清，2008；鈕文英，2016；
潘淑滿，2003；蔡清田，2013）
。遵循強調行動循環之「行動研究」為研究取向，考量研究者自身
為教學實務工作者，亦擁有多年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督導經歷，熟悉諮商輔導教育訓練與教
學現場；基於上述教學與督導實務經驗，研究者自我期許為反思型教學實務者，而社會建構論與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皆強調對話、反思等核心元素，選擇行動研究為研究取向，與研究者自詡教學
實務工作者一致，提醒與帶領研究者執行研究計畫，持續反省教學實務、微調自身教學，回應修
課學生需求。
行動研究具備高度能動性，強調教學實務現場發現的挑戰，藉由提出方案與行動策略，透過
研究檢視方案策略是否可行。本研究設計以社會建構教育學（SCP）為理論基礎、對話形式為取徑、
自我覺察為焦點的諮商輔導教學訓練模式。
此外，社會建構教育學強調多元真實、知識與真實皆為建構、協力合作的角度，與行動研究
強調合作方式、動態與循環等理念相當適配，因此，本研究之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立場一致且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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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為國立大學輔導諮商相關科系，修習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之大學部四年級學生，
共計 14 位研究參與者，平均年齡 22 歲。

三、行動研究團隊
（一）研究者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典範，研究者是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研究者具十年以上諮商專業背景
訓練與實務工作經驗，任教於國立大學諮商相關學系，具備諮商心理師證照以及台灣輔導與諮商
學會督導認證。透過持續反思自身之教學，長年專注諮商專業訓練與專業發展（姜兆眉，2017a、
2017b；游淑華、姜兆眉，2011）
，並有專書產出（姜兆眉等，2019）
。督導實務部分，當前為大四
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於國內外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督導已超過五年，包括博士班
進修期間擔任碩士班學生之督導者，目前為大學部輔導與諮商實習授課教師，以及碩士全職實習
諮商師之諮商督導者。
督導實務透過與專業同儕討論，以及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發展者之檢核，以此精進該模式之督
導操作。因此，研究者之督導實務，以及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諮商督導，具有相當熟悉度。研究
者於本研究角色為：統籌研究計畫進度與進行資料分析。
（二）協同研究者
本文第二作者，現職為公立高中輔導教師兼任輔導主任，具國內輔導與諮商系所博士學位，
以及諮商心理師證照與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督導認證，並為大專校院諮商相關科系兼任助理教
授。投身學校輔導教師督導與督導訓練近 15 年，此位協同研究者熟悉學校輔導教育訓練脈絡，以
確保研究者研究資料分析、呈現與詮釋。
（三）研究助理
研究者提供質性研究訪談與質性資料初步分析訓練，研究助理於研究過程學習與精熟質性資
料收集與分析。由於研究者同時身為教學者與督導者，基於研究倫理考量以及維護研究參與者受
教權益，研究助理將擔任研究訪談員以蒐集質性研究資料與謄錄逐字稿。

四、行動研究歷程
（一）行動前的問題探究：界定問題
研究者擔任大學部輔導諮商課程教師之教學歷程，觀察到學生學習諮商普遍遇到以下三個挑
戰，亦是啟動本研究之問題點。第一：中文與英文語境及文化脈絡落差。當前所學習之諮商理論
為歐美文化脈絡發展之理論，多以英文或英文翻譯（原文為德文）為主。選擇英文教科書為教材
時已求盡力貼近諮商理論；回到中文為母語之思維，部分歐美文化諺語或隱喻，仍不易捕捉其精
髓。
第二，
「諮商式」語言實不易貼近日常用語。當前輔導諮商系所之諮商輔導技術策略用書，以
英文翻譯書為主，最為常用教科書如：美國諮商心理學者 Clara Hill 所著之「助人技巧三階段」
（林
美珠、田秀蘭譯，2017）
，初學諮商之學生需依循其架構掌握諮商基本技術與晤談歷程。然而，以
美國文化脈絡為根基的基本技術，英文常使用的用句為：It feels like…翻譯中文為「感覺起來…」，
並非為臺灣在地日常用語。倘若學習諮商技術時是以遠離生活脈絡的語言為建構模板，殊為可惜；
亦促發研究者如何訓練學生使用「臺灣在地脈絡的日常語言」進行晤談之思考。
第三，諮商個人風格建立有待時間醞釀與形塑。基於上述兩點，諮商學習者往往面臨中英文
語境與文化脈絡落差，以及諮商語言不易貼近日常用語的雙重挑戰，以致實務積累過程「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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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諮商風格仍待時日，而諮商風格的形塑，又與其人際互動風格有關。因此，研究者思考諮商
專業訓練培育「貼近人心」的諮商輔導人員，若在訓練過程傳遞的內容與語言更為貼近在地，學
習者自然少了些掙脫諮商專業「框架」的階段，更能貼近「以自身人際風格」為主軸。學習專業
要保有主體性，研究者以為「覺察」是關鍵，學習歷程覺知自身視野，深刻理解與體會「輔導諮
商實務以自身為工具，諮商風格發展由自身人際風格為主軸」。
承上思考，研究者身為諮商教育新手工作者，擔任大學部層級「輔導與諮商實習」授課教師。
此門課程是學生進入助人場域或持續進修前的門檻實務課程，也是首次將學理知識應用於學校輔
導或社區場域；輔導諮商新手對實務操作不熟悉而來的焦慮與緊張，實仰賴其自我覺察，在督導
討論之「看見」與理解，回到諮商場域得以逐步安穩自身，諮商歷程方能開展，因此，此課程深
具專業知能、專業認同養成、形塑，與統整之功能。因著實習課程之於專業發展的重要性，研究
者於此次教學行動之問題為：
1. 符合臺灣在地脈絡與學生專業階段的大學層級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規劃為何？
2. 學生在上述規劃的大學層級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之學習經驗為何？
（二）擬定行動方案：以覺察與反思為訓練焦點之大學層級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
基於上述文獻探究與回應本次行動問題：
「符合臺灣在地脈絡與學生專業階段的大學層級輔導
與諮商實習課程規劃為何？」研究者以社會建構教育學為基礎，定調實習課程首重「建構自身與
當事人互動之語言與諮商風格」
；再者，逐步建構自身專業實踐面貌，需要以自身高度覺察反思為
前提，因此實習課程訓練主軸將以學生之覺察反思為焦點。有別於過往大學部實習課程多以教學、
技術演練為主（張靜怡、蕭文，2000）
，本次行動方案以「團體與個別督導」為實習課程主軸，透
過提案督導與持續對話，引導與催化學生諮商晤談歷程的覺察，藉以反思身為諮商員的狀態與工
作。
以一學期 18 週為期，課程規劃如下：
1. 課程開始之前（前一學期末）
。辦理課程說明會，目的為定向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之學習狀
態、確認實習行政流程，並請學生先行閱讀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文獻（陳金燕，2003）
，以熟悉課程
督導的模式，同時為督導對話準備。
2. 第一週課程。協同研究者進行「諮商員的自我覺察訓練」專題演講，演講內容首重自我覺
察概念，以及定錨實習課程進行覺察之路徑。
3. 第二週至第 17 週。分為兩部分，其中 13 週作為團體督導與個別督導，每位學生皆有一次
團體督導提案與個別督導進行提案。延續以覺察反思為訓練焦點，研究者規劃團體與個別督導。
團體督導為兩階段三小時，每階段一位提案人進行團體督導。首先，研究者與提案人進行督導對
話，其他 13 位學生參與並聆聽自身聲音，研究者與提案人對話告一段落，請每位學生依對話反思
分享，提案人可決定回應哪些回饋。個別督導則以每週課程三小時為單位，研究者分別與三位提
案人進行個別督導，個別督導的同時，其他學生分組進行同儕督導；另外 3 週時間則安排於期初、
期中、期末，學生提出疑問，藉由對話與團體討論進行教學或檢核實習情形。
4. 第 18 週。學生實習成果學習反思分享。
綜上所述，行動方案設計使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督導，課程教學則回到「學生當前
所擁有的知識」為基礎，以作為「覺察反思為訓練焦點」之實習課程規劃。
（三）行動研究說明
課程進行之前，向研究參與者（修課學生）說明本研究目的、進行方式，以及強調並聲明參
與研究與否不影響課程成績評量。也說明訪談用意為理解實習課程的學習經驗，以及著眼修課學
生之課程參與建議，並由研究助理執行訪談，若有建議，助理以匿名方式轉達研究者，以利教學
過程即時微調。
（四）進行諮商教學課程
如本文「行動方案：以覺察與反思為訓練焦點之大學層級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段落所述，
研究者依規劃進行大學部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
（五）收集研究歷程資料
本研究以質量並行方式蒐集研究資料，由於篇幅考量，只呈現焦點團體訪談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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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點團體訪談。考量研究執行時間與相關人力，選取焦點團體訪談法（王文科、王智弘譯，
2003）收集資料。研究者訓練 2 位研究助理擔任焦點團體訪談員，以三個訪談時間點進行焦點團
體訪談：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進行前、課程進行中期（學期第 10 或 11 週）
，此階段參與者皆已接
受過研究者之督導，以及課程結束後三個月的追蹤訪談。
本研究分三段訪談時間點，是為了完整呈現學生學習歷程，並掌握學生實習課程規劃建議，
以利即時修正行動方案。再者，追蹤訪談設計則考量諮商學習、覺察反思為一持續歷程，從過往
相關研究可知追蹤訪談規劃有助於完整理解教學或服務方案之成效（Chen et al., 2015；Lin & Wang,
2015；許維素、吳宛亭，2018）
。在一段時間醞釀沈澱後，能深入理解參與者參與訓練專業與個人
成長之覺察與反思。各個階段訪談皆以焦點團體訪談為原則，若研究參與者無法參與焦點團體，
研究助理另以個別訪談形式進行訪談。
2. 自我覺察檢核量表。研究參與者分別在提案前後填寫自我覺察檢核量表。本量表為研究者
與協同研究者編制，已完成專家效度檢驗，供研究參與者「自評」
，旨為檢核其自我覺察面向之變
化，不列入學期成績評量。
（六）定期與研究助理進行研究會議
研究助理收集參與者提出之課程規劃建議與想法後，以匿名方式告知研究者，以利研究者即
刻調整於教學歷程。
（七）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
待研究者將研究參與者的課程評量成績正式送出之後，研究助理才將逐字稿予以研究者進行
資料分析。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質性資料分析使用的歸納分析法（inductive analysis; Mertler,
2012），此方法類似於內容分析法（張芬芬譯，2006），編碼原則力求貼近逐字稿原意。資料分析
處理與分析程序如下：
1. 逐字稿編碼與匿名處理。以 ST 表示研究參與者，以「ST01-02-005」為例：第一位研究參
與者在第二階段訪談的第五句話。接續，確認每份逐字稿可被辨識的身分相關訊息以匿名處理。
2. 先聚焦第一階段訪談逐字稿之分析。
（1）研究者先閱讀逐字稿數次。
（2）針對參與者之回應，找出「意義單元」。
（3）針對各個意義單元，書寫摘要性描述。
（4）針對摘要性描述，命名「概念」。
（5）將意涵相近之概念，聚攏為「類別」。
（6）將意涵相近之類別，聚攏為「主題」。
完成第一階段訪談逐字稿後，與協同研究者進行核對。協同研究者提供編碼命名之建議，亦
或概念、類別聚攏之不同想法。達成共識後，研究者進行第二階段訪談逐字稿分析，順序如上所
述，接續第三階段訪談逐字稿分析。

五、研究嚴謹性
質性研究典範以「確實性、可轉換性、可靠性」作為研究嚴謹指標（Morrow, 2005, 2007）
；觸
媒效度（catalytic validity）亦常作為行動研究嚴謹性參考指標（Baines, 2007; Koro-Ljungberg,
2008）
。就確實性而言，研究者藉由訓練執行焦點團體訪談的研究助理進行研究訪談，研究參與者
得以相對放鬆地分享經驗。逐字稿分析前經過兩次校對，確定逐字逐句謄錄之正確性；各階段逐
字稿皆與協同研究者進行檢核，以確認分析其正確性。
針對「可轉換性」
，研究者完成課程評量之後，閱讀逐字稿與進行分析，書寫研究論文時，由
於課堂互動經驗，即使並非親自研究訪談，仍能基於課室互動經驗，作為描述書寫研究參與者的
想法感受之基礎。此外，研究者詳實記錄研究進程、研究助理執行研究訪談的時間，及每次與研
究助理進行研究討論之時間與討論內容，以確保本研究之「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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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以研究者教學行動為場域，研究者提供之教學與督導，以學習者為中心進行規
劃；課程進行的研究訪談，可提供課程即時微調的重要依據，以回應參與者學習需求。藉由論文
發表，研究者與國內諮商教育工作者分享課程規劃，並立即應用於課程，以求提升本研究之「觸
媒效度」
。

六、研究倫理
研究者具備教學者、實習課程督導者、研究者之多重角色，以恪守研究倫理為最大前提之具
體做法：說明研究邀請時，強調參與研究與否、訪談回應內容，皆不影響修習本實習課程成績。
接續，三階段焦點團體訪談皆由研究助理執行訪談，後續資料匿名處理。研究者於學期評量
成績送出後，研究助理方將研究資料予研究者。力求減低研究參與者課程成績之顧慮。

結果
本段落呈現執行行動方案，學生於課程學習歷程之觀察與回饋，以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進行
時程為主軸，此次行動以課程進行前、中、後三個時間點呈現學生學習歷程。此外，研究者於實
習課程擔任督導者與授課教師的角色，本段落研究者以「督導者」自稱。

一、課程進行前
參與者們尚未接受督導者的督導前接受訪談，表達過去接受督導的經驗、修習輔導與諮商實
習課程的期待，以及即將進入督導之前的整體狀態。
（一）過去接受督導的經驗
實習課之前，參與者接受督導的經驗，多為諮商實務課程提供的團體督導，督導者以直接建
議為主。
1. 多以團體督導形式為主。參與者在實習課程之前，接受督導的經驗多落於實務課程，授課
教師以團體督導形式進行督導，由於修課人數較多，每位同學「確實」接受督導時間有限。
三下的時候有上（某堂諮商實務課程），老師會團督，上課會問問看你做的狀況，
有什麼想問的問題，因為班級人數很多，每個人分配到的時間其實還蠻少的，所
以一個同學老師只會花十分鐘在你身上（ST08-01-001）
2. 督導者多以直接建議為主要督導策略。參與者表示，過去實務課程的團體督導，督導者的
督導策略多以直接提供建議。
我想到（某堂諮商實務課程）…小朋友是比較屬於，就老師比較關心的那種狀況，
下課會找老師討論一下，老師會給一些建議（ST06-01-001）
（二）修習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的期待
多數參與者表示修習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的期待為：提升敏感度與覺察，藉由實習課程銜接
統整理論與實務。
1. 提升敏感度與覺察。參與者期待藉由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反思諮商晤談歷程與自身於晤
談歷程的狀態；參與者亦希望於反思歷程提升自身敏感度與覺察能力。
反思自己的諮商歷程跟諮商狀態，希望藉由這個督導模式能讓自己…就算這堂課
結束之後，繼續進到諮商的場域，我能夠就還是有那個敏感度（ST05-01-011）
2. 銜接理論與實務。參與者描述，期待藉由實習課程連結諮商理論與實務、與實務現場的督
導接觸，更進一步瞭解現場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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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場域裡面，可以真的有做到實務，了解理論跟實務上面的差距，可以用
某個理論去做實務工作，理論感覺有點理想，透過這學期的實習課可以比較瞭解
真實的狀況，學會因應。（ST03-01-009）
（三）接受課程督導之前的整體狀態
參與者表示接受課程督導之前，既期待也感到緊張；同時閱讀督導者指定文獻，藉以了解課
程督導的進行架構與對話方式。
1. 期待也緊張。多數參與者表示期待在實習課程接受督導；感到期待的同時，也感到緊張。
我對於督導這件事情，作業的部分是滿緊張的，但是其實我蠻期待受督的過程，
老師有請同學上來就是督導，就是示範，然後就覺得感覺還不錯（ST05-01-012）
2. 閱讀指定文獻與觀察團督，準備進入督導歷程。參與者表示，督導者事前提供指定閱讀自
我覺察督導模式相關文獻，對於進入實習課程的督導對話，初具了解與準備。
就是讓我覺得我比較應該要準備的就是要再回去翻一下理論的部分…因為我一直
覺得我沒有…了解各學派到底在講什麼東西，所以我覺得我還要回去再複習一
下…（ST06-01-017）

二、課程進行中
參與者們接受督導者一次督導（團體或個別督導）後，於該學期第 10-11 週接受第二次研究訪
談，分享課程至今的學習與觀察，以及課程接續的建議。參與者表達對督導者進行督導時的位置
與姿態、督導者所使用的督導策略、接受督導後的影響，以及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規劃的建議。
（一）觀察督導者的位置與姿態
參與者表示參與課程之時，觀察到督導者身兼課程老師的角色，即使督導對話強調平等，仍
有師生上對下的感覺；此外，督導者了解聆聽，以及一起討論的姿態也印象深刻。
1. 督導者兼具教學者，平等提問亦有直接指導。參與者表示，督導者兼具實習課程教師身分，
督導互動時，對話有上對下的直接回應，亦有感受到平等對話的討論。當督導者提供引導時有上
對下的感覺，當督導者詢問個人感受則是平等對話的感覺。
描述個案的狀況，還有問我怎麼去回應個案的時候會比較像上對下，然後平等的
時候是講自己的感受，在個諮的時候自己跟個案互動的感受，或者在督導那時候
的感覺，講感覺的時候比較像平等（ST13-02-006）
2. 了解與傾聽。參與者認為課程的督導期間，督導者展現了解與傾聽的姿態，督導者在督導
互動，多是聆聽以及試圖理解參與者的整體狀態。
就會覺得老師很，很認真在聽啊，然後就感覺大多數老師都是一直聽一直聽一直
聽（ST01-02-033）
3. 「一起」的態度。參與者認為督導對話過程，督導者展現「一起」討論的氛圍，以及試圖
引導反思諮商歷程的態度。
是老師一起幫忙妳一起，就是慢慢找出那個可能妳現在遇到困難的核心是什麼
（ST12-02-061）
就是比較有方向，因為在督導的時候感覺老師是陪著我再回頭看個案，所以等於
再重新檢視我個案的狀況的轉變，而我接下來還能夠做什麼（ST13-02-034）
（二）觀察督導者的督導策略
參與者觀察到督導者使用的督導策略，包含：提問、澄清、實際演練技巧。
1. 提問。參與者發現督導者的督導策略以提問為主，在督導過程跟著自身想法或情緒，持續
提問從而思慮清晰。
督導就會跟隨著我的想法情緒，然後問一些問題幫助我，來想清楚，可以幫助我
看到那個可能我都沒有想過的地方（ST07-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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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澄清。參與者提及督導者之督導策略，從提出問題描述釐清，讓一開始說不清楚的地方，
藉由對話而越講越清楚。
最大的幫助應該是可以幫助我自己去釐清自己的想法，比較不會像是在走在那團
霧裡面，然後好像不知道該怎麼樣走，也會覺得會有一種肯定吧！就是會有一個
人，告訴你說，你這樣做其實是可以的…（ST03-02-013）
3. 預演諮商介入與回應。參與者說明督導者引導重現諮商情境，並實際練習未來諮商晤談之
遷移；參與者認為這樣的實際演練，更了解如何與個案對談時，陳述得更為清楚。
但是在督導的過程中其實…就可以發現自己的一些問題，然後再處理一下自己目
前的狀況，也有一些演練讓我更瞭解怎麼去跟個案對談這樣子。像問題太難的話
小朋友會聽不太懂，或者帶領團體的時候要堅定，說話要簡短有力（ST06-02-011、
012）
老師也會讓我去練習，我想對個案說的話說一遍，然後就是再跟個案講的時候我
覺得會比較清楚（ST13-02-018）
（三）接受督導者督導後的影響
參與者表示實習課程接受督導後的影響，包括：提升諮商實務技巧、反思諮商專業角色、安
在於諮商新手的身份，以及認真自我照顧。
1. 提升諮商實務技巧。學期中期，參與者發現接受督導後，再回到晤談歷程，更能貼近個案
整體狀態，諮商晤談得以反映出來。
增加自己在跟個案工作的時候的那個敏感度…對於原本個案講某些話你可能並不
是，也不是說不在意，而是說你可能在反映的時候還不夠精準吧，可是在那個「跟」
個案的過程當中，因為你就會發現自己越跟越近。（ST09-02-031）
2. 反思諮商專業角色。參與者藉由課程督導，開啟諮商員專業角色反思，原先認為諮商就是
理論、技術使用，後來朝向諮商需要真誠表達，以關係連結為重。
就是帶著他問題來的這個個案這樣子，一定要真誠的對待他，就是不要再覺得自
己是聖人，隨意隱藏自己的情緒這樣子，對，也就是要真誠的對待個案，就是我
其實學到最多的。（ST02-02-045）
對於諮商這件事有不太一樣的想法，原本會覺得這就是一種技術、理論，現在會
覺得像是一種連結（ST14-02-028、029）
3. 諮商新手角色的「安在」
。參與者在課程督導後，更自在於諮商新手的身份，同時賦予自身
多些包容與時間，以持續專業成長。
因為畢竟還是實習，所以會給自己多一點時間去成長，不要馬上逼自己要做到多
好，後面去反省跟檢討，就是更重要。（ST11-02-048、049）
4. 「自我照顧」的認真以待。參與者表示督導後，更能體會諮商員「自我照顧」的重要，以
及諮商員做好「自我照顧」更有助於諮商晤談。
…還有就是照顧好諮商員自己本身，還有最後才有辦法專注在關心個案這樣，或
者是幫助諮商員作技術上的調整之類的（ST07-02-024）
照顧好自己，以前好像覺得不管諮商或遊療，好像要把重心放在他們身上，然後
每次上課老師會一再強調我們要照顧好自己，過了半個學期，我覺得這是一個蠻
重要的事情，因為自己狀態好才有辦法去看小朋友的轉變（ST13-02-037）
（四）對於課程安排規劃之建議
參與者認為實習課程安排，希望增加教學性質的「問與答」課程、增加個別督導次數，以及
調整團體督導的提案人數。
1. 增加「問與答」課程。參與者表示，督導者當前對於實習課程規劃是以團體督導、個別督
導的提案討論為主，仍希望提供教學課程，期待更多討論實習議題的時間。
上上週就是大家一起上課一起提出我們自己的想法與問題，大家會覺得那個感覺
很好，有很多人的問題都有解決到，如果可以的話就是希望還可以多幾次，就會
覺得還滿不錯的…（ST09-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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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個別督導時間以及提問具體。參與者希望增加個別督導次數，以及個別督導進行時，
督導者提問可以藉由舉例，讓參與者清楚得知思考方向。
個別督導可以再增加一次，團體督導要增加是有困難的，就是因為畢竟大家的時
間不是很好約（ST02-02-028）
在問話的方式可以舉例，讓我們比較知道我們該回答什麼，如果有舉例的話可以
比較快的回應（ST13-02-040、041）
3. 調整團體督導座位安排與提案人數。參與者建議團體督導的座位以半圓形式，而不是傳統
教室坐位安排，藉以聽到提案人與督導者的對話；另外，也有參與者建議團體督導安排一位提案
人即可，聽到第二位提案人時，精神狀態會較為疲憊。
督導在這邊，可能一個半圓，其他人坐在地板上那種感覺，讓講的人在上面
（ST11-02-074）
團體督導一次都會有兩個人督導，通常看到第二個會有點疲憊…（ST14-02-030）

三、課程進行後
參與者課程進行後三個月接受追蹤訪談，幾位參與者實習課程結束後皆持續接案，藉由訪談
再次回顧實習課的學習，以及提及實習課規劃的建議。以下呈現：從實習課程的學習、以受督者
為中心的督導、督導者的督導策略、督導後的影響，以及課程安排規劃之建議。
（一）從實習課程中的學習
參與者表示實習課程的學習包括：團體督導的觀察學習、換位思考，以及覺察諮商歷程的自
己。
1. 團體督導之觀察學習。參與者表示參與團體督導歷程是重要的觀察學習，即便彼時不是提
案者，從聆聽同學們的提案，以及與督導者的對話，亦能回應自身實習歷程遭逢的挑戰。
在（團體）督導的時候，我們可以聽到很多，就是跟我們有一點像的例子…我們
就也可以知道自己可以怎麼做（ST05-03-019）
2. 換位思考。多數參與者表示參與實習課程，發現換位思考的學習幫助個人看「懂」諮商晤
談歷程以及個案狀態；換位思考能力也帶到日常生活與他人互動。
我覺得最有收穫的是換位思考的概念，不管是現在繼續跟個案工作或者是就是平
常的日常生活中，都會還是會運用到這個概念這樣，最有收穫。
（ST14-03-009、010）
3. 覺察諮商歷程的自己。參與者表示實習課程之後，更能覺察與看見身在諮商歷程當下的姿
態與情

緒反應。
會變得比較會去做就是在自己覺察的部分吧，包括會去注意到自己在當下的情
緒，然後還有反應，然後會去想就是那個時候的，那個當事人他的情緒跟反應是
在呈現什麼訊息給我這樣。（ST01-03-001）
（二）以受督者為中心的督導
參與者回想實習課程接受督導的經驗，是「以受督者為中心的督導」
，包括：要靠自身想出辦
法、強調諮商員的自我照顧、重視諮商員晤談或督導當下的感覺與想法。
1. 要靠自身想出方法。參與者表示實習課程的督導歷程，督導者陪著，讓諮商員覺察，而後
逐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老師督導的過程中也都是這樣，她會先讓你自己去覺察到，然後覺察到之後，
可能也是透過你自己去發現到什麼樣的方式，是比較適合去面對你目前的諮商狀
況，找到方法這樣…她還是會讓你自己發現自己找到方法（ST11-03-026）
2. 強調諮商員的自我照顧。參與者在實習課程結束後，仍認為自我照顧是身為諮商員的重要
學習，唯有照顧好自己，才能照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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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學習這套模式以後，在生活中也會開始學習，就是老師說要先照顧自己再...
就是才有能力去照顧別人這件事（ST06-03-007）
3. 重視諮商員晤談或督導當下的感覺與想法。參與者回顧實習課程的督導歷程，晤談彼時或
督導當下的感覺想法是督導對話的焦點，覺察也清楚個人狀態之後，能更理解晤談歷程以及個案
狀態。
老師會幫助我們去看見自己在諮商過程裡面，自己的想法是什麼…老師好像會幫
助我自己去看到我自己到底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這樣是不是會跟個案有所牴觸
或是不一樣。（ST03-03-013 ）
（三）督導者的督導策略
實習課程結束後，回想到督導者的督導策略，包括：引導抽離與觀看晤談歷程、聚焦督導此
時此刻與諮商彼時彼刻、圖像化與具象化。
1. 引導抽離與觀看晤談歷程。參與者表示，督導者在督導歷程，引導自身跳脫諮商情境，再
次反身觀看晤談歷程；在看到也理解後，也就比較記得住身處諮商歷程之時，應該要怎麼做。督
導中的過程的時候…，
（老師）由第三者的方式去帶著我看到我跟個案的關係是什麼，如果這樣做
的話個案會發生什麼事情？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我自己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覺得我要不要繼
續這樣做？就是會再讓我回到諮商的那個時候，我就會更清楚，記憶會比較深刻就是說現在應該
要這麼做（ST02-03-004）
2. 聚焦督導此時此刻與諮商彼時彼刻。參與者們發現在課程督導歷程，督導者聚焦督導對話
當下，以及諮商晤談當時自身整體狀態與感受，常是以此時此刻與彼時彼刻的切換，做為督導歷
程的對話起始點。
老師都會很 focus 在我們的感受，就是問你怎麼了，然後，就是，就透過一些問話
會讓你，先讓你先想到自己，才開始往下走。（ST08-03-011）
督導中的我就會發現，自己就是會在老師的引導下會帶回那個當時的那個（諮商）
現場的感覺，有時候老師會把你帶回去，然後先關照你的感覺，你的狀態怎麼了…
（ST11-03-002）
3. 圖像化與具象化。參與者們認為督導者常以圖像化引導反身觀看，並再次思考晤談歷程。
...剛剛講的那三個水杯，讓我跳脫出自己的想法跟視野，就是看到我自己在面對個
案的關係，透過老師的引導可以發現到一些你自己過去那個當下沒有發現到的事
情跟情緒感覺（ST01-03-001）
老師可能有時候就會把那個杯子拿出來，會覺得這樣的方式其實很圖像化，我自
己也是比較圖像化的人，這樣子還蠻有幫助的（ST09-03-009）
（四）接受督導者督導後的影響
參與者表示接受督導後的影響，包括：專業角色的自我期許與準備、實習課程覺察遷移至日
常生活、實習課程的督導對話遷移至諮商晤談。
1. 對專業角色的期許與準備。參與者發現實習課程後，開始閱讀督導者推薦的書籍，也有意
識的規劃時間充實自身。
老師在督導的時候會推薦一些以前看過還不錯的書，後來督導結束的時候，寒假
總算有一點時間去看這樣子，那也是對我有很大的成長（ST02-03-025）
2. 實習課程的覺察學習遷移至日常生活。參與者們表示實習課程學習的覺察也帶到日常生
活，對於自身人際關係互動，有了更多覺察與行動。
你先感覺到你自己在那當下的感受吧，所以願意去說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會讓關係
變得更好。（ST09-03-020）
3. 實習課程的督導對話遷移至諮商晤談。參與者們表示身處實習課程的督導，督導者使用的
語句字詞以及說話的樣子，是諮商晤談的示範，得以自然地帶回諮商晤談。
我覺得老師每次跟我們做這樣子模式的督導，有點像是對我們進行諮商的示範
（ST02-03-023）
…老師有一些諮商的問話技巧，老師問話的方式就比較自然，這樣的問話方式可
以帶到諮商中這樣子（ST05-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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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於課程安排規劃之建議
參與者提出實習課程安排規畫的建議，包括：增加課程與督導時間、調整團體督導結構。
1. 增加課程與督導時間。參與者表示，希望增加課程的督導次數以及課程時間，希望藉此學
習。
會希望說可以有多一點時間可以進行這樣子模式的督導（ST09-03-016 ）
假如每一次課堂結束都有…大約半個小時討論一下剛才督導中的問題，或是…可
以問一下大家有遇到什麼大狀況，一起再多討論一點…（ST11-03-016）
2. 調整團體督導結構。參與者們認為團體督導若調整為一人提案，或是調整提案人督導對話
時間，得避免聆聽時間過長。
…當然一堂課一個（團督提案人）是最好，不然團體督導真的要有一個限制的時
間，就例如說就是一個人大概 20 到 30 分鐘。
（ST01-03-007、008）

討論
此段落評估此次行動方案及回應界定問題，誠如行動研究取向認為行動是沒有停止的，亦呈
現研究者於本次行動後之持續實踐。

一、符合在地脈絡與學生專業發展階段的實習課程規劃：以學習者為主體、覺察反思為
訓練焦點的大學部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
回應研究問題一：
「符合臺灣在地脈絡與學生專業階段的大學層級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規劃為
何？」本研究是以大專校院為場域的行動研究，如同 Zuber-Skerritt（1992, 1997, 2015）所言，身
處高等教育場域執行行動研究有其重要意涵，並藉此帶動高等教育更富創意與永續發展的專業訓
練。多數參與者表示督導歷程需要仰賴持續思考、覺察與反思，最後終能回應欲討論的議題；此
發現頗能呼應陳金燕與王麗斐（1998）針對諮商學習者自我覺察訓練的學習成效，不同的是，陳
金燕與王麗斐是開設自我覺察課程，本次行動是將覺察反思作為實習訓練的主軸，其共通之處是
以諮商學習者的自我狀態為主要訓練焦點。
本次的行動發現，亦能對接 Zuber-Skerritt（1992）提出 CRASP 模式：研究者從行動前批判式
立場，思考當前諮商員教育現場教與學的落差，並實際投身教學歷程進行研究，從研究發展並檢
視自身的教學績效，持續自我評估教學成效，在行動過程亦持續修正與調整，以期展現諮商教學
專業態度與精神。再者，選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回應本行動研究的知識論與方法論立場，研究者
使用臺灣學者所發展之督導模式，從理解受督者諮商歷程的「主觀經驗」
，試圖發展在地諮商員教
育訓練模式，即是回應社會建構教育學強調「在地知識」（Gergen, 2009a）之構築；亦即，輔導專
業初始是以西方理論論述為起始，而在臺灣發展已屆 60 年的今天，透過在地諮商員教育模式的持
續探究，期許能帶動臺灣在地諮商員教育之發展。
另外，研究結果發現，研究者於督導的用字遣詞以及態度，直接遷移至其諮商晤談與日常生
活是對學生的重要影響。研究者認為實習課程性質為實務操作與定期回校督導，更能看見參與者
身處課程與督導的學習，立即與快速遷移至參與者之諮商實務。古諺云：經師人師；研究者深思，
身為諮商員教育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力行身教與言教之一致（walk-the-talk; Brott, 2006）
；研究者
相信，諮商員教育工作者訓練諮商員的專注聆聽與真誠一致之際，課程互動展現如期許與要求之
「一致」
，將是諮商員學習的重要依據。本次行動的實習課程，研究者使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陳
金燕，2003）是以受督者為中心的督導模式；使用此督導模式時，仰賴聆聽、理解、跟隨受督者
提出的督導議題，或是實務歷程遭遇的挑戰，藉由共同對話討論，引導受督者深化覺察，並尋得
解決之道；此歷程正是我們期許諮商學習者於諮商歷程與個案工作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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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從督導的學習遷移，其呈現之意涵為：
「諮商員教育工作者提供的督導互動，極有可能
讓受督者遷移與帶入其諮商晤談歷程」
。基於上述的發現，諮商員教育工作者提供督導時，除了關
注督導歷程最常提及的平行歷程（parallel process）
，更需要留意自身「如何」提供督導，受督者亦
會揀選並帶入其諮商歷程當中。

圖 1 對話式諮商員教育訓練模式
此外，覺察反思的醞釀生成來自對話；參與者觀察督導者在督導歷程使用提問、澄清等技巧，
讓自己越清楚實務操作歷程。因此，研究者進一步構思「對話式諮商員教育訓練模式」
（如圖 1），
做為發展臺灣在地諮商教育模式之可能。正如同 Laitila 與 Oranen（2013）提出的訓練模式，強調
對話要使用日常用語，研究者提出此模式基本相信為：
「諮商晤談是當事人帶著生活的困擾，與諮
商員一起對話；諮商學習者在學習歷程必須逐步習慣對話的形式」
。因此，此訓練模式從課室開啟
訓練對話，輔導諮商課程互動，以及日常生活體會與覺察即是學習素材，諮商教育者引導學習者
與之對話，同時進行反思；接續於實習課程做好職前準備，以利學習者持續與實習學校督導者、
實習課程同儕對話，持續反思與專業學習。因此，進入實務工作之前，學習者已習慣藉由對話，
創造出學習、討論、思辨的空間，基於對學習遷移的相信，學習者進入實務現場，也就能與實務
現場（多數為學校）的個案，以及個案所處的多重系統脈絡（例如：教師、家長、校內行政單位）
對話與工作。
研究者持續相信諮商員教育首重諮商學習者的自我覺察與敏感度，因此依此提醒身為教育工
作者，亦需時時刻刻保持高度自我覺察與敏感度。具體的行動是研究者的每堂課程均說明課程內
容安排，以及作業的用意，也與學習者確認傳達的訊息是否清晰，若仍有不清楚之處，研究者持
續澄清與說明（姜兆眉，2017a）
。
參與者表示實習課程期間，持續找尋諮商晤談「自然、不生硬」的回應辭彙，而這部分亦呼
應研究者行動前的觀察與思考，結合近年來，臺灣學者們已開始關注不同於西方語言，臺灣在地
諮商脈絡語言發展的必要，如：陳秉華等人（2017）強調以臺灣文化脈絡為基底，多元文化在臺
灣呈現的樣貌確實與西方不同。

二、學習者為中心、覺察反思為訓練焦點之實習課程學習經驗
回應研究問題二：
「學生在上述規劃的大學層級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之學習經驗為何？」整體
而言，根據三次訪談研究結果，學習者呈現逐步熟悉實習課程的督導與學習，第一次訪談參與者
多表示過往「督導」以指導與接受建議為主，此次行動方案有別於過往，參與者體驗藉由提問、
澄清，而能逐步看清楚自身於晤談的狀態以及與個案互動關係。與過往研究共同之處為，多數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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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表示希望增加督導次數以及教學性質為主之課程設計。增加督導次數的部分，研究者認為督
導過程協助學習者清晰看見，實有助於參與者的諮商晤談，期望增加督導對話的機會，也顯現參
與者企圖於實習過程掌握學習之主體性。至於增加教學性質課程的部分，研究者認為大學層級實
習課程，部分參與者依然期待「教學」的安排，此與過往熟悉之學習形式仍有勾連有關，張靜怡
與蕭文（2000）調查三組實習課程規劃都以教學為主。而研究者則以為實習課程的先備學習，確
實需仰賴先前課程的專業知能裝備之檢核，做好以對話為學習形式之準備，將更為適切。尤其，
若此次行動是參與者的少數對話學習經驗，依然需要正式進入對話之學習形式前，安排先前較為
熟悉之學習形式進行統整，接續再開啟有別於過往之對話學習形式，自然水到渠成。
第二次與第三次訪談，參與者皆提及研究者的督導策略，而層次或有不同；第二次訪談，參
與者描述研究者多以「提問、澄清」等策略進行督導，三個月沉澱過後，參與者描述督導策略更
為豐富與具備歷程性，例如：督導過程引導抽離並再次觀看晤談歷程。再者，參與者皆提及接受
督導後的影響，由於第二次訪談課程仍進行當中，參與者多提及「做為諮商員」的自身狀態不同，
第三次追縱訪談，參與者表示督導歷程對話模式遷移至諮商晤談與日常生活脈絡之現象，對於影
響的描述更具關係性與歷程性。綜上所述，追蹤訪談之規劃提供參與者沉澱與思考的時間，也對
於此行動方案在實習課程之後，持續理解參與者專業成長。
研究結果指出，參與者接受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督導，有別於過去常是「老師給建議」
，此次
是「自行發想」；呼應社會建構教育學觀點（Gergen, 2009a）
，Moran 與 Milsom（2015）的研究發
現，回到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習，方能增進與賦權學習者的專業成長。研究者以為實習課程做為進
入職場前的最後一門實習課，確實需要將修課學生視為「準獨立專業工作者」
。此亦回應本次行動
所界定問題，擬定行動方案是以學習者為中心、覺察反思為訓練焦點的實習課程安排，有別於張
靜怡與蕭文（2000）的研究，更強調準諮商員的諮商能力進展。依照本行動方案，參與者認為安
在於新手角色、對於自身擁有更多覺察，與張靜怡與蕭文研究發現之差異為，強調覺察反思的訓
練歷程，參與者的個人化技能是得以提升的。
其次，研究結果發現，多數參與者描述接受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督導經驗是「以受督者為中
心的督導」，回到諮商員教育脈絡，亦是呼應個人建構理論之「個人建構、個別性」（Kelly, 1955）
以及社會建構教育學強調的「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學（Gergen, 2009a, 2009b）
，諮商員教育的教
學不只是教師單向「教／交給」學生諮商理論與技術，或是「回答」實務實習課程的問題，而是
回到學習者身處實習課程操作諮商學理知識時遇到困境時，其想法與觀點的逐步釐清與持續調
整；正如同過往研究結果發現，諮商學習者提升自身覺察程度需透過對話（陳金燕、王麗斐，1998；
Laitila & Oranen, 2013）。參與者表示「以受督者為中心的督導」，亦回應 Moran 與 Milsom（2015）
翻轉教室個案研究的結果，亦即，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諮商員教育，隱含相信學習者擁有知識理解
與建構之教學哲學，並透過課室的對話脈絡，讓學習者看見。
研究者認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諮商員教育，得以培養諮商學習者的主動思考，藉由持續反
思、對話，逐步形塑諮商專業的想法與觀點。諮商學習者在大學層級訓練之後，進入助人相關領
域亦或諮商研究所持續進修，帶著逐步成形的專業深化思考，方能具備專業內對話時的主體思維，
亦是跨專業合作與溝通的重要基礎。從行動發現得知，參與者經驗此對話過程，也強化覺察與反
思能力，並遷移至諮商晤談與日常人際互動。

三、此次行動反思、修正、與後續行動：授課教師、督導者、研究者
研究者此次行動具備多重角色，包括：授課教師、督導者、研究者，行動歷程深知無法完全
區分，而不同脈絡各有凸顯的角色。授課教師身負整體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執行，督導者呈現於實
習課程的團體督導與個別督導歷程，研究者則是本次行動研究進程掌握以及資料分析。以下呈現
各個角色於本次研究的行動反思。
身為授課教師，反思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諮商教育模式如何接續前行？例如：焦點訪談得知參
與者（研究助理以匿名方式告知）希望團體督導能夠調整為一位提案人，考量課程初始已安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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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順序，再者，實需要透過對話與督導了解參與者的學習與實務能力，並考量透過督導方能維護
個案福祉。基於上述，研究者於課堂說明調整與否的考量與調整。因此，研究者認為以學習者為
「主體」，並不是以學習者「為主」，教學者仍具有教育、教學責任，需要在既定課程結構，及立
於基本訓練之框架進行課程。
本研究記錄亦呈現研究者第一年教學行動，閱讀資料後，持續於任課課程實踐以社會建構教
育學為理論基礎，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諮商員教育。例如：研究者擔任大一「輔導原理與實務」授
課教師，此課程規劃即著重自我覺察與文化脈絡敏感度訓練，同時以學生對「輔導」之「先見」
出發，課室對話澄清、引導並深化思考輔導的概念，帶領學生從「過去接受各個形式輔導服務的
學生」換位至「未來成為提供輔導服務的專業人員」
，引導學生在閱讀教科書內容之後，形成「輔
導」圖像。
基於此次行動方案結果，研究者於接續兩年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課程架構部分維持亦有調
整之處：研究者持續以「團體督導與個別督導」作為規劃實習課程的架構，並在團體督導提案人
對話時間縮短至 20 分鐘，較多時間回到大團體討論；研究者於團體督導提案討論後，亦進行延伸
相關主題之教學或訊息提供，亦是回應參與者教學性質課程安排之期待。另外，回應此次研究目
的為發展符合臺灣在地脈絡實習課程規劃，研究者於此次行動後撰寫自編教材（姜兆眉、蘇盈儀，
2018）與出版專書（姜兆眉等，2019）
，有意識地選取臺灣學者書寫的論文、研究、書籍，以及社
會時事作為思考素材，提供學生參照。最後，此次行動亦是發展在地諮商員教育模式的起始點，
此次行動發現是第二年研究者開設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規劃的重要參考。研究者依據參與者提出
之建議，學生確實反映學習狀態較佳；也回應行動研究取向著重在行動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滾
動式修正與回饋教學實務現場之立意（鈕文英，2016）。
身為督導者，選擇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陳金燕，2003）進行督導即是符合以覺察反思為焦點
的實習訓練課程；而以受督者為中心、強調提升受督者自身覺察亦貼近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實習課
程規劃。與大四學生進行督導時，考量受督者對實習場域認識有限，而出現類似「教學」互動的
片刻，提供受督者學校現場脈絡訊息。正如參與者所述，督導者仍是有上對下的教學角色；然而，
身兼實習課程之授課教師與督導者，使用之督導模式可提醒即刻回到督導者位置，即便受督者不
夠熟悉學校場域，依然能回到受督者當前的「已知」，持續對話。
身為研究者，藉由書寫反思札記以及與協同研究者對話，提醒身兼「授課教師」與「督導者」
雙重角色之角色份際。書寫札記，則提醒當身為「授課教師」
，依循課程規劃與教育哲學之主軸引
導受督者覺察；身為「研究者」
，則是藉由此研究歷程，如實記錄學生之學習歷程，焦點團體訪談
規劃亦能催化學生再次「覺察與反思」其學習歷程。
最後，此行動研究回應諮商教學現場教與學落差的具體策略，即是回到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教
育學立場，諮商教育的主軸不只是「教師在課堂教了什麼」
，而是「學習者在這堂課，帶走了什麼？
形成了什麼知識？又是怎麼形成的？」
。本研究結果作為評鑑行動方案的參考依據，研究結果顯示
研究者的實習課程規劃包含督導，研究參與者藉由提問與澄清，深入思考且自行回答的疑惑，無
需「單只」仰賴教學者的指導與建議。本行動研究結果呼應且鼓舞研究者，作為諮商教育工作新
手，立基於社會建構教育學，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臺灣在地諮商教育模式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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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ction research was initiated from the aspect of a researcher’s reflection on being a novice counselor educator. The
researcher in this study was the instructor of an undergraduate level practicum for the first time and reflected on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course should be arranged based on the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ntext in Taiwa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connecting course instruction, students’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s.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 course plan for undergraduate counseling practicum in terms of the Taiwanese
context. Data collection was conducted using three focused group interviews that were conduc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rse,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se, and 3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urse. As the researcher was an instructor and a
supervisor of the course, all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y research assistants who received focused group interview
training in order to ensure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rights protected. The researcher did not access the research data until the
participants’ grades of the course were submitted. An inductive analysis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observations and
findings obtained during the action research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 follow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rse: (1) previous supervisory experiences, (2) expectations from the practicum course, and (3) their entire status
before receiving supervision. Second, the participants described the follow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se: (1) observations of
the supervisor’s attitudes, (2) observations of the supervisor’s supervision strategies, (3) influence after receiving supervision,
and (4)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course arrangement. Finally,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 following 3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urse: (1) learning gained from the practicum course, (2) details pertaining to “supervisee-centered” supervision,
(3) supervisor’s supervision strategies, (4) influence after receiving supervision, and (5) recommendations for course
arrangement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er’s modification of the course pla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flections on
this action research, and continuous actions of the researcher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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