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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眾群起痛批這些孩子

「敗類屁孩」、「死性不改」、「社會毒瘤」時，

社工看見的卻是他們難以脫離犯罪循環、

一步步被這社會拒斥的背後無奈──

如果有天過上跟這些孩子一樣的生活，

誰能保證自己良善不移？





「不是有錢而且善良，而是有錢所以善良。」

這句話血淋淋地揭開社會最殘酷的現實面，
卻是那麼地讓人難以呼吸。

沒有人想當不善良的人，
但不是每個人都擁有選擇善良的權利，
不是有錢又善良，
而是「有錢所以善良」…





§不是每個孩子都這麼幸福

§不是給了機會就有機會

§不是愛了他，他就必須愛你



校園

☉ 大部分的人怎麼看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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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人常掛在嘴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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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之人
必有可惡之處



角色錯位

工作毫無價值

影片/99-教學卓越頒獎典禮（老梅國小）.mpg




看到的是 一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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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 無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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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高關懷個案辨識與輔導
參考資料/學生問題行為的辨識及輔導
資料來源：
http://ftp.phjh.tc.edu.tw/~guidance/%E6%96%B0%E6%AA%94%E6%A1%88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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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
在台灣…
在大陸…

紀
錄
片







1964年，
英國BBC廣播公司選了14個不同階層的孩子，
每7年記錄1次，跟拍49年，
2013年拍成紀錄片《56UP》。

到底人可否透過教育，改變社會階層和地位





均一教育平台創辦人方新舟
教改確實帶來了一些改變，

但同時有一些結構性問題依舊未改，

階級流動
也依舊未獲得改善



在弱肉強食的社會法則面前，
孩子教育的決定性因素而是父母的言傳身教！

0影片/她用6年跟拍，3個不同階層孩子的血肉掙扎.mp4


對孩子
深遠的影響

影片/天才兒童 (2).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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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不會是一個人的工作，

一個人更不能解決問題。



三級輔導模式



遺憾案例
三級輔導模式

專 業

分 工

學校現場

早期

現在

不用 誤用 濫用

分工之後，鮮少合作



全學校服務模式三級輔導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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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分離



全學校服務模式 三級輔導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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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
叮嚀

教師關鍵

學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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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學輔一家 系統合作



好老師，
是孩子一輩子的貴人



賦權 Empower
看見孩子的擁有而非不足，他們就有機會與眾不同。

典範 Example
在孩子面前展現正向、積極、「有為者亦若是」的形象。

期待 Expectation
當孩子的行為被適切的期待，會使他們展現爆發力。

探索 Explore
提供孩子不一樣的視野，找到值得追尋的夢想。E
給予弱勢孩子「逆境抵抗力」的養分





孩子有問題，

誰該家庭訪問………?

案例1



教書不教人

老師
案例2





會主動接近孩子
因為他明白
孩子不會跟討厭的人學習



案例3:老師堅持要學生完成作業

媽媽說:孩子生病了

輔導老師說：孩子最近壓力非常大

主任說：孩子有好多的狀況

孩子罹患

重度憂鬱



親愛的夥伴
我們可以做什麼



練習
每一個獨特的孩子

帶著老師HOW

2心中的小星星.mp4


很
重
要

每個人都
是獨特的

看你的有
而非不足



實 際 挑 戰

資深
老師

初任主任或組長

菜鳥
專輔

資深
專輔





校園輔導工作

理論與實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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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問：學校如何篩選高危險群?



第2問：三級輔導人員的工作職掌你熟悉嗎?



第3問：貴校各處室常常會一起討論學校個案嗎?



第4問：班導師如果不轉介班級個案呢?



第5問：個案相關會議都在做什麼 ?



想一想我們的學校現場?





個案類型

第一學年度
第二學年度

個別

輔導

3

3

5

3

3

9

5

個案31人

保護性

家庭問題

身心疾病

情緒問題

拒/懼學

人際問題

行為問題

2

6

77

2

2

7

個案33人

保護性

家庭問題

身心疾病

情緒問題

拒/懼學

人際問題

行為問題

Ooo專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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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師

A

3-1學生學習.mp4


學校系統 校外系統

家長

志工

民間團體

政府機關特教老師

A

3-2拿什么去爱孩子.mp4




輔導行政人員的角色與任務



1 召開相關會議︰
篩選 轉銜轉介開案
個案會議（期初期中結案）
三師聯席會議
危機處理

2 系統整合︰
三師整合 處室聯繫相關資源整合

3 導師增能︰
安排三師為導師定期宣講
班級經營 教學策略 輔導基礎知能

行 政
支援三師的

專 業 服 務







辦理個案轉介會議作業流程





1.學生於班級輔導後，評估需要其他輔導

資源。由導師填寫A表：導師轉介表，提

出個案轉介。

2.輔導教師評估個案輔導歷程需轉介三級

輔導者，填寫B-3表：輔導教師轉介表，

交予輔導處(室)，提出轉介。





1.評估學生問題及需求，並以學生需求為中心，

共同擬定輔導目標、介入策略及服務向度。

2.根據服務向度，邀請相關人員提供服務，並擬

定各專業人員與處室分工及期程。

3.決議需特殊教育需求評估學生，安排特教老師

進行初評，填具S 表：特殊教育教師評估摘要

表。



◆辦理時間:學期中任何時間皆可提出辦理

◆注意事項:

一、個案轉介會議的辦理著重於“在合作的架構下分工”，與會人

員共同討論出對個案有效的具體輔導策略，共同合作輔導個案。

二、個案轉介會議中，口頭、書面、錄音、錄影資料及會議記錄應

嚴守諮商倫理保密原則。提醒與會人員會議資料不可攜出會場

外，會議討論紙本資料於結束後銷毀。

三、本流程所述各項學生關懷表件，請參閱「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學

生關懷表填寫說明」及相關表件。

四、此個案轉介會議作業流程為班級導師轉介個案及轉介三級輔導

人員時辦理。申請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請以個案會議辦理。





班導師為什麼不轉介?



班導師為什麼不轉介?

不知道

不願意
怕麻煩
缺信任



教師在初級預防的具體作為

◎優質的班級經營
（正向親師生關係、友善合作的班級文化）

◎融入輔導的有效教學
（辨識學生行為問題能力）



特教生
一般生



1. 堅持採用融合教育模式的特教生的家長人數持續增加。

2.特教新課綱的精神是重視學生教育需求大於特教資格。

3.學生為教學的主體，特教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需要於開
學前一個月完成，普教老師須提早考慮特教生於班上的教育
需求。

4.傳統抽離國語、數學的資源班授課模式已改變，針對情緒行
為障礙學生會試圖採用在普通班內建立行為管理機制代替抽
離到資源教室上課模式。

5.特教老師與普通班教師採合作教學模式或諮詢頻率會提高。

普通班教師的專業挑戰融
合
教
育



特殊教育法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
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
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
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顯而易發現障礙的特教生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
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不易發現障礙的特教生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輕症學生』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特殊學生辨識與輔導/6學習障礙篇.ppt
0影片/學習障礙影片/不專心.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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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層次 可能之線索表徵 可能之原因分析 輔導策略

層次一：
偶發性的、情

緒化的不接受老
師的意見、主張
或要求。

1.偶爾對某些事情表示不滿。
2.有時候情緒起伏較大。
3.對某些事情看法較偏激。

1.仍存留著一部份較自我中心的思
考形式。

2.當時情緒不佳。
3.覺得受到不公平、不合理待遇。
4.不會正確使用措辭，致引起誤會
及衝突。

1.教師應盡量避免用權威方式與此類學生互動。
2.善用獎懲原則，公開獎勵，私下處罰，避免當眾責罵學生。
3.學生瞭解事件碰觸到自己的那一部份（心理層面）而讓自己不高興。
4.指導學生學會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
5.平時即指導學生學會用理性的態度、言詞向老師表達自己的感覺。
6.平時即設計活動，指導學生學習與他人做恰當的溝通。

層次二：
常表現出強烈

而公開的反抗，
故意違背老師的
意見主張或要求。

1.有明顯之師生溝通不良的
現象。

2.常會對特定的事件或老師
表示不滿。

3.有時有成群聚集或逃課的
行為。

1.以較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強化
了想表現英雄氣概、爭取同儕認同
與自我肯定的心情。

2.經常覺得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
待遇。

3.為了引起老師的注意及關心。

1.考慮學生個別情況，給予不同的表現機會，肯定學生的各種才能，避免“齊一化”的
要求。

2.鼓勵學生以恰當管道向老師表達所思所想，如：班會、週記、上課發言、和老師聊天
等。

3.教師平時應盡量多關懷及瞭解每位學生特質。

層次三：

習慣性的故意
違背老師的意見、
主張或要求。

1.師生關係極度不良。

2.學生明顯的拒上特定老師
或多數老師的課。

3.在同學面前常表示對特定
老師的不滿，甚至憤怒。

4.常有成群聚集或逃課的行
為。

1.人格發展較不建全：
（1）有強烈的自我中心傾向。

（2）衝動易怒，缺乏同情心。

2.以抗拒權威作為英雄主義的表現，
並以之作為自我肯定的方式。

3.自尊心受到傷害，挫折忍受能力
低。

4.疑似精神疾病。

1.培養學生發展出建全人格：
（1）落實生活倫理教育及公民道德教育，培養知禮善群的美德。
（2）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學習守法服務的生活態度。
（3）教導學生學習良好的人際互動方法，學會互相尊重，互相幫忙。
2.採用人性化的規範準則，以理性民主的態度來規範學生。
3.提供學生自我表現的機會，使學生從成功的機會中獲得自我肯定。
4.請輔導老師或校外資源協助瞭解學生真正問題或聯絡心理輔導機構、心理醫師協助治
療。

案例/師生衝突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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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師生衝突



行為層次 可能之線索表徵

層次一：

偶發性的、情緒化的不接受
老師的意見、主張或要求。

1.偶爾對某些事情表示不滿。

2.有時候情緒起伏較大。

3.對某些事情看法較偏激。

層次二：

常表現出強烈而公開的反抗，
故意違背老師的意見主張或
要求。

1.有明顯之師生溝通不良的現象。

2.常會對特定的事件或老師表示不滿。

3.有時有成群聚集或逃課的行為。

層次三：

習慣性的故意違背老師的意
見、主張或要求。

1.師生關係極度不良。

2.學生明顯的拒上特定老師或多數老師的課。

3.在同學面前常表示對特定老師的不滿，甚至憤怒。

4.常有成群聚集或逃課的行為。

案例/師生衝突



1.外向性行為問題：如打架、偷竊等。

2.內向性行為問題：如自卑、自虐等。

3.學習適應問題：如不專心、低成就。

4.偏畸習癖：如口吃、咬指甲等。

5.焦慮症候：如目不能視…等。

6.精神病症候：如自閉症…等。

問題行為之分類



身體
症狀

最近的身體狀況較差、病假增加，飲食明顯改變、睡眠明顯改變
(嗜睡或失眠)，自覺體弱多病、多次求醫未有確切疾病等。

心理
症狀

覺得壓力很大、時間不夠用、情緒低落、自殺意念或計畫、認知
扭曲、對生命不重視、貶低自己、對未來不抱希望。

社會
症狀

家庭支持不足、父母對其教育期許低落、朋友與社會網絡較差、
不會求助、同儕關係不好，或是有一群同樣問題行為的朋友等。

外顯
表徵

經常缺課、學業成就不佳或突然退步、遲交或拒繳作業、人際關
係改變（突然的、明顯的行為改變，如：積極活潑的學生變為退
縮，原來安靜的學生變成很多話；退縮或與世隔絕等）、愁眉苦
臉、偏差行為出現、爆發性的攻擊行為、行為失常。

情境
因素

近日內請喪假者、同儕或好友身亡者、家庭暴力、家庭變故、情
傷、師生衝突。

辨
識
指
標



•簡易活動

•生活日記、聯絡簿

•社交關係圖

•適應欠佳學生早期檢出法

•測驗

早期發現常用方法



一、簡易活動

(一)完成句子：以數個未完成的句子，由兒童填寫。

◆從未完成的句子，

可看出兒童對一些人事的看法及內在反應。





(二)自我比擬：

在實施時可說明

「仔細想想自己的特色、優點、缺點，

最像哪一種動(植)物，再寫出理由。」



(三)菱形的我

「畫下一個代表你的菱形，在中間寫下自己的名字，

覺得自己該多大就多大，該在哪就在哪。」



(四)顏色與我：

在紙上印三個形狀，由兒童著上三種最喜歡的顏色。

◆顏色是很能代表一個人的性格與心境。

◆大部分適應良好的兒童都喜愛色澤鮮豔明亮的顏色。



(五)我是我不是：

由兒童寫下五句我是什麼？及五句我不是什麼？

◆不必思考太久，很快的以直覺寫下。

◆連續寫易於打破防衛而寫出真實的自我看法。



三、社交關係圖

是表示一個團體內，各份子彼此關係的紀錄。

◆應用調查方法，就調查結果分析研究，以明瞭學生相互

之間的關係，以及所屬團體整個組織的型態，考察個人

在團體中所佔的地位，從而幫助學生改善人際關係。



例：搭遊覽車旅行時，你最喜歡和誰同坐一排座位？

其次是誰？再其次是誰？



(一)平時，主動關懷，多方蒐集資料，讓學生願意找導師幫忙
1.從簡單的日常生活狀況開始聊起，包括：
(1)生活作息(2)人際互動 (3)課業學習(4)家庭狀況 (5)其他：社團生活。
2.積極表達對學生的關心

(二)危機時，評估、密集關懷、團隊合作
1.當學生確實有自傷的想法，導師要信任自己的判斷，不輕易答應學生要求
保密，當學生對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安全構成危險時，導師可儘速向學輔處
聯繫，並持續合作，共同協助學生度過難關。

2.先不急著給建議，耐心地聽學生說話，試圖了解學生的痛苦，儘量讓他們
能繼續說下去。

3.已想過如何執行自殺計畫的學生，更加危險。為能正確評估學生目前的危
機程度，導師可以在適當的時機，語氣緩和但直接的詢問。

輔導原則



1.傾 聽：傾聽說的話與沒說的話。

2.接 納：臉部表情、語調變化、距離與姿勢。

3.同理心：能以對方的觀點轉化思考。

4.引 導：以學生能懂的辭彙表達及現有資料為起點。

5.發 問：多使用開放式的問句並注意問題的時間性、

人際性、廣泛性、習慣性。

晤談的基本技巧



學
校



當找到中輟生時…問他為什麼要中輟?

警察說:因為學校不友善/受同黨影響

老師說:因為家庭失功能/個人學習問題

中輟生說：教室裡沒有人喜歡我

0影片/關懷中輟生.mp4


如何兼顧群體利益和個人權益

一直是一個難解的難題，

也正是學校教育系統與輔導系統一直存在的矛盾與衝突的本質，

這種矛盾與衝突的本質正是學校社工師進入到學校系統中會面臨

到角色衝突的來源。

中輟或偏差行為個案
最易引發對立性的角色衝突



※社工師&教師實際的衝突情境

--價值與觀點不同的衝突

社工師 以案主為中心，重個別性的信念。

教 師 以群體利益為考量，期待教育孩子遵守群體的規範

，與其他學生一致的信念。



不同對象對「學校社工師」這角色有不同的期待：

※老師
期待我是問題解決者，可以解決案主不遵守校規的問題；

※家長
期待我是指導者，可以指導案主走回教育的正軌；

※案主
期待我是協商者，可以讓家長跟老師真正理解他的心聲並進而支持他的需要。

教師、家長、案主三者間不同的期待即引發衝突。

一位學校社工師的專業反思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中輟學生追蹤及復學輔導作業流程



從案例

看輔導問題





媽媽和姊姊從沒有放棄過他

ADHD的孩子

需要的絕不只是藥物控制，

還得為用創意引導他

認真投入自己喜歡的事。



音樂劇《歌劇魅影》、《貓》的編舞者

吉莉安．琳恩（Gillian Lynne）

在1930年代時被視為是有學習障礙的

小孩，吉莉安有所謂靜不下來的問題

（那時ADHD這名稱還沒發明出來），

她的母親帶他去看醫生………

但看出吉莉安天賦的醫生，不但沒有從病態觀點看待她，還推她登上

世界舞台，成為知名的舞蹈家與編舞者。



怎
麼
忍
心



師：你要不要帶你孩子去看病
師：你怎麼不讓你孩子吃藥

1學生故事/無法自由飛翔的風箏 過動兒紀錄片  修.mp4


不同
的主張用藥 & 不用藥



班上有過動兒，
老師該如何協助？
該如何和家長溝通？
該怎樣做好班級管理？

當懷疑孩子是過動兒，

我該如何跟家長說？



1. 溝通前，先做具體的觀察紀錄。

2.用具體、沒有價值判斷的陳述表達孩子狀況。

3.將困擾提出來和家長討論，問問家長，孩子

在家是否也是如此。



4.必要時，請特教老師或輔導人員協助溝通。

5.溝通的過程要讓家長感覺你以孩子為中心。

6.多給予父母支持、不斷鼓勵，適時提供好的方法。



過動 OR 疑似過動

費心再費心 + 合作再合作



對一般人來說顯得十分陌生，

甚至覺得所謂的抽搐現象

乃是意識上的捉弄或玩笑。

「叫我第一名」電影的主角布萊德

從小身體便會不自主地抽搐，並且發出奇怪的聲響，

也就是妥瑞氏症（Tourette syndrome）。



以當時的社會情境裡，

對大人來說，

單純地視為其想要搗蛋、引起他人的注意，或者自制力偏低。

而對同年齡的孩子來說，

則往往會去模仿與訕笑。

這一切的一切，布萊德得去面對與克服的，

那苦，說不出，或者說了也未必有人會相信，

而只落得往肚子裡吞的困頓。



劇中一段

老師要求布萊德聽從她的訓誡而向同學

道歉，

並且保證不再犯同樣的過錯，

而布萊德即便知悉那根本不可能，

其仍努力地配合著這一切。



只是讓人感到心痛的是，

接續在那之後，當布萊德抽搐現象未有改善之時，

反倒引發更大的責難。



在責難與難堪之中，

布萊德踩踏著顛簸的成長足跡。



來自不同的原生家庭

孩子的問題與需求也不同，

作為老師的我們，

可以為孩子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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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多一度的熱情與堅持，

不斷追求「超越自己期待」的工作品質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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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可以做的不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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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介紹



修復式正義介紹

• 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一詞的來源是由
哈佛法學院Randy E. Barnett於1977年從心理學家
Albert Eglash的著作中得到靈感所寫的Restitution: 
A New Paradigm of Criminal Justice 而來的。

• Albert Eglash所著「Beyond Restitugion：
Creative Restitution」這篇文章認為刑事司法有三
種類型，包括：以懲罰為基礎的應報司法
(retributive justice)、以治療處遇加害人為基礎的
個別司法(ditributive justice)，以及，以復原為基
礎的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



修復式正義與現代應報式正義的對照表

修復式正義 應報式正義

＊犯罪是一種人與人之
間關係的破壞。

＊犯罪帶來回復的責任
。

＊審判由犯罪者、被害
者以及社區共同參與
。

＊審判是為了回復、和
解以及安定人心。

＊犯罪是對國家的危害。
＊犯罪是違反法律。
＊審判決定罪責並帶來
痛苦，僅有加害人參
與。

＊審判是犯罪者與國家
間的對抗。



修復式正義介紹
• 基於和平創建(Peace-making)的思維，處理犯罪事件不應
只從法律觀點，也應可從「社會衝突」、「人際關係間衝
突」觀點來解決犯罪事件。也就是強調「社會關係」的修
復，讓社會復歸不只加害人，連同被害者及社區均需復歸，
而且是在國家制度保障下，透過顧全任一方的程序，讓各
方當事人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 澳洲大學犯罪學家John Braithwaite列舉修復式正義的核心
價值是：

• 治療重於處罰

• 道德學習

• 社區參與與照顧

• 有尊嚴的對話、寬恕、責任、道歉與修補傷害。

• 目前修復式正義是一種以社區為主體，透過召開會議、雙
方調解、當事人道歉、彼此寬恕、賠償與服務、社區處遇
等方式，回復犯罪所造成的當事人及社區的傷害，以求和
平解決犯罪案件的仲裁制度。





修復式正義操作原理

•培養認知(承擔責任、同理心、羞恥感、道歉勇氣與釋放怨恨)

•避免責備與訓話

•當事人雙方自願與平等參與

•接受法律責任模糊狀態(不以法律框架定義衝突行為)

•將行為與行為者分開(勿以偏見詮釋行為與行為人)

•將衝突視為學習機會，當事人雙方一起成長



校園修復式實踐(正義)的原則

一、視學生的需求而開始行動

二、聚焦在修補已出現的傷害需求之上

三、視衝突為學習的機會

四、在學校環境中創造敏感力

五、修補關係

六、發展同理心

七、再強化自我規範—當學生感覺被群體關照且安全時，才會

有動力自我規範行為



修復式正義實務運作

⚫ 在國外如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紐西蘭與日本等均在民間設調解
委員會或仲裁中心，由當事人主動申請，或由法院裁判交由民間仲
裁。以社區為主體，透過召開會議、雙方調解、當事人道歉、彼此
寬恕、賠償與服務、社區處遇等方式，回復犯罪所造成的當事人及
社區的傷害，以求和平解決犯罪案件的仲裁制度。

⚫ 我國:法務部於2010年開始全國各地檢署試辦，除強制性交、殺人
罪、兒童虐待與無被害者等罪名不適用外，其餘各刑事案件均可試
用修復式正義作法，因此法界稱之修復式司法。(官方網址
:https://www.moj.gov.tw/lp-217-001.html)



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教育體系
⚫ 全世界第一個將修復式正義方案立法的國家卻是紐西蘭，1989年通過
的「兒童、年青人及家庭法案」(the 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 Act)，徹底地翻轉了傳統的少年法庭的司法體制。

⚫ 國外最早在2000年由澳大利亞將修復式正義引進教育體系，英國隨後
跟進，並將修復式正義改稱為修復式實踐，意指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
意思。

⚫ 我國最早是在2011年台南市地檢署承辦修復式司法試辦方案時，由陳
泰華與謝慧游教師建議將修復式正義納入校園管教，之後2017年台中
市律師公會選擇試辦學校，至少在2014年教育部將之」結合處理校園
霸凌後，逐步廣為宣傳。國立台北大學橄欖枝中心是政策重要推手，
每年定期培訓基層師資，目前台南、台中、宜蘭、金門、嘉義市、台
北市等縣市輔諮中心積極推動並累積實驗成果。



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教育體系
⚫ 修復式實踐的重要理念在培育和平安全的校園文化，而不完全在應
處校園霸凌。

⚫ 全校性取向模式:預警式與回應式。

⚫ 實際操作難題:(請參考筆者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443627

一文)

⚫ 一、校方的支持。

⚫ 二、升學競爭主義。

⚫ 三、教師對RJ的認知。

⚫ 四、與校園霸凌緊扣的風險。

⚫ 五、並未放入課綱，欠缺教學正當性。



建構「修復性校園」

概念：從「友善校園」轉為「修復性校園」
理論：明恥整合理論（Reintegrative  

Shaming Theory）、社會互賴理論
(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

執行思路：全校性取向
作法：日常實踐、納入校規、融入課程與日

常生活、讓學生養成習慣透過機制解
決人際間衝突



修復式實踐與全校性
取向之預警作法

• 修復式實踐，就是透過日

常的關心、支持與非暴力

溝通，以及情緒控制技巧

等作法，進而營造一個和

諧安全的校園氣氛。通常

的做法，主要是老師私下

關心特殊個案，集合全班

在一起對話討論，建立共

識，或是有主題式的個案

討論。



校園霸凌
與人際關
係衝突

出現實際傷害
結果

家庭因素
課業壓力
校內競爭

看不見的隱性
壓力正醞釀中



我們要預防什麼

⚫ 預防冰山在海平面下方的潛在危險因子。

⚫ 怎麼預防?透過日常支持系統方法，讓班級，以
及讓師生關係在誠信基礎上，互通有無。

⚫ 國外常用的方法，稱之為修復式實踐。



全校性取向的修復式實踐(1/5)

學者Hopkins（2002：146）指出，校園修復式正義的理念
主張將學校視為一個「社區」，當校園內發生衝突事件時
，大致會仿效社區認為應該要有技巧和機會來修補傷害（
repair harm），並儘速設法讓這社區內的人可以感到安全
，不再製造仇恨與對立的氛圍。誠然，對人際關係的全校
性取向（a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relationships）作法
，不單是針對衝突事件與偏差行為所帶來的傷害進行修補
，它同時要鼓勵學校社區內的所有人，應該一起共同建立
和培養處理人際關係紛爭之技巧與方法（Johnston,2002

：14）。



全校性取向修復式實踐(2/5)

⚫ 一個健康與和平的學校，必須是風險管控優先於
事後處理的學校。

⚫ 風險管控莫過於學校對於危機發生前，採取類似
三級預防的控制方法，平時對整體處遇、干預，
降低風險；風險若持續升高，則針對特殊對象群
體加強輔導與管控；若風險最後上升至出現實害
結果時，針對當事人個案做處遇與輔導。

⚫ 全校性取向觀點，強調日常預防重於事後處理。



全校性取向修復式實踐(3/5)

⚫ 金字塔底層區塊（預警式取向）通常是80%的人
：越接近底層，所涉及的人越多，層面也越廣，
是屬於全校性的關係，故可透過社會與情緒知能
的發展建立全校性的價值與風氣(老師應具備傾
聽、引導學生溝通的基本能力)，強化和諧的人
際關係，並發展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之技巧，此部
分屬於融入日常生活課程的教學內容。

⚫ 教師常採用即席對話、簡單地傾聽與溝通方式。



全校性取向修復式實踐(4/5)

⚫ 金字塔中間區塊：指的是修復與支持關係，藉由進
一步發展目標導向的活動，管控學生行為風險，如
教師可蒐集日常生活案例，透過案例討論，或是以
想定方式讓同學討論問題解決之道，並以此提升學
生因應問題的處理能力。

⚫ 教師常透過朝會或班會時間，舉行圓圈座談(可採
用敘事方法，用第三人稱的稱呼，設定議題討論)

；乃至透過同儕調解，促進當事人雙向溝通。



全校性取向修復式實踐(5/5)

⚫ 金字塔頂端區塊（回應式取向）：上層區塊則是重
建關係，越接近上層，所涉及的人越少，而針對特
殊少數人，如對高關懷群學生所採取之特殊處理方
法，如召開針對性的修復式會議（restorative 
conference）等活動。。

⚫ 學校透過校內具修復會議主持能力者，或邀請外界
專業人士，在校內舉行正式的修復會議，如圓圈、
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善意溝通、家庭團體協商會
議。



全校性取向的修復式實踐(1/)



⚫修復性實踐的全校性模式

回應取向

預警取向



全校性取向修復式實踐:預警作法

⚫ 主要運用於日常校園生活當中各項教學活動與輔導機
制當中，被定位在事前預防工作，因此本模式的對象
是全校95%的大多數師生。

⚫ 常見作法:以課程為基礎的課程(「衝突解決技巧」、「
情緒智商」兩類課程)、圓圈模式、交朋友(運用於小學
或國中階段的同儕關係之中，通常由高年級學生對低
年級學生創造正向人際關係，對高關懷學生團體提供
關懷)、顧問指導(同儕顧問（peer mentoring）、教師
顧問（staff mentoring）、校外顧問（other adult 
mentoring）。這三種顧問當事人在從事認輔工作前，
均需接受訓練，並學習相關輔導的技巧，如傾聽、同
理心、生涯發展、行為改變技術等)



全校性取向修復式實踐:回應作法

⚫ 針對嚴重程度不同之衝突事件，採取以「當事人為
中心」之處遇作法，其干預模式為調解或修復式正
義的復和會議，主要用於回應校園內1-5%的特殊學
生和較嚴重之案件。

⚫ 常見作法:同儕調解(學校同儕調解係由兩位學生經毛
遂自薦或老師推薦，渠等受過調解基本訓練後擔任
調解員，由同學之間自行處理衝突事件)、修復式溝
通(對話促進者或調解員採取「事實－結果－未來」
的結構進行當事人對話)、修復式會談、修復圈(台北
大學橄欖枝中心培訓)、善意溝通(台中律師公會培訓
)、正式修復會議。



學校防處校園衝突事件應該要......

⚫ 平日蒐集各種危險因子。

⚫ 透過一套機制，將校園打造信任、和諧、支持與友善的
正義學校(Just School)。

⚫ 日常的預警防處，應由下而上，透過學生間、師生間，
以及學校與家庭間的緊密互動，藉此掌握問題發生前的
原因。

⚫ 防制校園霸凌應走在發生前的一般預防，而不是事發後
的特別預防，如果校園文化是學業競爭大於支持和諧，
教師很難客觀發現問題根源，因為學業表現佔據大多數
教學成分，所以壓力轉至檯面下，逐漸增壓，直到爆發
，再如何通報防處，傷害都造成了，遺憾也難以挽回。



將修復式實踐類型納入不同情境使用
班級經營活動：透過日常的班級活動，例如每星期各班的班會、團體遊戲、各項
比賽，或以共識的想法來制定班規等，以凝聚學生之間的向心力，進而尊重彼此
並習慣以平等溝通的方式解決同儕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修復式對話：師生在平常對話當中，學習如何使用修復性字彙與修復式對話的方
式，來修復彼此關係及避免傷害。

對話圈：老師與學生平等的討論或分享議題，透過不同議題的對話圈來建立、維
持、修復及重建人際關係。

修復會議：屬於較為正式的處理方式，可分為校內會議或校外促進者主持之會議，
應用於衝突較為嚴重、重大傷害或霸凌案件。



修復式實踐的預警作法介紹

⚫ 根據台南市玉豐國小謝慧游老師自國外參訪的心得報告顯示，
當前國外學校的預警作法有4:

⚫ 就輔導與管教的而言，修復式實踐可依應用層面的寬廣度與正
式度約略分為下列四項具體操作模式：

⚫ 即席對話 ( Impromptu Dialogue)

⚫ 圓圈時間 (Circle Time)

⚫ 受害者─違犯者對話 (Victim-Offender Dialogue)

⚫ 修復會議 (Restorative Conferences)



修復式實踐(預警-回應)操作
層次圖

修復會議修復會議

即席對話(預警)

修復會議(回應)

圓圈時間(預警)

受害者─違犯者對話(回應)

寬廣度

正
式
度

參考自謝慧游老師的修復式實踐教師手冊



即席對話

• 即席對話是修復式實踐最不具正式性的模式，主
要是隨時隨地關心與瞭解學生的狀況。任何一個
時刻，在校園中的任何一個角落，不管是教室、
合作社、遊樂場、操場、籃球場、走廊、車棚、
大樹下，只要隨時察覺小朋友有不適當的行為，
或是同學間有言語或肢體上的衝突，老師就可以
扮演促進者的角色，立即透過修復式提問來瞭解
學生的狀況。在以上情況與小朋友對話時，應與
其他同學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護隱私。其次，
不管是坐著或站著，人數在三人以上時，小朋友
和老師可以面對面圍成一個圓圈來對話。提問的
內容可視情況而定，並非一定要按照順序問完所
有的修復式問題，有時候一句「發生了什麼事？
」和「下次你會怎麼做？」就可能讓情況有所好
轉。



圓圈時間
⚫ 圓圈時間可溯源自於北美洲原住民部落一種稱為談話
圈(talking circle)的傳統，也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圍成
一個圓圈，一起討論部落裡的一些重大議題。

⚫ 在課堂中，圓圈時間有兩大功能：在建立與維持人際
關係的層面是探索情感與需求、培養自尊與同理心，
與發展積極的聆聽技巧；在修復與重建人際關係的層
面是解決問題與探討衝突。而透過圓圈時間所營造出
的信賴與包容的氛圍更是未來進行受害者─違犯者對話
與修復會議的必要前提，因為在安全與互信尚未建立
之前，受害者─違犯者對話或修復會議不僅會徒勞無功
，甚至可能加劇衝突與傷害。

⚫ 老師身為促進者必須盡可能保持中立的態度。圓圈時
間若著重在建立與維持人際關係，在盡量中立的情況
下，老師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感受與想法；若著重在修
復與重建人際關係，則老師應並避免表達自己的情感
與觀點，使學生受到老師的影響而無法真誠自由地表
達自我。



圓圈時間



國外操作圓圈時間的
影片

• 對話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

Tr4v0eYigM)

• 修復式圓圈(國小操作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

TFIzxObIs)

• 修復式實踐圓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6

ChwR6tzb8)



操作圓圈5大要領
⚫ 普拉尼斯 (Pranis, 2005)對談話圈的運作歸納出了五大要素：儀式

(ceremony)、說話物件 (a talking piece)、促進者 (a facilitator)、指引
(guidelines)，以及共識的決定 (consensus decision-making)。

⚫ 儀式：談話圈進行前會有個開場白來歡迎大家的參與，此開場白是為了營
造一個令人放鬆的氣氛，讓大家先釋放出負面的壓力，進而在彼此尊重的
前提下建立互信。在談話圈結束前也會有個結語來感謝大家對談話圈核心
價值的用心體會與付出，並讓大家帶著希望感回到原來的日常生活。

⚫ 說話物件：說話物件指的是一樣可以拿在手上或握在手裡的物件。在談話
圈進行中，說話物件從一個人的手依序傳遞至另一個人的手，手中握有說
話物件的人才能開口說話，而其他人則扮演聽眾的角色。說話物件的使用
可以確保大家都有不受干擾的說話機會，同時也提醒其他人必須仔細聆聽
。接到說話物件的人可以選擇發言，或選擇保持沈默然後將說話物件傳給
下一個人。當然說話物件並非是必備的。



操作圓圈5大要領

⚫ 促進者：促進者的任務是讓談話圈能夠順利運作。因此為了讓大家能夠
在有安全感的環境下真誠地分享自己的情緒與想法，促進者會適時提醒
大家尊重他人的發言，不鄙視他人的發言，不對他人的發言做判斷。促
進者同時也會依情況協助話題的轉換，但不控制議題，不引導大家做出
特定的結論。

⚫ 指引：指引的設計是為了製造一個能夠讓大家有安全感的集體空間。指
引並非是硬性的規則，而是柔性的叮嚀。它的功用是提醒大家共同遵守
誠懇發言、專心聆聽，以及保密的共識與承諾。

⚫ 共識的決定：並不是所有的談話圈進行到最後都會做出個決定，但是若
參與者共同做出一個決定，那麼這個決定會是考量過彼此的需求與利益
後所產生的共識，而且大家也願意為這個共識付出心力。



如何操作共識圈

⚫ 由教師或學生設定班上的圓圈主題，例如:當有人在我面前取笑
我的時候，該如何處理?

⚫ 老師解釋主題後，順時針傳遞說話信物，拿到的人可以說話，
沒拿到的人不能說話。

⚫ 圓圈中可放一塊白板，學生拿Memo紙寫上自己的觀點，講完後
貼在白板上，老師應於事前在白板上區分三塊貼紙區，一塊是
馬上可以做的、一塊是不確定馬上可以做、一塊是沒意見。

⚫ 看哪一圈的貼紙愈多，將可形成共識決定，在班上實施。



如何操作公聽式的圓圈

外圈

內圈



公聽式圓圈

⚫ 顧名思義，就是菁英式或代表式的圓圈，內圈安排至多7張椅子，1

名教師與5位同學代表，留一張無人座。

⚫ 其餘多數同學坐外圈，不能參與討論，但在適當時間，如每一圈討
論完後，可以發問內圈代表，內圈代表可選擇回答或不回答，但超
過三次不回答，退出內圈到外圈，或外圈同學自動舉手進入內圈參
加討論，討論完後，外圈就內圈提出的看法做表決，表決獲最少支
持的人，必須退出內圈，空出位子，再由老師設定延續性提問或新
的提問，如此週而復返，最後老師問內圈與外圈同學有無其他問題
，大家都沒問題，圓圈停止。



實務操作介紹:案例討論

⚫ 共識圈

⚫ 主題:開玩笑與言語霸凌
的界線

⚫ 白板區:開玩笑案例、言
語霸凌案例、難以辨案
例

⚫ 透過每一圈討論最後可
以收攏到知道何謂開玩
笑?何謂言語霸凌?

⚫ 公聽式圓圈

⚫ 主題:開玩笑與言語霸凌界
線

⚫ 設定每一圈議題

⚫ 1.請舉出各一個案例

⚫ 2.說明你的理由

⚫ 3.你聽到的感受是…

⚫ 4.我想修改原先的看法….

⚫ 5.付諸表決



延伸閱讀&推薦入門操作參考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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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 Maynard

Create a Restorative School 
Culture 

Educator - Co-Founder of BehaviorFlip - Co-Author of “Hacking School Discipline: 9 
Way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Empathy and Responsibility Using Restorative Justice.”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rt of 
schoo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urveyed.

➔ Lunch

➔ Beginning of day/ 
homeroom

➔ Electives (band, yearbook, 
and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are the core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torative Practices in Schools 

● Meets the needs of students 
who are acting out

● Focuses on the need to repair 
harm that has occurred

● Views conflicts as a learning 
opportunity

● Creates sense of community 
in school environment

● Restores relationships 

● Develops empathy 

● Reinforces self-regulation

Emphasizes Relationships



  Evaluate Current Behavioral Practices



Common U.S. classroom punishments 
include:
● Loss of recess time
● Extra homework
● Loss of other privileges
● Detention
● Suspensions
● Expulsions



School to Prison Pipeline 



● In 2017, 1,236,200 cases were handled by the juvenile courts. 
● 891,100 cases dealt with males, compared with 345,100 for 

females. 
● The most prominent age group represented in the courts is 13 

to 15 years.
● 410,900 of the cases involved Black adolescents, which 

represents about one-third of the total court cases.
● There were 69,783 students arrested last year at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for USA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upport our acting out 
students. 



Why are children acting out?  



To increase student success by infus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to restorative behavior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providing actionable data to help reduce 
disproportionality, dropping the overall number of school 
referrals, suspensions and expulsions.

 A Restorative School Goal



Shift Perspectives 
with Questions

➔ What does a suspension 
teach a student who has 
broken a rule?

➔ How effective are 
suspensions at dropping 
recidivism in behaviors?

➔ What is your 
disportionality data? 



Negatives of 
Punitive Discipline

● Tends to support labeling of students: 
Good or Bad 

● Temporary bandage approach with few 
lasting effects

● Victims get little from process
● Not typically a teaching tool
● Suspensions and Expulsions place 

high-risk students out 
in the community

Leads to higher dropout rates, criminal 
activity, and little accountability 



Paradigm Shift- Be a Problem-Solver



“Students learn self-regulation best when they 
feel connected and safe, and they feel connected 
and safe when educators focus on building 
empathy instead of doling out punishment.”

#HackingSchoolDiscipline 

Take The Trauma out of Discipline 



Paradigm Shift
Typical Punitive Questions

After Wrong-Doing:
● What rule/law was broken?
● Who broke it?
● What punishment do they deserve?

Restorative Next Step Questions

After Wrong-Doing:
● What is the harm caused and to whom?
● What are the needs and obligations that have 

arisen? 
● Who are the stakeholders? 
● How can the harm be repaired to restore 

relationships?



Social and Emotional Priorities 
Relationships   Relationships are the foundation to trust and student 

personal/academic growth 

Communication  Creating a dialogue after an issue gives all parties a voice and 
creates autonomy 

Self-Regulation  Proactive solution and skill development for expanded child to 
adult success. 

Conflict-Resolution Restorative practices unites all stakeholders together contributing 
to a positive school culture. 



Implement 
in Your School



Taxonomy of a Restorative School  
Classroom/ All Interactions Discipline Practices Culture 



Classroom / All Interactions 
Responsibility has to be taken in the classroom. Create a safe environment 
that praises the investment in change. 

Circles

Mediations 

Using Restorative Verbiage 

Reintegration if student is 
removed 



The Impacts
● How can teachers today promote open classroom 

dialogue?
● Invites collaboration of stakeholders 
● Creates a classroom community
● Self-responsibility and effective action
● Catalyzes success through investment around issues  



Discipline Process
We have to start by “Seeking to Understand” what is driving a behavior. Also, we must 
identify barriers and mitigating factors to establish a plan of action around them. 

Mindset- be a problem solver

Progressive restorative consequences 

Include parents and stakeholders 

Plan of Action - Empower



The Impacts

● Holds offenders directly and personally responsible, 
and gives them insight into the real impact of their 
behavior 

● Gives victims the chance to have their say, to get 
answers, to receive an apology and move on with their 
lives



Culture 
School culture isn’t built through better policies- it’s built through better 
relationships. 

 Inclusive Interventions 

Reinforce communication 

Socially, Emotionally, and Physically safer schools 

School staff have more control 



The Impacts 

● Creat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 Empowers all for investment in school success 
● Reduces negative repeating behaviors 
● Builds up the school rather than tearing it down 



Multi-Tiered 
Systems of 

Support
Example of implementing restorative 

supports



Multi-Tiered 
Systems of 

Support
Example of implementing restorative 

supports



Multi-Tiered 
Systems of 

Support
Example of implementing restorative 

supports



Multi-Tiered 
Systems of 

Support
Example of implementing restorative 

supports



Restorative Practices in Schools: Data 
Shows 
Inner City School in Indianapolis, IN USA

● 73% lower suspensions than the rest of Marion County Schools. 
● Staff turnover rate is one of the lowest in all Marion County 

Schools. 
● 98% attendance of students in our school. 



Keys to Success
● Use inclusive collaborative process
● Involve victims, offenders, and stakeholders 
● Focus on repairing harm 
● Respect for all involved 
● Problem solving/empowering
● Repairing relationships  
● Holding offenders accountable 



Questions? 

Thanks for listening! 

Nathan Maynard
nathan@behaviorflip.com
(765) 667-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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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人員情緒紓解、壓力管理與因應策略 

傅木龍博士(康寧大學主任秘書、教育部前訓育委員會專門委員兼秘書、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前副司長)  

E-mail:amlfgood@gmail.com 手機 0963395909 

著作 

生命之探----來去間的智慧（92年）（本書版稅全數捐給創世基金會。心理出版社電話：02-23671490，定價 200元） 

生命之探 2—澄心向愛行（100年 7月）（心理出版社電話：02-23671490，定價 260元。本書版稅捐給慈濟基金會、創世基金會、花蓮畢士

大教養院、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有聲書：（清涼音出版，每一套 DVD：定價 2,600元，團體訂購 2,000元；CD定價 1600元，團體訂購 1200元。版稅捐給學校及慈濟、世

界展望會等慈善團體） 

一、圓滿人生系列 

（一）開啟心靈樂在工作（二）做一個有人品的現代人（三）培養好習慣創造好人生（四）用真愛培養與眾不同的孩子 

二、真愛人生系列 

（一）大愛無礙----用愛鼓動人生的夢想（二）返璞歸真----用簡單的態度活得自在（三）手掌乾坤----用心打造成功的鑰匙（四）逆增

上緣----用感恩的心在逆境中超越自我 

三、價值人生 

（一）創造好命運（存好心做好事）（二）命好不如德行好（好品德決定好人生）（三）用對方法（孩子可以成為天才）（四）創造向上提

昇的能量（現代人不可不知的秘密） 

四、幸福滿人間 

（一）正向轉念---創造生機（二）廣博悅讀---悠遊樂活（三）扎根教養---活出品味（四）多元同理---涵養真愛 

壹、面對後疫情時代----我們應有的格局與視野 

一、Gary Philips的學習金字塔 

二、畫家梵谷主張最偉大的藝術就是「愛」；米勒 1857年的拾穗畫作。） 

三、人生三態(悲觀、樂觀、達觀)  

四、社會之不缺與缺(人品、教養、智慧、良師….等) 

五、20世紀的雙 B與 21世紀的 3V 

六、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的啟示；如何延遲孩子欲望滿足（培養挫折容忍力）。 

七、影響我們一輩子命運最大的關鍵因素是什麼？猶太人的教育觀與作法？ 

貳、情緒的相關概念與紓解 

一、情緒是中性的、無好壞之分；情緒處理與成長背景及經驗有關；可分為正負、強弱、真實與虛假 

二、情緒的四部曲（生理的變化、主觀的、表情的、行為衝動） 

三、情緒智慧（EQ）的內涵（認識自身的情緒、妥善管理情緒、自我激勵、認知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管理） 

四、情緒智慧（EQ）的重要意義（健康的競爭力、人際的領導力、情感的親密力、生涯的驅策力、人生的創造

力） 

五、情緒的六種基本類型（愛 Love、快樂 Happy、驚奇 Surprise、氣憤 Anger、憂傷 Sadness、害怕 Fear） 

六、十種負面情緒與十種有利情緒 

(一)十種負面情緒（不痛快、害怕、難過、生氣、挫折、失望、懊悔、不中用、心力交瘁、孤獨感） 

(二)十種有力的情緒（愛與溫情、感恩、好奇心、振奮與熱情、毅力、彈性、信心、快樂、活力、服務） 

八、情緒的影響層面（生理、心理、工作「學業」、人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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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情緒的處理方式（逃避、否認、屈服、學習、超越） 

十、五種人格特質助你長壽 

參、 壓力之相關概念與因應策略 

一、 壓力的意涵與類別；二、壓力源；三、影響壓力反應的因素；四、壓力的面向；五、壓力調適與因應 

肆、經典的哲理省思 

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二、六祖惠能: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終自懊。 

三、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述而第七〉 

四、《冬夜讀書示子聿》 陸游【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五、郭位:沒人文素養的讀書人最壞(國際公法胡育慶教授的案例:一代比一代強，是一代比一代的智慧強、健康

強、科技強，但是一代比一代的道德怎麼樣呢？)2016-06-26  聯合報 

六、專業知識使你『突出』(成名/名人(名聲響亮）﹔人文素養(博雅品質)使你『傑出』(成人/頂天立地/偉人(不

凡)）」 

七、康德說：「最使我們感到驚奇和震撼的兩件東西是:天上的星空，以及我們心中的道德律」 

八、弘一大師格言別錄: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 

伍、輔人員應有之情緒管理與專業成長 

一、掌握並熟練三明治對話之意義與價值 

二、建立堅定的服務信念（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蕾莎：終身服務窮人） 

三、建立正確的教育核心價值（與眾不同、獨一無二、感恩、自信、欣賞） 

四、大量閱讀培養人文素養（大提琴家馬友友的案例、日本人的閱讀習慣） 

五、培養樂觀特質（學習樂觀，樂觀學習；席維斯史特龍、愛迪生） 

六、專業對話與規劃 

七、分享經驗、分享生命、超越生命 

陸、加強涵養多元且正向的能量 

一、5C( caring、commitment 、 connect、change、challenge) 

二、5R（Reflection, Respect, Responsibility, Realization, Read） 

三、5S（Self-confidence, Smile, Support, Solidarity, struggle） 

四、5V (Vision, Value, Volunteer, Velocity，Visibility)】 

五、進入贏者圈的第三把金鑰匙(態度) 

柒、我們擁有且知足（一句話與一個問題；感性與理性；真誠、柔軟與謙卑） 

一、台灣的史懷哲、臺灣之光的啟示(陳樹菊阿嬤、莊朱玉女阿嬤、陳綢阿嬤) 

二、韓國前總統金大中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案例 

三、如何點一盞燈、伸出一雙手（全世界的黑暗都沒有辦法讓一根蠟燭失去光輝，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文學家

羅柏斯和布雷克） 

四、全世界最年輕的校長：印度巴布.阿里，16歲，11歲開始。 

五、已故經濟部前部長趙耀東先生，擔任中鋼董事長期間，為尋聘財務顧問，向陳世昌下跪，陳世昌亦跪了下

來，兩位皆年近六十的男子，就如此對跪了十五分鐘。【聯合報╱黑白集 2008.08.21 】  

六、20世紀初，美國最有錢的花花公子艾斯特四世（J.J.Astor IV）一生沒有什麼令人看得起的地方， 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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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他在歷史上留下一席之地。那天，他讓全世界人看到什麼叫文明社會的人道精神。 

捌、從改變中創新思維 

一、柯維(Stephen R.Covey)《與成功有約》七個好習慣與第八個習慣 

二、人生三態、愛因斯坦桌面上的三張相、麥克阿瑟在太平洋盟軍總部辦公室的三張牌 

玖、讓我們一起感動----善用正向思維創造雙贏 

一、日本鍠帽公司董事長鍵三秀三郎掃廁所的案例 

二、賣傘與曬米粉 

三、貧富兩位長者得到高血的案例 

四、2020.06.19TVBS(HD)中午 12:00世界新聞報導，一位祕魯婦人背著一位女兒、手牽者另一位女兒，另一位

女兒自行走路，躲避疫情，行走在安地列斯 4,500公尺高山上，共走了 560公里，終於回到自己的農場，

生命力令人感佩。 

拾、服務別人成就自己（施比受更有福的因果法則 ） 

一、袁了凡的案例、重顯法師的案例 

二、美國偉大心理學家以及作家卡爾.麥林格（Karl Menninger）在 1990年去逝前夕被問及，對於一些精神失

調的病患們有些什麼建議，卡爾回答：「他應當馬上離開家裡，越過鐵軌，找到一些值得幫助的人，為他

們做一點事。」(李紹廷譯，2005。僕人──修練與實踐，詹姆士.杭特（James C. Hunter）。台北：商周。 

三、放下仇恨 牧師娘課輔助弱勢 【聯合報╱記者曾懿晴／台北報導 2008.09.02 】 9年前，一名罹患精神疾

病的離職員警持刀闖進嘉義縣浸宣水上教會，將牧師闕明毅殺死，闕牧師的兩個女兒也受重傷，遭逢家庭

劇變的牧師娘闕戴淑媺哭了七天七夜，決定原諒凶手，用愛讓自己遠離恨，開辦陪讀班，幫在網咖遊蕩的

弱勢學生課輔，有人從班上成績倒數第三名，突飛猛進國小畢業拿到校長獎。這名李姓離職警員和牧師闕

明毅並不認識，也沒有仇恨，只是因為向父親要錢不成，就氣憤地亂殺人。闕戴淑媺說，她想到聖經上寫

著：「你們遭受患難，是要叫你們安慰那些同受患難的人。」受到感召，才發願要幫助苦難中的人。 <社

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02)27769995,劃撥帳號:19281908  

四、姚歡容為後山兒童幕戲：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附小二年級的姚歡容同學為了讓偏遠地區兒童欣賞到精彩的藝

術表演，勇敢的募款，捐給紙風車文教基金會，促成 96.03.24在花蓮縣光復糖廠盛大的兒童劇演出，她只

有八歲，但讓「兒童幫助兒童」的精神在台灣發光。（國語日報：96/04/02 

五、20世紀初美國費城浸信會教會的案例、美國艾斯強森基金會 

拾壹、讓我們找回純真與感動的力量----「抱抱大聖」安慰 3500萬人 

拾貳、我們一起共勉----感恩、承擔、行動、感動 

彼得.杜拉克：「變革時，最重要的是維持基本價值，雖然面對不同的市場，但基本的信念還是不變。互信就是

這樣建立的，在互信的基礎上，組織可以快速改變，而不會令人不安。 

叔本華說：「當你回顧一生時，它看似規劃好的劇情，但當你身歷其境時，卻是一團亂，只是一個接著一個而

來的意外。事後你在回顧它時，卻是完美的。」 

余光中先生：「時代愈是荒謬，愈需要正面的價值；現實愈是混亂，愈需要清晰的聲音」 

英雄本色電影海報：「每一個人都會死亡，但不是每個人都真正活過」 

希臘三哲之一柏拉圖先生「人類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勝利是征服自己，最可恥最可悲的勝利是被自己征服」 

成功的人永遠做該做的事情，積極開創機會、開創希望；一般的人聽命做事，掌握機會，懷抱希望；失敗的人

只做想做的事情，默默的等待機會、放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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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靈丹：「我們不需要承擔所有的責任，但我們有責任做最好的規劃」。 

寧靜的祈禱：「請賜給我勇氣，改變可以改變的；請賜給我耐心，接受不可以改變的；請賜給我智慧，分辨哪

些可以改變，哪些不可以改變」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說：「能解決的事情，不用擔心；不能解決的事情，擔心也沒有。好好活在每個當下」 

如果：現在的挫折，會帶給您未來長遠的幸福，請您忍耐！現在的快樂，會帶給您未來長遠的不幸，請您拋棄！ 

現在的付出，會帶給您未來長遠的快樂，請您不要吝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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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工作倫理 

傅木龍博士(康寧大學主任秘書、教育部前訓育委員會專門委員兼秘書、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前副司長)  

E-mail:amlfgood@gmail.com 手機 0963395909 

著作 

生命之探----來去間的智慧（92年）（本書版稅全數捐給創世基金會。心理出版社電話：02-23671490，定價 200元） 

生命之探 2—澄心向愛行（100年 7月）（心理出版社電話：02-23671490，定價 260元。本書版稅捐給慈濟基金會、創世基金會、花蓮畢士

大教養院、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有聲書：（清涼音出版，每一套 DVD：定價 2,600元，團體訂購 2,000元；CD定價 1600元，團體訂購 1200元。版稅捐給學校及慈濟、世

界展望會等慈善團體） 

一、圓滿人生系列 

（一）開啟心靈樂在工作（二）做一個有人品的現代人（三）培養好習慣創造好人生（四）用真愛培養與眾不同的孩子 

二、真愛人生系列 

（一）大愛無礙----用愛鼓動人生的夢想（二）返璞歸真----用簡單的態度活得自在（三）手掌乾坤----用心打造成功的鑰匙（四）逆增

上緣----用感恩的心在逆境中超越自我 

三、價值人生 

（一）創造好命運（存好心做好事）（二）命好不如德行好（好品德決定好人生）（三）用對方法（孩子可以成為天才）（四）創造向上提

昇的能量（現代人不可不知的秘密） 

四、幸福滿人間 

（一）正向轉念---創造生機（二）廣博悅讀---悠遊樂活（三）扎根教養---活出品味（四）多元同理---涵養真愛 

壹、面對社會變遷----我們應有的態度與思維 

一、教育的初衷(季札掛劍的案例)？人為什麼活著(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如何定義自己(英國管理學大

師韓第)？蘇格拉底：【什麼是人生】？  

二、我是熱情的工作者嗎？（愛迪生：從來沒有工作過一天） 

三、一個人不能成功的原因:沒有目標、沒有夢想、沒有自信、沒有好的老師家長、不知道自己的潛能有多大。 

四、心胸遠大的人談理想﹔一般的人批評事件﹔心胸狹小的人道人。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能做大

事，沒有人品，大事小事都可能變壞事。人不怕笨、不怕窮、也不怕醜，就怕沒有人品。 

五、目標、信念、團隊的意義與價值 

(一)什麼叫目標？朝思暮想、做夢都想、時刻都想，而且一想起就熱血沸騰，那才叫目標！ 

(二)什麼叫信念？經歷過冷嘲熱諷、人情冷漠、三番四次的跌倒打擊、幾乎絕望的境地且還咬牙前行，那才叫

信念! 

(三)什麼叫團隊？一起經歷過風雨洗禮、跌宕起伏、浴血奮戰、榮辱與共、艱難困境，依然迎難而上，創造奇

跡，那才叫團隊！ 

六、人際互動的對象是人，看到「人」這個字，是否可以找到人的價值、尊嚴與努力的方向？ 

七、教工作者的角色與分類（職業、事業、志業；經師、人師、良師）、如何和學生談「愛」？當一顆種子還

是棋子？當跳棋或是象棋？現代教育工作者需具備的三種重要知識與能力? 

八、康德說：「最使我們感到驚奇和震撼的兩件東西是:天上的星空，以及我們心中的道德律」 

貳、讓我們一起信守----教育的基本信念與價值 

一、每位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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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沒有人可以學會所有東西 

三、每位孩子都可能犯錯且都有犯錯的權利 

四、只要用對方法，孩子是可以藉由教育而正向發展 

五、孩子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六、培養健康快樂與眾不同且自信的孩子 

參、讓我們一起分享----人際互動的基本原則 

一、三十秒內的三 A法則（attention. affirmation. appreciation） 

二、友善關係的三 A法則（applause. appraise. acceptance） 

三、三一法則(一分鐘親切、一小時專業、一天信任) 

四、三不（不批評、不抱怨、不責備；弘一大師的格言）、三要原則（尊重、同理、支持） 

五、說話的三個篩子：真的嗎？善的嗎？重要的嗎？ 

肆、輔導工作應有之理念 

一、「目標為先，方法為要」的理念 

二、「發展重於預防，預防重於治療」的理念 

三、「掌舵先於划槳，培育幹部撒播種子」的理念 

四、「服務代替管理，獎勵優於懲罰」的理念 

五、「關懷先於要求，耐心多於憂心」 

六、「主動出擊，爭取認同」的理念 

七、「擴大參與，整合資源」的理念 

八、「捨我其誰，功成不居」的理念 

伍、輔導專業倫理的意涵 

一、缺乏專業經驗及倫理意識，致無法預知或預測行為後果；二、低估問題的嚴重性，而未做好預防措施；三、

預見問題卻束手無策；四、對所使用方法的後果不清楚；五、專業倫理規範及倫理原則未提供具體指示，

造成實際判斷困難；六、在倫理規範、法律、政策與當事人權益間發生衝突，無法抉擇忠於法或忠於人的

困擾；七、諮商人員缺乏人格與操守的修為、道德意識及倫理判斷能力。 

陸、輔導工作倫理之面向 

一、輔導工作倫理應有的認知；二、助人倫理之原則；三、常見之倫理議題；四、進行決策之思維；五、應強

化之能力 

柒、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10.31) 

一、學生權利與學生輔導人員之責任；二、.學生隱私權維護；三、關係與界限議題處理；四、.校園合作倫理

議題；五、.學生輔導人員專業知能與成長之倫理議題；六、.學生輔導人員督導與諮詢角色之倫理議題；

七、.進行研究之倫理議題；八、.運用科技設備進行輔導之倫理議題；九、.實施測驗之倫理議題；十、進

行評鑑之倫理議題；十一、倫理維護 

捌、學生輔導工作倫理案例分析(洪莉竹(2013)。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暨案例分析) 

一、 校園評鑑（學生隱私權、工作倫理）；二、個案研討（學生隱私權、知情同意權）；三、紀錄保管與轉移

（學生隱私權、知情同意權、專業合作）；四、通報（保密限制、學生受益權、多重角色）；五、諮詢（諮

詢專業知能、透露晤談訊息）；六、多重關係（透露晤談訊息、系統合作、關係界限）；七、關係議題（利

益餽贈、輔導人員之責任)；八、學生自主權（選擇權、透露晤談訊息、預警）；九、家長知後同意權（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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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權）；十、違反倫理之處理；十一、督導（督導知能、督導實習生、評量與回饋）；十二、專業能力（專

業能力限制、自我照顧） 

玖、未成年人諮商的倫理與法律考慮(王智弘、張勻銘（2002）。國小輔導工作的倫理與法律問題。) 

     一、未成年人的權力；二、家長監護權、父母的衝突與離婚的衍生問題；三、機構的考慮；四、知後同

意權；五、保密、溝通特權與記錄的保管；六、保密的例外、預警責任與舉發；七、性方面的問題；八、

雙重關係 



傅木龍簡歷(手機:0963395909；e-mail:amlfgood@gmail.com )(現職:康寧大學北部校區主任秘書) 

一、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82.09—87.07）、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碩士

（78.09—80.06）、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士（72.09—76.06）、省立新竹師範專科

學校普師科畢業（65.09—70.06）、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專題研究（84.02—84.08） 

二、經歷： 

（一） 教學經歷： 

1. 學校教學部分:國小教師（70.08--77.02）、國立政治大學兼任教師、台北市立師範

學院及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兼任教師、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兼任教師(104/02-07)、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89-105)、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兼職教師(107-108)、國立臺

灣科技大學師培中心兼任教師（89-109）康寧大學通識中心教師兼主任秘書

(109.08.01) 

2. 政府或民間機構演講部分:國家教育研究院校長及主任培訓、新進教官培訓、中油

員工培訓、美容美髮人員培訓、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幹部培訓、大專校院導

師知能培訓、全國各中校小學教師知能培訓及親職教育講座、大陸來台參訪教育

人員培訓、佛光大學兒童課後照顧人員培訓、大專生涯發展協會專題講座、大陸

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翰林學院師資培訓講座 

（二） 教育行政經歷：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員（77.02—77.11）、教育部國民教育司科員

（77.11—79.11）、行政院第六組諮議（79.11—85.10）、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第一組主

任（ 85.10—91.09.18）、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專門委員兼第一、二組主任

（91.09.18—93.01.08）、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專門委員兼秘書（93.01.08---101.12.31）、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102.01.01-103.03.06） 

（三） 教育部高中職校務評鑑委員(104-108)、新北市中小校務評鑑委員(106-109) 

（四） 台北市、基隆市新進輔導教師培訓講師 

（五）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顧問(108.08.01-110.07.31) 

三、國家考試： 

（一） 普考教育行政及格（民國 74年） 

（二） 乙等特考教育行政通過（民 75年） 

（三） 高考教育行政及格（民 76年） 

四、教學專長：潛能激發、自信與行動力之培養、社團經營與實務、親職教育、靈性與意念之理

念與實務、人際溝通、情感教育、情緒管理、生命教育、品德教育、價值教育、人

生哲學、佛法與人生、青少年心理與衛生、性別平等教育、教育心理學、班級經營、

有校教學策略與實務、學生輔導與管教、兒童偏差行為與輔導、校園霸凌防制與處

理、輔導原理與實務、人權教育、服務學習、教育（學校）行政理論與實務、學生

事務專題研究。 

五、相關著作 

（一）書籍 

1.生命之探----來去間的智慧（本書版稅全數捐給創世基金會） 

2.生命之探 2—澄心向愛行（本書版稅捐給慈濟基金會、創世基金會、花蓮畢士大教養

院、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二）有聲書：共四套（清涼音出版，版稅捐給學校及慈濟、世界展望會等慈善團體） 



1.找回真愛系列：（1）開啟心靈樂在工作（2）做一個有人品的現代人（3）培養好習慣

創造好人生（4）用真愛培養與眾不同的孩子； 

2.真愛人生系列：（1）大愛無礙----用愛鼓動人生的夢想（2）返璞歸真----用簡單的態度

活得自在（3）手掌乾坤----用心打造成功的鑰匙（4）逆增上緣----用感恩的心在逆境中

超越自我； 

3.價值人生系列：（1）創造好命運（存好心做好事）（2）命好不如德行好（好品德決定

好人生）（3）用對方法（孩子可以成為天才）（4）創造向上提昇的能量（現代人不可不

知的秘密） 

4、幸福滿人間：（1）正向轉念---創造生機（2）廣博悅讀---悠遊樂活（3）扎根教養---

活出品味（4）多元同理---涵養真愛（2013/12） 

 

 



學校輔導工作重點及相關法規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秘書室 秘書

隋杜卿



教育輔導相關法規

1.國民教育法

2.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3.性別平等教育法

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5.家庭教育法

6.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7.強迫入學條例

8.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



教育輔導相關法規

9.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10.校園霸凌防治準則

11.學生輔導法

12.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13.行政程序法

14.個人資料保護法

15.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

16.特殊教育法



輔導法規重點簡介

★學生輔導法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學生輔導法



第 14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妥善規劃專業培訓管道，並加強推動教師與專
業輔導人員之輔導知能職前教育及在職進修。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
輔導教師及初聘專業輔導人員至少四十小時之職前基礎培訓課
程。

學校應定期辦理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輔導知能研習，並
納入年度輔導工作計畫實施。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每年應接受輔導知能在職進修課程
至少三小時；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每
年應接受在職進修課程至少十八小時；聘用機關或學校應核給
公（差）假。但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初聘專業輔
導人員依第二項規定於當年度已完成四十小時以上之職前基礎
培訓課程者，得抵免之。



第 4 條

（第2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應設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其任務如下：

一、提供學生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服務。

二、支援學校輔導嚴重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之學生。

三、支援學校嚴重個案之轉介及轉銜服務。

四、支援學校教師及學生家長專業諮詢服務。

五、支援學校辦理個案研討會議。

六、支援學校處理危機事件之心理諮商工作。

……



第 6 條

（第1項）

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
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
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

……



第 6 條（第2項）

前項所定三級輔導之內容如下：

（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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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6 條（第2項）

前項所定三級輔導之內容如下：

……

（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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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6 條（第2項）

前項所定三級輔導之內容如下：

……

（第3款）

三、處遇性輔導：

針對經前款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
或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重大違規
行為等學生，配合其特殊需求，結合心理
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輔導、職能治療、
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各類專業服務。



第 12 條

（第1項）

學校教師，負責執行發展性輔導措施，並
協助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措施；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之輔導教師，並應負責執行介入
性輔導措施。



第 17 條

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
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不得
洩漏。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危難
之處置，不在此限。

前項人員並應謹守專業倫理，維護學生接
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益。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第 7 條

學校應針對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導之學生，
列冊追蹤輔導。

學校得召開個案會議，針對前項學生之個別特
性，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等相關措施。

學校得邀請學校行政人員、相關教師、輔導教
師、專業輔導人員、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參與
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等相關措施。

學校得視學生輔導需求，彈性處理出缺勤紀錄
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不受請假或
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第 9 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學生資料蒐集、處

理及利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

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

之關聯。



第 14 條

（第1項）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初任

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初聘專業輔導人

員四十小時之職前基礎培訓課程，得包括輔導

相關法規、網絡合作、兒童及少年保護、性別

平等教育等共同課程，及依各該身分修習所需

之個別專業課程。



第 15 條

（第1項）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學生輔導工
作相關人員，包括各教育階段之學校教師、行
政人員、教官、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特
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
助理人員等業務佐理人員，或曾任學生輔導工
作職務之人員等。

（第2項）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稱專業倫理，
指前項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按其身分別或專
業別，依教師法、心理師法及社會工作師法等
相關規定所應遵守之專業倫理規範。



第 1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

理人，應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配合

學校安排之學生輔導計畫及相關措施，並要求

學生遵守。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

★參考資料—基隆市國民中小學「專任及兼任輔導

教師」工作內容 1010120

★參考資料—高雄市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工作規定

1010803

★參考資料—桃園市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工作職掌說

明 1070830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

★參考學校—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參考學校--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輔導主任)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1.擬訂輔導室各項章則、工作計

畫及行事曆。

2.遴選教師參與學校輔導工作。

3.負責推動並督導輔導工作人員

執行學校輔導計劃。

4.規劃辦理教師輔導專業知能之

研習。

5.與機關團體及社會人士聯繫，

並運用社會資源。

◎輔導主任：

1.秉承主任委員之指示，擬訂輔

導工作實施計畫及年度預算。

2.擬訂輔導工作行事曆，並推動

輔導工作委員會決議事項。

3.分配並督導輔導教師執行工作

4.出席本校行政、處室及其他有

關會議。

5.負責策劃輔導研習、演講、座

談及蒐集有關資訊等輔導活動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6.對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

提供輔導專業服務。

7.推動或執行輔導會議相關決議

事項。

8.編列輔導相關經費預算並督導

執行。

9.籌辦並主持學校輔導工作的評

鑑。

◎輔導主任：

6.擔任協調工作與各處室共同實

施輔導工作。

7.規劃輔導經費使用分配與控管

事宜。

8.物品請購、財產、消耗品之申

請與管理。

9.規劃輔導工作視導重點及評鑑

事宜。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輔導主任)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輔導主任：

10.主持或出席校內輔導相關之

會議。

11.其他輔導室相關業務規畫、

執行與督導。

◎輔導主任：

10.規劃與實施輔導責任區及相

關諮詢工作。

11 規劃友善校園相關活動。

12.規劃校內外相關教師輔導知

能研習。

13.校務會議、行政會報、主管

會報資料彙整。

14. 其他有關輔導工作事宜。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輔導主任)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輔導組長：

1.輔導計畫及章則之擬定事項。

2.實施學生輔導與諮商事項。

3.學生個案管理與輔導事項。

4.協辦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及班級

輔導活動課程。

5.策劃與實施團體輔導事項。

6.提供輔導專業諮詢服務事項。

7.推展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
8.策劃與實施寶可夢輔導信箱。

◎輔導組長：

1.秉承主任輔導教師之指示，協

助擬定輔導工作實施計劃及年度
預算。

2.協助擬定輔導工作行事曆並控
管輔導行政工作進度。

3.簽辦公文。

4.召開輔導室室務會議及相關之
個案會議。

5.代理主任輔導教師出席校內有

關會議（輔導工作委員會、行政會報、

校務會議、學務會議、導師會報）。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輔導組長)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輔導組長：

9.對生活適應困難兒童提供諮商

服務。

10.規劃並執行學生認輔工作。

11.規劃個案家庭訪問事宜

12.承辦「補救教學」業務。

13.「學習志工-晨光媽媽補救教

學」業務。

14.「愛心服務隊」編組與訓練

15.籌畫「迎新活動」。

◎輔導組長：

6.設置與充實輔導工作設施。

7.物品請購、財產、消耗品之

申請與管理。

8. 參加有關進修之研習活動。

9. 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及心

理衛生宣導規劃與執行。

10.協助執行輔導工作各項計畫

11.網頁維護更新。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輔導組長)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輔導組長：

16.「明日之星」選拔。

17.「週三」宣導影片播放。

18.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

19.協辦其他輔導室相關業務。

◎輔導組長：

12.編輯文華校訊/輔導刊物。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輔導組長)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特教組長：

1.擬定本校特殊教育實施計畫

及章則。

2.規劃推動特殊教育實施方案

3.辦理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安

置事項。

4.辦理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通報

事項。

5.督導個別化教學方案(I.E.P.)實

施事項。

◎輔導老師 (以高一為例)：

壹、發展性輔導工作：針對學
生身心健康發展進行一般性之
輔導。

一、生活適應：

（一）新生始業輔導

1.認識校園環境及資源

2.認識學校相關規定：成績考

查辦法、學生獎懲規定..等

3.進入高中生活的準備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特教/輔導老師)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特教組長：

6.辦理特殊教育學生教學輔具

事項。

7.辦理特殊教育活動宣導事項

8.辦理經鑑輔會安置之特殊教

育需求學生，個案研究與輔

導事項。

9.辦理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教學

輔導及個案管理事項。

10.組織及運作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事項。

◎輔導老師 (以高一為例)：

（二）建立新生基本資料：開

學兩周內完成。

（三）實施生活適應量表：新

生入學後全面實施青少年心

理健康量表、建立高風險學

生名冊提供導師及早晤談並

追蹤輔導。

（四）弱勢學生輔導：原住民/

身心障礙/新住民/單親家庭/

復學/重讀/中輟等學生。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特教/輔導老師)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特教組長：

11.辦理特殊教育教師之教學研

究及輔導工作事項。

12.協助一般教師從事各班特殊

教育需求學生之教育與輔導

之事項。

13.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各項獎、

助學金及教育代金補助等申

請事項。

◎輔導老師 (以高一為例)：

二、學習及生涯發展輔導：

（一）高一各科學習方法蒐集
（請各學科教師及畢業校友協
助撰寫，公佈於學校網站及班
級佈告欄）或講座

（二）時間管理介紹：

（三）選課、選組輔導：

1.性向測驗及興趣測驗的實施

與解釋

2.測驗與選組的關係分析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特教/輔導老師)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特教組長：

14.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

車、就學交通費補助及教科

書籍費補助等申請事項。

15.辦理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

年限及資優教育方案事宜。

16.督導特殊教育需求學生轉銜

之追蹤輔導事項。

17.辦理按時計資教師助理員聘

用及管理。

18.協辦其他輔導室相關業務。

◎輔導老師 (以高一為例)：

3.認識大學十八學群與相關升

學網站介紹

4.進行班級輔導、導師說明會

及家長座談會

5.學長經驗分享--分類組進行小

組座談

(四)大學多元入學簡介初階版

(五)協助辦理生涯講座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特教/輔導老師)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專任輔導教師：

（主要負責二級輔導工作）

1.負責執行發展性、介入性學

生輔導工作。

2.個案兒童輔導事項。

3.個案家訪事宜。

4.協助個案會議召開。

5.協助個案親師溝通。

6.負責轉介服務和後續輔導事

宜。

7.帶領小團體輔導。

◎輔導老師 (以高一為例)：

(六)學生學習輔導：每學期前

兩次期中考成績篩選低成

就學生，進行追蹤輔導。

三、親職教育：全校親師座談

會（9月底前辦理）

四、辦理主題式輔導活動：規

劃、辦理生命教育週/月系

列活動。

五、特殊才能學生之輔導。

六、其他輔導行政協辦事項。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專任/輔導老師)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專任輔導教師：

8.提供教師及學校行政人員輔

導專業之諮詢及協助。

9.提供家長輔導專業之諮詢及

協助。

10.協助校園危機事件的班級輔

導及負責全校心理衛生宣導

事宜。

11.配合上級單位辦理輔導教師

訪視工作積極準備相關資料

12.其他臨時交辦學生輔導事項

◎輔導老師 (以高一為例)：

貳、介入性輔導：針對適應困
難或瀕臨行為偏差學生進行專
業輔導與諮商。

一、工作內容：

（一）進行生涯未定向學生之

生涯諮商。

（二）協助適應困難學生轉換

學習環境。

（三）提供學習困難學生之學

習輔導。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專任/輔導老師)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專任輔導教師：

13.協辦其他輔導室相關業務。

◎輔導老師 (以高一為例)：

(四)提供行為偏差或適應困

難學生之心理諮商。

(五)熟悉校園危機處理小組

之運作方式，以減低危機事

件對學校及師生之傷害。

(六)其他相關介入性輔導事項

二、工作類型：

(一)同儕輔導：招募或篩選高

一學習或適應方面需要協

助的學生參加。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專任/輔導老師)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

1.協助執行介入性輔導工作，

負責處遇性學生輔導工作。

2.個案兒童諮商事項。

3.個案家訪事宜。

4.協助個案會議召開。

5.協助個案親師溝通。

6.重大個案評估及後續輔導事

宜。

7.帶領小團體輔導。

◎輔導老師 (以高一為例)：

(二)認輔活動：篩選需要協助

學生/招募認輔人力資源/召

開會議/彙整記錄。

(三)小團體輔導：配合生命

教育輔導主題辦理。

(四)個別諮商：晤談/記錄/

聯繫相關人員/期末統計晤談

類別人次。

(五)個案研討／督導或個案會議：

參與校內外個案研討等會議。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專任/輔導老師)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 ：

8.提供教師及學校行政人員輔
導專業之諮詢及協助。

9.提供家長輔導專業之諮詢及
協助。

10.負責校園危機事件的班級輔

導及協助全校心理衛生宣導事
宜。

11.配合上級單位辦理輔導教師
訪視工作，積極準備相關資料

12.其他臨時交辦學生輔導事項

13.協辦其他輔導室相關業務。

◎輔導老師 (各年級共通性工作)：

參、矯治性輔導：針對嚴重適
應困難或行為偏差學生進行諮
商或轉介，並配合轉介後身心
復健之輔導。輔導內容如下：

一、提供長期中輟生之延續輔
導與生涯諮商。

二、實施行為偏差或嚴重適應
困難學生之學習輔導。

三、對行為偏差或嚴重適應困
難學生進行心理諮商或心理治
療。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專任/輔導老師)



桃園市大園國民小學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兼任輔導教師：

1.協助執行發展性及介入性學

生輔導工作。

2.協助個案兒童輔導及諮商事

項。

3.協助帶領小型團體輔導。

4.校園危機事件之班級輔導及

全校團體輔導事宜。

5.協助準備相關資料以辦理輔

導教師訪視作業。

6.其他臨時性

◎輔導老師 (各年級共通性工作)：

四、配合社區資源與精神醫療

機構，實施精神疾病學生

之轉介與延續輔導。

五、進行校園危機事件之緊急

處理。

六、其他相關矯治性輔導事項

輔導教師工作職掌(兼任/輔導老師)



輔導工作重點



輔導工作重點

★學生輔導工作三級預防（輔導）架構與職責



有關學校輔導三級預防工作相關人員任務
及工作職掌說明如下：

1.學校輔導工作團隊任務之訂定，在整合輔導
三級預防概念，界定各級輔導工作重點與目標，
釐清各處室相關人員推動三級預防工作之任務
與工作重點。

2.學校輔導三級預防機制分工表則明確規範各
級人員在輔導工作上應擔負之職責與工作細項，
避免相關人員因認知差異而產生權責不清之現
象，影響個案服務之品質。

……



有關學校輔導三級預防工作相關人員任務
及工作職掌說明如下：

……

3.輔導教師與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為輔導工作之
專業資源，分屬二級與三級專業人力，為避免
專業資源運用混淆，特彙整二級專業輔導教師
（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及三級專任
專業輔導人員（學校心理師、學校社工師）工
作職掌，供各校查察運用。



有關學校輔導三級預防工作相關人員任務
及工作職掌說明如下：

……

4.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學校心理師、學校社工
師）針對個案需求或推動全校性初級預防輔導
工作所提供的直接服務或間接服務，皆應透過
個案轉介會議或學輔工作會議進行討論，所提
供之服務內容與方式應切合其專業領域，方能
提升其服務成效。



有關學校輔導三級預防工作相關人員任務
及工作職掌說明如下：

……

5.為提升個案晤談品質，校園整體空間運用時
規劃個別諮商(詢)室，並依相關法規設置；已
設置諮商室，亦請妥善運用與維護。

出處：

新北市正德國中「國民中小學學校三級預防輔
導機制輔導人員職掌及功能表」



輔導工作重點

★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國小版

★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中學版



輔導工作年度計畫



一、確認校內人員、職掌內容、可運用經費。

二、檢視工作項目：(1)例行性工作

(2)延續性工作 (3)突發性工作

(4)特別主題性活動。

三、校內各處室、家長委員會可運用資源。

四、政府各單位可運用資源。

五、結合社區資源。

輔導工作年度計畫



☆參考範例

1.學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臺中二中109學年度

2. 工作計畫—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小110年學年度

輔導工作年度計畫



感謝聆聽！

彼此學習！



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秘書室 秘書

隋杜卿



隋杜卿

內容
壹、前言
貳、校園性別事件的「相關法規」
參、校園性平事件的通報與處理流程
肆、校園性別事件的相關責任
伍、校園性別事件的「基本概念」
陸、性別平等教育法中重要概念與意義
柒、提問與討論
捌、結語



隋杜卿

壹、前言
一、本次研習對象：

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

及初聘專業輔導人員

二、課程內涵：

1.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法規
2.性別平等教育推動
3.校園性平事件通報與處理流程
4.校園性平事件案例分析



隋杜卿

校園性別事件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的「相關法規」

貳：



一、主要法律：

1.性別平等教育法【107 年 12 月 28 日修正】

2.性別工作平等法【民國105年5月18日修正】

3.性騷擾防治法【民國98年1月23日修正】

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民國104年12月23日修正】



二、行政命令：
1.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教育部民國108 年04月02 日修正】
2.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教育部民國108年12月24日修正】

3.性騷擾防治準則
【內政部民國95年1月27日公（發）布】

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
【內政部民國105年6月1日修正】

5.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
【勞動部民國104年 03月 27日修正】



三、相關法令：

1.教師法【民國108年06月05日修正
民國109年06月30日施行
含施行細則】

2.民法【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條】

3.刑法【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條】

4.家庭暴力防治法【含施行細則】

5.行政程序法



四、處理校園性別事件的輔助工具：

（一）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調查及處理參考流程Q＆A

（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通報及調查處理程序參考流程圖

（三）處理性別平等教育暨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等相關案件檢核表

（四）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函示目錄

（10912修正）



參、校園性別事件的
通報與處理流程



一、通報責任
1.性平法第21 條第1項：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

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
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例如：家庭暴力防治法、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規定通報外，並應
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
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2.〈防治準則〉第16條第1項



隋杜卿

教育人員不可承受之重？（一）

性平法第36條第1項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
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偽造、變造、湮滅
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隋杜卿

教育人員不可承受之重？（二）

性平法第36條-1第1項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
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
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
應依法予以解聘或免職。



隋杜卿

教育人員不可承受之重？（三）

高中職、國中小教職員的通報責任：
1.性平法第21條。
2.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16條。
3.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
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
5.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9條。
6.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
7.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6條第1項。



隋杜卿

二、
學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通報處理程序參考流程圖

-110 年 6 月 16 日修正



肆、校園性別事件的相關責任



一、不得違法調查：

〈性平法〉第21條第3項：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

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防治準則第23條第8款

八、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所屬人員不得以任何
名義對案情進行瞭解或調查，且不得要求
當事人提交自述或切結文件。



二、保密義務：

〈性平法〉第22條第2項：

「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

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

者外，應予保密。」



〈防治準則〉第23條第5款：

「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

五、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
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
考量者，不在此限。」

〈防治準則〉第24條第1項：
「依前條第五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

參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所有人員。 」



〈防治準則〉第24條第4項：

「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人員對外所另行

製作之文書，
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真實姓名
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
並以代號為之。」



※受他校通報對行為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

，並注意保密義務：

〈性平法〉第27條第4項：

「接獲前二項通報之學校，

應對行為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

非有正當理由，

並不得公布行為人之姓名或

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



※保密義務人員的定義與罰則：

〈防治準則〉第24條第1項：
「依前條第五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

參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所有人員。 」

〈防治準則〉第24條第2項：
「依前項規定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

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伍、校園性別事件的
「基本概念」

一、性侵害

二、性騷擾

三、性霸凌



一、「性侵害」的定義：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1項第3款：

「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

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

「本法所稱性侵害犯罪，

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

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款、

第334條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

及其特別法之罪。」



〈刑法〉第十六章

妨害性自主罪

第221至第229-1條



〈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
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10條：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
下列性侵入行為：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
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
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
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

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34條之「猥褻」係屬不確定之法律觀念，
依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7號解釋，所謂
猥褻，係指一切在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
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的道德
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之行為。其判斷恆隨時代
之演變、風俗之變易及地域、生活背景之差異，
而有所不同，亦即應依當時實際狀況，視社會對
於善良風俗之評價尺度如何及在客觀上是否足以
使人興奮或產生性慾而定；「又所謂社會觀念，
亦應係以一般人之感受及反應決定之，而非以
特別敏感或道德高尚者之感覺為斷。」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4014號判決：

「刑法上之猥褻罪，係指性交以外，足以
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
被告之所為是否屬於刑法上之猥褻，應
依被告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行為當時之
環境，行為之手段等，在客觀上予以綜
合觀察，如依一般社會通念，係足以興
奮或滿足行為人之性慾者，即屬之。」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
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
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乘人不及抗拒」並不具「強制性」，
故不構成「強制猥褻罪」。



〈刑法〉第225條【乘機性交猥褻罪】：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
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
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7條【對未成年人性交猥褻罪】：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
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7-1條【減刑或免刑】：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  兩小無猜條款

※ 學校處理學生間發生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事件

應注意事項
（公發布日：民國101年07月24日）



〈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
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
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
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常見的性侵害行為：
一、約會強暴
二、家庭暴力的性攻擊
三、利用性服務做為利益交換

的手段：性賄賂



二、「性騷擾」的定義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1項第4款：

「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

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

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敵意環境」性騷擾)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

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

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

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

（「交換式」性騷擾）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 2 條第2項

本法第二條第四款所定性騷
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
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
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
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重點分析

一、將性騷擾區分為「敵意環境性騷擾」

或／且「交換式性騷擾」兩大類型

二、與性或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偏見、

性別歧視有關

三、不受他人歡迎、對他人造成負面影響

四、行為時一方是學生，他方為教職員工生

五、沒有追訴時效的限制



常見的性騷擾行為：
一、羞辱、扁抑或敵意之態度
二、性挑逗、性暗示
三、歧視或騷擾的肢體行為
四、利用性服務做為利益交換

的手段：性賄賂



判定某一言行是否構成

性騷擾

有那麼難嗎？



您認為這些案例可能構成性騷擾嗎？

男老師看見女學生課桌上擺放兩隻手機，
便跟女學生說：「你有兩隻『ㄐㄧ』喔。」

女老師看見男學生在上課時看小說，
便跟男學生說：「你在練『葵花寶典』喔。」

男職員看見禮儀團女學生的旗袍拉鍊裂開，
便跟一旁同事「開玩笑」說：

「沒關係啊，反正拉鍊壞了大家看了也爽啊！ 」

某男生轉寄一封「祝福」的電子郵件給
某初識的女生，並且將郵件內容：

「201314（愛你一生一世）」以紅色標示。



認定性騷擾的關鍵：

一個帶有性、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言行，
如果被放到您的

「父母親、配偶、兄弟姊妹、子女」的身上，

你會說：

「有那麼嚴重嗎？」



三、「性霸凌」的定義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5款：

「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
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
性別氣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
且非屬性騷擾者。」



「性霸凌」的Q & A

Ｑ：言語貶抑的性霸凌有那些？

Ａ：指拿他人性器官、傾向、特質、認
同等開玩笑、取綽號，或傳遞具有性意味
的紙條或謠言。前者如嘲笑男同學「細如
牙籤」，以陳姓女同學的胸圍取綽號為
「陳大奶」，說長相斯文、瘦小的同學是
「娘砲」等；後者如在網路散播某女同學
「有出來賺」等。



「性霸凌」的Q & A

Ｑ：攻擊性的性霸凌有那些？

Ａ：例如將男同學雙腿分開、再把他拉

去撞柱的「阿魯巴」，男生間特有的「刷

卡」、「捉鳥」等均屬之，校園霸王花以

「剃毛」教訓情敵也屬之。

楊湘鈞╱ 2011-06-08╱聯合報╱第A2版

請注意：需與性霸凌定義的要件相當



「性霸凌」法律定義的疑義

（一）「性霸凌」的分類有無必要？

（二）在國內外相關研究、實務輔導工作、

或現況調查統計上，對於「霸凌」(bully)的

定義皆融入「相對勢力不對等」與「攻擊行為

長期反覆不斷」等兩重要條件，但此次修法卻

未將此兩大條件融入「性霸凌」的構成要件。

林滄崧 ╱2011-06-09╱聯合報╱第A15版



教育部對「性霸凌」的重要函示（一）

104年7月15日臺教學(三)字第1040091045號函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2條所定

性霸凌之定義，係「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

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

者。」，參照該條文立法過程資料，立法通過時並

無性霸凌需「長期或重複」之要件（一般學術研究

所述「持續」及「連續」之概念），爰遭受性霸凌

之被害人僅受一次傷害，即有構成性霸凌之可能。



教育部對「性霸凌」的重要函示（二）

104年7月15日臺教學(三)字第1040091045號函

請各級學校性別會於調查處理校園性霸凌事

件時，確依前開定義處理，以避免遭性霸凌之

被害人已受傷害，卻因不符「持續」及「連續」

之概念而未能被認定為遭受性霸凌屬實。



處理「性霸凌」疑義的基本理念

性別平等教育法強調「宜教不宜罰」，
因此要求加害者一定要接受心理輔導，
之後則可採向被害人道歉、
接受性別平等教育等處置，
乃至轉學、退學等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的措施。



陸、性別平等教育法中重要概念與意義

一、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性別平等意識

三、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



一、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
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
等不同，而受到差別之待遇。



（一）性(sex)

是生物學上的詞彙，
染色體是決定性別的主要關鍵。
就外觀而言，基於性器官而分為
女性(female)、男性(male)

與 雙性者(inter-sexual)。
此又稱之為「生理性別」。



但傳統上，
生理性別的分類是二元的，

在一般的人事資料上，
對於（生理）性別的區分，
只有 男或 女 兩個方框“”。



（二）性別(gender)

則是心理學上與文化上的語彙，

指一個社會對男性女性經由社會

（來自歷史、文化以及心理歷程所共同）建構的

「角色、權利、責任、義務、期待、限制」等。

例如「男性化」(masculine)   或

「女性化」(feminine)    的種種特徵，

其實應該被稱為「社會性別 」。



（三）性傾向

除了「異性戀」之外，
還有「L、G、B、T」。
L（Lesbian）是「女同志」（女同性戀
者）；
G（Gay）是「男同志」（男同性戀者）；
B（Bisexual）是雙性戀者；
T是跨性別同志（Transgender）。



（四）性別特質

是一道從「陽剛」到「陰柔」的光譜

陽剛的男生 vs. 陰柔的男生；

陰柔的女生 vs. 陽剛的女生。

中性的男生或女生呢？



（五）性別認同

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
自我認知與接受
也就是自我對：

「我是男生還是女生」的認定，
又稱為「心理性別」 。



「性別多樣化」
(sexual diversity)的發展趨勢

無論「部分」生理性別、性傾向、

性格特質或性別認同與「多數」

有所歧異或是其成因為何，

她們／他們應該如何被社會對待？

➢➢送行者1.wmv

../../20110610中國科大演講/送行者1.wmv


指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

二、性別平等意識：

瞭解性別不平等之現象及其成因，

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

性平意識問卷.doc


三、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

指當事人雙方間存在之

地位、知識、年齡、體力、

身分、族群或資源

之不對等狀況。



柒、提問與討論



捌、結語

無論在家裡、學校、辦公室等

各種生活場所中，沒有人可以逃離

性別關係，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處理、

實踐性別角色，因此性別論述

很難只停留在抽象理論的層次。

談論性別，就必須時時受到檢驗。



循法律或公權力等途徑，來「處理」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
絕非正本清源之道。

最重要的還是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
與社會教育等各環節，培養個人正確
的性別平等意識，尊重各種性別
（或性傾向）的差異，才能
消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
於無形。



要達到性別的實質平等
，不能僅靠法律的手段，
而性別平等意識的培養，
尤為重要。



隋杜卿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學校輔導團隊的跨系統整合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名譽教授



內容大綱

• 前言

• 教訓輔三合一的輔導體制

• 三級輔導分工

• 跨專業團隊工作

• 當前校園的輔導體系

• 專業輔導人員的配置模式

•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

• 學校輔導團隊跨系統的服務
整合

• 學校輔導團隊的困境與因應

• 結語



前言

• 學校輔導團隊的基本成員包括：

1. 教師（導師、特教教師）

2. 學校輔導諮商師（school guidance counsellor）或學校諮商師
（school counselor）

3. 學校心理師（school psychologist）

4. 學校社會工作師（school social workers）

5. 其他行為治療專家



教訓輔三合一的輔導體制(1/2)
一.背景

教育部於1998年頒訂「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方案」，也就是「教訓
輔三合一方案」。

二.任務指標
(一)激勵教師全面參與輔導工作，善盡教師輔導學生責任，教師是推行
教育的靈魂人物，行政人員則是最佳的後勤支援。
(二)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與人性化照顧學生，融合輔導理念，全面提升教
學品質，強調學校必須將輔導理念融入教學歷程。
(三)彈性調整學校訓輔行政組織運作，為訓輔人員及一般教師規劃最佳
互動模式與內涵：
1.將訓導處調整為學生事務處，兼具輔導學生之初級預防功能。
2.將輔導室(學生輔導中心)調整為諮商中心或輔導處。
3. 配合學校行政組織調整與運作，其能為訓輔人員及一般教師規劃最佳
互動模式與內涵。
(四)結合社區輔導資源，建構學校輔導網絡。



教訓輔三合一的輔導體制(2/2)
三.主要內涵

教訓輔三合一，絕不是三者的合併，而是期望透過各種重點工作之
推動，引導教學與訓輔人員產生交互作用、整合發展出一套最佳互
動模式，以培養教師具有教訓輔統整理念與能力，有效結合學校與
社區資源，逐步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

四.工作職責
• 初級預防係針對一般學生與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一般輔導。
• 二級預防係針對瀕臨偏差行為邊緣之學生進行較為專業之輔導諮商。
• 三級預防則是針對偏差行為與嚴重適應困難學生進行專業之矯治諮商
及身心復健。



三級輔導分工(1/9)

 分級預防的概念來自預防醫學

• 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

是避免不健康或疾病，亦即健康促進(人無病痛也無疾病)。

• 次級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

是及早診斷與治療既存疾病，避免病變(人不覺得有病痛，但已生病)。

• 三級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

是藉由恢復功能與縮小疾病範圍擴大，以降低疾病的負面影響（人覺
得有病痛，也確實生病）。

• 四級預防（Quaternary prevention）

是減緩或避免不必要或過度的醫療介入所產生的後果（人覺得有病痛，
但並無生病）。



三級輔導分工(2/9)

 O’Connell, Boat, & Warner（2009）認為依風險層次，健康行為的
介入可以分三級如下：

• 普及預防（Universal prevention）：全學校、社區、地區、社會普遍
性接受預防宣導、教育。例如：物質濫用防治、暴力預防、安全性
行為宣導等。

• 選擇預防（Selective prevention）：選定特定高風險的團體、班級、
年齡、性別、學校、社區、地區、族群等進行宣導、教育、篩選物
質濫用、安全性行為、暴力預防等活動。

• 標定預防（Indicated prevention）：針對已知具某種問題的特定個人、
家庭、團體、班級、族群進行篩選、評估、介入等活動的過程。



三級輔導分工(3/9)

• 學校輔導的三級預防模式，首先引進的是初級與次級預防
（Conyne, 1983; Klingman, 1978, 1983, 1984,1986; Klingman &
Ben Eli, 1981; Lewis & Lewis, 1981; Zax & Specter, 1974; Zigler,
Kagan & Muenchow, 1982）。

• 早期第三級預防則相對被忽略，原因是如何分類第三級案例是相
對困難的；而且三級預防與早已被習慣使用的復健概念混淆
（Goodyear, 1976; Mann, 1978）。但是，晚近三級預防觀念已深
入學校輔導與學校社會工作（Knapp & Jongsma, 2002/2015）。



三級輔導分工(4/9)

 McWhirter, McWhirter, McWhirter, & McWhirter (2017)在其《高風險
青年（At Risk Youth）》一書中將學校輔導的三級預防界定如下：

• 初級預防：屬「發展層次」，以全體師生為主，防範問題於未然，著重學
童的發展性，例如：兩性教育、生命教育。

• 次級預防：屬「早期介入層次」 ，及早介入高風險學生，來減少不良事
件的發生率，或減輕已發生問題的嚴重性，預防行為的惡化，例如：認輔
高風險學生。

• 三級預防：屬「治療與追蹤層次」，著重危機的調適，必須採用個別、密
集、連續、長期的介入，例如：自殺未遂學生介入。



三級輔導分工(5/9)

• 美 國 學 校 諮 商 師 協 會 （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ASCA）為例，於2008年起即採用多層級支持
系統（Multi-Tiered Systems of Support, MTSS)，作為學校
諮商師納入綜合的學校諮商方案（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 program ）的利害關係人之一的參考架構
（ASCA, 2008/2014）：

• 第一層（Tier 1）：普及的核心教導性介入（Universal Core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s）：對象為全體學生，目的是預防與先發
制人（proactive）。

• 第二層（ Tier 2）：附加 /策略性介入（ Supplemental/Strategic
Interventions）：對象為已出現某些風險的學生。

• 第三層（ Tier 3）：密集、個別的介入（ Intensive, Individual
Interventions）：對象為高風險學生。



三級輔導分工(6/9)

• 依三級輔導的概念，估計美國95-99%的學生須要第一級（普遍性）
到第二級（選擇性）的協助（Stormont, Reinke, Herman, & Lembke,
2012）。第一級輔導通常以教室為基礎，主要的介入者是教師、社
會工作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大約有85%的學生在這一層次的協助上獲
得需求滿足（Kelly, Raines, Stone, & Frey, 2010）。

• 第二級輔導的需求量大約是學童的5-10%。主要以小團體為基礎的服
務，服務提供者是學校社會工作師、學校心理師（ school
psychologist）、學校諮商師（school counselor），或其他行為治療專
家(Crone, Homer, & Hawken, 2004)。

• 另有1-5%的學童須要三級輔導(Stormont et al., 2012)，進行個別化的
密集處置，服務提供者可能是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 (clinical
psychologist)。



三級輔導分工(7/9)

王麗斐、李旻陽與羅明華（2013）、王麗斐、杜淑芬、羅明華、楊
國如、卓瑛與謝曜任（2013）發展出立基於生態理論的WISER三級
輔導機制，如下：

1. 初級發展性輔導

• 全體原則(Whole Principle)：1.做得來與雙方得利原則(Workable and Mutual 
Beneficial Principle)、2.智慧原則(Working Smart not Working Hard)。初級輔導是透
過校長領軍的全校層級、導師的班級層級，與輔導室支援層級共同合作達成。

2. 次級介入性輔導

• 個別化(Individualized)原則：1.系統合作的輔導策略(System collaboration)、2.效能
評估(Evaluation)。次級輔導由輔導室主要負責協助超出導師輔導知能外可能協助
之學生。

3. 三級處遇性輔導

• 跨專業資源整合(Resource Integration)原則。三級輔導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責，
協助超出校內輔導知能可協助之學生。



三級輔導分工(8/9)

• WISER的三級輔導機制重點是在導師、輔導教師的雙師分工，到了
第三級輔導，才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責引進超出校內輔導知能可
協助的學生所需的輔導資源。所謂超出校內輔導知能可協助的學生
輔導需求，應是指家庭(貧窮、家庭暴力、兒童疏忽與虐待、性侵害、
性剝削、未成年懷孕、未成年親職、脆弱兒童與家庭等)、社區(毒品、
幫派、色情、犯罪等)、精神疾病等議題，這些議題由輔導諮商中心
結合校外輔導資源協助。

• 這與前述美國式的三級輔導概念有些類似。但美國式的三級（層）
輔導是將學校社會工作師、學校心理師納入一、二級輔導，也就是
第一級輔導不完全是導師的責任；第二級輔導也不完全由專任輔導
教師主責。

• 此外，這與我國現行三級輔導分工也不盡相同。一、二級輔導分工
的部分一致，但現行第三級輔導責任是歸給學校心理諮商師、學校
社會工作師負責。



三級輔導分工(9/9)

 輔導三級預防的限制

• 採借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容易污名化、問題化、病理
化學生。

• 採個體化觀點，把學生抽離出其家庭、班級、社區、社會、文
化、制度來評估，缺乏生態觀點、人在脈絡中（person-in-
context）的視角，難以涵蓋學生的同儕、師生、班級經驗。

• 許多學生的心理與社會議題，很難明確區分問題行為的進展階
段，就難以界定何時轉介二級、三級介入。

• 學校輔導的三級分工是以學校諮商的角度出發，與社會安全網
的其他專業較難銜接；此外，每個國家的學校輔導體制與專業
人力配置不同，社區輔導資源亦不同，分工很難標準化。

• 學校諮商師的專業訓練與工作習性要進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
（CRC）中的學生教育權的倡議與系統變遷有一定的限制。



團隊工作(1/9)

 跨專業的團隊工作

• 團隊工作（Team work）指各自擁有特定專長的一群人，
為了共同的目標，透過溝通、合作與結合知識而工作在一
起，且每個人有責任進行各自的判斷，據此進行計劃、決
定行動，進而影響未來的決策。

• 被廣泛地使用於醫院、學校、長期照顧機構、早期療育中
心、心理衛生中心等。

• 以學校為基礎的問題解決團隊（school-based, problem-
solving teams）是當今各級學校必須整備的。



團隊工作(2/9)

 為何學校輔導需要團隊工作（team work）
• 學生的問題日益複雜（complex)
• 涉及的面向屬多面向（multi-faceted）
• 問題成因也是多原因（multiple factors)
• 助人專業的訓練日趨專門化（specialization）
• 提供服務的方法越來越多元(multi methods)
• 社會也期待學生被完整與連續地照顧(holistic and continuous care)。

 於是，單靠教育、諮商專業無法滿足學生學習上的多樣問題與身心發
展過程的多元需求。學校輔導團隊成立的目的是為了使問題解決的行
動更人性、有效，吻合教育宗旨。而解決問題行動的過程是交流進展
的。也就是在執行中透過不斷地對話、交換意見、凝聚共識、整合知
識、交換經驗的結果。團隊成員要持續地參與溝通、合作、共享決策、
相互支持，及貢獻知識。



團隊工作(3/9)

• 團隊工作模式有多種：

• 跨專長（inter-professional）

• 多專長（multi-professional）

• 跨專業（inter-disciplinary）

• 多專業（multi-disciplinary）

這些概念有時被交互使用。嚴格說，跨專長與多專長團隊適用
範圍、團隊組成較跨專業與多專業團隊狹窄（Nancarrow, Booth,
Ariss, Smith, Aderby, & Roots, 2013）。



團隊工作(4/9)

多專業的團隊工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 work）

• 常被用在跨組織間，為了服務特定對象，解決特定問題，
例如兒童虐待、性侵害等，由不同機關（構）具互補性專
長的專家，包括檢察官、律師、醫師、社會工作師、心理
諮商師等，組成多專業的團隊來處理該案例。

• 多專業的團隊成員來自不同單位，成員具有相對高的獨立
性，參與決策過程會以自己的專業立場進行建議，因此，
不盡然可以形成共識，也不期待一定會有多數同意的決議
（Garner & Orelove, 1994）。



團隊工作(5/9)

跨專業的團隊工作（interdisciplinary team work）

• 常見於同一機關（構），例如醫院、學校、長期照顧機構、日間照
顧機構、早期療育中心、心理衛生中心等，為了服務特定對象，解
決特定問題，例如治療嚴重發展遲緩的兒童，由不同的專家，包括
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社會工作師、語言治療師、復健師、
營養師等，組成健康照顧的工作團隊一起來處置（Garner &
Orelove, 1994）。

• 跨專業團隊成員大多來自同一機構內的不同專業，平時就有共事經
驗、且有主責的單位主管出面整合，建立共識的機會較大、決策速
度也較快。



團隊工作(6/9)

團隊工作四要素
一、團隊是一個團體

• 學校本身即是一個大團體，學校內的各處室構成行政團隊，輔導室

的不同專業成員構成小團體。

• 為因應不同學生需求，學校輔導團隊被建構成為助人的網絡工作

（helping network）。由行外或非正式服務系統（ lay/informal

service system）、準正式服務系統（quasi-formal service system）、

正式服務系統（ formal service system）、組織間關係（ inter-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組成。



團隊工作(7/9)

二、團隊由不同專業的成員組成
• 在校園內，或教育體系內，校園輔導團隊由導師、輔導教師、學校

社會工作師、心理諮商師等組成跨專業團隊；

• 因服務對象的需求，例如中輟、拒學/懼學、身心障礙、家庭暴力、

兒童虐待、性侵害、性剝削、性騷擾、涉入幫派、物質濫用、少年

犯罪、脆弱家庭、自殺、自傷、心理疾患、偏差行為、校園霸凌等，

則會擴及校園外的社區資源，包括社會局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社會

工作師、社會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社會工作師、精神科醫師、警

察、法官、醫師、醫院的社會工作師，乃至於上述的非正式服務體

系、準正式服務體系的人員加入，組成多專業團隊，才能解決學生

的問題、滿足學生的需求。



團隊工作(8/9)
三、團隊有共同的目標

學校輔導團隊的共同目標是考量學生權益、法律規範、教育哲學、
社會期待、理論與實務、公平正義等要素決定。基於不同的學生需
求與待解決的問題，也循著不同的問題解決階段，設定差異的輔導
目標。

四、團隊成員相互溝通、合作與結合知識
跨專業的團隊要協力（collaboration）完成任務。協力是指兩人或兩
人以上共同（co）工作（labor)，以完成任務。

團隊工作常面臨三個困境：

 對傳統專業權威的挑戰、
 地盤之爭（turf war）
 工作職責劃分的限制



團隊工作(9/9)
 以團隊為基礎的服務（team-based services）內涵：

1.需求界定：以介入為基礎的團隊評估（Intervention-based Team Assessment,

IBTA）。

2.設定共同目標：以學生為中心的服務必須將服務對象看成一個完整的個體看待，

且生活在生態環境中，因此，團隊成員必須協商建立共同的工作目標。

3.方案發展與規劃：避免各自專業將服務對象當成是任務（task）完成的標的。

不能只想做完自己所設定的片段工作，亦即「事情做對了」（doing things right）

（例如照標準程序做完該做的），而是要想到有需求協助的學童正面臨什麼困

境，「做對的事情」（doing right things）（確定有需求的學童是否被幫助了）。

4.團隊內部溝通：協商執行細節、溝通觀念、交流意見、確立價值、評價執行效

果。

5.互惠學習與支持：團隊工作是一場不斷學習成長的旅程。



當前的學校輔導體系(1/3)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10條

輔導室：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設輔導室或輔導教師。輔導室置主任一人及輔

導教師若干人，由校長遴選具有教育熱忱與專業知能教師任之。輔導主任及輔

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

輔導教師：前項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如下：

•國民小學24班以上者，置1人。國民中學每校置1人，21班以上者，增置1人。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施行，於5年內逐年完成設置。全國國中小將

新增專任輔導教師2156人。

•專任輔導教師於106年7月31日前將完成設置3,072名外。



當前的學校輔導體系(2/3)

 依據學生輔導法第10條(103年）

輔導教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如下：

一、國民小學24班以下者，置1人，25班以上者，每24班增置1人。

二、國民中學15班以下者，置1人，16班以上者，每15班增置1人。

三、高級中等學校12班以下者，置1人，13班以上者，每12班增置1人。

學校屬跨學制者，其專任輔導教師之員額編制，應依各學制規定分別設

置。

倘若依學生輔導法規定逐年增置，未來公私立高中以下學校每校均需置

專任輔導教師，並再依班級數增置，全國預計將置8,158名專任輔導教師；

較現行相關法令規定增加5,086人。



當前的學校輔導體系(3/3)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視實際需要另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
其班級數達55班以上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1人。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視實際需要統籌調派之；其所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數
合計20校以下者，置1人，21校至40校者，置2人，41校以上者以此類推。

• 專科以上學校學生1200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員至少一人；超過1200人者，以
每滿1200人置專業輔導人員一人為原則，未滿1200人而餘數達600人以上者，得視
業務需求，增置一人。但空中大學及宗教研修學院，不在此限。學校分設不同校區
者，應依校區學生總數分別置專業輔導人員。

依教育部補助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實施
要點規定，專業輔導人員係指:

 社會工作師
 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



專業輔導人員的配置模式(1/5)
模式一：駐校支援模式

 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均配置於55班以上學校，各自負責該校輔導團隊的增強；
或區域中心學校，支援鄰近中小型學校，組成小區域支援專業輔導團隊。學生心理
輔導諮商中心（簡稱輔諮中心）只扮演督導與協調角色。

 優點：

• 統一招募、管理，發揮事權統一管理效能。

• 可因地制宜、配合需求配置適當之專業輔導人員駐校。

• 能建立完整的校園與區域輔導團隊，直接提供學生問題解決。

• 可深入學校體系，又可兼顧對學生、家庭、社區、學校系統的評估與介入。

 缺點：

• 小縣市人力不足無法做到小區域駐校。

•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功能不易區分。

• 配置心理師的學校與社工師的學校展現功能不一。

• 心理師不熟悉家庭與社區關係而困在前線，專長較不易發揮，必須有社工師支援。



新北市沿襲舊制採此模式。以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為例。

個別關懷

•專業輔導人力個別督導
•特殊個案與事件協助
•學校輔導系統評估與協助

分區支持
•組織分區專業輔導人力資源網絡
•建構分區專業輔導人力合作模式

全面服務
•專業輔導人力訓練課程、督導工作
•設立學諮中心網頁及諮詢專線

臺南市於103學年度將學校社工師與心理師員額調整，並實施分區
駐校模式。

專業輔導人員的配置模式(2/5)



專業輔導人員的配置模式(3/5)

模式二：輔諮中心（分區）模式

學校社會工作師、心理諮商師服務於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各自
支援所負責的轄區學校。各自負責各該轄區支援學校輔導團隊的增
強。

優點：

輔導人力集中扮演三級輔導角色，由輔諮中心統一調派，支援學校
輔導室。

缺點：

• 學校與輔諮中心的轉介系統是否順暢決定三級輔導的效能。

• 心理師與社工師不瞭解校園文化而效果不彰。

• 學校社工師與社會局社工師角色混淆。

• 心理師與輔導教師功能重疊，可能與鐘點外包心理師角色混淆而
功能相互抵銷。



專業輔導人員的配置模式(4/5)

模式二：輔諮中心（分區）模式

目前全國大部分中小型縣市採此種模式。輔諮中心功能提供間
接服務與直接服務並存。於提供直接服務時，必須奔波於途，
辛苦異常。部分縣市採分區服務，例如：屏東縣、苗栗縣、嘉
義縣、嘉義市、雲林縣、南投縣、宜蘭縣。若無分區、分工，
其處境將更艱辛。部分縣市社工師人數極少或無，很難發揮學
校專業輔導團隊工作的功能。例如：雲林縣、花蓮縣、臺東縣、
嘉義縣、嘉義市。



專業輔導人員的配置模式(5/5)
模式三：輔諮中心與駐校並行模式

 55班以上之學校置專業輔導人員駐校（校級），餘派駐輔諮中心（縣
市級）。

優點：

 學校社工師、心理師派駐55班以上大型學校，與導師、輔導教師共
構校園輔導團隊。

 另將20校聘任一位專業輔導人員之員額，集中於縣（市）輔諮中心，
統一調派擔任三級輔導工作，支援學校。

缺點：

 校級專輔人員與縣（市）級專輔人員分別管理，形成制度斷裂現象。

 社工師與心理師駐校很難支援其他非55班學校，而輔諮中心只扮演
三級輔導角色，且與駐校專輔人員功能很難區分，也不易合作，輔
導體系出現嚴重的漏洞。

 臺北市、高雄市、臺中市、桃園市、彰化縣等大縣市均採此種模式。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1/25)

主責輔導 支援輔導

社工師、
心理師

輔導教師

輔導教師
社工師、
心理師

導師
輔導教師、
心理師、社

工師

預防層級越高，專業需求越高

學校社工師、
心理師的介入
區域

初級輔導工作

二級輔導工作

三級輔導工作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2/25)

• 小明成績不好，是誰的責任？

• 小明因常被欺負，不能專心讀書，以致成績不好，是誰的責任？

• 小明因常被欺負而情緒困擾，不能專心讀書，以致成績不好，是誰的責任？

• 小明因常被欺負，情緒困擾，而拒絕到校，趕不上班級課程進度，以致成績不好，
是誰的責任？

• 小明因家境貧窮常被欺負，情緒困擾，而拒絕到校，趕不上班級課程進度，以致成
績不好，是誰的責任？

• 小明因家境貧窮常被欺負，情緒困擾，而拒絕到校，在外遊蕩又被猥褻，不能專心
讀書，以致成績不好，是誰的責任？

• 小明因家境貧窮，且是個較陰柔的男生，致常被欺負而情緒困擾，因而拒絕到校，
在外遊蕩又被猥褻，不能專心讀書，以致成績不好，是誰的責任？

• 小明因家境貧窮，且是個較陰柔的男生，致常被欺負而情緒困擾，因而拒絕到校，
在外遊蕩又被猥褻，不能專心讀書，心生自殺念頭，以致成績不好，是誰的責任？

理論上，問題本質決定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實務上，往往是問題的界定（認知、評
估），非問題本身，決定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故常有評估錯誤、介入無效之憾。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3/25)

• 美國學校諮商師協會（ASCA）要求學校諮商師依學校諮商方案的國家模式
（the ASCA National Model）提供綜合的學校諮商方案如下：

• 提供全體學生標準化的學校輔導核心課程（standards-based school counseling
core curriculum），課程聚焦於普及的學業、生涯及個人與社會發展。

• 分析學生的學業與行為資料，以利認定艱困的學生。

• 界定與協力執行學校教師的以「研究為基礎的介入策略」（research-bas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 評量介入後的學業與行為進步情形。

• 修正合適的介入。

• 轉介學生給適合的學校與社區服務單位。

• 與學校行政人員、其他學校專業人員、社區機構，以及家庭協力設計與執
行多層級支持系統。

• 為全體學生獲得公平教育而倡議，並排除系統的障礙。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輔導教師角色（新北市版）(4/25)

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

兼任輔導教師
國小 國中

1.個案輔導與紀錄每學期至少30人次(包括與個案
親師晤談)，並於晤談結束一週內完成紀錄，隔週
定期陳閱。
2.每學年帶領小團體輔導至少1團，並完成紀錄。
3.提供親師輔導相關專業知能之諮詢服務。
4.參加個案轉介、個案研討等相關輔導會議。
5.特殊個案轉銜服務、追蹤輔導並紀錄。
6.特殊個案家庭訪視。
7.協助處理危機事件：參與危機評估，進行班級
輔導、團體或個別輔導。
8. 參加團體督導。
9. 每學年參加輔導專業知能進修研習時數18小時。
10. 每月26-30號完成「教育部輔導工作成果統計
表」，提交輔導行政人員彙整上傳。
11. 每學期期末完成「學期工作報表」並依公文時
限內送交輔導行政核章。
12. 執行學校所交辦之相關輔導工作。

1. 個案輔導與紀錄每學期至少100人次(包括與個案
親師晤談)，並於晤談結束一週內完成紀錄，隔週
定期陳閱。

2. 每學年帶領小團體輔導至少1團，並完成紀錄。
3. 提供親師輔導相關專業知能之諮詢服務。
4. 參加個案轉介、個案研討等相關輔導會議。
5. 特殊個案轉銜服務、追蹤輔導並記錄。
6. 特殊個案家庭訪視。
7. 協助處理危機事件：參與危機評估，進行班級輔

導、團體或個別輔導。
8. 因應個案需求實施心理測驗並解釋測驗結果。
9. 參加團體督導。
10. 每學年參加輔導專業知能進修研習時數18小時。
11. 每月26-30號完成「教育部輔導工作成果統計表」，
提交輔導行政人員彙整上傳。
12. 每學期期末完成「學期工作報表」並依公文時限
內送交輔導行政核章。
13. 執行學校所交辦之相關輔導工作。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輔導教師角色（新北市版） (5/25)
專任輔導教師

國小 國中
1.個案輔導與紀錄：每學期至少150人次(包括與個案親師晤談)，並於晤
談結束一週內完成紀錄，隔週定期陳閱。
2.個案服務管理：掌握全校個案之服務情形。
3.參加個案轉介、個案研討等相關輔導會議。
4.小團體輔導與紀錄：每學期至少帶領1團，擔任領導者，並完成紀錄。
5.班級輔導：每學期72節，當學年度全校各班級至少1節。
6.學生輔導議題宣講：每學期至少主講學生輔導議題講座1場次，視學
校需求增加場次。
7.教師或家長輔導知能宣講：每學期至少主講1場次，視學校需求增加
場次。
8.親師諮詢：提供親師輔導相關專業知能之諮詢服務。
9.危機事件輔導：依危機事件之影響評估需求，進行相關人員班級、團
體與個別輔導。
10.特殊個案家庭訪視。
11.心理測驗及測驗解釋相關事宜。
12.連結輔導資源網絡。
13.提供輔導相關資訊。
14.提供輔導相關議題之團體輔導教案。
15.撰寫學年度專輔教師工作計畫。
16.完成相關報表含：工作週誌、教育部輔導工作成果統計表、學期工
作評量表暨工作成果報告等。
17.接受督導，包括專業督導、行政督導、同儕督導與個別督導。
18.參加在職訓練課程。
19.參與工作暨主題報告。
20.執行學校交辦之相關輔導工作

1.個案輔導與紀錄：每學期至少180人次(包括與個案親師晤談)，並於晤談結
束一週內完成紀錄，隔週定期陳閱。

2.個案服務管理：掌握全校個案之服務情形。
3.參加個案轉介、個案研討等相關輔導會議。
4.小團體輔導與紀錄：每學期至少帶領1團，擔任領導者，並完成紀錄。
5.班級輔導：固定班級授課2節或每學期36節。
6.學生輔導議題宣講：每學期至少主講學生輔導議題講座1場次，視學校需求
增加場次。

7.教師或家長輔導知能宣講：每學年至少主講1場次，視學校需求增加場次。
8.親師諮詢：提供親師輔導相關專業知能之諮詢服務。
9.危機事件輔導：依危機事件之影響評估需求，進行相關人員班級、團體與
個別輔導。

10.特殊個案家庭訪視。
11.心理測驗及測驗解釋相關事宜。
12.連結輔導資源網絡。
13.提供輔導相關資訊。
14.提供輔導相關議題之團體輔導教案。
15.撰寫學年度專輔教師工作計畫。
16.完成相關報表含：工作週誌、教育部輔導工作成果統計表、學期工作評量
表暨工作成果報告等。

17.接受督導，包括專業督導、行政督導、同儕督導與個別督導。
18.參加在職訓練課程。
19.參與工作暨主題報告。
20.執行學校交辦之相關輔導工作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輔導教師與特教教師角色（新北市版）
(6/25)

輔導教師 特教教師
初級輔
導

1. 協助規劃全校心理衛生活動。
2. 協助辦理學生輔導相關活動與宣講。
3. 協助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與宣講。
4. 協助辦理親職教育活動與宣講。
5. 依社區及學校特性、學生需求，進行輔導活

動相關課程教學與評量。
6. 依學生需求選擇合適的心理測驗，並針對主

試者進行施測標準化程序說明及協助結果解
釋。

7. 專任輔導教師依班級需求設計團體輔導教案，
供教師參考運用。

8. 提供親師生輔導相關資訊與諮詢。
9. 協助輔導資料之建立、整理與運用。
10.參與學生輔導工作的執行與評鑑。

11.協助預防校園危機事件發生。

1. 提供親師生特殊教育相關資訊與諮詢。
2. 進行特殊教育學生相關課程教學與評量。
3. 依據個別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提供「入班

協助或訓練」。
4. 協助普通班教師進行課程、教學與評量之調

整。
5. 協助規劃全校教師特殊教育知能研習或相關

社群(協助提升教師特殊教育知能)。
6. 協助辦理全校學生特殊教育宣導活動與講座。
7. 協助規劃家長特殊教育親職講座。
8. 主責特殊教育學生資料之建立整理與運用。
9. 協助建構學校輔導機制及補救教學轉介流程。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輔導教師與特教教師角色（新北市版）
(7/25)

二級
輔導

1. 實施個別輔導與撰寫紀錄。
2. 規劃、實施小團體輔導並撰寫紀錄。
3. 有輔導需求學生之家庭訪視及約談。
4. 協助特殊個案之家庭訪視及評估。
5. 參與個案輔導相關會議。
6. 專任輔導教師掌握全校個案服務資訊。
7. 協助校園危機事件處理。
8. 協助建構與聯繫輔導資源網絡。
9. 提供親師輔導資訊與輔導策略。
10.個別心理測驗的施測與解釋。
11. 協助校園輔導團隊的聯繫與整合。

1. 參與學校學生篩選、轉介及學習評估之相關工
作。

2. 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在普通班課程與教學調整諮
詢。

3. 提供特殊教育學生普通班教師及家長學習、適
應與輔導策略。

4. 記錄特殊教育學生各項學習表現，建立並管理
學生檔案。

5. 整合並協助執行特殊教育學生所需相關支持服
務。

6. 提供特殊教育學生所需之課程、教學與評量，
包括學科領域或特殊需求領域。

7. 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就讀班級入班協助、協同或
示範教學等有助學生參與及適應普通班之措施。

8. 協助特殊教育學生突發事件處理。
9. 協助特殊教育學生班級宣導。
10.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家庭訪視。
11.追蹤校內特殊學生學習適應情形，必要時轉介

校內學生輔導機制或相關資源處理。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輔導教師與特教教師角色（新北市版）
(8/25)

三級輔
導

1. 專任輔導教師掌握個案之服務情形(含個案
班級、個案姓名、個案導師姓名、轉介會
議日期、個案來源，主訴輔導需求、主責
輔導人員、輔導方式、運用輔導資源情形、
結案日期等)及聯繫三級專業輔導人員。

2. 三級輔導個案轉介與追蹤(如:嚴重適應困難、
精神及心理疾病學生等)。

3. 支援校園危機事件之個別與團體輔導。

1. 支援校園危機事件之特殊教育個案輔導及

問題處理。

2. 嚴重適應困難特殊教育學生之轉介與追蹤。

3. 精神及心理疾病學生之轉介與追蹤。

4. 整合校內外資源並與專業團隊合作進行輔

導。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10/25)

學校對心理專業人員的期待

• Reinke, Stormont, Herman, Puri, & Goel（2011）的研究以學校教師為
對象，探究校方關心的心理健康議題，研究結果指出學校教師認為
最需要心理專業介入5大議題為：

1. 行為問題（包含干擾、挑釁、攻擊行為或品性問題）。
2. 過動或注意力問題。
3. 顯著的家庭壓力源（包含離婚、單親、父母坐牢、父母本身有心

理健康議題）。
4. 社交技巧問題。
5. 憂鬱情緒問題。
在所有的心理問題類型中，對學校教師而言最困擾、也最期望心理
專業服務能夠協助的類型是「干擾行為」，有高達 97%的教師最關
切此事；其次「注意力問題」與「過動」則分別均有96%的教師關
注(Reinke, Stormont, Herman, Puri, & Goel, 2011)。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11/25)

• 林郁倫、陳婉真、林耀盛、王鍾和（2014）提醒，就校方
而言，對學生個體心理健康的關切最初可能出自於對整體
班級的干擾、秩序規則的破壞、學習效果不佳等，學校乃
是以群體的觀點做全面性的考量。顯而易見地，學校對整
體學生的受教權、教育責任有其需求，且確實是學校工作
者的核心工作意義與責任，但這種關注角度的不同，與目
前心理師所習慣關注的「個人成長」、「當事人中心」
(client center)是可能有所牴觸的。心理師若忽視學校對於
「教室內行為改善」、「學習狀況提升」的需求，將可能
與學校真實的需求擦身而過。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11/25)

• 林郁倫等（2014）進一步指出，學校方面對於學生問題類型
的需求，會因學校的「教育機構」角色而有不同的觀點，相
較於重視自我探索、成長導向，確保整個學生群體能夠獲得
受教育、學習的權利可能更是校方的考量，而心理師若不能
在照護當事人心理健康的同時，回應學校的需求，可能會造
成「供需不平衡」的狀態。其次，相當重要的是學校需要
「能夠處理危機狀況」的心理專業人員，面臨有自傷、自殺
危機，或是目睹家暴、家庭 暴力、兒童虐待、兒童疏忽、
性侵、特殊安置的個案乃是學校最擔心害怕的狀況，均是學
校教師強烈表達出「無法自行處理，非常需要校外心理健康
專業協助」的學生問題類型。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12/25)

• Allen-Meares（2010）認為社會工作師在學校服務
最獨特的功能是協助高風險的學生，包括因貧窮、
虐待、疏忽、身心障礙等因素導致學校適應困難的
學生。再從這些核心服務對象擴大到特殊人口群，
例如：未成年懷孕、未成年親職、行為偏差、攻擊
行為、性議題等。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13/25)

• Allen-Meares, Montgomery, & Kim (2013)的後設研究發現，
包括美國、加拿大、以色列等各國學校社會工作師在校園
裡從事的工作：

• 第一級服務，主要是3大類：一是性騷擾、性禁慾、危險性
行為；第二是攻擊行為；第三是行為與心理健康評估、壓
力管理。

• 第二級服務則包括4類：一是高風險少年介入；二是懷孕與
未成年親職：三是喪失與壓抑；四是身體、性別認同與團
體關係。

顯示，學校社會工作師在學校主要提供第一級、二級服務。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14/25)

學校社會工作師的任務（林萬億，2000)

• 協助學童良好的學校適應。

• 協助學童排除完成教育的障礙。

• 滿足特殊學童（身心障礙、學習落後、原住民、新移民等）的教
育需求。

• 預防校園暴力、物質濫用等。

• 處理引發學童學校適應的家庭問題（如配偶暴力、兒童虐待與疏
忽、性侵害、性剝削、目睹家暴、貧窮、家庭解組、犯罪、重大
傷病等）。

• 連結社區資源協助學校處理學生的需求與問題。

• 協助學校建立有利於學童學習的制度環境。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學校心理師與學校社工師角色
(15/25)

學校心理師 學校社工師
1. 協助規劃全校心理衛生活動。
2. 提供教師校園心理衛生相關諮詢。

3. 協助提升教師精神衛生相關知能。

4. 提供家長心理衛生相關諮詢。

5. 協助學校推展親職教育。

6. 協助預防校園危機事件發生。

7. 參與學校輔導團隊，協助建構學校輔

導機制。

1. 協助規劃全校心理衛生活動。
2. 提升學生自我保護知能，預防兒少保、

家暴、性剝削、性侵害。

3. 提供家長社會福利及兒少相關法規諮詢。

4. 提供教師社會福利及兒少相關法規諮詢。

5. 透過宣講，提升教師兒童少年保護知能。

6. 協助學校，強化脆弱家庭及少數族群家

庭親職教養知能。

7. 協助預防校園危機事件發生。

8. 發掘、結合及運用學校社區資源。

9. 參與學校輔導團隊，協助建構學校輔導

機制。

初級輔導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學校心理師與學校社工師角色
(16/25)

1. 參與學校輔導團隊進行學生心理暨社
會評估。

2. 必要時協助學校輔導團隊進行學生個
人與家庭介入。

3. 協助校園危機事件之評估與減壓介入。
4. 提供個案的輔導教師、家長或主要照

顧者之輔導專業諮詢。
5. 參與個案輔導相關會議。

1. 參與學校輔導團隊進行學生家庭及社
會評估。

2. 必要時協助學校輔導團隊進行學生個
人與家庭介入。

3. 提供個案的輔導教師、家長或主要照
顧者之輔導專業諮詢。

4. 參與個案輔導相關會議。
5. 連結社會福利體系，提供學生服務。
6. 協助學校危機事件之後，家庭因應能

力之評估及社區應變活動。
7. 建構社區資源網絡，強化社區保護因

子。

二級輔導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學校心理師與學校社工師角色
(17/25)

1. 校園危機事件後之個別或團體創傷
治療。

2. 嚴重適應困難學生問題評估、衡鑑、
諮商與治療。

3. 疑似或經診斷精神疾病學生問題評
估、衡鑑、諮商與治療。

4. 有特定心理衛生需求學生之團體諮商
與治療。

5. 必要時提供個案親子關係之諮商與心
理治療。

6. 心理衛生資源連結、轉介、整合與運
用。

1. 學生與其家庭、學校、社會環境之評
估。

2. 學生與其家庭、學校、社會環境之介
入。

3. 脆弱家庭學生之團體工作。
4. 脆弱家庭之家長培力團體。
5. 校園危機事件之當事及目睹學生個人

及家庭評估與介入。
6. 協助學校於校園危機事件發生之社區

應變。
7. 營造友善社區，支持學生穩定就學。
8. 連結衛生醫療、司法、警政、勞政、

社會福利體系。

三級輔導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18/25)

• 將學生問題與需求議題分為3組，同時將其依介入層次分
為三級，再加上團隊工作，或守門人(gate keeper)的概念，
將每一議題組與介入階段，均有主責與支援人力，避免專
業服務轉銜的接縫造成服務使用者被不斷地重複評估、重
複介入或漏接。

• 據此，試擬學校輔導團隊的三師三級分工模式如下，先將
學生常見的問題與需求議題依性質分案給不同的專業輔導
人員，再依介入分級、主責分工如下表。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19/25)

試擬學校輔導團隊的三師分工模式：

輔導教師：中輟、性別教育、學習困擾、人際關係困擾、
校園暴力（含霸凌）、師生衝突、網路沈迷、行為偏差等。

學校心理師：心理健康、自傷、自殺、創傷後壓力疾患、
校園暴力（含霸凌）、物質濫用、網路沈迷、性別認同等。

學校社會工作師：兒少虐待與疏忽、目睹家庭暴力、性侵
害、兒少性剝削、曝險兒少、少年犯罪、校園暴力（含霸
凌）、涉入幫派、危機事件、貧窮、脆弱兒童及家庭、少
數民族家庭學生適應困擾、社區資源整合等。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20/25)

輔導教師、學校心理師、學校社工師的專業分工
輔導教師 學校心理師 學校社工師

主責 支援 主責 支援 主責 支援

初
級
預
防

性別教育、
生涯發展教
育、家庭教
育、生命教
育、情緒教
育、網路沉
迷。

師生衝突、親師
衝突、親密關係、
情緒教育、性別
教育、兒少身心
發展、親職教育、
就學適應、拒 /
懼學、網路沉迷、
偏差行為、校園
霸凌、特特殊教
育、創傷壓力、
多元文化、自殺
/自傷。

兒少虐待與疏忽、
兒少性侵害、兒
少性剝削、曝險
兒少、物質濫用、
脆弱家庭、連結
社區資源、維護
學生受教權益、
多元文化、少數
族群學生的權益
倡導。

兒少發展、
性別教育、
中輟預防、
親職教育、
網路沉迷。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21/25)
輔導教師、學校心理師、學校社工師的專業分工（續1）

輔導教師 學校心理師 學校社工師
主責 支援 主責 支援 主責 支援

二
級
預
防

兒少保護（性騷擾、
性侵害、性剝削、家
庭暴力、目睹家暴）、
中輟（含長期缺曠
課）、家庭問題（脆
弱家庭、家庭衝突）、
校園衝突（生生、師
生、親師）、心理衛
生（性別、情感議
題）、心理健康(含疑
似)、自我傷害(含自傷
與自殺)、情緒困擾、
拒(懼)學、物質濫用、
網路沉迷、偏差行為
（少年犯罪、曝險兒
少) 。

情緒行為困擾、兒少精
神疾患（思覺失調症、
憂鬱性疾患、雙向情緒
疾患、焦慮性疾患、強
迫性疾患、對立反抗疾
患、解離疾患等）、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泛自
閉症、創傷後壓力疾患、
物質依賴/濫用、自殺/

自傷、拒/懼學、網路沈
迷、性別認同、多元文
化、特殊教育、親職教
育。

脆弱家庭、兒少
貧窮、兒少虐待
與疏忽、未成年
懷孕、兒少逃家、
曝險兒少、少年
事件處理、多元
文化、少數族群
學生的權益受損
議題、學生受教
權益障礙排除、
學生學籍與身分
爭議。

校園霸凌、校
園暴力、校園
性別平等事件、
師生衝突、親
師衝突、中輟、
網路沉迷、自
傷、自殺、未
成年懷孕、身
心障礙學生權
益保障。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22/25)
輔導教師、學校心理師、學校社工師的專業分工（續2）

輔導教師 學校心理師 學校社工師
主責 支援 主責 支援 主責 支援

三
級
預
防

個案管理 校園危機（自殺、
媒體事件、天然
災害、意外事故
等）、未成年懷
孕、物質濫用、
兒少保、嚴重生
心理衛生議題、
家庭變故、曝險
兒少、少年事件
處理。

情緒行為困擾、兒少
精神疾患（思覺失調
症、憂鬱性疾患、雙
向情緒疾患、焦慮性
疾患、強迫性疾患、
對立反抗疾患、解離
疾患等）、注意力不
足過動症、創傷後壓
力疾患、物質依賴/濫
用、泛自閉症、自殺/

自傷、拒/懼學、網路
沈迷、性別認同、多
元文化。

兒少虐待、兒少
目睹家庭暴力、
兒少性侵害、兒
少性剝削、未成
年懷孕、曝險兒
少、少年事件處
理、家庭變故、
校園危機（天然
災害、意外事故
等）。

自傷、自殺、
校園霸凌、
精神疾患、
物質濫用、
中輟。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23/25)

• 模式一：駐校支援模式

• 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與各該駐站與支援學校的輔導教師
組成校園輔導團隊；

• 駐校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必須支援鄰近學校，從而組成
包含學校社會工作師、心理諮商師、各校專任輔導教師在
內的小區域專業輔導團隊，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分別
負責該轄區專業分工事項的完成。

• 亦即，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不只負責各該駐站學校的
三級輔導分工，且必須擴及鄰近支援學校的三級輔導分工。

• 以此基礎，再向外擴展社區相關輔導資源的引進。這種模
式的校園三師三級輔導分工是最明確可行的。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24/25)

• 模式二：輔諮中心（分區）服務模式
• 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服務於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各自支援所
負責的轄區之學校輔導室。

• 執行此類模式的縣市大多是人口較少的縣市，但土地幅員不見得小，
例如南投縣、花蓮縣、臺東縣、屏東縣等地廣人少；又人口少、學生
數少，不見得就是學校數少。學生數少、學校數多、土地遼闊等條件，
使得每位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必須負責的轄區遼闊、校數亦多。
因此，在大區域中必須再分割為若干小區域，組成輔導支援團隊，比
較難建立以單一學校為基礎的校園三師三級輔導團隊。例如，以一個
鄉鎮市區為單位來建立小區域的跨校輔導團隊三級分工。

• 此外，有些縣市又以聘任學校心理諮商師為主，致出現失衡的專業分
工，往往學校社會工作師必須負責更大的地理區域、校數也更多。輔
導教師、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的三師三級輔導團隊分工就要更具
彈性化。原則上，先依三級輔導進行接案與轉介，進而依學生需求
與問題，進行三師分工。必要時，跨區支援。



學校輔導團隊的分工(25/25)

• 模式三：輔諮中心與駐校並行模式
• 如同模式一，駐校（駐區）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與各該駐站與支援學校
的輔導教師組成校園輔導團隊。

• 倘若駐校（駐區）學校社工師/心理諮商師依各該縣市規定必須支援鄰近學
校，則亦如同模式一，組成小區域專業輔導團隊。

• 而任職於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專業輔導人員一如模式二，在各該負責
轄區建立小區域跨校輔導團隊三級分工。

•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駐校專業輔導人員與輔諮中心分區專業輔導人員如何在
區域劃分上搭配專長分工，例如，如果駐校專業輔導人員是學校社會工作
師，則該區巡迴專業輔導人員盡可能安排學校心理諮商師，如果無法做到
如此精準的人力配置，至少在大區域上，要能有學校社會工作師與心理諮
商師的搭配，如此始有可能進行區域輔導三師三級分工與合作。

• 這種模式下的三師三級輔導分工的確需要更精緻的規劃，其複雜度不亞於
模式二。



學校輔導團隊的跨系統服務整合(1/7)

結合社區輔導資源，建構學校輔導網絡

社區輔導資源包括社政、衛政、勞政、警政、司法、民

間公益及宗教團體、社區、家長組織及退休教師等。學

校要成為完全服務學校（full-service school），學校本身

不只要提供教育，也要連結其他地方社會服務與健康服

務資源，實現單一窗口、連續服務（one stop)的效果。

學生輔導體系已被納入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中，成為學

校-社區-家庭連結服務的一環。



準正式資源

非正式資源

學校、政府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警察局、法院、就業服務站、醫療
機構、媒體、社團…等。

家族、鄰里、社區居民、宗教、廟
宇…等。

正式資源

輔導志工、家長會、社區發展委員
會、大樓管理委員…等。

學校輔導團隊的跨系統服務整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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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團隊的跨系統服務整合(3/7)
社會安全網的服務策略



學校

司法、警政
單位

警察局、少年
隊、少輔會、
少年法庭

醫療單位：精
神醫院、自殺防
治中心、社區心
理衛生中心、毒

防中心

就業服務機
構

就業服務站、
就業服務中心、
職訓中心、

社福單位
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家防中
心、少年服務
中心、安置機
構、庇護機構

社教單位
社教館、家
庭教育中心

學校輔導團隊的跨系統服務整合(4/7)



建
構
以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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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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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團隊的跨系統服務整合(5/7)



學校輔導團隊在社會安全網的角色

校園輔導團隊
教師、導師、學校行政、輔導教
師、學校心理師、學校社會工作
師、協力建構三級輔導體系。

建立轉銜機制

建立幼兒園、國小、國中、
高中的學生轉銜、追蹤、合
作機制。

提供連結服務

建構完全服務社區學校（full

services community school)，提
供學校連結服務(school-linked

services)。

學校輔導團隊的跨系統服務整合(6/7)



17

以家庭為中心的思考

以社區為基礎的資源連結

建立輔導教師、學校心理師、學校
社工師的三師三級輔導分工。

結合正式與非正式的社區資源，共
同滋養一個支持性的居住社區。

三師三級分工

讓人們在家庭的脈絡與當前的親密關
係網絡下被最佳地瞭解與協助。亦即
將學生放在家庭的脈絡下來處理。

學校輔導團隊納入社會安全網的整備

學校輔導團隊的跨系統服務整合(7/7)



學校輔導團隊的困境與因應(1/6)

專任輔導教師制度未建置前
林家興、洪雅琴（2001）的研究發現教學負擔過重、專業
訓練不足、行政問題、兒童及少年問題日益嚴重等。

• 其中有部分已獲得解決，例如教學負擔過重的問題已因減
授或免授課而得到寬解。

• 然而，部分問題並未被有效處理。兒童及少年問題日益嚴
重並無減緩的跡象，包括：兒童疏忽與虐待、家庭暴力、
目睹家庭暴力、性侵害、網路交友、網路視訊直撥秀、物
質濫用等。



學校輔導團隊的困境與因應(2/6)

專任輔導教師制度建置之初

王文秀等人（2011）受教育部委託針對一般教師、輔導教師、教師團
體、家長團體、校長團體、政府代表與民間團體等進行焦點團體收集
資料，發現當前輔導教師投入輔導工作的困境包括：

1. 輔導教師的界定、邀請與投入之困難，形成有專業背景卻不願意投入，
而學校普遍缺乏具專業背景之輔導人員；

2. 輔導教師專任與專業化有其困難，輔導教師應採專任方式設立，且輔
導教師專業度仍有待提升和培訓；

3. 學校輔導空間普遍簡陋、困窘，也是造成專業無法發揮的直接困境；

4. 學校輔導行政系統專業度與穩定性長期不足，上級管理者如校長或輔
導主任往往非相關專業，對輔導的推行和延續常產生極大的衝擊或阻
力也是相關的困境。



學校輔導團隊的困境與因應(3/6)

專任輔導教師制度建置以後

許育光（2013）研究輔導教師面對的實務困境發現：

一、從輔導教師個人的角度出發有：

1. 個人專業狀態與自信缺乏之困境（自我專業裝備匱乏、承接意願薄弱、專
業自信不足。

2. 個別與團體等實務接案之困境（問題界定的困難、個案概念化之困難、接
案實務與技術運用之困難、輔導關係建立困難、接案歷程現象之敏感度不
足、輔導目標之無法設定、輔導團體之帶領能力欠缺）。

3. 家庭與教師等系統介入之困境（家庭父母介入之困難、教師諮詢與個案問
題探討、教師班級經營的協助、親師溝通介入之困難、教師個別心理需求
之介入）。



學校輔導團隊的困境與因應(4/6)

二、從輔導體制、資源和運作面向看：

1. 角色職責與輔導教師制度之困境（工作負擔與壓力、角色衝突，以
及其他與兼任減課制度有關之困境）。

2. 學校輔導運作概念與行政資源之困境（學校輔導或轉介運作制度不
清、處室協調與權責不明、基本輔導倫理概念不足、成效評估與認
定差異、空間設備缺乏）。

許育光（2013）主張強化專任輔導教師的個案管理、危機介入、社

區心理衛生工作、社會福利法令與體系等三級介入知能。

顯然是低估了兒童及少年問題的複雜度，也簡化與誤解了學校社會

工作的知能與工作內容。將學校社會工作簡化為提供三級間接服務

是諮商輔導界普遍的認知錯誤。



學校輔導團隊的困境與因應(5/6)

• Teasley, Canifield, Canifield, Crutchfield, & Chavis (2012)研究美
國的學校社會工作師發現常見的困境依序如下：

1. 時間不夠、
個案負荷量太
大

2. 經費與資源
不足

3. 教師、幕僚
與行政阻礙

4. 官僚與政策
阻礙

5. 家長與家庭
阻礙

6. 知識與自我
覺察不足

7. 學生態度與
少年非行

8. 文化知能與
人群多樣性議
題

9. 種族主義 10 . 動機不足
11. 社區議題與
態度

12. 交通



學校輔導團隊的困境與因應(6/6)

• Teasley等人(2012)建議學校社會工作師要一方面增強知能、善用社區關
係建立（community engagement）的優勢、提升自我效能、自我充權
（empowering yourself），倡議學校體系改變，依序如下：

1. 學校幕僚人員
的協力、溝通、
合作與態度

2. 知識、自我
覺察與訓練

3. 家長與家庭
的支持

4. 社會工作技
巧與態度

5. 社區支持
6. 改變學生態
度

7. 社區資源 8. 時間管理

9. 庶務性支持 10. 文化知能
11. 政策與工作
介入

12. 經費與預算



結論

• 獲得學校的支持是第一步，沒有學校的支持，很難取得家
長的信任。家長的信任是建立社區關係的門票。

• 因應社會環境變遷，加強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的輔導
知能是自我修練的基本工。

• 專業輔導團隊的人力配置、組織設計與流程規劃對服務的
成效影響甚鉅。

• 三師三級輔導分工越明確，輔導團隊工作越能發揮綜效。

• 學校輔導團隊應積極結合社會安全網資源，進行跨系統合
作，始能有效解決影響學生個人的學校、家庭、社區問題。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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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召開個案研討會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名譽教授

行政院政務委員 林萬億



簡報大綱

• 定義個案研討會

• 籌備個案研討會

• 出席個案研討會

• 進行個案研討會

• 家長參與須知

• 兒童及少年權益



定義個案研討會

個案研討會（case conference)是為了討
論涉及多個單位、部門的特定議題與個案，
為了尋求解決問題的共識而召開的會議。
常見於醫療、教育、法律、社會工作、管
理等專業。

個案研討會的目的：

• 增進工作人員對個案內容的瞭解。

• 溝通相關利害關係人更瞭解個案處理過程。

• 進行完整、全方位的評估。

• 建立介入計畫的共識。

• 促進團隊工作成效。

• 提升服務品質。



籌備個案研討會（1/8)

何時需要召開個案研討會

• 涉及多機構(multi-agencies)或跨部門的
個案。

• 涉及跨專業(interdisciplinary)或多專業
(multidisciplinary)個案。

• 涉及多重問題的個人與家庭。

• 服務進度緩慢或成效不彰。

• 難以接近或難纏的個案。

• 不同專業或部門意見不同。



籌備個案研討會（2/8)

借場地

• 場地需能保護隱私。

• 方便參加人員進出與找到。

• 有電腦、簡報或白板設備。

排時間

• 至少1小時，情節較複雜的案例需要準備2
小時。

• 利害關係人方便出席的時間。

• 重要的專業人員能出席的時間。



籌備個案研討會（3/8)

 準備資料

• 主責工作人員提供案例簡介報告。

• 其他相關人員得提供補充資料。

• 重要諮詢人員可事先提供資料，以利深入
討論，或尋求解決方法。

• 其餘人員的資料現場提供為宜，避免資料
外洩。



籌備個案研討會（4/8)

邀請參與者(以學生個案為例)

 邀請基本原則：當事人、家長、重要他人、
與該生有關的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與該
案例有關的專家與團隊工作人員。

• 當事人、家長、家庭成員、負撫養義務者。

• 導師、重要的課程教師。

• 與該案有關之學校相關處室行政人員。

• 醫護人員。

• 社會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中心社會工作師。

• 曾經或正在服務該生的專業輔導人員。

• 曾經介入該家庭的相關社會福利機構的社會工作人
員。

• 協助該生的法律或權利倡議人士。



籌備個案研討會（5/8)

邀請參與的限制

• 受害者與相對人或加害人不能同場或同時
出席。（個案研討會非調解會或法院，不
宜對質）

• 與該事件無關的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不適
合出席。（避免人多口雜）

• 健康條件堪慮者不適合親自出席。

• 無法承擔情緒壓力的人不宜參加。

• 有隱私考量之必要者不宜強求出席。



籌備個案研討會（6/8)

主持人

• 負管理、協調、領導部門或單位的主管。

• 具專業知能或管理經驗能解決該問題的專
家。

• 該案例的主責專業人員。

• 對該案熟悉且善於溝通的人。

• 能客觀、中立地評估案情、受各方信任來
主持會議的人。

• 訓練成為個案研討會主持人。



籌備個案研討會（7/8)

設定目標

• 進行跨專業或多專業評估。（再確認案情
與處理方向）

• 尋求各方對適合介入當事人及其家庭的計
畫的同意。（建立共識）

• 確定主責的部門或專業人員及專業分工。
（執行分工與追蹤管考）



籌備個案研討會（8/8)

 特殊安排

• 身心障礙者的無障礙通道。

• 參與者若有聽障、語障、視障、腦麻等需
要準備口譯、手語翻譯員、點字設備、特
殊電腦、特殊桌椅等輔助設備。

• 參與者若有不熟悉華語者，必須為其準備
翻譯員。

• 必要時部分人員的視訊會議。



出席個案研討會(1/3)

角色界定

• 為自己服務的對象倡導權益是基本職責。

• 除非是服務對象聘任的律師，若是專任輔
導教師、學校社會工作師、學校心理師，
或其他專業人員，應依專業知能與倫理，
兼顧爭議雙方的權益。

• 專業助人工作者必須站在專業的立場表達，
不能只考慮行政目的。

• 專業助人工作者，必須有跨文化知能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

• 專業助人工作者必須堅守正義，幫助弱勢。

• 參與者均有義務為當事人的利益提供最佳
解決問題的意見。



出席個案研討會(2/3)

行前準備

• 閱讀相關資料。

• 準備相關理論、觀點、法律、佐證資料。

• 自我覺察是否有偏見或成見。

• 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策略、步驟、資源
需求、風險評估。



出席個案研討會(3/3)

倫理議題

• 以提醒而非批評報告人的態度參與討論。

• 無保留的提供自己的專業資訊與知識。

• 尊重不同專業的見解，不堅持己見。

• 不是代表機構來捍衛地盤與推拖工作。

• 為兒童最佳利益倡議。

• 遵守保密規定。

• 如果有當事人或家長在場，不宜以批判、
評價的角度質疑。



進行個案研討會（1/5)

開場

• 介紹出席成員。

• 解釋與會成員與本案例的關聯。

• 說明會議目的，並引導與會成員聚焦在本
次會議的主要議題與目標上。

• 說明與會成員均有專業責任與倫理參與整
個過程，提供資訊與意見。



進行個案研討會(2/5)

個案報告

• 基本資料

• 家系圖

• 問題或需求評估(生理、心理、社會)

• 介入目標

• 介入計畫

• 服務過程

• 階段性成效

• 待協助事項

• 未來服務計畫



進行個案研討會(3/5)

資訊澄清

• 釐清疑點。

• 探索資訊。

• 交換不同定義、用詞(語)的意涵與習慣。

• 文化、性別敏感。



進行個案研討會(4/5)

意見交流

• 提供多元資訊。

• 陳述專業見解。

• 提供理論解釋。

• 提供法律建議。

• 建議介入方法、策略與技巧。

• 提醒風險評估。

• 倘資訊已夠清楚明確，視會議進展，可請
當事人先行離席。



進行個案研討會(5/5)

結論

• 主席進行會議摘要。

• 檢視本次成果。

• 規劃下階段工作目標與期程設定。

• 進行專業分工。



家長參與

鼓勵與支持家長參與

• 解釋個案研討會的目的與功能。

• 事先提供簡單易懂的個案報告摘要給家長。

• 解釋為何報告內容會如此呈現。

• 將家長意見納入報告。

• 說明誰會參加個案研討會，為何邀請他們。

• 簡述在個案研討會上會發生什麼事。

• 協助家長撰寫家長意見書。

• 事先請主責專業人員與家長接觸，說明家
長參與應注意事項。

• 協助家長處理可能的悲傷、痛苦、創傷。



兒童及少年權益

聆聽兒童及少年聲音

• 邀請兒童及少年親自出席，不論有否家長
陪同。

• 協助兒少撰寫書面意見陳述。

• 用錄影帶簡介個案研討會的場地、程序。

• 同時邀請能協助兒少陳述意見的社工師或
其他代表人員。

• 社會工作師要協助兒少澄清、轉譯其發言、
經歷過的事件、意見、期待。



•

•



生命教育推展
與憂鬱自傷防治

黃龍杰心理師

中崙諮商中心

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理事



圖A 校園危機三級預防的模式
（參考資料：台灣「教育部校園自我傷害防治手冊」，賴念華主編）



自殺防治迷思一
（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大部分自殺發生前沒有徵兆?

事實是

• 45%在自殺前清楚地表達了自殺的意圖

• 有80﹪自殺的人會留下警訊，一些線索
是明顯的，一些是難以捉摸的。所以，
去學習及認識這些警訊及如何應對是
很重要的。

資源來源：鄭泰安 Arch Gen Psychiatry, 1995, 52, 594-603



短片賞析



斯斯有三種，憂鬱也有三種

心情不好
(人之常情)

重度憂鬱/焦慮/心身症狀

適應障礙症
(輕度憂鬱/焦慮/心身症狀）

F1:

B1:

B2:

壓
力
好
球
帶

精
神
官
能
症



適應障礙症
(Adjustment Disorder) (DSM-V)

• 某壓力源(3個月內)造成

– 情緒 (憂鬱↑ /焦慮↑ )

– 行為(品行↓ / 工作↓ /退縮)

• 至少符合以下兩項之一：

– (與壓力源嚴重度或強度)不成比例的明顯苦惱

– 社交/職業(學業)功能顯著減損



(重)鬱症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DSM-V）

(Ｎ>=5)兩週以上
整天/每天如此

– 食慾(或體重)明顯減輕或增加
– 失眠或嗜睡
– 疲倦＼無精打采

– 心情憂鬱(哭、易怒)
– 無價值感或過度罪惡感
– 思考＼專注力減退，或猶豫不決

– 反覆想死，自殺意念＼計劃＼舉動
– 失去興趣或愉悅感
– 行為焦躁激動或遲緩



生活事件 (失落)  84％

• 珍惜的願望(被外遇或劈腿)60％

• 健康(絕症、久病、殘障)
• 財產或工作
• 人際(親友的生離死別)

自殺身亡

重鬱症

87％

酒癮/藥癮

44％

情緒不穩型

人格障礙 41％

自殺的相關條件

（引用鄭泰安, 2003）

(黃龍杰編製)



★和想自殺的人談論自殺
會提高他們自殺的危險性?
事實是

• 談論自殺並不會促使自殺，
反而有助於釐清他們自殺的想法

自殺防治迷思二
（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自殺之前，鬼門關有三關

• 在前兩關，旁人都還有機會「臨檢」，
把他攔下來。

• 第一關 :「自殺意念」

• 第二關 :「自殺計劃」

• 第三關 :「自殺行動」



怎麼問? 自殺風險評估

第一關「自殺意念」怎麼問?
– 有些人在壓力很大的時候，甚至會有想不開的念頭，你最近

會不會也有這樣的念頭？

第二關「自殺計畫」怎麼問?
– 方法：你真的有想過，

用什麼方式來了結自己嗎?

– 地點：你有想過在哪裡做這件事嗎?

– 時間：你有想過什麼時候做這件事呢？

• 第三關「自殺嘗試(行動/企圖)」怎麼問?

• 你最近有衝動想去做嗎?

– 你最近有行動過(真的動手) 嗎?



自殺評估II

– What：以前有自殺過嗎？

– When：什麼時候的事？(3個月內→高風險)

– How：當時是怎麼做的(傷害自己)？

– Why :  什麼原因呢 ?



安全計畫(Safety Plan)
( 改編自C-SSR / 林佩儀課程 )

– 導火線：什麼人、(事、時、地、物)會引起衝動？

– 自助：做什麼事，可以轉移注意？

– 人助：什麼人、(物、地) 可以降低衝動？

– 緊急電話 :  1925， 119/110

– 降低風險 : 遠離工具/武器/險地



一旦，發現他(她)想自殺…

• 找人商量

• 考慮知會其家人、主
管、室友

• 儘量不讓他(她)獨處

• 必要時轉介

– 藥物治療

– 住院治療

– 心理諮商

– （黃龍杰製作）

家屬

社工

醫療室友

主管 當
事
人





自殺防治守門人123步驟
（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1問

2應

3轉介

• 主動關懷與積極傾聽

To Ask

• 適當回應與支持陪伴

To Persuade  (Respond)

• 資源轉介與持續關懷

To Refer



自殘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宇宙光, 

Hope and healing for kids who cut.  Marv Penner著，王心瑩譯)

• 「我父親沒什麼耐性，如果你
發出任何聲響吵到他，例如哭
泣，他就會抓狂，我不是不會
哭，而是不能哭……感覺痛苦
時，我那樣做是為了停止思考
，讓其他事情占據心思，我透
過流血來哭泣，我的身體為我
而哭」
~賈思敏， 18歲，美國

• 自殘，意思是傷害自己的
身體來改變情緒狀態，但
是沒有自殺的意圖。

• 引發自殘行為的核心並非
要「製造痛苦」，而是要
「掌控痛苦」。



自殘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宇宙光, 

Hope and healing for kids who cut)

Marv Penner著，王心瑩譯 )

• 「比起將這些事告訴別人，而傷
害他們的感情，用傷害自己來處
理痛苦是比較容易的……。所以
我什麼都不說，我將所有事情都
留在自己心底，於是情況越來越
嚴重，最後情緒爆發，於是我開
始自殘。我只知道用這種方法讓
痛苦遠離我。」
~阿德里安，十七歲高中生，美國。

• 對旁觀者來說，自殘可能是自
我毀滅的行為。但對身陷其間
的人來說，他們真心相信這是
在自我拯救。



自殘的動機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宇宙光, 

Hope and healing for kids who cut)

Marv Penner著，王心瑩譯 )黃龍杰補充

• ◎缺乏自尊，覺得自己有缺陷

• ☆策略一：有意義的肯定

– 技巧：焦點放在孩子可以負起責任的事，藉此
提醒其優點，例如堅持、耐心、自律、慷慨。

• ☆策略二：提供健康的社群團體

–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自殘的動機 (2)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宇宙光), 

Hope and healing for kids who cut)

Marv Penner著，王心瑩譯 ) 黃龍杰補充

• ◎長久積壓(否認)情緒

• ☆策略一：認可情緒

– 技巧1：引導而非指導
，接納而非說服。

– 技巧2：順著毛摸，”
正常化”其情緒。



自殘的動機 (3)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宇宙光), 

Hope and healing for kids who cut)

Marv Penner著，王心瑩譯 ) 黃龍杰補充

• ◎感到徹底被遺棄(很孤獨，拒人於千里之外)

• ☆策略：與他們同在

– 技巧1：有時間陪他們

– 技巧2：對於他們分享的事，要有情緒上的共
鳴。



自殘的動機 (4)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宇宙光), 

Hope and healing for kids who cut)

Marv Penner著，王心瑩譯 ) 黃龍杰補充

• ◎感覺陷入困境與絕望
(被霸凌、家暴、亂倫
、貶低)

• ☆策略一：當保護者和
支持者

• ☆策略二：從沒人愛到
不可愛，再從有人愛
到我可愛。



《黃龍杰相關著作》

• 24篇心理微小說 (2021)
– 遠距諮商故事

• 作家、主角與心理疾病
• 國民健康局「2004健康好書推介獎」



安心咖啡館
校園危機事件心理輔導介入

講師:黃龍杰心理師

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理事

中崙諮商中心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Rejoice with them that do rejoice, 

and weep with them that weep.

《聖經．羅馬書》



失落之後

哀慟(grief) 的四種心理

• 「不」敢相信 (Denial)

• 「滿」腔憤怒 (Anger)

• 「心」存盼望 (Bargaining)

• 「憂」鬱自責(Depression)

• 接納現實 (Acceptance)

– 感性上 : 釋懷

– 理性上 : 轉念

(Kubler-Ross, 1969) （黃龍杰編譯，2004）



斯斯有三種，憂鬱也有三種

心情不好
(人之常情)

重度憂鬱/焦慮/心身症狀

適應障礙症
(輕度憂鬱/焦慮/心身症狀）

F1:

B1:

B2:

壓
力
好
球
帶

精
神
官
能
症

PTSD



「正常化」 （normalization）

人之常情

• 多數的哀慟和創傷反應，
可以說是人之常情，短期
之內並非病態。可以對他
說：

• 「 『難怪』你會這麼
害怕（憤慨、傷心、
內疚、思念…… ）

• 「這些情況，十之八九的
人，會在幾週(月)內自然
改善，不至於留下長久的
後遺症。 」



創傷後壓力反應
(Normal Post-traumatic Reactions, PTR （黃龍杰編譯）)

• 經歷/目睹/聽聞(親友)嚴重的死傷威脅

• 或職業需要，反覆接觸意外的遺跡或紀錄

常有以下幾類反應

• 「驚」驗重現

• 「逃」避疏離

• 「神」經過敏
– 「靈」異事件

參考DSM-IV(1994)改編



早安1:安心講座(演說)

（黃龍杰，2007）



早安2:安心班輔
（黃龍杰，2007）



早安3:安心團體(座談)
(Debriefing，美國紅十字會) （黃龍杰編譯）

• 正式討論

• 任務告一段落，或特別的
壓力發生後幾天內

• 同伴間表達並分擔感受

• 藉以了解彼此對創傷經驗
的共同反應

• 討論有利於適應的應對辦
法



早安4:安心文宣(書信)
（黃龍杰，2007）



早安5:安心諮詢/訪視
（黃龍杰，2007）



安心五寶(Big Five)
「信運同轉+改觀」



Faith: 「信、運、同、轉」

• 「信」＝信仰：

– 做禮拜、望彌撒，不住禱告

– 參加法會或禪修，

– 燒香、拜拜、收驚、念經、求符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為 你與我同在。你的

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詩

篇23篇）



Exercise：「信、運、同、轉」

• 「運」＝運動：

– 從事有氧運動，讓自己喘
喘氣和流流汗，

– 或幫老人家做穴道推拿、
刮痧、腳底按摩、芳香療
法等體能保健，

• 把壓力賀爾蒙排出體外。



Company:「信、運、同、轉」

• 「同」＝同伴 ：

– 「分享快樂，快樂可以加倍；

– 分擔痛苦，痛苦可以減半。」 （諺語）



Distraction：「信、運、同、轉」

• 「轉」＝轉移：

– 做家事，出去接觸大自然，或看電影… 。

– 寄情於工作、興趣或娛樂。

– 要有事做，暫時把煩惱放下。



Re-vision:「改觀」

• 逆向思考，往好處想。

⚫「這可能是佛苦薩給我
的考驗吧。」

⚫「賞賜在祂，收取在祂，
要順服上帝的旨意。」

⚫「人生苦短，要珍惜身
邊的因緣。」



留意少數「高風險群」 （黃龍杰，2010）

• 一個月後，請留意學生、
教師、和自己，是否仍受
到這件意外的干擾。

• 請打電話給我們

• □□□，
○○○○○○

• 讓我們代為安排輔導諮商
或藥物治療，度過難關。



哀慟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聖經．馬太福音》



《黃龍杰相關著作》

• 24篇心理微小說 (2021)
– 遠距諮商故事

國民健康局「健康好書推介獎」



安心文宣 

幫助親友走出意外的陰影  

                                    

                                                    黃龍杰心理師 編譯  

      台北市「安心團隊」督導  

 

     痛失親友，生離死別，常會出現以下的「哀慟」(失落)反應。 

⚫「不」敢相信──感覺失真，半信半疑，：「怎麼可能？」「一定弄錯了！」「好

像在做夢？」   

⚫「滿」腔憤怒──怨天尤人，追究肇事者，怪學校或老師、怪救難或醫療人員

疏失，怪老天不長眼睛。 

⚫「心」存盼望──求神問卜，祈求奇蹟，和上天討價還價，力圖挽回，不願放

棄搜尋或急救。  

⚫「憂」鬱自責──悲慟難捨、沉重灰心、懊悔無奈、遺憾惋惜、哭泣失眠、羞

愧憂傷。 

 

要強調的是，這些反應不是症狀，並非病態，而是人之常情。多數人會在幾

個星期內自然改善，不至於長久影響到生活或功能。 

但是這段感性的心路歷程需要共鳴，需要呼應，需要接納，需要認同。這一

段時間就是「哀悼歷程(grief process)」，所以與其建議別人「堅強」「放下」「趕

快走出來」「加油」，不如花 20 分鐘聽對方訴苦，用「怎麼回事?」「怎麼說呢?」

「原來如此…..」「怪不得……」「難怪…..」來回應。 

能走進「死蔭的幽谷」，才能走過「死蔭的幽谷」。能容許自己有感受，才能

容許別人有感受。太壓抑自己的情緒，有時，也會壓迫別人的情緒。 

經過「不、滿、心、憂」一段時日的來回擺盪，多數人陸續會走到「接受現

實」的第五階段，漸漸在感性上釋懷，在理性上轉念，「一切都是命吧!」「這大

概是佛菩薩給我的考驗吧!」「這可能是上帝給我的使命吧!」「或許真的是三世因

果!」「現在才懂，原來這就是無常!」 

 

萬一生離死別來得突然(如意外傷亡、自殺或災變)，還可能出現以下幾種「創

傷」(驚嚇/恥辱)反應。這些反應可能發生在罹難者親友身上、救援人員身上、大



難不死的負傷者或生還者身上，甚至旁觀的目擊者身上。 

1. 「驚」驗重現： 

⚫ 驚心的畫面或想像歷歷在目，不時浮現，聲音、氣味或觸覺揮之不去。 

⚫ 做 (惡)夢。 

⚫ Flashback —（解離性）倒帶，錯覺「回到當時」，又體驗一次驚悸。 

⚫ 被類似人、事、物、時、地勾起回憶，因而身體不適或心情痛苦。（觸

景傷情，睹物思人，每逢佳節倍思親） 

2. 逃避疏離： 

⚫ 逃避相關的念頭、感受或談話。（不願再提） 

⚫ 逃避引起回憶的活動、地方、人物。(繞道而行、甚至搬家轉行） 

⚫ 事後對重要情節想不起來，甚至失去記憶。（心因性失憶） 

⚫ 對重要活動不想參加 

⚫ 疏離他人（自我封閉） 

⚫ 情感侷限（兩眼無神，神情木然） 

⚫ 對未來（事業、婚姻、小孩、壽命等）悲觀絕望(萬念俱灰)。 

3. 神經過敏： 

⚫ 難以入眠或熟睡。 

⚫ 暴躁，易怒。  

⚫ 心思無法專注，心神不寧。 

⚫ 過度警覺（如臨大敵，人人自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 反應過度，容易嚇一大跳（有如驚弓之鳥）。 

 

    台灣人在遭逢親友意外死亡時，通常還會出現以下的本土化反應。 

4. 靈異事件： 

⚫ 怕黑，疑神疑鬼，害怕或感覺死者回來，或者夢見死者(託夢)。 

⚫ 被「煞到」、「沖犯到」，急性的身體不適。 

⚫ 把外物(照相機、麥克風、燈光、車門等)故障，解釋成鬧鬼。 

⚫ 彷彿聽到怪聲、看到白影、聞到氣息、認為東西被動過。 

⚫ 把諸事不順歸因於死者作祟，要求作法超度或燒金紙。 

 

這些創傷(驚嚇)後壓力反應，同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短期內並非

病態。多半會在幾週內自然改善，不至於長久影響到生活。所以您可以趁機幫親

友「正常化」：「難怪你會覺得（這樣）或（那樣）……其實不只是你，別人多少

也會。」「沒關係，我也一樣，他也一樣，大家難免會有這種反應。」 



 

安心五寶，「收驚」專用 

安心五寶是自我調適的五種方法，幸運口訣是「信、運、同、轉

＋改觀」。遭遇不幸的人可以互相提醒。 

⚫ 「信」＝信仰：禱告、做禮拜、望彌撒，或參加法會、上廟拜拜、

收驚求符、念佛禪修等，往往「如有神助」，能重拾對上天的信

賴和人生的意義，逢凶化吉。 

⚫ 「運」＝運動：快走、跑步、爬山、游泳、騎車，從事有氧運動，

讓自己喘氣流汗，老人家也可以做做穴道推拿、刮痧、腳底按摩、

芳香療法等，把壓力賀爾蒙排出體外。 

⚫ 「同」＝同伴 ：不要封閉自己，要倚靠家人、朋友、同學或同

事。若有類似遭遇的人能同病相憐，同仇敵愾，同舟共濟，最能

療傷止痛。 

⚫ 「轉」＝轉移：要有事做，不管動手或動腦，工作或興趣，或走

出去散散心，接觸大自然。有事情可以專注或忙碌，都能轉換心

情，暫時把煩惱放下。 

◼ 改「觀」＝改變觀點：在逆境中，更要逆向思考，從正面的角度

來解讀不幸。「要惜福，並珍惜身邊的家人朋友。」「人生無常，

更要把握當下，及時行動（行孝、行善、行樂）。」 



除此之外，建議大家這陣子要好好休息，保重身體，注意營養和睡眠。不要

熬夜、避免喝酒（因為「舉杯消愁愁更愁」，容易發生意外，或養成酗酒的惡習，

日後衍生憂鬱症）。晚間要避免喝咖啡、濃茶，別吃太多甜食，因為這些飲食可

能會讓人更亢奮、更焦躁、更容易失眠。 

        什麼狀況需要專業協助？ 

 

 多數人在事過境遷幾星期內，會漸漸恢復正常，不至於留下嚴重的後遺症，

影響工作、學業和社交能力。有些人甚至經一事，長一智，心理有所成長，學會

新的適應技能和態度。 

不過，也有少數人，事後留下後遺症，影響生活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這

些「高風險群」或「高關懷群」值得你我幫忙留意，轉介輔導老師或心理師，進

行「創傷治療」或「悲傷輔導」。「高風險群」可能出現的情況包括： 

⚫ 萬念俱灰，想仿效死者，走上絕路，一死了之。 

⚫ 「驚」、「逃」、「神」的程度影響生活或工作，疑似「創傷後壓力疾患」。 

⚫ 被勾起源已淡忘的痛苦回憶（以前的驚嚇經驗或喪親之慟 flashback）。 

⚫ 經常睡不好，或長期失眠、做惡夢。 

⚫ 過度怨天尤人、激動、憤怒、不平、怨恨、衝動，甚至威脅報復他人。 

⚫ 過度羞愧、歉疚或自責，有強烈罪惡感，甚至想自殺謝罪。 

⚫ 變得自暴自棄，自甘墮落，自我折磨或醉生夢死。 

⚫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衍生對某些人、事、物、時、地的「畏懼症」。 

⚫ 變得冷漠壓抑，神情木然或精神恍惚，凡事逃避，甚至慣性失憶。 

⚫ 對人性或自我失去信心，與人疏離，退縮孤立，躲進自我的城堡裏。 

⚫ 消沉喪志，蓬頭亂髮，形容憔悴，令人擔心罹患「憂鬱症」。 

⚫ 變得緊張兮兮，杞人憂天，凡事戒慎恐懼，疑似「廣泛性焦慮症」。 

⚫ 忽然呼吸不過來，害怕窒息或昏倒，換氣過度或恐慌發作。 

⚫ 為了麻醉自己，濫用藥物、借酒澆愁，或對網路、性愛等沉迷、成癮。 

⚫ 衍生暴力衝突或虐待他人。 

⚫ 過度理性好強，壓抑情緒。或變成工作狂，卻常生病或生氣。 

 

假如您注意到親友以上的狀況，請和我們聯繫。我們可以提供電話諮詢，也

可以介紹心理諮商或藥物治療的服務給您的親友。 

參考資料:  

1. Elisabeth Kübler-Rossr (1969). On Death and Dying  

2. DSM-IV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 (1994) 美國精神醫學會 

3. 黃龍杰 (2010)。災難後安心服務。張老師文化。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sabeth_K%C3%BCbler-Ross


  

哀慟反應 

 (根據 Kubler-Ross, 1969改編)  

 

⚫ 「不」敢相信 

⚫ 「滿」腔憤怒 

⚫ 「心」存盼望 

⚫ 「憂」傷愧疚 

 

驚嚇反應 

  (根據 DSM-IV改編) 

 

⚫ 「驚」驗重現  

⚫ 「逃」避疏離  

⚫ 「神」經過敏 

⚫ 「靈」異事件 

 

 

安心四寶~  

⚫ 「信」＝信仰 

⚫ 「運」＝運動 

⚫ 「同」＝同伴 

⚫ 「轉」＝轉移 

⚫ 改「觀」＝改變觀點 

 

 

這件不幸給我的啟示、心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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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班輔 活動單 
(黃龍杰編譯/製作，2011) 



安心座談(團體)：指導語 

(參考 ARC/CISM模式改編) 

                                                  

黃 龍 杰 心理師 

(台北市安心服務員督導) 

 

<段落一>__開宗明義__ 

謝謝各位老師（同學、家長）前來參加座談。我是○○中心的◎◎◎老師(心

理師、社工師)。今天我們會共聚一堂，是因為 × × ×同學（老師），

前幾天不幸發生意外。相信這件事一定帶給大家很大的震驚，所以我

們特別舉行這場「安心座談」，提供大家一個紓解壓力的機會。( 為了

讓彼此有安全感，能暢所欲言，希望您團體結束後，也為其他人的發言保密 )。 

 

今天的程序，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會一個人一個人輪下去，每個人有

四五次發言機會。第一圈我會先邀請每個人自我介紹，包括您的大名，

您在學校的職稱，特別是您跟× × × 同學（老師）大概認識多久，讓

我了解大家的親疏遠近，好嗎？ 

 

<段落二>___還原現場___ 

    接下來第二階段，我要請每個人回顧一下，事發當天，您是怎麼知道這個意

外的？你知道這件事情之後，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 閃過心裡的第一個念頭（想法）

是什麼 ? 

        

<段落三>___壓力反應___ 

  第三個階段我要請大家來回顧一下，過去這幾天來，這件意外給你的衝    

擊和感受是什麼？您有沒有出現什麼身心的不舒服？比如說，有一些人碰到這種

事，常常會有些畫面歷歷在目，或聲音、氣味揮之不去，或者是吃不好、睡不著、

作惡夢、精神恍惚、不想講話、愛發脾氣、緊張兮兮等等。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

樣的現象？ 

 



 <段落四>___機會教育____ 

接下來，我想借用後面這個白板，稍微歸納一下剛剛大家所講的，這幾天的身

心行為反應，讓大家再次確認。【請參考「安心講座」】 

 

<段落五>___行動調適______ 

接下來再請大家請想想，這幾天以來，你面臨這麼大的衝擊，是怎樣走過來的？

有沒有去燒香拜拜，或者是跟親友聊聊，或者靠什麼方式排解？ 

 

<段落六>___重新出發___ 

今天的最後一圈發言，想請您逆向思考一下：這件悲劇固然不幸，但對您的人生，

有什麼意外的啟示或心得嗎？在協助善後的過程裡，你是否也學到了什麼寶貴的

經驗？有什麼樣的成長呢？ 

 

結語__________ 

非常謝謝大家在這兩個半小時裡，能夠暢所欲言，互相體諒跟信任。 

再次提醒大家，我們提到最近身心的不適，多半不是病態，不是憂鬱症，這是在

非常狀況之下的正常反應，通常會在幾天到幾週裡漸漸的淡化。 

不過，如果您留意到同事或同學的情況不太對勁，或自己也覺得不適或擔心，請

您不用客氣，打電話讓我們知道，我們會留下簡介和電話給大家。再次謝

謝各位，祝大家平安！ 

 

（_6+1：篩選轉介）________ 

篩選需進一步關照的成員，提供校方輔導室追蹤。必要時，也可以轉介至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或醫療機構，接受心理治療(諮商)或藥物治療。 

 

 



題問 處

親職教育、子職教育之資源整合

張淑慧
臺灣照顧管理協會理事長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
crime1201@gmail.com

學生與家庭﹑學校﹑同儕﹑社區及社會國家之關係圖

個
案

社會
系統

社區
系統

學校
系統家庭

系統

同儕
系統

生存權

享有姓名身分
及國籍的權利

不受與父母及家
庭分離的權利

享有醫療健康
的權利

享有社會保障
(社會保險給付)

的權利

表達意見的權利

表達自由的權利

思想、意志和宗教自由的權利

結社及集會的權利

隱私權的保護 閱聽權的保護

享有相當生活
水準的權利

享有教育的權利

享有文化休閒娛樂
的權利

少數民族及原住民
兒童的權利

兒童天生該享有之權利

給兒童最好的
1989兒童權利公約

4

滿足服務

基於需求多元類型

資源的意涵

1

2

凡是為了因應服務需要，滿足服
務需求之所有足以轉化成具體服
務內涵的一切，都可稱之為資源
。
社會資源包括的人力、物力、財
力、 社會制度或福利設施等協助
，也包括義工、捐助人等對社區
的價值觀及使命的等無形資源。

3

資源運用於物質資源的貧乏、精
神情緒上的貧乏、認知上的貧乏
、人際間的貧乏、機會上的貧乏
、 身體上的貧乏等各需求層面。

恆存性 變異性 傳染性

01

02

03

資源的特性

正式資源

公部門-政府組織

私部門-非政府組織

、 營利/非營利(慈

善機構/至公協會)

個人網絡
鄰居協助網絡
互助網絡
社區增強力量
網絡資源

物力
活動

空間

天然
資源

人力

專業

技術

社團

組織

社會

關係

社會
意識

財力

內在資源
外在資源

非正式資源

資源的類型



兒童及少年的福利服務(背景)

• 家庭功能或親子

關係發生嚴重缺

損，致兒少不宜

在原生家庭生活

• 兒童與少年被家

庭成員不當對待

• 家庭結構仍然完整，

父母親職角色不當或

限制，使兒少受到一

定程度傷害

• 家庭結構完整

• 家庭關係失調、

緊張
支持性

服務

補充性

服務

替代性

服務

保護性

服務

兒童與少年福利服務歸納為四大類(Kadushin；1980
）

兒童及少年的福利服務(目標)

• 替代家庭場所，作
為暫時性，或永久
性的安置

• 須由公權力
介入，予以
保護之服務
項目

• 家外系統注入資源，
補充家庭不足

• 增強親職能
力、改善家
庭功能

支持性
服務

補充性
服務

替代性
服務

保護性
服務

• 家庭諮商、親職教育、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未成年懷
孕及其子女服務、兒童休閒娛樂服務、社區心理衛生服務
等

• 專線服務:1957福利諮詢專線；家庭教育諮詢專線；1925安
心專線；113保護專線

支持性服務(第一道防線)有哪些?

• 家庭經濟補助
• 三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弱勢家庭兒童及

少年緊急生活扶助；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
健保費補助；身心障礙者生活扶助；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急難救助；
物資協助(實物銀行)；脫貧方案

• 托育服務
• 育兒津貼；保母托育費用補助 (或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服務機制)；5

歲幼兒免學費補助；托嬰中心；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 原社區保母系統
)；幼兒園；托育資源中心 ( 親子館 )；育嬰留職停薪 / 育嬰假

補充性服務有哪些?

• 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 在宅服務:長期照顧服務；輔具服務

• 居住協助(租屋、搬家、房屋修繕、居住環境整理、其他)

• 就業諮詢及職業輔導、法律扶助….

• 就學服務:課後照顧；特殊教育…..

補充性服務有哪些?(續)

參考衛生福利部107年度兒童及少年生活調查，各種政府或民間團體
辦理之兒童福利機構或福利措施及強化社會安全網脆弱家庭指標

• 以個案為主體

• 內在資源：個人潛力、人格特質與家庭中某些有
助於解決問題或滿足需要的特質，如知識、能力
與態度等。

• 外在資源：指具體的物質或服務，有正式資源與
非正式資源。

• 以組織為主體

• 有形資源：人力、物力、財力。

• 無形資源：社會價值、信念、知識概念、社會關
係等。

其他社會資源的種類



社會安全網

13

誰的社會安全網？

營造整體社會安全且無暴力的環境

建構保障經濟安全、人身安全

與健全家庭發展的服務網絡

(1)支持家庭遠離脆弱性的負面環境或風險，避免

家庭被邊緣化或社會排除；(2)關注脆弱兒童與

家庭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families)

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

終極目標

介入焦點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三 大 目 標

四 項 策 略

策略一、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策略二、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策略三、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策略四、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以家庭為中心

以社區為基礎

家庭社區為基石
前端預防更落實

簡化受理窗口
提升流程效率

整合服務體系
綿密安全網絡

第一期計畫策略及重要成果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7家兒少保護醫療整合中心

✓ 至109年服務計 759 名兒少

139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 達成率 90%

✓ 109年服務 4萬個家庭

22處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中心

✓ 97% 案件於24小時內完成派案

2,440名社工人力

✓ 進用率達 85%

整合線上求助通報平台
─關懷e起來

109年受理28萬 通報案件

第一期計畫策略及重要成果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第二期計畫-再強化社會安全網架構

◼ 兒少保護
◼ 家暴及性侵害防治
◼ 社會福利服務
◼ 犯罪被害人服務

◼ 治安維護(少年輔導)
◼ 就業服務
◼ 學生輔導

社會安全網

精神衛生體系

• 精神醫療機構

• 精神復健機構

• 精神護理機構

•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 心理衛生相關機關

(構、團體)

轉介 機制

刑事司法體系

• 監獄精神醫療
• 司法精神醫院

◼ 社會救助

◼ 精神衛生與自殺防治

司法心理衛生服務

• 警察、檢察體系、法院、監獄

• 保安處分(感化教育、監護處分、

禁戒處分、強制治療、保護管束、

驅逐出境等)

• 更生保護(出獄、假釋、保外就

醫、緩刑宣告、觀護、執行完畢)

出院(獄) 轉銜機制

• 審理合適性
• 罪刑免責

處置成效評鑑

司法精神鑑定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加強司法精神醫療服務

司法精神病房 6處

司法精神醫院 1處

補強社區精神衛生體系

與社區支持服務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71 處

精障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 49 處

強化跨體系/跨專業

與公私協力服務

整合 5部會、跨 5 專業與

補助民間團體 2,024名社工人力

持續拓展社福中心資源

與保護服務

社福中心 156 處

兒保醫療中心 10 處

強化人力進用及專業久任

公部門聘用7,797名專業人力

增設資深人員職位

調高薪資天花板

01 02

03 04 05

第二期計畫-規劃重點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第二期計畫說明-策略一：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

推動家庭支持5大方案

1. 育兒指導服務方案

2. 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

3. 家庭支持資源布建方案

4. 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5. 社區式家事商談方案

布建社福中心 139處 156處

促進弱勢家庭就業服務
含低（中低）收入戶、長期失業、未升學未就業、脆弱家庭、家暴被害

人、更生人等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第二期計畫說明-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

拓增兒保醫療中心 7處 10處

擴增多元兒少安置資源
含親屬安置、寄養家庭、團體家庭、自立準
備宿舍等

精進社工服務工具

AI風險評估輔助工具

兒少保護家庭處遇
服務創新方案

以家庭為中心
整合服務方案

推展家暴、兒虐、性侵等
4項被害人服務方案

兒少家庭追蹤訪視
及關懷服務方案

性侵害創傷
復原方案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第二期計畫說明-策略三：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
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

01

04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0處 71處

02 推動精神病友社區照護等 3大計畫

1. 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方案

2. 成立危機處理團隊

3. 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

03 布建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
0處 49處

強化精神疾病患者出監(院)轉銜
社區心理衛生資源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教育部

強化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功能，

整合、運用專輔教師及專輔人員

第二期計畫說明-策略四：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法務部

◼ 建立監護處分分級、分流處遇機制

◼ 與衛福部合作設置司法精神醫院與
病房

◼ 與衛福部合作建立精神疾病患者出
監(院)轉銜機制

勞動部

加強就業不利人口個別化就業服務

公私協力服務

補助民間團體13項方案

內政部

少輔會整合曝險少年相關網絡資源

並提供服務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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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計畫實際進用數
(107年-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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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計畫規劃進用數
(110年-114年)

114

人力需求(1/2)-擴增社工及其他專業人力

私部門補助

2,024名

公部門增加

5,357名

廣納社工人員、心理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等多元專業人員共同合作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少年事件處理法資源

24



曝險少年由少輔會輔導先行
少年輔導委員會經司法機關人 員或

保護少年之人通知後提供 少年協助

(§18ⅡⅢ-112.07.01施行)

•少年輔導委員會之設置及人員 法制化

(§18第7項-112.07.01施行)

去除虞犯名稱，
限縮為3款曝險行為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

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

觸犯刑罰法律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

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3第2項）

兒童歸位
觸法兒童成歷史名詞

回歸教育社區

刪除§85-1-109.06.19施行

充實多元處遇機制
關於交付安置於適當之醫

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

措施或其他適當 措施之處

所輔導109.06.19施行

(§42第1項第3款)

輔導先行 觸法兒童歸位
--廢除觸法兒童準用少事法規定

觸法兒童回歸輔導

因應我國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結論性
意見第九十六點第一項，觸法兒童應排除本
法之適用

刪除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人，有觸犯刑罰
法律之行為者，由少年法院適用少年保護事
件之規定處理之

12

7到12歲的兒童如有觸法事件，回歸12年國民基本教育

及學生輔導機制處理，不再移送少年法庭

翻轉虞犯印記
--曝險少年去標籤，縮減司法介入事由

A

B

C

虞犯→曝險少年

縮減司法介入事由：原為七類，減為三類
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認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長之 必要者

（一）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

（二）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

（三）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前項第二款所指之保障必要，應依少年之性格及成長環境、經常往

來對象、參與團體、出入場所、生活作息、家庭功能、就學或就業等

一切情狀而為判斷

作為司法介入的正當性原則，去除身分犯之標籤效應

少輔會

法院協助

整合資源

專業人力

少年輔導委員會知悉少年有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情形之一者，應結合福利、教

育、心理、醫療、衛生、戶政、警政、

財政、金融管理、勞政、移民及其他相

關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

司法警察官、檢察官或法院於執行職務

時，對於少年有監督權人、少年之肄業

學校、從事少年保護事業之機關或機構

知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得

通知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

導委員會處理之。(非「請求」少年法院

)

輔導期間，少年輔導委員會如經評估

認由少年法院處理，始能保障少年健

全之自我成長者，得，請求少年法院

處理之。

少年輔導委員會應由具備社會工作、心理

、教育、家庭教育或其他相關專業之人員

施用三四級毒品少年行政先行
--建置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機制

§3、18Ⅱ-Ⅶ（112.07.01施行）

第18條8項--規定112年7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
的4年準備期間，仍沿用現行機制

現行處遇

施用三、四級毒品

少年保護處分
觀察勒戒
強制戒治
起訴判刑

施用三、四級毒品

少輔會先行輔導

輔導無效再走少年保護處分

修法後處遇

施用⼀、二級毒品

少年保護處分
觀察勒戒
強制戒治

起訴判刑 (滿14歲。§27)

施用三、四級毒品

少年保護處分

行政司法協力 112年以前之兒少拒毒預防個案輔導及家長親職教育計畫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53  通報

受案評估

1、2級毒品 3、4級毒品

司法處遇 兒少兒少家長

在學與
否

學校春暉輔導
兒少拒毒預防

親職教育
在學 非在學

分級分類
縣市社會局30日調查報告

依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2條
規定，兒少父母、監護人等未禁
止兒少施用毒品，主管機關應命
其接受4至50小時親職教育。

少輔會



112年後之兒少拒毒預防個案輔導及家長親職教育計畫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53  通報

受案評估

1、2級毒品 3、4級毒品

司法處遇 少年兒少家長

學校春暉輔導
(7-12歲)

兒少拒毒預防

親職教育

分級分類
縣市社會局30日調查報告

少輔會

家庭及少年社區方案
特定主題或專精服務資源

毒防中心
醫療戒治

學校春暉輔導

兒童

學校春
暉輔導

社政保護

兒少毒品處遇納入多元處遇機制
1. 少年觀護所收容

2. 告誡、交付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嚴加管教。

3. 轉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
適當措施之處所為適當之輔導。

4. 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

5. 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

6. 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
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輔導。

➢ 中途學校：新北市豐珠國民中小學、花蓮縣南平中學、高雄市立楠梓特
殊學校瑞平分校

➢ 中介教育：資源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班、慈輝班、中途學校。

7. 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8. 召開協調、諮詢或整合資源與服務措施之相關會議

保護

兒童及少年偏差行為之定義及範圍

•係指少年觸犯刑罰法律行為
第一類：觸法少
年（12-18歲）

•1、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

•2、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

•3、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第二類：曝險少年

（12-18歲）

•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秩序行為（3-1）

•不利於健全自我成長行為（3-2）

第三類：其他偏差行為

少年（12-18歲）

•觸法行為

•曝險行為

•其他偏差行為

第四類：觸法、曝險
、其他偏差行為兒童

（未滿12歲）
資料來源:行政院

與少輔會合作角色

兒童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工作 相關網絡單位在兒童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工作
之任務及角色

少輔會

資料來源:行政院

接案評估

•112年7月1日後之曝險少年及部分偏差行為少年

•未具有學籍少年

預防輔導

•列為輔導個案者，依少年及其家庭之需求提出服務計畫

•未列為輔導個案，而有其他服務需求者，應轉介相關服務
資源協助

結案評估

• 建立個案資料，定期評估其輔導成效
• 提供所需服務並建立支持系統，以保障其健全之自我成長



相關網絡單位在兒童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工作
之任務及角色

警政單位

加強勸導、制
止

針對提供足以危害 兒

童少年身心健康 不法

資訊、物質之 場所及

網域，加強 巡邏、臨

檢等各項勤務

配合教育、社

政 相關機關（

構） 執行校外

聯合巡 察等預

防及保護措施

資料來源:行政院

內政部警政署訂定「處理未滿十二歲兒童偏差行為作業程序」

調查，如涉違禁物依法辦理

員警知悉有偏差行為

勸導制止

通知法定代理人等合適之人

• 未滿12歲：填寫紀錄
表

• 12歲以上：警察機關
受理報案e化平臺

單純案件 相牽連案件

填寫紀錄表 製作調查筆錄

兒童本人由下列處所保護：
1.護送返家；2.法代、教育等合適之人帶回；3.社政安置

填寫工作紀錄簿
通報社政或
教育機關

陳報分局處理，
副知分局家防官

備註：
•單純案件係指偏差行為者皆為未滿12歲
兒童
•相牽連案件係指未滿12歲兒童與12歲以
上少年或成人共同犯罪

資料來源:行政院

相關網絡單位在兒童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工作
之任務及角色

教育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

建構
安全、友善
健康校園

落實學生輔
導法三級輔
導工作

學校
教育主
管機關

相關網絡單位在兒童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工作
之任務及角色

教育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

結合資源

社政、衛生、警政..等
相關機關(構)協助處理

12-18歲少年得通知

• 學校召開
評估會議

• 依兒童及
少年個別
需求訂定
輔導計畫

•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 特殊教育中心
• 家庭教育中心..等資源

學生家長
保持密切聯繫

• 少輔會、教育及
社政主管機關
於輔導個案期
間；依其需求
連絡 相關單
位資源，共同
擬定計畫；

• 分工&合作

少年輔導委員會

得結合

教育部訂定「7歲以上未滿12歲偏差 行為學生預防與輔導實施方案」

建置知悉保護、輔導流程及轉介機制

2

1

3

4

建構學校高關懷輔導與教育 支持系統

促進學校與網絡單位合作， 提供適切
的個別化輔導處遇

運用多元管道提供家庭教育 資源及服務

相關網絡單位在兒童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工作
之任務及角色

勞政單位

勞工

主管

機關

一、結合教育主管機關辦理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職涯輔導、求職安全宣導等活動

二、提供有就業需求之少年職業訓練、就業服務，

以提升技能協助就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



相關網絡單位在兒童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工作
之任務及角色

衛福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

社政主管機關應整合保護服務、福利服務、社會救助與其他涉及
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事項，以預防兒童及少年偏差行為之
發生。

社政主管機關接獲兒童有偏差行為情事，應依兒少法等相關社政法
規提供相關保護及福利措施；必要時得結合教育、衛生、警政等相
關機關(構)協助處理。

社政主管機關接獲少年有偏差行為，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得通
知少輔會。

衛生主管機關應對有偏差行為之兒童及少年提供所需之醫療及心
理衛生協助。

衛福部納入社會安全網兒少案件服務系統之流程

觸法兒童—社政機關處理流程

社會安全網線上求助平台

集中派案窗口
(分級分類、緊急處理、風險及需求研判)

兒少保護
(有兒少法53條情事)

脆弱家庭
(有兒少法54條情事)

社政單位處理
教育單位處理聯繫合作

使用未滿18歲兒少案件分流輔
助指引及家庭歸戶風險模型

資料來源:行政院

身心障礙者救助及資源

45

社會救助通報機制

教育人員

直轄市、

縣市主管

機關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規定，
六大類人員因執行業務知悉有社
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家庭時，應
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以各鄉（鎮、市、區）公所社會
課或縣市政府社會處（局）為受
理通報窗口，責任通報人員可以
書面、電訊傳真等方式向受理窗
口通報。

保育人員社工人員

醫事人員
村里幹事

警察人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
接獲通報後，應派員調查，依法
給予救助

四大照顧面向

生活扶助 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 災害救助

社會救助

1957福利諮詢專線
34

 免付費電話

 上午8點-晚上10點

 專業社工接線

 直接通報各縣市政府

 追蹤案件處理情形

 線上諮詢/電子報/FB

 社會安全網窗口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O第71條
O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轄區內之身心 障礙者，應依

需求評估結果，提供下列經費補助，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

限制：

O生活補助費、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醫療費用

補助、居家照顧費用補助、輔具費用補助、房屋租金及購

屋貸款利息補貼、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

補助、其他必要之費用補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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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O第50條

O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下列服

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

生活品質、社會 參與及自立生活：

O 居家照顧、生活重建、心理重建、社區居住、婚姻及生育

輔導、日間及住宿式照顧、家庭托顧、課後照顧、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10）

50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O第51條

O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下列服

務，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家庭生活品質：

O 臨時及短期照顧、照顧者支持、照顧者訓練及研習、家庭

關懷訪視及服務、其他有助於提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

活品質之服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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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O第33條

O各級勞工主管機關應參考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意願，由職業重建個案管

理員評估其能力與需求，訂定適切之個別化職業重建服務計畫，並結

合相關資源，提供職業重建服務，必要時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O前項所定職業重建服務，包括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創業輔導及其他職業重建服務。

O前項所定各項職業重建服務，得由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監護人向各級

勞工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52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O第33條

O各級勞工主管機關應參考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意願，由職業重建個案管

理員評估其能力與需求，訂定適切之個別化職業重建服務計畫，並結

合相關資源，提供職業重建服務，必要時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O前項所定職業重建服務，包括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創業輔導及其他職業重建服務。

O前項所定各項職業重建服務，得由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監護人向各級

勞工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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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O第34條

O各級勞工主管機關對於具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而不足以獨

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之身心障礙者，應依其工作能力，提

供個別化就業安置、訓練及其他工作協助等支持性就業服務。

O各級勞工主管機關對於具有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無法

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心障礙者，應依其

職業輔導評量結果，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

54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O第35條

O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為提供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之職

業訓練、就業服務及前條之庇護性就業服務，應推動設立下列

機構：

O一、職業訓練機構。

O二、就業服務機構。

O三、庇護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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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O第42條

O身心障礙者於支持性就業、庇護性就業時，雇主應依法為其辦

理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險，並依相關勞

動法規確保其權益。

O庇護性就業者之職業災害補償所採薪資計算之標準，不得低於

基本工資。

O庇護工場給付庇護性就業者之職業災害補償後，得向直轄市、

縣（市）勞工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其補助之資格條件、期間、

金額、比率及方式之辦法，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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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常見的服務需求 身障兒少的經費補助

生活

補助費

日間照

顧及住

宿式照

顧費用

補助

醫療

費用

補助

居家照

顧費用

補助

輔具

費用

補助

房屋租

金購屋

貸款利

息補貼

購買停車

位貸款利

息補貼或

承租停車

位補助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1條

身障少年的職業重建服務 1.就業服務法24條
對下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致力促
進其就業；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
金：
一、獨力負擔家計者。二、中高齡者。三、
身心障礙者。四、原住民。五、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六、長期失業
者。七、二度就業婦女。
八、家庭暴力被害人。九、更生受保護人。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補助期間最長以三個月為限：
1.個案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每月基本
工資核給。

2.部分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時數（比照部分
工時）。

用人單位工作教練輔導費：
1.補助每人每月五千元。
2.部分時數，每人每小時25元，每週不得
超35小時。

剩食聚餐 食物銀行

打包婚宴

社區共餐

社福機構

弱勢家戶

共享冰箱

福利人口

食物

再分配

共享、共養的食物再分配



生活物資救助

幸福保衛站
食物券

剩食計畫

實物

食物銀行•三ㄕˊ銀行

待用平台

其他兒少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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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

家外安置
（住宿型處遇中心、治療型團體之家、寄養家庭）

危機家庭
（密集性家庭維繫服務、兒童保護服務）

需要特殊協助的家庭
（藥物濫用治療、喘息服務、

以家庭為基礎的服務、特殊健康及教育服務）

需要額外協助的家庭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家庭訪視、親職教育）

所有家庭
（適當之所得、住宅、健康照顧、托育服務、教育及休閒服務）

分級個案服務

⚫三級預防
✓分級化、專業化、社區化

⚫三級處遇服務
✓分級、分工

兒少保護處遇
性侵害防治
性剝削防制

高風險家庭關懷服務
脆弱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兒少關懷訪視服務

保護個案

高風險家庭
脆弱家庭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社區
NGO

3級
保護

2級輔導

1級關懷

保護安置

• 兒少非立即給予保護、
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
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
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

• 時限：緊急安置72小時
→72小時內向法院聲請
繼續安置3個月→延長安
置3個月…………

• 強制安置需經由法院裁
定，家長亦有權力抗告

• 安置期間處遇：親職教
育、諮商、實質服務、
漸近式監督探視→視改
善狀況，決定返家時機

強制安置

安置型態

委託安置
• 兒少年因家
庭發生重大
變故，致無
法正常生活
於其家庭者，
監護人得申
請主管機關
安置或補助

為了生活健康所需得到必要的技能，
有生產力，和負責的生活態度及能力

美國兒童福利聯盟（CWLA）

自給
自足

獨立
生活

CWLA

自立
生活

「自立生活」之定義



自立生活方案

• 少年與兒童相同的是經濟維生、智能、獨立性都
尚未發展到足以自我照顧；而不同的是，少年有
更多學習充實以發展自主能力的需求，需要一個
支持少年自我潛能得以充分發展的學習環境。

• 傳統以生活照顧為主軸的教養模式，己顯不符安
置少年需求，因此建構以培養基本生活能力，為
將來自立生活預作準備的教養模式，以因應安置
少年之需求。

照顧 培力

獨立生活訓練—自立宿舍
➢年滿15~23歲之少年，現仍接受家外安
置服務，且已達 6個月以上（若安置於
寄養家庭則須達1年以上） ；或預估
1~6個月後將結束安置。

➢ 年滿15~23歲之少年，曾接受家外安
置服務達6個月以上（若安置於寄養家
庭則須達1年以上），結束安置後回歸
家庭或社區生活，但因家庭失功能致無
法取得適當資源與支持，必須在外獨立
生活者。

➢社區弱勢少年因其原生家庭失功能而無
法支持，需自立生活者。 （經個管社
工評估與轉介，並由協會社工評估方可
開案服務）

社區拒毒預防方案重點

成癮或司法繫屬兒少與其家庭
戒癮處遇、司法後追、轉向服務

初期接觸使用成癮性物質的兒
少與其家庭
兒少社區拒毒預防方案

未曾接觸使用成癮性物質的兒
少與其家庭
社區宣導
辦理超商、零售商或檳榔攤之
宣導及訪查。

廣泛性預防
初級預防
Primary Prevention

選擇性輔導
二級預防

Secondary Prevention

特定性處遇
三級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

社政

衛政

教育

矯治

NGO

無縫轉銜

家庭支持

社會適應

社區參與

社會規範、監所環境

生存權 發展權 教育權 社會鍵 社會支持

司法後追服務網絡

社會觀感 專業預備

生理需求 就業輔導 資源連結教育學習

孩子 服務

發展需求

資源整合

72



評鑑資源使用的成效

搜尋資源

整理資源

規劃資源

應用資源

資源需求

評估
SWOT分析

社區對資源
的策略規劃

資源的管理 資源的維繫

策略性建構資源

要的是什麼?
怎麼找?
怎麼用?

怎麼用?

給誰用?

有效果?

現在有了什麼?

我們還缺什麼?

資源哪裡有?

要找誰取得?

要怎麼取得?

盤點

尋找

應用

資源盤點
為瞭解服務過程或社區所欠缺的資
源，必須用資源盤點方式加以分析。

盤點公部門正式資源、民間及非正
式資源。

有效的資源盤點要對以下五個問題
進行瞭解：

誰需要幫助？

需要什麼幫助？

有那些資源可以提供？

在什麼時間提供服務？

服務內容是什麼？

資源合作

爭取認同與支持

展過去績效、現行

方案與未來願景

資源未必金錢或物資

資源開發

需有足夠資源

彼此目標認同

相互填補空隙

資源整合

財力、物力、
人力、技術

資源盤點
需要先存在資源

有認同才能動員

資源動員

• 問題或需求先進行評估

• 瞭解個人所擁有的所有資源(資源盤點)

• 依目標及需求急迫性設定運用的優先順序

• 考慮機會成本的因素

• 了解資源在分配及使用時的限制因素

• 發展一套資源分配與使用計畫

• 資源不足須開發或倡議，以縮小供需差距

社會資源的運用原則



家庭系統評估與會談
技巧(親師合作)
台灣照顧管理協會 理事長

張淑慧
crime1201@gmail.com

相關經歷
 現職

 台灣照顧管理協會理事長

 實務工作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局長

 台灣大學 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執行長

 桃園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

 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助人者、督導、主任

 臺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聯會 理事長

 社會公益
 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委員

 行政院兒童權利推動小組委員

 考試院 典試委員

 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委員

 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委員會 委員

 台北市政府 市政顧問

家庭/家族
•傳統家庭

•異性戀雙親

•單親家庭

•繼親家庭

•寄養家庭

•延伸家庭
•祖父母

•親戚

•選擇家庭
•一同生活的夥伴(關係高於一般同儕)

•乾爸乾媽等非血緣關係但有特殊情緒羈絆

•同居關係、非法律規定之同性異性家庭團體

家庭/家族所提供

居家環境、基本

生活功能

經濟資源 堅強、持續穩定

情緒鍵結

脆弱化 片斷化 資本化 少子化

1 2 3 4

家庭因應風險
能力脆弱

家庭服務的
整合需求

少子化社會
的家庭支持

家庭面臨課題

資本流動下
的家庭照顧

少子女化、人口老化、單人家戶盛行，未來的家戶數量持續上升，同時平
均家庭規模則下降。至2042年平均戶量將會低於 2.0 人。「夫婦兩人」、
「單人」、「單親」與「隔代」的家戶型態，明顯成長。

--陳信木，2017，我國家庭結構發展推計

孩
子

智利詩人Gabriela Mistral說：

「世上有許多事可以等待，但孩子是不能等的，他的骨在長、他
的血在生、他的意識在形成，我們對他的一切不能答以『明天』
，他的名字是『今天』。」
We are guilty of many errors and faults, but our worst crime is abandoning the 

children,neglecting the foundation of life. Many of the things we need can wait. The 

child cannot. Right now is the time his bones are being formed, his blood is being 

made and his senses are being developed. To him we cannot answer "tomorrow". His 

name is today。



台灣兒童人權議題

隔代教養家庭，
是一般兒童3倍

5.8%兒童
三餐不繼

近三成兒童是
低所得家庭，
是一般兒童2倍

61%兒童
學習資源匱乏
近40%兒童
無唸書空間

51.6%兒童
覺得別人生活
過得比自己好

CRC 第5條父母之引導

8

提供
適當指導與指引

符合
發展階段

CRC 第18條父母之責任與國家之協助

9

適當之協助

共同責任

2. 為保證與促進本公
約所揭示之權利，締
約國應於父母及法定
監護人在擔負養育兒
童責任時給予適當之
協助，並確保照顧兒
童之機構、設施與服
務業務之發展。
3.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
適當措施確保就業父
母之子女有權享有依
其資格應有之托兒服
務及設施。

家長的類型

10

家長的類型

11

• 積極型：此類家長為無敵意、合作型家長，由於這類家長高度

關心學校教育，又與高度教師合作。

• 嚴苛型：此類家長大致上包括了焦慮或壓迫型、自我涉入型、

否定型、抵抗型、嚴苛型、懷有敵意型家長，只是程度上有所

不同而已。

• 冷漠型：這類家長可能因諸多因素而處於不關心、不合作的狀

態，此時家庭教育所發揮的功能就極其有限。

• 放手型：這類家長完全信賴學校和教師，因此放手讓學校和教

師去做，而對學校或教師要其配合的事項，也持正面的態度儘

量配合。

親師間的觀點和立場有何不同？

12

教師(橫切面的觀點） 家長（縱貫面的觀點）

‧ 社會經濟背景、教育程

度中上

‧統一：為了全班著想(公

平)，用一個最好的方法教
導所有小孩(我是公平的)

‧會先從學生來了解家長

‧家長人數不少(沒事有時

不會去溝通)

‧ 客觀事實(特殊)、未來

性

‧ 社會經濟背景、教育程度有高

、有低(高、低溝通問題不同)

‧個別：會先為個人子女著想，
希望個別差異、個別化教學。

‧會先從小孩的說法來了解學校

的情況(某某媽媽、某某爸爸)

‧主要針對導師來溝通(校方、

科任教師的問題也會先找導師)

‧ 主觀情感(普遍)、歷史性



親師關係的演變

教育參與權
合作夥伴

顧客導向
社會人權

絕對信賴
完全尊重

透明的存在
• 村上龍1976年出道獲得當年群像新人文學獎和芥川龍

之介賞的傑作《接近無限透明的藍》，這本就是探討孩

子在大人世界中，被無情地扭曲了。

• 「透明的存在」這名詞，也出現在日本的犯罪事件裡。

日本神戶市發生了連續殺人事件，包括死亡的兩人和重

傷的三人皆是小學生。犯人手法殘暴，甚至還以「酒鬼

薔薇聖斗」自稱，寄出挑戰信，整個日本社會都震驚了。

最教人震驚的是，這個被想像成惡魔一般的兇手，竟是

一位平常看不出任何異樣的十四歲少年。

• 這位犯罪少年憤怒地斥責日本的教育制度。他在挑戰信

裡寫道：「強迫性的教育造就了我，一個透明的存在。」

透明的存在
• 孩子雖然是生活在家裡或是在學校，但從沒有被父母、

老師或其他同學真正地看到、感受到。

• 所謂真正地感受到，是指他真正地存在：他的想法、他

的心情、他的困難、他為什麼要憤怒或撒謊，甚至他為

何要表現這麼好……。而這一切，都不見了。

• 孩子只是被當作一種物體、一種工具來看待。父母對小

孩不自覺地總是注意著：他是不是一個讓我們光采，至

少不丟臉的小孩？老師看他則是：他是不是不帶給我的

班級麻煩的小孩？而同學看他就成了：他有沒有什麼值

得交換的能力、權力、或金錢？

學生特殊狀態

•侵擾行為障礙症
•行為規範障礙症

•對立反抗症

•飲食疾患

•過動症

•注意力不足症

•酒精使用、藥物使用

•學業成就低下

•高風險行為

•性濫交、性病、愛滋病

•網路成癮、遊戲成癮

•自尊低下

•學習障礙

•同儕吸毒、酒駕、毒駕或
參與幫派、

•被同儕或家人忽略排擠

•憂鬱症或其他情感型疾患

•家暴或性虐待

兒童期負面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與疾病的關連
ACE與危害健康行為

相較於其他兒童，曾有過4個
ACE以上的經驗
• 將來有自殺企圖是12.2倍
• 會濫用毒品是10.3倍
• 有7.4倍會酗酒

ACE與嚴重疾病
相較於其他兒童，曾有過4個
ACE以上的經驗會罹患
• 心臟病是2.2倍
• 中風2.4倍
• 癌症1.9倍
• 糖尿病1.6倍



毒性壓力(toxic stress)

曾遭逢創傷經歷的孩子，擔心再 次遭遇傷害，因
此時時對周圍保 持警戒。

觀察是否有危害安全的人事物， 這些壓力讓孩子
經常處於「戰或 逃或凍結」的警戒狀態，稱之為

「毒性壓力」

https://youtu.be/xYBUY1kZpf8

親師關係建立及家庭評估的時機

•時機
• 學期初

• 開學一個月內，就應該在建立學生書面資料時，一併加入家長

的聯絡方式，並且開始對所有家長展開聯絡工作。

• 重大活動前與各次段考後
• 學期中定期的聯絡時機，主要是重大活動前與各次段考後。

• 學生表現良好或不良時
• 學期中不定期聯絡的時機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學生有良好表現時；第二

類是學生有不良表現時；第三類則是意外傷害發生時。

• 家庭結構及動力改變時

•方式
• 個別家人會談

• 主要照顧者
• 主要決策者

• 其他家人及有意義的鄰居親朋

• 家庭會議

家庭評估前的準備

•專業技巧的熟練與準備

• 家庭評估專業知識

• 家庭評估常用量表及工具

•當地文化背景下家庭發展脈絡的知識準備

• 原住民

• 客家

• 閩南

• 外省第一代/二代….

• 移民家庭

•溝通技巧

家庭評估前注意事項

•家庭發展脈絡
•家庭對子女的期待及行為適應

• 積極/超現實觀/悲觀放棄
• 危機適應階段(否認/憤怒/難過悲傷/接受)

•接受評估者在家中的定位
• 主要照顧者(自願/推派/唯一選擇)
• 主要決策者
• 發言人
• 非家屬(親友代表)

•受評者表達內容的完整性及可信度
• 注意表達事件前後邏輯及脈絡
• 注意有否選擇性表達情形

家庭評估面向一覽表

1-家庭脈絡

2-家庭優勢

3-界線和界線的維持

4-家庭權力結構

5-家庭決策過程

6-家庭目標

7-家庭迷思和認知型態

8-家庭角色

9-家庭成員的溝通型態

10-家庭生命週期

家庭評估內容

界定那些與你的案主最有關的面向。

運用前述面向來進一步探索家庭成員的行為。

運用這些面向，作為蒐集與整理新資料型態的指引。

以相關的面向為基礎，建立一個家庭成員在家庭中的行為描述架構。

針對評估結果，歸納出系統中較具功能和問題的行為。

家庭功能評估
• 家庭系統

• 家庭氣氛、居住環境、外部支持（親屬）、外部支持
（人際/社區）、經濟、正向信念

• 成員關係
• 內部支持系統、訊息溝通清晰

• 主要照顧者
• 問題解決能力、資源使用、生活照顧（態度/能力/行
動）、管教（態度/能力/行動）、情緒管理

• 學生
• 正向健康的依附關係、自我保護能力、正項特質（希
望感）、自我照顧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資源使用、
環境氣氛的觀察能力、情緒管理、自尊、遵守規範情
形、自我期望、時間管理能力

https://youtu.be/xYBUY1kZpf8


家庭功能評估

•評估改變的難度
• 建立關係與確認親師合作目標
• 彈性：惡性與僵化程度
• 責任感
• 開放與冒險程度

•家庭系統資源與社會支持的使用
• 不利復原發展的因素

• 父母婚姻狀態：外遇、離婚、候鳥婚姻、新移民

• 家庭經濟狀況

• 提供學生安全堡壘
• 誰有興趣？

• 誰有能力？

家庭/社會關係評估

★ 創傷經驗評估ACE

★ 婚姻/同居狀態

★ 酒藥癮狀況(父母、手足、親戚、小孩、配偶伴侶)及描
述定義

★ 家暴、兒虐相關歷史

★ 其他的受虐經驗(生理、情緒、語言、性)

★ 教育程度

★ 工作經歷(經濟能力、工作環境、工作文化)

★ 工作或就學的中斷歷史(解釋原因)

★ 藥酒癮相關犯罪紀錄(酒駕、保護管束等)

精神疾病史評估

★ 情感型疾患(憂鬱?焦慮?家族病史)

★ 其他精神疾病診斷

★ 自傷或自殺意念或行為(計畫?)

性歷史評估

★ 性傾向(同性、異性、雙性、無性等)

★ 有幾段親密關係(多少性伴侶、過去六個月還是一年以上?)

★ 藥物或酒精有沒有影響性生活?

★ 女性的孕期健康史/懷孕結果

家庭系統觀

•相互關連（interconnectedness）

•家庭中什麼會相互關連？

•一系統的任何部分所作改變皆會對系統的

其他部分產生影響，引發家庭成員間的問

題。

家庭系統觀還告訴我們什麼？

•當處理案家狀態時，提醒自己不是只需要

考量眼前所看到的家庭成員。

•在展開對話前，仔細評估家庭系統平衡狀

態以及失衡情形。

•許多複雜情緒來自於整個家庭系統互相牽

扯。

家庭是一個情緒系統

•系統典範

• 是指以系統整體性的角度看待問題，將焦點放在關係

的運作上，認為家庭中帶有症狀或發病者（IP）只是

被視為系統失衡的代表

• 最小單位：三角關係

• 家庭復原力Family resilience

爸爸 媽媽

孩子



Bowen 家庭系統之重要概念

❖三角關係

▪ Bowen認為家庭情緒系統的基礎是三角關係，
家庭融合程度越高，三角關係就越強烈、明顯
，當兩個家人的情緒系統在壓力下產生焦慮時
，會將第三者牽扯進來，以稀釋焦慮，達成系
統的穩定。家庭中分化最差的人特別容易受到
三角關係的傷害。有時三角化演變成多重三角
關係：父母不滿意→母親拉老么(聯盟)→老么
與老大衝突，老大變代罪羔羊。

家庭易產生面向

• 聯盟（coalition) 聯合的行動來對抗第三者的過程。

• 同盟（alliance)兩人共享利益卻不與第三者分享。

• 跨代聯盟：外婆支配，母親不負責任，孩子行為問題。

• 序列與階層

• 親職化孩子

• Triangulation 三角關係

• Scapegoating 代罪羔羊

• Splits 分裂

我們擔心什麼？危險因素

•詢問與危險因素相關的問題：

• 照顧者哪些行為對兒少安全有不好的影響？

是哪些影響？

家長/照顧者 行為舉止

對其他人的
影響

有哪些地方做得不錯？保護能力

•詢問與保護能力相關的問題：

• 照顧者哪些行為對兒少安全有正面的影響？

是哪些影響？

家長/照顧者 行為舉止

對其他人的
影響

常用的家庭功能評估表

•瞭解家庭功能

⚫可確認家庭運作情形以及是否有轉介的需要

•適用於初次與家庭接觸的司麥克史汀

(Smilkstein)提出之APGAR家庭功能評估

表(Smilkstein, 1982)。

•加拿大麥克吉爾(McGill)大學PRACTICE

家庭功能評估表(Christie, 1983)

正向關係

•良好溝通

•爭取支持

•相互合作

•提供協助

•鼓勵參與

負向關係
• 學生時代不愉快的經驗

• 對抗的防衛轉機

• 視教師為專家，不願意參與

• 受到學校官僚體系的威脅

• 不知道要做什麼

• 工作忙，無法或不願再撥時間
參與

• 親師兩立，刻板思維

親師之關係



主動積極

營造有利的溝通情境

誠懇互信

直接溝通

同理正向

邀請合作

親師溝通原則

• 對象：家長(家庭結構多元，單親、隔代、繼親、 無
監護權、家暴等)

• 有無出口：有限出口，跟媽媽談不攏，跟爸爸 談
。(新移民母親有無教養權)

• 方向：做餅vs.分餅。(擴大資源vs.分配資源)

• 以學生的學習和權益思考，容易創造出其他三贏
的解決方案。分餅的想法，只從家長和教師的立
場、觀點，看是採用誰的方法(輸贏的思考)

親師溝通的對象和方向

非面對面溝通管道

• 信件、基本資料

• 聯絡簿

• 簿本、學習單或考卷簽名

• 通知單班級通訊

• 電子郵件與網路

• 電話

• 學生個人學習檔案

• 其他

面對面溝管道

• 家長會（學校日）

• 家庭訪問

• 家長主動拜訪

• 學校活動

• 非正式見面

• 其他

親師溝通的實務做法

1.傾聽比較重要(讓家長提出問題)，
ex.最近某某在家裡的生活作息如何？

2.可以用計畫未來的方式來描述教師期望，
ex.我希望某某能準時交作業。

3.不提家長無法達到的要求，

ex.您要請某某上課多多參與，代之以問：某某上課
很安靜，他以前也是如此嗎？

4.不要把他和其他學生比較，ex全班學生都可以，

只有某某做不到

親師語言溝通的一些技巧

親師溝通 概念 1 安全

❖應確保每個人的心理與人身安全

環境營造
安全、開放

對方感受
觀察、核對

自我覺察
暫停、轉移

Being safer does not necessarily make us feel safe
在安全的環境不一定就能讓一個人感覺安全

It is not just the removal/absence of cues of danger but also the active
experiencing of cues of safety that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needs
光是消除危險的提示是不夠的，我們的自主神經系統還需要經歷接收

安全的提示 (Deb Dana , 2019)

自我覺察：有意識的覺察自我、互動、與人接觸

✓意識到自己的壓力，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與家

長之間的互動。

✓若是感覺不斷煩擾或有壓力的，在與家長溝通

之前，先暫緩一下，讓自己回到當下。



親師溝通 概念2 信任與透明

應遵守透明公開的政策，與家長建立彼此信任
的關係。

服務資訊
公開、清楚

知情同意
服務一致性
且可預期

✓ 聯繫方式

✓ 團隊成員

✓ 服務項目

✓ 服務流程

重視個人的復原力，讓家長選擇的能力，

聆聽他們的想法，並尊重他們的自主權

被認可
受肯定

清楚告知
其權利、責任

選擇權

親師溝通概念 3賦權、發聲和選擇

發聲
：

「我可以如何幫忙？」

「你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情況發生呢？」

開放式問句

選擇

✓探問敏感的問題時，解釋詢問的原因

， 並且積極傾聽和回應。
詢問

✓解釋當你收到這些資訊之後會怎麼做
。

資訊使用

✓確保在一個隱私保密的空間，讓服

務對象及家人可以開放地分享。
家庭會談室

親師溝通 概念 4 合作、互助

❖在討論過程，營造耐心與鼓勵分享的合作關係。

❖親師之間應力行平權，老師也應維持與家長之間平
等的關係，在輔導過程中彼此合作且分享權力。

✓ 親切有禮

✓ 留意肢體語言、表情

(語速、顧慮兒童的身高、留意文化因素導致因人而異的互動）

✓ 以真誠的態度迎接服務對象

✓ 詢問並使用服務對象喜歡的稱呼 方式，確認每一位到場的家

庭成員

協同合作解決問題

❖行動取向、具體解答模式對過度負荷家庭最有
功效。

❖提供定義清楚、可達成目標、以及小規模、實
際可行的操作步驟。

❖從問題看出可能性。

❖減少壓力和衝突是不夠的，要提昇家庭解決問
題的能力，和他們面對未來挑戰的資源。



教育及輔導工作核心
理念與運作機制

2018/08/07

基隆市110學年度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專兼任輔導教師

及輔導行政教師職前40小時訓練

楊國如



現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 兼任講師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諮商系 兼任講師

教育部國教署校長及行政支援計畫委員

臺北市政府輔導諮詢委員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聘任督學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心理減壓安心服務員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諮商組博士班
臺北市立大學輔導教學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

經歷
國小教師/主任/校長 馬來西亞新山中學教師輔導學分班講師
臺北市學生諮商中心主任 救國團張老師督導

專長
個別心理諮商：失落、人際、生涯、壓力、親職、憂鬱等議題。
團體心理諮商：危機心理減壓、自我探索、人際關係、失落議題。
學校/機構：危機減壓、人際溝通、組織凝聚、職場壓力等。學校
評鑑:學校行政、學生事務、學生輔導、校園營造

授課
單位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教師研習中心、基隆/宜蘭/桃園/台中/彰
化/台南/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等縣市學生諮商中心、
路局、刑事警察局、消防局、台電

楊國如 Kuo Ju Yang





教育部教育施政核心理念為「以國民學習權取代國家教
育權，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國家必須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必須
重視學習者個人的差異與學習歷程有所不同，不宜再用一
致的標準與進度，套用到每一個學生。

教師也要從過去傳授的角色，調整成協助學生自主學習
的教練，教學方式與教師編制亦須有所調整。

尊重多元、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要讓每個學生的特質都
能有被看見、被培養的機會，適性輔導與多元選修，將是
教育部施政的重點。

教育及輔導工作核心理念



學校輔導行政工作….期望建立的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團隊合作

服務人群

前瞻宏觀

專業創新

快樂和諧



輔導室業務運作總覽

• 輔導工作內涵：
參考臺北市國民小學分層負責明細表

•輔導主任─綜合性業務
•輔導組─輔導與諮商業務
•資料組─社區資源與輔導資料業務
•特教組─特殊教育業務



推動全校性輔導工作的思維

全校層級

催化層級

班級層級

•由校長領航，整合校內各處
室，共同推動全校友善及正
向支持的校園環境。

•輔導室為全校輔導知能的「加
油站」，催化全校教師與家長
樂意增進輔導知能，並共同協
助學生學習與成長。

•營造正向支持的班級環境，增進學生
良好學習與適應功能。

•導師與輔導老師合作，設計並執行能
改善學生問題的班級輔導方案。



輔導處室的主任/組長
是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的掌舵者

•依據政府政策，
規劃及訂定全校輔
導工作；
•訂定全學年度學
校輔導工作行事曆；
•形成與催化輔導
團隊運作；
•定期召開輔導團
隊會議。

•提升全校教師輔導知能（提供諮詢、示範、辦理研習）；
•加強一般教師辨識學生問題之能力；
•辦理家長親職教育研習課程、輔導室志工輔導相關知能研習。

•向全校介紹輔導處室
與人員的功能和角色，
並督導他們落實發展
性輔導業務；
•視各學年或各班學生
需求，訂定特定宣導
主題；

強化與宣

導發展性

輔導工作

強化全校親
師輔導知能

規劃＆推
動學校本
位的輔導
工作



專輔教師是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
之貼心支援人力

• 與導師合作，實施
能降低學生常見管
教與輔導問題之班
級輔導活動

• 關心公共議題，規
劃適當的發展性輔
導工作進行預防宣
導

• 向全校親師生自
我介紹，並宣導
輔導工作內涵與
輔導資源

• 展現願意投入、
主動參與學校團
隊的工作態度

• 參與學年或學科領域會議
• 運用正式和非正式管道，建立同事情誼與
合作關係

• 主動認識校外輔導網絡機構與人員並建立
關係

介紹輔導專

業與參與學

校團隊

與全校教師及校

外資源，建立友

善與合作關係

與導師合作，

推動發展性

輔導工作



導師是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
之最佳落實者

• 以正面與學習態度看待

學生人際衝突

• 瞭解並同理衝突的原因

和情緒反應

• 發展可替代之解決策略

運用專長認輔學生

辨識學生問題行為的徵兆

認識特殊學生的特性與 相

關特殊教育資源

瞭解初級轉介二級個案流程

•建立關係

•訂定班級常規與實施獎賞

制度

•重視班級常態性生活管理

• 運用輔導室資源處理學生

或班級問題

•善用親師座談、聯絡簿、輔導

單張資料或班級臉書，與家長

建立正向、互信的親師關係

•與學生家長聯繫，進行

家庭訪問及家長座談 強化親師關

係與雙向溝

通

瞭解學生與

經營正向班

級氛圍

預防及處理

學生情緒與

衝突問題

適時轉介需

協助之學生





輔導與諮商業務

•一、各項輔導工作章則之擬訂

•二、主持輔導工作會議

•三、學生個案研究、輔導及推廣等事項

•四、協助教師從事學習輔導並規劃班級輔
導活動課程

•五、提供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輔導
專業諮詢服務事項

•六、策劃與實施小團輔事項

•七、策劃與實施兒童輔導專欄之事項



輔導與諮商業務

•八、規劃與實施親職教育

•九、推展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家庭
暴力防治及性侵害防治之教學與輔導活動

•十、對生活適應困難兒童提供諮商服務

•十一、輔導信箱之設置與信函處理

•十二、規劃家庭訪問事宜

•十三、規劃認輔工作

•十四、推展「學校志工」事項



輔導信箱
之設置與
信函處理



社區資源與輔導資料業務

•一、學生輔導資料之蒐集、整理、分析、

保管轉移及提供教師參考等事項

•二、實施學生智力、性向、人格等測驗

及有關調查事項

•三、各項輔導會議資料之準備、紀錄與

整理事項

•四、蒐集、保管及提供輔導活動有關之

工具與融入教學資料事項



社區資源與輔導資料業務

•五.畢業學生追蹤調查事項

•六.出版輔導刊物

•七.輔導室圖書管理

•八、布置輔導室、諮商室、編製輔導圖表

•九、家長會、社區里長、社區機構、

心理輔導機構連繫事項

•十、有關為民服務、社區關係事項



社區資源與輔導資料業務

•十一、協助家長會成立組織及資料蒐集

•十二、推行各項社區活動

•十三、辦理學習型家庭事項

•十四、協助教師處理學生輔導資料電子化

業務，建立檔案及保存

•十五、協助班級特殊學生之安置、編班問題

•十六、家庭及社會資源聯繫



•一、特殊教育計畫及章則之擬訂

•二、身心障礙學生之安置事項

•三、身心障礙學生之教學輔導及個案管理事項

•四、鑑定及安置各類資賦優異班學生之事項

•五、辦理特殊教育教師之教學研究及輔導工作

特殊教育業務



特殊教育業務

•六、督導個別化教育計畫或方案實施事項
•（一）IEP、IGP的擬定應透過專業特教團隊共同完成

•（二）IEP應包含

•1.學生基本資料：包括：家庭背景、學生特質

•2.評量診斷資料：包括學生的學業、生活適應、情緒等的

•起點行為。

•3.教學方案：包括長短期目標、學習評量、各教學負責人

•、教學資源、教學策略、回歸措施等。

•（三）召開IEP會議



特殊教育業務

•七、辦理特殊教育班學生個案研究與輔導

事項

•八、協助教師從事各班特殊學生之教育與

輔導之事項

•九、辦理特殊教育學生之親職教育

•十、辦理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及

資優教育方案事宜

•十一、特殊教育活動宣導事項



特殊教育業務

•十二、組織及運作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事項

•十三、視障學生課本及教材購置與製作事項

•十四、辦理特殊教育學生教學輔具事項

•十五、辦理無法自行上下學學生交通車接送及

交通補助費事宜

•十六、申請身心障礙學生各項獎助學金、

教育代金補助等事項



特殊教育業務

•十七、辦理特殊教育學生通報事項

•十八、辦理特殊教育學生之調查及就學

輔導事項

•十九、辦理特殊教育畢業學生之追蹤輔導

•二十、規劃推動特殊教育實施方案



重要活動規劃與執行

•活動規劃

•經費來源與核銷

•場地安排

•與處室或學年教師的溝通及協調

•志工運用……



讓我們共同守護孩子
為孩子打造充滿愛的環境



1

學校輔導工作重點及
相關法規



輔導室業務運作總覽

• 輔導工作內涵：

參考臺北市國民小學分層負責明細表

• 輔導主任─綜合性業務

• 輔導組─輔導與諮商業務

• 資料組─社區資源與輔導資料業務

• 特教組─特殊教育業務



綜合性業務

• 一、學校輔導工作、行事曆及章則之擬訂輔導室年度工作
計畫、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學期行事曆

• 二、主持輔導工作會議

• （一）主持：處室會議、輔導教師工作會議、個案會議、
個案學生編班安置會議……。

• （二）主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至少2次/年)、家庭
教育委員會議(2次/年)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4次

• /年) 、中輟生鑑安輔會議(4次/年) ……等。



綜合性業務

• 三、規劃輔導室設施、設備
• 諮商室(設置辦法) 心理諮商所設置標準
•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 0930203708 號

令訂定發布全文 3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 第一條本標準依心理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之。

• 第二條心理諮商所之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 一、有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及出入口。
• 二、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二十平方公尺。
• 三、應有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室，其空間應具隱密性與隔
• 音效果，且合計不得小於十平方公尺。



綜合性業務

• 四、整編及執行輔導室預算

• （一）兒童個案工作指導費

• （二）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

• （三）家長教育成長暨志工培訓

• （四）特教班業務費及設備費

• （五）年度預算編列與執行

• （六）專案經費



綜合性業務

• 五、彙報各項輔導業務統計資料事項

• 六、協助級任老師解決學生困難問題

• （一）申請特教助理員、特教專業團隊到校服務

• （二）申請經費補助（急難救助金…）

• （三）學生行為、情緒問題：召開個案會議、突發狀況處理
（組長、專兼任輔導教師、資源班教師）

• 1.家長合作

• 2.家長不信任→專家提供意見、家長會協助協調提供管道

• 及資源、校長出面

• （四）後續追蹤



綜合性業務

• 七、辦理學校日活動(輔導組)

• 活動前：活動計畫、邀請函、紀錄表、補假確認

• 活動當天：

• 班級：班級經營、教學計畫說明、召開「班親會」

• 行政：各項宣導、校長與家長會長巡視

• 活動後：問卷統計、家長意見回覆與公告

• 八、組織及運作「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 九、推展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8

學校輔導工作相關法規



第一條(立法宗旨)

為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並健全學生
輔導工作，特制定本法。

學生輔導，依本法之規定。但特殊教育法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9

第一項揭示學生輔導法(下簡
稱本法)立法目的。

第二項明訂學生輔導事項，
除特殊教育法外，應
優先依本法之規定。

特殊教育法

學生輔導法

其他一般法律規定



第二條(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軍事及警察校院，其主管機關分別為國防部及內政部。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時，各該機
關應配合辦理。

10

第二項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明定軍事及警校院之主管
機關為國防部及內政部。

國防部

軍事校院

內政部

警察校院

法務部

矯正學校

非本法規範對象

教育部

教育部國教署

高級中等
學校

公私立大專校
院

國民中小學

22地方政府



第三條(用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校。但不包括矯正學校。

二、輔導教師：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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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專業輔導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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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二款輔導教師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1

本法用詞定義，確立本
法適用範圍與對象。

高級中等以下輔導教師之資
格，明定於學生輔導法施行

細則第2.3.4條中。



12

一、明定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
導等三級輔導內容及主責（協辦）人員。
(§6、12)

二、明定學生轉銜機制(§19)；學校由專責單位
或人員掌理學生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以
符合個資法規定(§9)。

三、學校及主管機關應優先編列學生輔導工作
所需經費(§20)；學校並應設置學生輔導所
需之場地及設備(§16)。

輔導機制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1528&KeyWordHL=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


輔
導
機
制

輔導服務的提供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7條

(第一項)學校應針對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導之學生，
列冊追蹤輔導。

(第二項)學校得召開個案會議，針對前項學生之個別
特性，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等相關措施。

(第三項)學校得邀請學校行政人員、相關教師、輔導
教師、專業輔導人員、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
參與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等相關措施。

(第四項)學校得視學生輔導需求，彈性處理出缺勤紀
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不受請
假或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輔
導
機
制

轉銜輔導及服務(規定)

◼學生輔導法第19條

(第一項)為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求得以銜接，
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
服務；其轉銜輔導及服務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置學生通報系統，供
學校辦理前項通報及轉銜輔導工作。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105年8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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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施細(§15Ⅰ)，對於因業務而
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但
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危難之處置，不在此限。
(§17Ⅰ)前項人員並應謹守專業倫理，維護學生接受
輔導專業服務之權益。(§17Ⅱ、施細§17Ⅱ)

二、原就讀學校、現就讀學校及其人員，因辦理轉銜輔導
及服務，於職務上知悉之秘密或隱私及製作或持有之
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理由，不得洩漏或公開。
(轉銜§8)

專業倫理

http://www.guidanc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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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輔
導教師及初聘專業輔導人員至少40小時之職
前基礎培訓課程。(§14Ⅱ)

二、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每
年應接受至少18小時在職進修；高中以下一
般教師，每年至少3小時。(§14Ⅲ)

三、接受在職進修課程時，聘用機關或學校應核給
公（差）假。(§14Ⅲ)

專業提升



保
存
與
銷
毀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10條

(第一項)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學生輔導資
料，學校得以書面或電子儲存媒
體資料保存之，並應自學生畢業
或離校後保存十年。

(第二項)已逾保存年限之學生輔導資料，學
校應定期銷毀，並以每年一次為
原則。



保
密
與
專
業
倫
理

◼學生輔導法第17條

(第一項)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對於
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
密，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
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
危難之處置，不在此限。

(第二項)前項人員並應謹守專業倫理，
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
權益。



保
密
與
專
業
倫
理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注意事項

第十七點 個人或家庭資料之保護

(第一項)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
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
外公開或洩漏。

(第二項)學生或監護權人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相關規定，向學校申請閱覽學
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但以主張或維護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確有必要者為限。



學校輔導行政

及工作法規

讓團隊運作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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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人員執行
業務人身安全議題





109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實施計畫

file:///C:/Users/user/Desktop/109暑期40小時研習/基隆109/基隆市109學年度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專兼任輔導教師及輔導行政教師職前40小時訓練實施計畫/109年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實施計畫.docx


執行策略：
(一)目標一:安全就業
(二)目標二:安心服務
(三)目標三:安定管理

file:///C:/Users/user/Desktop/109暑期40小時研習/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核定本(行政院)_.pdf


安全執業:加強風險管理，提升專業服務品質

安定管理:建構友善職場，落實專業服務。

安心服務:強化防護保障，提供優質服務。

建立安全就業之職場環境宜納入身心健康議題

落實人員執業安全訓練



案例分享



協助處理個案三的SOP流程
1.了解現況---學生、家長、老師

2.召開會議---校內老師、專業資源、家長、團隊

3.安排班級---評估班級、老師、家長狀況、

4.親師溝通---建立信任關係、尊重專業

5.持續關心---了解入班後的適應狀況

6.提供支援---輔導策略、緊急求助、專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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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專業建議---接受鑑定與評估



案例分享



個案服務方案

教務

配課排課

編班需求

學務

行為處理

輔導

家庭處

遇及親

職溝通

個別

輔導

特

教

IEP

總務

教室

配置

增置

設備

外部資源

學輔中心、

醫療、社政、

民間機構…

團隊會議（雙週/每月）

個案持續服務

服務方案-個案分享



全面性的輔導管教計畫

環境調整
（預防）

個案輔導計畫
（治療）

後果控制
（預防＋治標）

藥物治療

親職教育

增加對障礙特質的了
解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有效的師生互動

a.營造同儕接納氣氛

b.使用正向語言。

c.有效的指令。

d.避免權利對抗。

行為的教導

諮商或團體輔導

特教IEP

行為契約、行為紀錄、
增強系統

賞罰分明

表達、接納同理
個案之情緒

危機處理機制



學校系統中各個專業的關係

認
知

行
為

感覺
經驗

生
理

個體
輔導
教師

生教
組長

學務處教師

特教
老師

職能
治療
師

醫師
心理師

社工師

輔導室

教務處



不管對方是不是個認真的學生，
我都選擇要當一個認真的老師。

沒有一件事情不是練習而來的；
老師的愛與鼓勵也是需要練習





感謝與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