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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民中學輔導工作50年的 
回顧與展望

田秀蘭、盧鴻文

摘要

我國國民中學輔導工作，發軔於1968年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本文針對這50

年來學校輔導工作的發展與變革做討論，以檢討過去，並展望未來。就歷史發

展而言，輔導工作從觀念的萌芽與試驗、制度的建置與穩定，直到面對社會文化

變遷的因應及轉型、相關法令的制定與實施，輔導與諮商工作至今在校園中已相

當專業而紮實。就特殊性而言，這些年來，輔導工作一直環繞社會所發生的事件

或教育改革相關議題，包括校園霸凌、家暴性侵、性別認同、毒品防治、考試壓

力等。針對這些議題所形成的重要法令或規範，使教師能穩定國中學生的心理健

康。因著社會問題的多元，輔導教師所需具備的多元能力，也持續在繼續教育或

職前教育階段不斷充實。面對今日複雜的學生困難，須共同介入的輔導團隊以及

需要互動的學生家庭或社區資源也相對增加，輔導教師更需朝生態觀以及系統性

的處遇模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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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erspective of  
Schoo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Hsiu-Lan Tien, Hung-Wen Lu

A b s t r a c t

The schoo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in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s has 

commenced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9-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1968. 

Its development included three key stages: from guidance concept enlightenment 

and experiment, to counseling system establishment, and finally, to transference and 

legislation. Now it has been quite solid. Particularly speaking, it has been focusing 

on social issues and educational reform, such as internet cyber bully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harassment, gender identity, drug abuse, and academic stress, 

etc. The Student Guidance Act and related enforcement regulations were enacted 

to lead the counseling practice in school. Multifaceted capabilities are required for 

school counselors to help students solving the problems. Accordingly, they need to 

enrich themselve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rough pre- and in-servi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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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ing team workers also need to cooperate to each other to deal with the 

complicated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s a 

result,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systematic approaches for the future of school 

counseling work are in need.

Keywords:  guidance teacher, guidance in junior high school, 9-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schoo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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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九年國民教育，自1968年開始實施，至今已滿50年。這50年來，已有一些重

要轉變。例如：國中輔導工作的重心由過去的輔導活動課程實施，擴展到學生心

理問題的個別諮商及全校性輔導活動方案的推展；學生、家長及教師對輔導的觀

念，由以往認為有問題的人才接受輔導，轉變為當學生遇有學習、生活或生涯發

展上的疑難時，已逐漸能主動求助輔導室；輔導人力，也由過去輔導活動課程的

教師負擔所有工作，進展到透過立法，規範各類輔導人力的編制、任用資格及業

務的分工。

由於103學年度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及《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基準》已陸續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各領域／科目綱要》也陸續完成審議後發布，新課程也將於108學年起實施，

因此實有必要於值此九年國教實施50週年之際檢討過去，展望未來。本文目的旨

在回顧過往50年來我國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之發展，並前瞻未來。所稱「學校

輔導工作」包括輔導活動課程及學生輔導，後者主要內涵包括三級預防輔導工

作、學校輔導工作的人力資源、輔導處室的軟硬體資源、專業增能及自我照顧。

研究方法，係採文件分析與文獻分析，透過蒐集國中輔導工作發展相關文獻，與

教育部局處及相關學術團體官方網站所刊之法規及政策文件資料，以梳理50年來

國中輔導工作發展的歷史及意義。以下分五部分說明：首先，以時間為經，綜覽

國中學校輔導工作的歷史發展與變革；其次，以主題為軸，舉出過去輔導工作的

重要內涵與特色進行分析；第三，再以影響輔導工作推動的關鍵因素之一：輔導

教師，分析其角色地位及培育與任用；第四，在過去基礎上，前瞻學校輔導工作

的發展趨勢與挑戰；最後，提出結論。

貳、國中輔導工作歷史發展與變革的鳥瞰

本節先從歷史演變的角度，將國中輔導工作的發展分為1950∼1970年代、

1980∼1990年代以及2000年迄今等三階段，說明各階段的情形與重要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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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0～1970年代：從早期輔導概念萌芽、試驗，進展到輔導
活動課程之設置與持續

我國學校輔導工作始於1950年代的大專僑生輔導工作及東門方案（葉一舵，

2013）。前者係以回國升學的大專及高中僑生為主要對象，重視其生活適應及學

業學習（教育部教育計畫小組，1982）；東門方案則係以兒童心理衛生為主要內

涵，在臺北市立東門國小推動，使全校教師能在林宗義、徐澄清、葉英堃等多位

專家的指導與協助下，共同推動兒童心理健康工作，以積極的預防輔導為主、矯

治輔導為輔（葉莉薇，1987）。在此階段，中國輔導學會（今臺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於1958年成立，成為學校輔導工作開拓的重要里程碑，其早期在學校輔導工

作方面的主要任務及貢獻可歸納為四方面，包括輔導觀念的介紹、輔導師資的研

習訓練、協助學校輔導制度的建立，並促進輔導團體與其他組織之間的聯繫（葉

一舵，2013）。

國中學校輔導工作的推動，始於1968年九年國教的實施。當時，為因應國民

教育的延長，教育部訂定國民中學的課程標準及師資培育課程，於是1968年核

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立教育心理學系（今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1971年再核

准臺灣省立教育學院（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成立輔導學系（今輔導與諮商學

系），負責培養國中所需的輔導教師。兩系師範生結業後分發至國中任教，並依

據教育部《國民中學指導活動課程標準》擔任「指導活動」課程教師，直到1983

年修訂《國民中學輔導活動課程標準》後，課程名稱改為「輔導活動」。此時，

輔導教師也依照學校「指導工作推行委員會」的指示，推展輔導工作。

二、 1980～1990年代：從輔導活動課程的持續實施，進展到學生
心理成長議題挑戰之因應及轉型

此階段，學校輔導工作在教學方面的重大轉變是1998年教育部公布《國民教

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改分科為七大學習領域，以致原有的國中「輔

導活動」科課程被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與童軍及家政兩科分別或協

同進行教學。至於輔導工作中的初級預防工作，輔導教師則藉由每週輔導活動課

的實施，予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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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學外，學校輔導工作的內涵，也延伸至學生校外行為的輔導，包括較具

挑戰性的青少年犯罪問題，以及近年來浮上檯面的種種問題，例如中輟、藥物濫

用、毒品防治等。因這些問題經常被帶進校園，連帶影響國中學生的心理成長。

於是，輔導教師的工作除了授課之外，也需與訓導處及相關單位處理學生相關

問題。為有效因應這些社會變遷所帶進校園的青少年問題，教育部開始更有系統

地推展學校輔導工作，包括教育部1991年起執行的「輔導工作六年計畫」以及

之後的「青少年輔導工作計畫」。相關方案包括以中輟或不升學學生輔導為主體

的「璞玉專案」、針對學生問題行為輔導的「朝陽方案」、相關教師或民間共同

投入的「認輔制度」及「攜手計畫」等。此外，也辦理教育部補助或委辦之學生

輔導相關活動，例如「生涯輔導計畫」，並彙整各縣市中輟學生資料及輔導資源

之「輔導網絡計畫」，同時也舉辦主題工作坊等輔導知能相關訓練（教育部，

2018a）。

這些新業務使得輔導教師需同時身兼授課、行政及個別輔導學生心理健康等

不同任務，工作十分繁重。許育光（2011）的研究也發現，輔導老師難以定位自

己的專業角色，而輔導行政工作的負擔及人力的缺乏，也令輔導老師感受到困境

與倦怠，專業熱情逐漸消耗殆盡。

由本階段的國中輔導工作不難看出，隨著國中學生與其家庭複雜問題的多樣

性，單從輔導活動課程入手，已無法因應與時漸進的社會挑戰，因此，此階段

國中輔導工作多著重在各項輔導計畫與專案的執行。此雖表示政府對國中生多元

議題的重視，然在有限的輔導人力資源下，無疑也增加了國中輔導教師的工作負

擔，輔導行政占用過多時間，導致輔導服務實際投入的時間有限。政府單位注意

到此一現象後，也開始設法改進。

整體而言，此階段的國中輔導工作重心，係以指／輔導活動課的教學為主，

著重輔導理念的建立、課程的規劃、輔導人力的培育，並建立相關組織與國際的

接軌，多數活動均在初創階段。

三、2000年迄今：從輔導工作的法制化，進展到輔導諮商的專業化

此階段，在教學上，自2001年起國民中學試行九年一貫課程，2004年起全面

實施，輔導活動也開始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育部，2018b）。同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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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政府也開始透過立法，完善學校輔導工作的法制基礎，以促進學校輔導工作

朝向專業化，包括2001年公布《心理師法》後，心理師及社工師逐漸配合校園需

求而進行危機處遇及適性輔導業務。2011年修正《國民教育法》，為了預防校園

霸凌事件與建立輔導機制，增加第10條修訂，當中包含學生事務處的正名、專任

輔導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的設置（如心理師、社工師）、補助各縣市設置學生輔

導與諮商中心（法務部，2018）。

2014年公布的《學生輔導法》，成為政府推動學校輔導工作之依據。主政單

位為2012年組織再造後的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前身為「訓育委

員會」），國教署下也設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均為負責學校輔導的行政業務

單位（王川玉、葉一舵，2017）。而《學生輔導法》也明訂各縣市應設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增加學校輔導專業人員的設置（教育部，2018c）。同年，教育部公

布《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辦法》（教育

部，2018c），辦法中明訂建置專任輔導教師和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於是，學校

輔導人力增加後，強調分級與分工，讓學校輔導人員可以致力於專業的發展，一

方面解決各校人力不足的侷限性，另一方面也能真正照顧到學生的心理需求。

配合輔導工作法制化，此階段對於各種不同學生問題及新興議題的輔導，例

如性別平等、性騷擾、性侵害、各類霸凌、中輟及轉銜輔導等，都訂有相關辦

法、準則或細則以為依循（參見附錄）。同時，國中校園輔導工作也日趨專業

化，各地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成立，可補足學校專任輔導教師不及處理的必要諮

商介入與危機處理工作。此外，中心也協助落實生涯發展教育、追蹤與分析各國

中畢業生進路、增進教師與輔導人員專業知能等，並經常舉辦研習及專業督導，

協助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在接案上的專業精進。

本階段，隨著相關法令的制定與落實，國中輔導工作逐漸走向專業的分級

制。但由於輔導人力採逐年編置，無法立刻增置小校或偏鄉的輔導人力，加上補

助撥款的速度不一、輔導空間的不足、資源分配有限等困境，以致仍有待落實。

綜合而言，國中輔導工作經過50年的推動，已逐漸步入正軌，國中設有輔導

活動正式課程，協助實施；輔導人力，除原有輔導活動課程教師外，也透過立法

增設專業輔導人員，並進行適當分工；輔導工作重心，除教學外，也配合教育部

推展相關輔導活動。藉著輔導活動課程的規劃與實施、輔導工作計畫的執行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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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行政制度的制定，國內逐漸從輔導工作的萌芽、轉型，朝向專業化。各階段工

作大事紀詳如附錄。

參、國中學校輔導工作內涵及特色的分析

綜覽我國國中學校輔導工作的發展可發現，隨著社會變遷，學校輔導工作的

範圍與內涵日趨擴大與複雜，且呈現出強調社會脈絡、文化敏感、彈性多元、以

法制定義的內容，以及友善共好與適性揚才等特性（王麗斐，2018）。以下將評

析過去國中學校輔導工作的內涵及特色。

一、扣合社會脈動：輔導工作內涵緊扣社會變遷而調整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以來，國中校園輔導工作的內涵也隨著社會所關心的議題

而有所變化。在早期，亦即1970年代，一般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學生對輔

導的概念並不十分清楚，不太能接受自己是有問題的，即使有心理問題，也不會

願意找陌生人幫忙。當1998年教訓輔三合一模式推出後，輔導、訓導及教務等處

室，開始有明朗的合作空間，學校教師參與輔導工作的概念較為普遍。一方面，

學校訓輔人員彼此之間的橫向連結相較於過去較為順暢；另一方面，一般教師參

與輔導學生的概念也較為明顯。教師對學生的態度，轉向於輔導其發展而非傳統

的訓斥或教導。至此，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及生涯輔導也成為經常性的班級輔導

活動內涵。輔導知能研習制度實施後，學校教育人員逐漸放棄以往打罵懲罰的管

教方式，代之以合理的勸說及關懷，並結合家長的態度，協同處理學生問題（王

麗斐，2018）。

直到1980年代末，至1991年，教育部推動《輔導工作六年計畫》，國中校園

的輔導工作才開始全面朝輔導諮商專業發展。1990年代以降迄今，政府所推出

的輔導諮商相關政策，引領了學校輔導工作的推展，而新政策的推動，也與當時

社會所關注的種種議題有關，諸如校園中的感情事件（國中生感情失落相約自

殺）、價值偏差（某縣市國中校園霸凌事件）、個人衝動特質脫序（學生集體械

鬥砍人致死）、性騷擾與性侵害（國中女生遭同居友人性侵害）、家庭暴力（國

中生不滿長期家暴殺死父親）、約會暴力（恐怖情人威脅）、網路社群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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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霸凌（集體網路毀謗）等，均使學校輔導工作內涵必須緊扣新興的社會問

題。學校輔導工作緊扣社會脈動，一方面能紓解或預防社會問題的產生，但也同

時使學校輔導工作經常應急而缺乏系統。直到今日，社會毒品問題的存在，也讓

學校春暉專案的實施在適當時機需要輔導人員介入心理輔導或處遇，而這部分的

系統合作模式建立是十分重要的（王麗斐，2018）。

二、開始重視文化敏感：輔導教師逐漸意識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傳統的學校輔導諮商工作，較少觸及社會文化脈絡因素對學生的影響，然在

面對學校的弱勢或少數族群時，往往會發現他們遇到的困擾是與其所處的社會文

化脈絡是息息相關的。因此，若考量其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因素，並將其涵蓋在

輔導策略當中，經常無法提供學生所需要的協助，甚至會在無意之間傷害學生或

家長。因此，若要提升學校輔導諮商專業人員面對少數與弱勢族群的工作能力，

必須協助其提升文化敏感度。

近年來，學校輔導工作開始注重提升專業人員多元文化諮商的能力（莊雅

婷、陳秉華、林淑君，2012）。學校輔導人員需具備多元文化的視野，實踐尊重

多元差異的知能，例如：如何與新住民學生家長溝通？是否能看見原鄉部落或偏

鄉地區的在地性文化？如何讓既有的輔導工作內涵適用於新住民學生？於是，學

校輔導教師及專業人員的輔導策略技巧，需要融入多元文化知識及敏感度，並覺

察自己的文化偏見，檢視個人態度是否在潛意識中造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壓迫？隨

著臺灣跨國婚姻的增加，新住民學生的生活適應與生活輔導成為校園所關注的議

題之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教育資源的分配直接影響新住民子女的生

涯發展與適性學習。在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學生，也許因為文化、經濟因素而影響

其在校的社團參與、服務學習，進而影響其升學志願的選填（蔡仁政，2015）。

因此，國中輔導工作需著重新住民學生對個人優勢能力的發揮，以協助其身心能

穩定成長。

學校輔導人員在面對新住民父母時，必須能理解新住民父母面對在臺灣生活

時所經歷的自我適應、婚姻適應、家庭適應、社區適應、文化適應等五層面的適

應歷程（陳志賢，2016）。以我們過去在實務現場的工作經驗，發現學校人員與

新住民家庭溝通之所以會出現駐足不前、甚至停滯觀望的原因，包括對新住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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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有其文化刻板印象、忽略新住民父母所屬文化的教養態度與觀念、家長語言溝

通能力受限、缺乏與學校溝通互動的能力、資源與訊息的匱乏等。因此，在學校

進行新住民家庭相關的輔導工作，必須具有多元文化諮商的能力，能夠了解新住

民的在地性知識，例如母國文化脈絡的獨特性、教養觀、目前的適應階段、溝通

能力等，至於針對新住民兒童的輔導工作，則需要建立其正向的身分認同（巫珮

如、謝麗紅，2015）。

三、強調彈性多元：多元議題及多元彈性的介入策略

學校輔導工作主要在提升學生在學校的生活適應能力，然如前所述，隨著社

會文化的遽變，近年學生在國中校園所出現的議題也逐漸多元，例如：校園性侵

害（林佩儀，2000；陳金燕，2013）、對立反抗行為（洪慧涓，2005）、中輟現

象（周愫嫻、張耀中，2005）、生涯議題（黃瑛琪、連廷嘉、鄭承昌，2006）、

校園自殺危機的介入（黃燕女，2009）、毒品問題（林淑貞，2010）、青少年的

憂鬱與自殺傾向（王迺燕、林美珠、周兆平、溫嬛椿，2011）、自我認同（陳坤

虎、雷庚玲、宋維村、吳英璋，2011）、拒學問題（謝佳真、洪儷瑜，2013）、

新住民學生優勢能力的提升（巫珮如、謝麗紅，2015）等。這些多元議題的出

現，考驗著學校輔導人員的多面向專業能力，包括與這些議題相關的知識及介入

方式。

由於學生所偏好的溝通方式包括多種媒介，教師的輔導工作也不再拘泥於口

語的晤談。這幾年來，輔導教師及專業人員開始將藝術、文字書寫、遊戲、戲

劇、牌卡、冥想、沙遊、故事隱喻等多元的方式，運用在不同議題輔導上。例

如：各種媒介可應用於面對創傷修復、憂鬱、拒學、適應困難、情緒知能的學

生族群上（江學瀅、蔡順良，2009；黃倫芬，2016；劉玉玲，2017；蔡麗芳，

2015）。透過這些媒介，輔導教師及專業人員得以協助學生探索過去事件、想

法、情緒等經驗，並透過創作歷程建構自我。輔導過程中，這些工具也有助於學

生自然而然地接觸、體驗、回應與感受自我，以促成情緒探索、行為改變，以及

意義的重新建構。整體而言，透過多元表達的過程，輔導教師讓學生得以主動嘗

試、體驗，進而達到治療的效果，這對於情緒的緩和及釋放有幫助，同時也能促

成學生自我概念及心理能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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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法律規範工作內涵：制定《學生輔導法》以規定學校輔導
工作內涵

2014年公布的《學生輔導法》規定學校輔導工作包括三個層級：發展性輔

導、介入性輔導、處遇性輔導。發展性輔導屬初級預防工作，係以全體學生為對

象，由學校教師（含輔導教師）依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活、學習及生涯輔導

等相關輔導工作。次級介入性輔導則由輔導教師依學生個別化需求而訂定輔導方

案，提供個別諮商、小團體、心理測驗輔導，必要時提供評估轉介，進行個案管

理及輔導。第三個層級，處遇性輔導，主要針對有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重

大違規，或經過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之學生。此時，需配合學生需求，結

合心理治療、精神醫療、法律服務，或相關社政資源進行處遇，需由專業輔導人

員協助進行。除以上由三個不同層級說明學校輔導工作內涵之外，對於學校的輔

導組織、人力配置，以及專業人員的輔導專業資格、培訓以及專業倫理，亦均有

明文規範（教育部，2018c）。

五、友善共好與適性揚才：學校輔導工作力量的整合與落實

長期以來，國中學校平日輔導工作的業務，多以處理學生出現的負向問題為

主，教育部所關心的政策也多以學生負向行為的輔導為主，諸如前述的中輟輔

導、兩性平等、性騷性侵、朝陽、春暉、璞玉專案等。近年，教育部開始注意辦

理正向的成長活動並持續推動，包括課程及小團體、工作坊等，於2012年公布

《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期能藉由輔導工作整合校園力量、聚焦方向，其主

要內涵包括校園安全、人權法制、關懷弱勢、輔導偏差行為、尊重和諧、生命價

值，以營造普世價值的溫馨學習環境。這些年來，在正向和諧的價值體系下，生

命教育、性別平等、新住民子女、危機處理、正向管教等相關活動持續進行，不

同的是輔導觀念受後現代思潮的影響，更著重學生的優勢發揮與主動積極，同時

也傾向於從整個生態環境來看學生問題。因此，家長的參與也隨著對學生的關心

照顧或冷漠忽視而與校方有不同模式的溝通，整個過程中的大原則依舊為《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中所強調的自發、互動、共好等理念（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8）。

05-3_田秀蘭+盧鴻文_p077-106.indd   87 2019/1/4   上午 11:28:41



88　教育研究集刊　第64輯第4期 

在適性揚才方面，韓繼成（2012）指出，為了因應十二年國教，國中教育的

重點之一在提升學生生涯發展能力與職業探索的能力，因此，落實國中學生的性

向探索與生涯輔導，引導其多元適性升學或就業，乃成為學校生涯輔導工作上的

重要工作方向。在生涯輔導工作的實務運作上，可以透過實地參訪高中職、技職

教育的實作、多元的社團活動、生涯測驗、服務學習、體驗教育、生涯資訊系統

等，讓學生對未來的學習環境、自身興趣與性向有直接的接觸與探索，進而根據

自己的興趣與性向，選擇適合的升學管道。而優勢中心的生涯諮商實務，也有相

當研究及實務工具可供參考，包括優勢賦能卡、青少年優勢力卡、改變卡、正向

特質卡等（王玉珍，2015；韓佩淩，2016）。

在與家長的溝通方面，輔導教師及專業人員也已經改變以往的權威模式，

開始注意家長的觀念態度，以採取適當且專業的溝通方式，提升家長的親職教

養能力，透過相關的親職講座、志工培育、家長成長團體、家庭訪問，增權賦

能（empower）家長的親職角色，減少親職責備（parent blaming），共同擔負

起學生輔導之責任與義務。國中輔導工作在配合升學制度的是輔導性業務之推

展，也逐漸鼓勵家長揚棄以往追求明星高中的態度（盧怡任等，2015；韓繼成，

2012），種種研究及實務觀察均可見「適性揚才」在此刻的重要性。

肆、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及培養與任用

長期以來，國中學校輔導工作的成敗，輔導人員的良窳是關鍵因素。因此，

本節針對此一問題做更深入的探討。在2104年《學生輔導法》公布前，學校的

工作主要是由專任輔導教師擔任，其任務包括教學、行政及輔導等。《學生輔導

法》公布後，除了原有的輔導教師外，還增設「專業輔導人員」，依該法第3條

規定：「指具有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由主管機關或學校

依法進用，從事學生輔導工作者」（教育部，2018c）。於是，學校輔導工作開

始分工，輔導教師為重要初級預防與次級介入輔導的重要執行者，三級的處遇則

轉由專業輔導人員執行。本節將聚焦討論輔導教師的專業定位、職前培育、考試

與任用、繼續教育與督導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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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教師的專業定位

2011年修正之《國民教育法》與2014年公布之《學生輔導法》，規定了國中

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內涵及人員編制等，目前針對國中階段的輔導人力大致可分

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課程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等三

類。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課程教師主要負責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課

程的教學，授課為其主要的職務。專任輔導教師主要負責學生心理輔導工作，且

不兼行政及授課業務，或支援有限的授課時數。而各縣市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所

晉用的專業輔導人員，係指具備心理師或社工師證書者，主要負責支援校內較複

雜須轉介之案例。

本文所指輔導教師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課程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

以往輔導教師需授課、辦理教育部局處委辦之輔導活動方案，進行學生個別諮

商，甚至必須擔任輔導行政組長或主任，至今業務內容及壓力已稍見舒緩。在完

整的分工制度下，輔導活動課程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更需要建立

與各行政處室、導師、任課教師以及家長的溝通與對話，以提升輔導效果。

二、輔導教師的職前培育

國中輔導教師的職前師資培育，從1968年九年國民教育實施開始，初期主要

之培育機構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及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並利用

暑假積極進行短期培訓，以因應九年國民教育師資之所需，其主要任務為承擔學

校學生之心理輔導工作。1971年臺灣省立教育學院成立之後加入培育行列（葉一

舵，2013）。此時，國中輔導教師的培育，主要依據《師範教育法》，以公費培

育，學生大學畢業後，分發到國中擔任「指（輔）導活動」課教師，每週有固定

授課時數。其所擔任之工作，除教學外，主要在學校輔導室負責學生輔導工作，

每週於固定班級實施班級輔導活動。1994年《師資培育法》修正，取代原有的

《師範教育法》，開放一般大學設立師資培育單位，開設教育學程，此時一般設

有心理、諮商、輔導、教育、社會工作系所之大學亦開始培育輔導教師及心理師

（教育部，2018d）。

輔導教師在職前培育期間，依現行師資培育相關辦法規定，國中輔導教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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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修畢教育專業課程26學分外，有關教育專門課程，則應修畢國中輔導科教師必

備之42至48學分，科目包括輔導原理、諮商理論、助人技巧、心理與教育測驗、

心理衡鑑診斷、團體輔導、生涯輔導、青少年問題研究、輔導方案發展評鑑及諮

商倫理等（陳建煇、李泳緹，2017）。此外，亦包括兩學期諮商實習，實習期間

每週需進行個別諮商及小團體帶領，並接受督導。

就專業理論及實務趨勢而言，2014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發布後，新訂的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教師職前培育課程以及「專

任輔導教師」職前訓練課程將逐漸形成分軌規定，但當中有多數課程重疊，諸如

輔導諮商理論基礎、輔導方法技術、健康心理與生涯適性學習輔導、倫理法規、

系統合作及危機處遇與資源整合等。職前培育及教師資格認證的分軌嘗試，將使

學校輔導室在輔導教學、輔導行政及個別諮商工作上能有更為系統性的分工，一

方面將使輔導教師專業枯竭現象得以紓解，另一方面在合作共好的情境下，與學

生及家長或相關資源的溝通也將更為順暢、更有效率。

三、教師資格考試與輔導教師甄試

首先，關於輔導教師資格的取得，《師範教育法》實施期間，師範生分發實

習一年期滿及格，畢業後即可登記為國中合格的指（輔）導活動科教師。1994

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實施後，原本師資生修畢職前課程後需先經一年或半年教

育實習及格，再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始取得合格教師證。2017年《師資培育

法》修正後第10條，規範教師資格考試相關事項，在修業期限內依其類科取得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者，方得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及教育實習（教育部，

2018d）。換言之，改為先考試，後實習，再發證。

其次，關於教師甄試，《師範教育法》期間，公費師範生由政府分發任用。

如需調動，始需參加地方政府所辦的教師介聘（教育部，2018d）。1994年《師

資培育法》實施以後，除少部分公費生由政府分發外，其餘師資生取得合格教

師證後，均須參加學校教師甄試或地方政府辦理的聯合教師甄試（教育部，

2018d）。

目前依據2011年《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視每年教師

需求量舉辦甄選作業。通過教師檢定考試者，方能具備教師資格，並參加教師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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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考試。輔導教師的甄試，主要依據為《國民教育法》、《國民教育法施行細

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育部補助置國中小

專任輔導教師實施要點》、《各縣市地方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委託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考試包括筆試、口試、試教、實作等不同

方式，甄選委員會必須以前述至少兩種以上方式辦理。目前報名資格在輔導科教

師及專任輔導教師兩部分，資格相同，包括必須完成的課程種類及學分數（王麗

斐，2018）。

四、輔導教師的繼續教育及諮商督導

整體而言，經過50年的發展，國中輔導教師的培育、檢定、甄試及任用，已

有一定的法規依據及制度。在學校輔導工作朝專業精進邁進的同時，未來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的繼續教育及督導訓練是無法停擺的。在輔導教

師的繼續教育方面，包括各種學生議題或是輔導策略的研習活動。有些進修課程

則屬學位課程，可報考輔導諮商相關科系研究所，以提升教師個人學歷，甚或具

備心理師資格，參加心理師國家考試，取得證照。有些課程純屬校外短期之輔導

知能研習，或由各中學負責承辦，或由社區或相關學會接受委辦。相關研習活動

不勝枚舉，包括家族治療、兩性交往、法律倫理、網路霸凌、危機處理等。

在督導方面，目前督導制度尚未成熟，一方面是經費問題，另一方面是專業

訓練機會不多，督導品質不夠。或是參加了訓練，但個人諮商及督導經驗尚不

夠專精。有些學校會運用部分經費辦理個案研討或團體督導，多數輔導教師則是

參加由學校諮商中心所辦理的定期團體督導，但次數依舊有限。也有不少教師是

自費邀請資深督導進行個案討論及諮商歷程的督導。在督導過程，受督者能就個

人所接觸的個案處理細節進行精微式的討論，對個人在學生問題的概念化以及技

巧、處遇上能有更清楚的掌握，同時對自己在個案問題的處理上也更具信心。由

督導處所獲得的專業及心理支持，也更能得到增權賦能，不致枯竭。

至於督導培訓方面，除了博士班課程為正式且具有系統之課程外，目前由輔

導諮商相關單位進行訓練，包括專業課程及實習課程。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並訂

定一般「諮商心理督導」及「學校輔導諮商專業督導」雙軌督導訓練課程（臺灣

輔導與諮商學會，2018）。兩套訓練課程在督導理論、技術及督導倫理方面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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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致，但在學校諮商督導方面，則另有關於學校文化及生態系統方面的特殊性

議題，包括環繞在學生問題周圍的校園輔導生態系統、學校輔導及諮商工作行政

及督導倫理、與學生問題相關之社政資源連結等各方面。這些問題均不同於一般

社區、大學，或醫療系統之諮商督導。舉例而言，患有嚴重飲食失調或是面臨家

暴性侵之學生，在其就學期間接受輔導，督導對於輔導教師（甚或學生諮商中心

的心理師）處遇計畫或晤談策略，若沒有足夠的校園文化理解，則督導過程無法

順暢進行。

伍、發展趨勢與未來挑戰

一、發展趨勢

有關我國未來國中學校輔導工作的主要趨勢有二，簡述如後：

（一）生態系統觀的導入
時代演變，學生處於不同世代的文化環境，特質變化也十分明顯。青少年所

接觸的刺激，已不僅止於周遭的第一現場，學生問題也不會是單純的幾個因子

所形成，因此，在面對學生問題時，得注意問題及個人所處的生態環境。而我們

要處理的問題或對象，可能也不限於是某一學生的某個問題。目前學校輔導工作

常見的服務與合作對象，包含學生、教師、校內行政人員、家長、社區、他校、

社工師、心理師、醫師、社福機構、司法單位、警政系統等校內外人員的聯繫合

作。胡中宜（2012）研究指出，實務上，學校社工師在學校體系服務時，也常以

生態系統觀點評估學生的議題，服務對象含括學生生態系統中的相關對象。由此

可見，學校的輔導工作是以學生為主體，由內向外，不斷擴展的生態系統。若是

要建構學校輔導之生態系統合作模式，可有效整合多元專業人力，彌補當前校園

輔導專業人力之不足，並應留意機構間的資源整合與分工，避免造成資源的重疊

與浪費，以學生為主體，思考其生態系統當中跨個人、跨單位、跨專業人員之間

的合作，這是學生輔導工作中的重要環節。

王麗斐、李旻陽與羅明華（2013）指出，輔導教師能處理介入學生的問題與

困擾，惟礙於人力有限，很難照顧到每位學生，若能與學生導師合作，營造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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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形成同盟關係，彼此分工，發揮彼此專長，將可大幅提升學生輔導成效的

廣度與延續性，達成輔導教師與導師的「雙師合作」。此外，趙文滔（2015）研

究也發現，輔導教師在學校系統營造同心一體的夥伴關係，互相支援補位、打氣

支持，便可成功協助家長。此可謂以「學生為本體」，逐步向外擴及「雙師」，

進而建立良好的「親師師」的合作夥伴關係。

此外，學校輔導工作不僅是學校輔導人員與學生、家長以及教師的工作，尚

需進一步運用校內外體系進行資源的連結。家長、教師固然是學生成長環境中的

重要他人，但以學生為中心向外擴及的外系統，例如：心衛中心、社區、教會、

傳統信仰等，更是兒童成長的重要環境。趙文滔與陳德茂（2017）發現，固然資

深輔導人員不斷倡導跨專業系統合作的必要性，但學校輔導人員仍並不熟悉如何

評估與介入生態系統對學生發展與適應的影響，導致「未能進入合作」及「無法

順利克服合作過程中浮現的挑戰」。

因此，學校輔導工作需建立外部系統的連結，即在校園內除進行諮商與輔導

工作外，也要對學生生活周遭做系統性的觀察與了解，學校行政或專業輔導人員

若能具備生態系統觀，採用系統介入之工作模式，必能有助於提升學校輔導之效

能。

（二）跨專業的合作
2011年《國民教育法》第10條修正通過後，各縣市陸續建置跨校「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使學校輔導教師開始有更多機會與專業的心理師、社工師密切合

作，建構學校的三級輔導體制。學校輔導工作早已不是輔導人員坐在會談室當中

與學生的個別談話，學生的議題常與家庭、校園、社區等系統有著密切的關係。

因此，學校輔導教師也開始走向系統合作的概念（趙文滔，2015）。

此外，近年來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準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

法》等學生相關權利與保護的法令，讓學校輔導工作在處理學生問題過程中，不

可避免地需和社工師、司法人員、警政人員進行合作，例如：法定通報的狀況、

緊急安置、需要社會資源的協助、轉銜輔導、中輟追蹤與關懷、觸法行為等，學

校都需要與系統其他專業進行聯繫。然而，在實務工作上，常見不同專業間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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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與角色分工出現認知上的落差、分工與責任角色的模糊或合作上的困難，導致

各專業人員在合作上都充滿挫折與競爭。

由於《學生輔導法》公布實施後，學校輔導工作面臨重大的改變，雖然學校

輔導工作日益受到重視，但跨專業的互動仍有待持續的摸索與磨合，以建立更

為完善的合作模式。例如，王麗斐與杜淑芬（2009）主張，諮商心理師在學校系

統若能執行跨專業合作的關鍵因素之一為「具有『合作共生』與『同理性利他』

的態度與行動」，此可做為學校輔導的跨專業合作的重要借鏡。杜淑芬與王淑玲

（2014）也指出，「合作是需要學習的」，且「跨專業之間的合作應該是互動而

非靜態的歷程」，過程需要不斷的溝通協調，考量很多面向，很難只靠簡單的工

作劃分、責任界定，就能成功。有時，當不同專業角色的界線愈趨模糊，不必然

需要完全恪守其專業的角色，反倒有助於專業團隊的凝聚，呈現專業角色的跨界

現象。換言之，學校輔導專業人員在服務學生時重視並運用系統合作，已屬在學

校輔導工作上跨專業的一項共識。

二、未來挑戰

有關我國未來國中學校輔導工作的主要挑戰有二，簡述如後：

（一）輔導教師應具備多元文化觀與多種能力
由於社會環境與文化日趨多元，學生所接觸的刺激也相當複雜，國中「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教師應針對學生心理健康，提供正向的覺察與成長活動，專

任輔導教師則提供次級介入，並協同處理危機個案，連結校內外相關資源。王麗

斐（2018）將中小學輔導教師所應具備之輔導知能分為以下幾種能力：發展性、

介入性、常見議題、重大議題、校內外跨專業合作議題。其中，發展性輔導及介

入性輔導知能係一般輔導教師所熟悉之能力，包括協助推動友善校園等發展性活

動，介入性輔導知能為一般個別諮商、團體輔導、心理測驗解釋等能力。常見

議題，包括學生異性交友、人際關係、家庭親子手足溝通等。重大議題，則屬於

輔導教師需要持續精進之能力，這些議題與時代文化刺激有關，包括網路成癮、

藥物使用、衝動自殘等行為的輔導處遇。然而，這些重要議題，不論在平日的預

防或是危機處理階段，輔導教師都需要熟悉校內外的資源網絡，並了解轉介之流

程，方能增進跨專業團隊合作之理念與行動。舉例而言，近年來危機事件層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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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加上媒體關注，經常使危機處理過程更為複雜。團隊成員平日就必須熟悉危

機處理的標準程序，對事件當下每個環節具有足夠的敏感度，彼此支持、滋養默

契，以利領導者能鎮定判斷，正確決定處遇方向。專輔教師在此環節當中如何扮

演好自己的角色，除須了解整個環節細膩之處，並應提醒及支持領導者（主任或

校長），以成就整個處遇過程。

整體而言，臺灣學校輔導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能素養，應包括八大類：學校

輔導知能、心理健康知能、學生議題知能、測驗衡鑑知能、諮商專業知能、團體

工作知能、系統工作知能，以及倫理法規知能（吳芝儀，2016）。以今日國中學

生問題的複雜程度而言，專輔教師應增加其系統合作工作能力，包括合作態度以

及人際應變上的覺察，以提升工作效率，並營造和諧工作氣氛。當然，也應不定

期舉辦專業研討，以增進非輔導諮商領域教師職員之輔導概念，以便在工作上容

易達成共識。

輔導工作是份專業，每位學生也均有其獨特性，不論是面臨困頓的處理或是

一般的心理成長，均有不同層次的介入方式，也會需要不同專業彼此之間的協

同。因此，未來在專業人力的培養方面，除諮商專業，也需要具備系統合作及諮

詢能力。在專業知識方面，未來宜區分「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教師及專任輔

導教師的職前訓練課程基準。任課輔導教師因授課負擔重，遇有嚴重之學生問

題，則可轉由專輔教師進行評估，並協同所有相關之任課教師、家長或社會資源

提供適當的處遇。除此之外，教師本身對個人心理覺察、適應或調適能力的培

養，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督導制度的建立
在中等學校以下的校園輔導諮商督導，一直沒有完整的系統考量。多半時候

是遇有棘手個案時，才請專家進行個案討論，且單次或數次即結束。要提升學

校輔導教師的專業自信，定期的督導以及有系統的督導制度是有必要的。美國學

校諮商學會（American School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SCS）針對學校輔導諮商

及督導建立了一套全方位的模式，包括基礎（foundation）、執行（delivery）、

管理（management）、績效（accountability）等四個層面（彭淑婷、許維素，

2013），其中在執行層面對諮商專業的要求最為嚴格，包括之前所強調的諮商

專業理論及各種諮商介入方式。但此一模式強調專業之外的系統概念，擔任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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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對整個學校生態系統有全面的了解，方能配合輔導教師需求，進行有效

的諮商督導。

在《學生輔導法》實施後，由各縣市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統籌規劃，針對各

區的專任輔導教師提供固定的督導，目前各縣市作法不一，有直接由學生輔導

與諮商中心規劃，也有各區承辦學校負責督導業務，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進行輔

助，協助學校輔導教師處理複雜的個案問題、紓解工作困境、行政壓力等，透過

個案討論、經驗分享、團體督導、閱讀進修、知能研習，希冀可以減輕輔導教師

的工作倦怠與專業耗能，提升其專業能力，並落實三個層級的全面性督導制度。

初任國中輔導教師均屬於諮商新手，在進入校園擔任輔導教師後，歷經穩

定、自信、轉型精熟，將愈來愈能分享個人在專業上的成長經驗，也愈來愈能擔

任支援、協助、甚至是督導者的角色。相關督導課程，正能有系統地協助這批諮

商熟手專家專精於督導任務。有系統的訓練及實務實習，同樣能使其在成為學校

諮商督導時，有同樣的穩定、自信與熟悉。最終目標是讓學校輔導諮商工作更臻

周延，學生心理成長也更為穩定。

至於具體的督導訓練課程內涵，可以有輔導行政督導及諮商專業督導兩方面

的區分，缺一不可。前者著重在學校生態及相關資源系統中行政處理的督導歷

程；後者則與諮商心理督導類似，重視各項督導要素的學習及實務演練，包括督

導模式、督導技巧、督導關係、督導倫理等。在學校諮商督導方面，國內臺灣輔

導與諮商學會目前已有一套關於學校輔導的督導認證系統，可以是由資深輔導教

師經督導訓練後擔任，置於單位內部，也可以外聘熟悉學校生態脈絡的諮商心理

專業督導。

陸、結論

回顧歷史，我國自1968年開始推行九年國民教育，以提升國民的教育素質。

為了輔導國中生，開始新增設「指導活動」課程，再改為「輔導活動」。2004

年全面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為使國小與國中的課程得以銜接，讓義務教育更具

一致與連貫性，「輔導活動」與「童子軍」及「家政」等科目合組為「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2014年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爾後為持續提升國家的競爭

05-3_田秀蘭+盧鴻文_p077-106.indd   96 2019/1/4   上午 11:28:42



田秀蘭、盧鴻文 我國國民中學輔導工作50年的回顧與展望　97

力，同年11月教育部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植基於九年國

民教育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讓入學管道更具多元性，將「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持續納入國中課程中。十二年國教的目標之一，便是要紓解過度的升學競爭

壓力，其預期效益便是輔導所有的中學生都可以適性升學（莊玉鈴、秦夢群，

2010）。

一改過去升學主義對國中學生所造成的重大升學壓力，而妨礙其健全的身心

發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秉持的五大理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

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陳清溪，2013），正可藉由輔導活動中的學習輔導、

生活輔導、生涯輔導三大層面來落實。

整體而言，學校輔導工作的發展軌跡，歷經了萌芽、實驗、課程設置、推

展，直到提升、轉型，直到法制化及專業化，學校輔導工作從大專僑生輔導，進

展到今日的輔導活動課程的教學及專業諮商服務，整個系統性的合作體制將我國

國民中學的輔導工作推向一嶄新的階段。今日，隨著時代變遷，國中學生問題將

日趨複雜，學生多元接觸，刺激輔導教師及輔導專業人員必須持續精進，理解學

生在新時代下的需求及滿足方式。惟目前我國學校輔導人員的設置規定，散見於

《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與《學生輔導法》，區分教育階段規範的

法規，使學校輔導人力缺乏整體與連貫的規劃思維（李佩珊、宋宥賢、王麗斐、

洪瑞兒，2017）。相關工作人員的資格認定及工作內涵分工問題，亦使學校輔導

工作面臨下一波的挑戰。1994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實施後，讓師資來源多元

化；2014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

與《學生輔導法》也增置輔導專業人力的規定，輔導教師員額在短期間大幅增

加，導致部分非專業教師經短期訓練後即可轉任專任輔導教師。但整體而言，這

些專輔教師在專業訓練與能力上仍有待提升。這些都是輔導工作專業發展上的挑

戰，面對這些問題，唯有強化職前培育並加強在職訓練，方能使系統性的輔導諮

商工作植基於諮商心理與輔導專業知能上，並實踐學校系統中的跨專業合作。

DOI: 10.3966/1028870820181264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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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發展大事紀

年代 主要事件

1950～1970年代
1950s ‧返國僑生的輔導受到政府重視。

1958 ‧教育部僑務委員會發布《僑生回國升學及輔導實施要點》。

1958 中國輔導學會成立（今臺灣輔導與諮商協會）。

1960 臺北市立東門國小實施「東門方案」，開啟小學心理衛生輔導工作。

1968 ‧實施九年國民教育。

‧ 教育部發布《國民中學指導活動暫行課程標準》，國中課程正式設置
「國中指導活動」。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成立（今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負
責培育國中指導活動課程教師。

1971 ‧教育部修訂發布《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 臺灣省立教育學院輔導學系成立（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共同培育國中指導活動課程教師。

1972 ‧教育部修訂發布《國民中學指導活動課程標準》。

1979 ‧總統公布《國民教育法》規範學校輔導工作。

‧總統公布《師範教育法》，公費培育國中輔導教師。

1980～1990年代
1983 教育部修訂發布《國民中學輔導活動課程標準》，將「指導活動」改為

「輔導活動」。

1991 因應青少年犯罪問題日益嚴重，教育部推動「輔導工作六年工作計

畫」，內容包括「璞玉專案」、「朝陽方案」、「春暉專案」、「認輔

制度」、「攜手計畫」、「家庭輔導」、「生涯輔導計畫」、「輔導網

絡計畫」等。

1994 《師範教育法》修正為《師資培育法》，國中輔導教師改為自費、多元

培育。

1997 延續「輔導工作六年工作計畫」教育部核定執行為期六年之「青少年輔

導計畫」。計畫內容包含提升輔導教師知能、整合輔導資源，建立輔導

網絡等。

1998 ‧ 因應大學校園潑硫酸事件，教育部頒布《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教
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

‧ 教育部發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將原「輔導活
動」改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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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主要事件

2000 教育部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將原「輔導活動

課」與童軍、家政併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2000年迄今
2001 總統公布《心理師法》。

2004 總統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

2005 教育部發布《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2011 教育部發布《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置專任專業輔導

人員辦法》。

2011 總統公布《國民教育法》，修正第10條，規範專任輔導教師與專業輔導
人員的設置。

2012 教育部發布《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計畫》、《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2013 總統公布《高級中等教育法》。

201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開始實施，強調適性揚才。

‧總統公布《學生輔導法》。

‧教育部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臺北捷運發生隨機殺人事件。

2015 教育部發布《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註：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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