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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教師是學校輔導工作專業人員
我國學校輔導工作始於民國 57 年(1968 年)實施國民義務教育設置「輔導活動
課」，且置「輔導活動教師」為國中學生進行職業、生活與學習輔導，奠立學生輔
導工作的三大範疇。同年，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系正式成立，作為培育輔
導教師的搖籃；彰化師大輔導與諮商系隨後於 1971 年成立，對於輔導教師專業知
能提升不遺餘力。1979 年，教育部公告實施《國民教育法》及《高級中學法》，確
立學校「輔導室」和「輔導教師」的法定角色。近 60 年來，學生輔導工作的體系、
內容、方法和策略，隨著國民義務教育制度改革，變化著各種不同風貌，有危機也
有轉機。
例如， 1997 年教育部推出「學生輔導新體制—教訓輔三合一方案」及「國民
中學試辦設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計畫」，都是鑒於校園學生偏差行為或自我傷害問
題層出不窮，卻受限於專業輔導教師人力嚴重不足，所採取的權宜變通之計。前者，
委由未具充分輔導知能的「認輔教師」來協助問題學生個案輔導；後者則以「社會
工作師」作為專輔人員，進駐校園協助輔導工作，唯兩年後即因與學校輔導體系產
生諸多阻礙扞格而走入歷史(林家興、洪雅琴，2001)。顯見若未審慎人力安排與配
置，而輕易晉用非專業輔導人員於學校輔導體系可能導致之缺失。
此後，輔導與諮商學界積極推動學校輔導工作專業化發展。《學生輔導法》草
案自 2005 年由教育部委託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著手研擬，歷經多年無數場諮詢會、
公聽會凝聚教育、輔導和社會各界共識—建立理想學生輔導體制和增置專任輔導教
師員額，以從事學生輔導工作。2011 年《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修正，明訂 24 班以
上的國中小應置「專任輔導教師」；縣市政府與 55 班以上國中小增置「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包含具備專業證照之心理師和社工師，協助各級學校處理高風險或危機
個案的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開始建立輔導專業體系。2014 年 10 月通過《學生輔
導法》，確立發展性、介入性及處遇性三級輔導架構，將自 2017 年 8 月起於高中以
下學校增聘專任輔導教師，作為學生輔導專責人員，學生輔導工作邁向專業化發展
的願景令人高度期待。
如今《學生輔導法》專業輔導人力甫於 106 學年度正式正路，人員亟待增補。
因此應先落實實施該法，不宜半途而廢，在新法實施之效益得失尚未定論之前任意
興廢更改，使政府失信於民。期許各級學校體系逐年依法增置專業輔導人力之後，
能達成立法宗旨及學生輔導工作重要使命，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

 學校輔導工作應基於系統合作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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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諮商學界推動《學生輔導法》立法過程中，始終基於生態系統理論觀點，
明白學生問題行為「根源於家庭、顯現於學校、惡化於社會」，是這整個錯綜複雜
生態系統的受害者。因此，學校教育/輔導人員必須要和家庭、社政單位、精神醫療
或少年司法體系協同合作，致力建構完善的三級輔導架構，防患學生問題行為的惡
化。
社工人員協會(2017/03/07)宣稱林萬億(2015)的研究發現「當前校園學生常見的
問題以親職功能不佳最多」，這本是學校教育輔導人員長期的痛。當校園中仍有許
多學生成長於高風險家庭、受暴或兒虐家庭、甚至是犯罪家庭，心理需求匱乏導致
的問題行為就很難根絕。家庭親職功能不佳，有賴社政體系專業社工人員採取更積
極有效的因應作為，以避免更多兒童或青少年淪為高風險或暴力家庭的受害者或犧
牲者。換句話說，親職功能不佳的高風險家庭長期以來就是社政部門社工師介入服
務的對象之一，知其成效不彰，更應檢討社會局處社工人力和相關專業訓練是否有
所不足，必須致力於增置人力或提升素質，才能與學校輔導教師進行有效專業分工。
學校輔導體系殷切企盼，當專輔教師透過各種努力以促進學生心理健康時，其
父母的情緒困擾、暴力行為等功能不佳狀況，也有社會資源和專業人員積極介入處
理，始能促成有效能的系統改變。倘若目前掌握高風險家庭社政資源的社工師願意
敞開心胸，相信受過家庭諮商專業訓練的心理師應該很樂意效勞合作。
因此，學校輔導教師、社工師和心理師（包含諮商心理師和臨床心理師二類）
在學校、家庭和社區系統中，善盡各自的專業角色任務，強化專業知能訓練，共同
為解決顯現於學校之學生行為或情緒問題而努力，始為理想的跨專業合作模式。
就現行專業培育體系、考照機制和角色任務範圍而言（詳見表 1）
，輔導教師、
社工師和心理師各有專攻之核心課程和考試科目，工作任務範圍亦有相當明顯歧異，
視為不同專業領域應不為過。為了有效解決因家庭或社會問題所衍生的學生行為問
題，不同專業之間應彼此尊重、相互合作，而不是以本位主義尋求自我擴張或意圖
取而代之。
輔導教師同時具備教師身分和輔導人員角色，專業訓練以中小學生的心理、教
育和輔導為主，對於《學生輔導法》所規範各項輔導工作之規劃與執行，當然具有
無可旁貸之責任。目前雖可能因人員素質水準參差不齊而容易被人詬病其專業表現，
但教育行政單位應該妥善規劃運用績效責任考核機制，來要求輔導教師必須達成更
高效能的輔導工作目標和具體可評量的輔導成效。
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自 2011 年全面設置以來，被賦予強化學校專業輔導
效能之重責大任，其以「專業輔導人員」聘任者包含社工師和諮商與臨床兩類心理
師。輔諮中心多按照縣市需求來統籌運用專業輔導人員，致力建構跨專業系統合作
的工作模式，整合團隊優勢來共同解決問題，而非讓單一輔導人力直接進入校園獨
立去面對挑戰。識此，社工人員協會(2017/03/07)指陳「輔諮中心模式專輔人員鞭長
莫及，與社區脫節，且難與學校輔導室組成輔導團隊工作。輔諮中心與駐校並行模
式導致專輔制度斷裂，勞逸不均，難以發揮整體專輔團隊戰力。」乃無的放矢之不
實指控，以此缺乏實徵證據與論述基礎之危言聳聽，抹煞了輔諮中心長久以來在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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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系統合作上所付出的努力和貢獻，不免令人憤慨。
表 1：輔導教師/社會工作師/諮商心理師/臨床心理師資格、培育和任務比較表
輔導教師
資格認定

核心領域

考試科目

工作任務

社會工作師

諮商心理師

臨床心理師

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
教師資格，依法令任用於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從事學生輔導
工作者
中等教育專業學分 26 學分+輔
導科專門學分 40~52 學分。
輔導專門科目：學校輔導工
作、人格心理學、變態心理學、
諮商理論、諮商技術、學校諮
商實習、團體輔導與諮商、生
涯輔導與諮商、心理測驗、青
少年問題與輔導、個案評估與
診斷、學校輔導方案發展與評
鑑、學校諮商倫理與法律等。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一、教育原理與制度（
「教育
原理」含教育心理學、教育社
會學、教育哲學等；
「教育制
度」含與本教育階段相關制
度、法令與政策。）
二、青少年發展與輔導（
「青
少年發展」含生理、認知、社
會、道德、人格、情緒；「青少
年輔導」含主要諮商理論或學
派、輔導倫理、團體輔導、學
習輔導、行為輔導、生涯輔
導、青少年適應問題診斷與個
案研究、心理與教育測驗。）
三、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含
中等學校課程發展與設計、教
學原理與設計、班級經營、學
習評量等。）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者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諮商心理師考試及格
者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臨床心理師考試及格者

社會工作概論領域課程二學
科、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方法領
域課程三學科、人類行為與社
會環境領域課程四學科、社會
政策立法與行政管理領域課
程四學科、社會工作研究法領
域課程二學科等，五領域各課
程，每一學科至多採計三學
分，合計 15 學科 45 學分以上

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領域
課程、諮商與心理治療實務
領域課程、諮商倫理與法規
領域課程、心理健康與變態
心理學領域課程、個案評估
與心理衡鑑領域課程、團體
諮商與心理治療領域課程、
諮商兼職(課程)實習領域課
程。合計 7 學科，21 學分以
上。
一、 諮商的心理學基礎。
二、 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
三、 諮商與心理治療實務
與專業倫理。
四、 心理健康與變態心理
學。
五、 個案評估與心理衡鑑。
六、 團體諮商與心理治療。

心理病理學領域相關課程至
少三學科(九學分)、心理衡鑑
領域相關課程至少二學科(六
學分)及心理治療領域相關課
程至少二學科(六學分)等合計
7 學科，21 學分以上。

學生輔導法第 6 條：
一、發展性輔導：為促進學生
心理健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
展，針對全校學生，訂定學校
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活輔
導、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
措施。
二、介入性輔導：針對經前款
發展性輔導仍無法有效滿足
其需求，或適應欠佳、重複發
生問題行為，或遭受重大創傷
經驗等學生，依其個別化需求
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提供諮
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
措施，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
進行個案管理及輔導。

社會工作師法第 12 條：
一、行為、社會關係、婚
姻、家庭、社會適應等問題
之社會暨心理評估與處置。
二、各相關社會福利法規所
定之保護性服務。
三、對個人、家庭、團體、
社區之預防性及支持性服
務。
四、社會福利服務資源之發
掘、整合、運用與轉介。
五、社會福利機構、團體或
於衛生、就業、教育、司
法、國防等領域執行社會福
利方案之設計、管理、研究
發展、督導、評鑑與教育訓
練等。
六、人民社會福利權之倡
導。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
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之領域或業務。

一、 社會工作。
二、 人類行為與社會環境。
三、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四、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五、 社會工作管理。
六、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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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師法第 14 條：
一、一般心理狀態與功能
之心理衡鑑。
二、心理發展偏差與障礙
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三、認知、情緒或行為偏
差與障礙之心理諮商與心
理治療。
四、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
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五、精神官能症之心理諮
商與心理治療。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諮商心理業務。

一、臨床心理學基礎。
二、臨床心理學總論(一)（包
括偏差行為的定義與描述、偏
差行為的成因）。
三、臨床心理學總論(二)（包
括心理衡鑑、心理治療）。
四、臨床心理學特論(一)（包
括自殺之心理衡鑑與防治、暴
力行為之心理衡鑑與心理治
療、物質濫用與依賴之心理衡
鑑與心理治療、性格與適應障
礙之心理衡鑑與心理治療）。
五、臨床心理學特論（二）
（包括心智功能不全疾病之心
理衡鑑與心理治療、精神病之
心理衡鑑與心理治療、兒童與
青少年發展障礙之心理衡鑑與
心理治療）。
六、臨床心理學特論（三）
（包括飲食障礙之心理衡鑑與
心理治療、精神官能症之心理
衡鑑與心理治療、壓力身心反
應與健康行為）。
心理師法第 13 條：
一、一般心理狀態與功能之
心理衡鑑。
二、精神病或腦部心智功能
之心理衡鑑。
三、心理發展偏差與障礙之
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四、認知、情緒或行為偏差
與障礙之心理諮商與心理治
療。
五、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
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
六、精神官能症之心理諮商
與心理治療。
七、精神病或腦部心智功能
之心理治療。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臨床心理業務。

 發展性輔導是學生心理健康重要基石
《學生輔導法》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與全人發展的宗旨，呼應輔導與諮商
專業所賴以奠基的「全人健康、預防、發展」(wellness, prevention, development)核心
理念(Myers, 1992)，以及世界健康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所積
極倡議之心理健康(mental health)促進行動。
台灣學校三級輔導模式乃沿用盛行於美國中小學校教育體系的「正向行為介入
與支持」(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 簡稱PBIS)方案，強調學校如欲
有效預防學生嚴重且長期之問題行為，必須從四個關鍵面向來統整輔導工作，包括：
明確界定可觀察和評量的成效指標（例如，學習成就、社會知能、或正向行為等）
，
實施具實徵證據支持的輔導方案，蒐集多元化資料來評估方案成效，以及建構有利
於方案成效的支持系統—涵蓋全校、班級和個別學生等多重層次的全方位和系統性
預防及介入策略，建立正向友善的校園環境，以減輕學生違規犯過、霸凌或自我傷
害等問題行為的發生率(Sugai & Horner, 2009)。
Lane等人(Lane, Kalberg, & Menzies, 2009)
主張全方位、統整性的三級預防模式係以全校
每一位學生為服務對象(如圖1)。初級預防策略
運用全校或班級系統來預防發生傷害，至少應
使80%的學生受益，聚焦於三個範疇：(1)心理教
育課程和教學，(2)預防霸凌、品格發展和社會技
巧課程，(3)正向行為介入和支持方案；次級預防
係藉由團體系統來服務約10%~15%處於風險邊
緣的學生，避免傷害惡化；三級預防則運用特別
設計的個別化系統，來服務約3%~5%的高風險
學生，以降低傷害。PBIS方案不僅要預防問題行
圖1： 全方位統整性三級預防模式
為之發生或惡化，更重要的是應致力於促進學生 資 料 來 源 : Lane, Kalberg, & Menzies
之心理健康和成長發展，這絕對是輔導教師可以 (2009).
貢獻其教育與輔導雙重專業之處。
近年來心理健康已是公共衛生體系的優先議題，而著重發展性的初級預防工作
更是國際心理健康促進之趨勢（引自衛生福利部，2015）。WHO (2014)將「心理健
康」界定為，
「每個人可以實現其潛能、因應一般生活壓力、具建設性工作效能、且
對其社群有所貢獻的幸福安適狀態(a state of well-being)。」顯見心理健康內涵包括五
個重要面向：(1)自我肯定與實現，(2)情緒與壓力因應，(3)核心工作技能，(4)人際與
社會互動，及(5)幸福安適狀態。只要這五大面向能納入學生輔導或心理健康服務方
案，真正裨益所有學生之健康發展，必能達成「預防勝於治療」之境地，大大減少
瀕臨風險邊緣或高風險學生之比例。此一發展性輔導工作的落實，有賴輔導教師扮
演更積極的主責推動者，依據學生核心素養指標，訂定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
活輔導、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措施，並定期檢視或評鑑輔導工作之品質和成效，
始能確保教育經費的投入具有其相映的產出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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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教師理想生師比與先進國家相當
社工人員協會(2017/03/07)亦宣稱《學生輔導法》通過後「專輔教師將再增加 5,086
人，達 8,158 人，成為世界上學生輔導人力編制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此言有誇大其辭
之嫌，或因未經詳查實況輕易妄言而已，必須嚴正澄清。
《學生輔導法》第 10 條針對高中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員額計算方式，國小
以一班 29 名學生計算，24 班約為 690 名學生設置 1 名；國中以一班 30 名學生計
算，15 班約為 450 名學生設置 1 名；高中以一班 40
名學生計算，12 班則是 480 名學生設置 1 名專輔教
師。亦即，我國專輔教師的生師比約為 450:1~690:1 之
間。此一比例與歐美先進國家相當。例如，以美加具
備教師和諮商師雙重身分的「學校諮商師」(school
counselor)為參照對象，美國各州 K-12 學校諮商師的
生師比平均為 460:1 (ASCA, 2015)；加拿大初中平均
約為 600:1，而高中則約 385:1。因此，當台灣從政府
到民間都期許我們的教育資源投入和產出成果可媲
美歐美先進國家之際，專輔教師員額編制只能算是跟
得上世界教育潮流，尚未能奢言並駕齊驅。
至於美國學校社工師的設置，則可能因各州教育資源不同而有莫大差異。如以
2015 年美國勞動部統計全美中等以下學校約有 37,073 位學校社工師，其生師比約
為 1500:1。相較於我國規定「班級數達五十五班以上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一人」，目前國中小 55 班總學生數約為 1595:1~1650:1 人之間，此一配置比例與
先進國家相較實不遑多讓，如再調降為 50 班置 1 名社工師，將使生師比迅速下降至
1450:1~1500:1，成為世界上學校社工人力編制密度最高的國家。

 輔諮學會持續推動學生輔導政策之倡議
1. 明確化輔導教師專業定位和工作任務：
過去當專業專任輔導教師員額嚴重不足時期，專輔教師只能勉強扮演主責次級
「介入性輔導」的角色。未來，如能落實《學生輔導法》第 10 條的專輔教師員額編
制，接近於先進國家水平，則本會亦將積極協助專輔教師承擔起第 12 條規定「學校
教師，負責執行發展性輔導措施…輔導教師，並應負責執行介入性輔導措施」的角
色任務，規劃與執行包含發展性、介入性和處遇性輔導三個層面的全方位學校輔導
與諮商工作，全力關照每一位學生在學習、生活和生涯發展上之需求，解決其因家
庭、環境、人際或學業所造成的情緒或行為困擾，促進心理健康。同時呼籲教育行
政單位為專輔教師建立具體明確的績效責任指標，並定期考核，確保學校輔導工作
品質和效能。
2. 明定輔導教師專業知能與專業培育機制：
目前有部分縣市輔導教師專業效能受到質疑，係因現行三張中小學專任輔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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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格證書所連結之專門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差異甚巨，無法確保專任輔導教師都具
備有效從事學生輔導工作之知能；而一般學科教師仍可藉由修習第二專長取得輔導
教師資格，專業化程度更是參差不齊。本會主張輔導教師作為學校從事學生輔導工
作之專責人員，其培育機制應不同於一般學科教師，宜比照特殊教育師資或幼兒教
育師資等，單獨成立一「輔導教師」師資類科，限定專業培育系所，完整規劃以學
校輔導專業知能為本位的專業課程與培訓準則，教學實習內容亦應以學生輔導工作
為本位，包括班級輔導、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心理測驗/衡鑑、親師諮詢、系統合
作等，以及輔導方案之規劃與實施，確保其真正具備學生輔導專業知能。
3. 建立系統防護網絡，進行跨專業合作：
本會呼籲，高中以下學校應以具備教育和輔導雙重專業的專輔教師作為主責輔
導人員，在學校內部建立完善的輔導體制，對學生提供有效能的關懷和協助；各縣
市鄉鎮社區社政體系增置公職社工師，為高風險或弱勢家庭提供高效的家庭介入服
務，以協助其重建親職功能；衛生單位則增聘公職心理師，提供家庭親子心理精神
層面的支持與處遇。此外，應提升各縣市輔諮中心專業輔導人員的法定職級位階，
持續依法接受各級學校轉介，為高風險學生規劃和提供各類處遇性輔導方案，並進
入中小學校進行巡迴督導，作為跨專業之間系統合作的橋梁。在學校、家庭和社會
間建立起環環相扣、脈絡相連的系統防護網絡，學校輔導教師負責處理學生問題，
社政單位社工師主責處理家長本身、家庭或社會問題，彼此交流資訊、溝通討論、
協調整合，共同為增進學生心理健康和家庭親職功能而努力，應是較為理想的跨專
業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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