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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針對訪談及統計分析結果，分別從四方面進行討論：一、大

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影響因素。二、大學校院輔諮中

心不同背景變項輔導老師（學校類別、學校性質、性別、所屬區域、

擔任本職年資、職稱、專業背景、教育程度）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

品質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評估差異。三、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對

於輔導服務品質的評估差異。四、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與

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組成因素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影響因素

研究者與輔諮專家學者、大學校院學務長、輔諮中心主任與學生

訪談後，受訪者均就輔諮中心的輔導服務品質指標提出意見，也指

出輔導服務品質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原來

落差理論的服務品質指標雖然大部分相符，然而不同的領域仍然有

不同之處，在大學校院的輔諮領域中，受訪者強調學生主動參與輔

諮中心的活動與輔諮中心應該進行學生滿意度調查，以了解師生接

受與肯定輔諮中心的情形，就不包含在原來落差理論服務品質的理

論中。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在1991年的研究中針對研究

對象的不同(電話公司)，將有形性及保證性二構面作調整以因應研

究所需，並且檢視此種改變的效果。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此種隨行

業不同而將不同衡量特性予以改變的適應性作法是有必要的。所以

若是將原理論照章引用，就會有指標不完全的缺失，不能確實反映

出服務品質的全貌，作為參考依據的有效性也因此降低。

大部分受訪者都覺得落差理論已經相當完整，也有受訪者站在

研究的立場，認為本理論雖然考量周全，然而卻有太過複雜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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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應該加以簡化。此外，除了新增的認同性指標外，根據受訪者

所提出各指標出現的頻率，也可以歸納為Parasuraman, et al. (1988)

研究中的五指標「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體

貼性」，所以研究者將最初所根據的落差理論的服務品質概念模式

(圖3-2)中的十項指標，加以精簡為五項。加上新增的認同性指標，

即為本研究的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

除了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原來模式有些差異外，在輔導服務品

質影響因素組成因素方面，宣導與溝通向度的組成因素之ㄧ「誇大

宣導」也引起疑慮，宣導工作是輔諮中心的重要業務之ㄧ，讓師生

對於輔諮專業、心理衛生觀念等有所了解，宣導是重要的工具，誇

大宣導表示名實不符，為受訪者所不解，研究者擔心在調查研究中

同樣引起困擾，因此改為加強宣導。此外「角色模糊」與「角色衝

突」是受訪者較少提及的因素，對於學生來說，當然無法體會，然

而學務長對於輔導老師的一些意見，卻明顯反映了角色模糊與角色

衝突的現象，所以原理論模式中的此二因素仍然保留。至於輔導服

務品質好不好的評斷，有一半的受訪者師生認為應該以學生的意見

為主，三分之ㄧ認為應該師生並重，輔導是一門專業，如果全然以

學生為本位的意見為主，可能誤導了輔導的服務方向，不一定為學

生之福，就好像怕苦就不吃藥，反而延誤了就醫的時機，然而此結

果也說明了即使輔導是一門專業，學生仍是輔導服務品質的重要評

估者之ㄧ，其對於輔導服務品質所提出的意見，是提升輔導服務品

質的重要依據，可見學生需求調查的重要性。

第二節 不同背景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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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評估差異

本節主要在討論大學校院輔諮中心不同背景變項輔導老師（學校

類別、學校性質、性別、所屬區域、擔任本職年資、職稱、專業背景、

教育程度），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以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

的評估結果，可能的原因。

一、 公、私立學校的輔導老師對於其所服務學校輔諮中心輔導服務

品質，以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評估都沒有差異。即公私

立學校輔導老師對於其所服務學校輔諮中心的「輔導服務品

質、」「管理階層對於學生期望的認知與了解」、「管理階層對於

學生期望的輔導服務的認知能夠給予承諾」、「輔導服務人員具

備提供服務所需的知能與態度，能夠符合實務工作的要求」、「輔

諮中心以各種方式對學生所做的宣導以及與有關單位的溝通情

形」等各方面都沒有差異，顯示公私立學校輔導老師在評估輔

諮中心業務推展與執行方面沒有差異。修慧蘭（2008）以北一

區大學輔諮中心為研究對象的結果顯示，公私立學校的輔導人

力平均數雖有差異但未達顯著水準，而公立學校比私立學校明

顯提供較多的二級服務工作，在團體諮商與個別諮商的比例

上，公立學校均比私立學校高，因此解讀可能和輔導人力的來

源屬性有關，發現可能由於公立學校的專任輔導人力數目高於

私立大學，因此所提供的二級預防人數較多。這些人力資源上

可能存在的差異，以及實務工作在數量方面的差異，似乎沒有

反映在本研究中公私立學校輔導老師主觀評估學校的輔導人

力、資源及輔導服務品質等方面。不論公私立學校在輔導服務

上的數量是否有差異，輔導老師肯定自己的服務品質不難理

解，然而對於學校是否願意提供經費聘用專業人員、增加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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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學校輔導老師對於學校的評估沒有差異，或許可以解釋

為私立學校輔導老師可以體認學校在精簡資源方面的作法，雖

不滿意但可以接受，或是有些阿Ｑ心態的認為在現有規模上逐

漸發展也是大有可為。

二、 一般大學、技職院校的輔導老師對於其所服務學校輔諮中心輔

導服務品質與影響因素的評估都沒有差異。在輔導服務品質與

影響因素的組成因素（輔導服務品質的六項指標與影響因素四

個向度的十五項組成因素）方面，僅在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

態度的「員工適配」方面，一般大學的輔導老師比技職院校的

輔導老師認為：管理階層願意甄選並任用具有專業能力的員

工，輔諮中心成員具有專業知識與能力能夠勝任輔導服務的情

形。此一因素的顯著差異，可以突顯出技職院校輔導老師對於

輔諮中心專業人力聘用與勝任方面問題的重視。是否在實際輔

導人力上，技職院校確實較少，以致於影響到技職院校輔導老

師在輔導工作上的推展，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加以探討。根據研

究者的了解，目前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老師的職稱，除了專

任輔導老師、專任心理師、兼任專業輔導老師以外，還有兼任

非專業輔導老師，此類老師，其實是校內其他科系的專任老師，

只是具備熱誠助人的特質，或是參加過一些相關的研討會，就

成為輔諮中心的兼任輔導老師，也在輔諮中心安排固定時間輪

值作輔導工作，而且有些學校專任輔導老師的人數也許只有 1-2

人，而兼任非專業輔導老師的人數則有十幾到二十人之多 (如

附錄十一)，有關單位在進行輔諮中心人力調查時，如果對於不

同職稱的輔導老師混合計算，自然會有混淆不清的情形，對於

各校輔導人力有錯估或高估的趨勢，然而在各校輔諮中心有專

業背景的輔導老師來說，卻是了解個中玄機的明眼人，或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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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面上各校的人力資源無異，實際情形則是各自心理有數，因

此可能會反映在和「員工適配」因素有關的調查研究上，也是

很自然的現象。究竟各校輔導人力的實際情形如何，仍然需要

在清楚定義的形況下進行調查，才能真實而有意義的反映出各

校的輔導人力資源。羅怡倩(2006)以國際諮商服務學會的評鑑

標準來評估台灣大專院校輔諮中心，提出輔導人員的資格、人

力分配是台灣大專院校輔諮中心的主要問題之ㄧ。

三、 北一區、北二區、中區以及南區四區學校輔諮中心的輔導老師

對於其所服務學校輔導服務品質與影響因素的評估沒有差異。

在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與各影響因素組成因素方面，僅在輔

導服務品質指標的「有形性」方面，北一區大學校院的輔導老

師較南區大學校院的輔導老師認為學校輔諮中心的場地、實體

設備及輔導人員外表的呈現為好。各校輔諮中心的場地大小、

設備如何，關係到輔導老師的業務執行，成為各校互相比較觀

摩的項目之ㄧ，也反映出主管對於輔諮中心支持與否的態度。

四區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都會不定期的舉辦觀摩研習，以達

到經驗分享、互相學習以提昇工作績效的目的。跨區的觀摩由

於受到經費的限制，也以選擇鄰近學校來舉辦。研究者參觀好

幾所北一區的公私立大學校院輔諮中心，都在個別諮商室的規

劃上與輔導老師的個人辦公室合併，也就是每一位輔導老師都

有一間個人辦公室，室內一部份規劃為諮商空間，另一部分則

為辦公用途，精緻優雅，對於輔導老師來說，有一個固定、而

不受干擾的工作場所，不需要爲了安排諮商室煩惱，在工作上

安穩、便利，不僅有利於工作，對於接受個別諮商的當事人來

說，在固定、熟悉的場所進行諮商也增加安全感。這種不同於

一般學校輔導老師都坐在同一個大辦公室，諮商室為獨立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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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要進行個別諮商的老師需要事先排定使用時間，免得衝

突。相形之下，這些北一區大學校院輔諮中心的場地設備令人

稱羨，可能這就是北一區學校輔諮中心輔導老師評估「有形性」

得分高的原因之ㄧ。南區大學校院輔諮中心的客觀設備是否比

較差，不得而知，只是南區學校輔導老師主觀上對於輔諮中心

場地設備評估不如北一區大學校院，可以做為爭取學校改進場

地與設備的依據，或許也可以在跨區的觀摩上，跨越至較遠的

區域學校實地參觀比較，對於各校在各方面的評估有較大的衝

擊與影響。

四、 男性和女性輔導老師對於其所服務學校輔導服務品質的評估沒

有差異，然而男輔導老師認為學校輔諮中心在「管理階層認知

向度」、及「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等影響因素方面較

好。在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組成因素方面，男性輔導老師

評估輔諮中心在管理階層認知向度的「學生需求調查」與「向

上溝通」和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的「團隊合作」、「員工

適配」、「控制力」與「角色模糊」，較女性輔導老師好。本研究

中女性輔導老師的人數超過八成，大部分輔諮中心的輔導老師

都是女老師居多，男老師較少，由於女學生的求助意願較高，

求助比例也較高（第二節第一部分說明），女學生的個人問題也

比較傾向於求助於女老師，男學生的問題則多半面對女老師也

可以，所以女老師在諮商工作方面佔有優勢，因為女老師在諮

商工作方面碰到的問題與經驗，男老師可能無緣經手，即使有

機會，頻率也有差別，女老師豐富的諮商經驗，增加並提升其

專業能力，經驗豐富而優秀的女輔導老師，可能對自己的要求

更多，希望能更有所作為，因此也要求能夠得到更多的配合、

受到更多的重視，形成在專業方面的要求較男老師嚴謹，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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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認為學生需求調查不夠、希望與上司的溝通更有效、同仁不

夠認真參與工作、同仁的專業知識須提升、自己得到的授權不

夠以及和管理階層的期望不同等，也顯示出女老師在工作態度

方面的積極與求好心切。

五、 不同年資輔導老師對於其所服務學校輔導服務品質與影響因素

的評估沒有差異，在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及影響因素四個像

度的組成因素方面亦同。DeStefano 等人(2001)的研究顯示不同

年資的輔導人員與學務人員對於輔諮中心功能的看法不同。由

於本研究與上述研究在研究對象與變項上有相當的出入，所以

不同年資輔導老師是否有不同的評估，仍待進一步的探討。本

研究年資六年以下的輔導老師佔八成之多，各校輔導老師年資

短的比例偏高，在大學校園中，輔諮中心屬於有較多年輕成員

的單位，由於輔諮中心屬於行政單位，在過去沒有專任心理師

之前，輔諮中心輔導老師的流動性很大，有很長一段時間，輔

導老師是由屬於相關專業背景的專任老師兼任的行政職，輔導

老師必須留在輔諮中心進行輔導工作，所以輔導老師的個人時

間受到限制，雖然有津貼，可是在時間的運用上不成比例，以

至於各校輔諮中心的輔導老師往往都會在擔任行政職沒多久的

時間，就因為進修等因素離開，所以在各校輔諮中心輔導老師

來來去去也是常態。年資表示個人投入工作單位時間的長短，

對於工作單位的文化、資源、利弊會有較多的認識和了解。本

研究結果顯示長時間願意堅守崗位的老師與年資較短的老師對

於輔諮中心在專業或行政方面的觀點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一)

這些專業或行政方面的問題不受年資因素的影響，例如：如果

輔諮中心的設備不足或人力不夠，不論年資深淺都會有一致的

看法；(二)或者可能是不同年資的輔導老師之間可以相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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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在工作的同時，可以隨時對於工作有關的因素，在充

分溝通之下，調整看法使趨於一致，因此也有利於工作的執行

與推展。例如：是否要進行學生需求調查、是否要加強與上司

的溝通、學生對於輔諮中心的認同與肯定如何、如果不夠該採

取何種措施來提升、輔諮中心所面臨的角色衝突為何等問題，

都可能在不同年資輔導老師之間由於充分的交換意見，而取得

共識。(三)同時也可能是輔導老師的想法都有相當的彈性，可

以理性的根據實際情形，隨時加以調整或改變，而不會各執己

見，這種想法上的理性和彈性，基本上也是面對處理多元學生

多元問題時需要具備的重要條件。

六、 不論是主任、專任輔導老師、專任心理師、資教輔導老師對於

其所服務學校輔導服務品質的評估沒有差異，可說是異口同

聲，然而在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四個向度以及組成因素方

面，主任比專任輔導老師或專任心理師對於輔諮中心的評估較

好。如表 5-1 四種不同身分之間的差異，大多存在於主任與專

任心理師之間。Bishop(1996)認為諮商人員和大學行政人員需要

有更多的溝通，通常輔諮中心專業人員、中心主任、學生事務

主管等不同人員之間對於輔諮中心的角色和功能的看法不同，

而且彼此之間不知道有差異存在。從有差異的項目如：「向上溝

通」、「品質承諾」、「工作標準化」、「目標設置」、「控制力」與

「監控系統」方面，多偏向於輔導行政方面，也就是擔任行政

主管的主任和專任輔導老師之間的不一致，少部分是實務上的

專業問題，而大部分則是行政方面的問題，也就是專任輔導輔

導老師或心理師由於缺乏行政經驗，或是覺得行政與輔諮專業

無關，所以對於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中有關輔導行政方面的

看法，不如兼任行政主管的主任持較肯定的看法，此種有關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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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行政觀念的差異，也反映出溝通重要性。至於身為主管的輔

諮中心主任對於中心負有行政責任，因此對影響服務品質的落

差評估比專任心理師好，並不難理解。

七、 不論輔導老師的背景為輔諮專業、相關科系或是非輔諮專業，

對於其所服務學校輔導服務品質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評

估沒有差異。在各影響因素組成因素方面僅「員工適配」與「反

應性」方面，輔諮專業背景與相關專業背景輔導老師的評估較

非輔諮專業背景輔導老師好。輔諮專業背景與相關專業背景輔

導老師在「員工適配」方面的評估較非輔諮專業背景輔導老師

好，可以理解，因為自己就是管理階層所甄選並任用的專業員

工，也認為自己具有專業知識與能力能夠勝任輔導服務的要

求，而非輔諮專業背景輔導老師在「員工適配」方面的分數低，

可能的情形是：(一)如果輔諮中心都是非輔諮專業的輔導老

師，自然覺得中心的專業知識或能力不夠；(二)如果中心有專

業背景也有非專業背景的老師，則可能由於自己的因素，覺得

自己非輔諮專業背景，專業能力不夠，所以輔諮中心輔導老師

的專業水平也受到影響；(三)可能是主觀上覺得中心的輔導老

師在專業能力方面就是不足，不論是否具有專業或非輔諮專業

背景輔導老師。如果是這種想法，可能是有專業背景輔導老師

的專業能力，受到非專業背景輔導老師的質疑，這種質疑是出

自於不具備專業背景的認知差異，或是直覺上認為專業背景的

輔導老師專業知識或能力不足。因為非輔諮專業背景的輔導老

師與輔諮專業的輔導老師在同一個辦公室朝夕相處，面對同樣

對象、執行同樣業務、解決同樣問題，堪稱是最能夠了解輔導

老師專業能力運用的人員，如果她們不肯定專業背景輔導老師

的專業知識與能力，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弔詭的是，非輔諮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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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背景的輔導老師由於輔諮專業知能不足而導致不同的認知與

評估。這也顯示出專業評鑑的重要性。

至於在「反應性」方面，輔諮專業背景與相關專業背景輔

導老師認為能夠即時提供學生輔導服務以協助學生，而非輔諮

專業背景的老師則在輔導老師提供即時輔導服務協助學生方

面的分數較低。非輔諮專業背景老師認為輔諮中心在即時服務

方面的不夠好，是否意味著非專業輔導老師對於即時與否的問

題和專業輔導老師的看法有異，認為不論提供給學生的服務是

專業或非專業，或者有無能力解決問題，起碼在時效上不能怠

慢，爭取第一時間提供即時服務，或者認為學生來到輔導中

心，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服務，可能會增加問題的嚴重性，或是

因為沒有立即提供服務，而讓學生打消了求助的意願，喪失時

效性。這種即時服務與求助行為之間的關係，需要進一步的研

究探討，然而「隨到隨談」是很多師生共同的想法，學生認為

我現在有問題，就應該現在跟我談。老師也認為，學生來到輔

諮中心，已經是鼓足勇氣，當然要把握住時機。而專業輔導老

師則可能認為，只要學生願意求助，有問題意識，自然能夠配

合安排預約服務時間接受心理測驗或是個別諮商的輔導服

務，有些學校學生個別諮商的時間可以排到一、兩週以後，學

生仍然準時赴約，就是明證。即時反映學生問題當然重要，然

而讓學生學習尊重排定的時間，而非自我中心的以自己為主，

對於學生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學習。當然對於危機狀況的處

理，就必須要在第一時間立即做出反應，無庸置疑。輔諮工作

也有先後順序和輕重緩急之分，而非全部都講求立即反應的觀

念，也需要和師生們有適當的宣導和溝通。

八、 具有博士學位輔導老師對於其所服務學校輔導服務品質與影響



183

因素的評估都較好。在各影響因素組成因素上，也有多個項目

如此，如表 5-1。在本研究中，有博士學位的受試者，有 21 位

主任，有一位專任輔導老師，3 位專任心理師，此部分研究結

果與不同職稱輔導老師對輔導服務品質的評估相似，而不同教

育程度對於輔導服務品質的評估則有更多的項目顯示出差異。

教育程度較高的輔導老師，可能受到較多的尊重，在專業上得

到較多的肯定，有較多的機會做選擇，或是得到較多的資源與

授權，可能在工作的進行與推展上較為得心應手，以至於顯示

出有博士學位的輔導老師比碩士學位的輔導老師更為肯定輔諮

中心輔導老師在專業工作上各層面的表現。

九、 從表 5-1 的結果顯示，所有輔導老師的背景變項不同，公私立、

一般大學或技職院校、不同所屬區域、不同性別、不同年資、

不同職稱、不同背景等的輔導老師，都對於其所服務學校的輔

導服務品質的看法一致，除了具博士學位的輔導老師較碩士學

位的輔導老師得分高以外。這種一致的現象表示的意義可能

是：一、輔導老師所接受的專業訓練、擁有的專業知識、對專

業的期待、所作的專業評估都有類似的水準，才不約而同的產

生了一致的認定結果；二、或者是大家都老王賣瓜的認為自己

做的輔導工作當然不錯。究竟客觀的輔導工作服務品質如何，

還需要從各個不同的觀點來看，才能有效的對輔導服務品質加

以驗證。對於工作的自我肯定固然重要，服務對象或是服務系

統內其他角色人員的評價更不可或缺，否則就只淪為自賣自

誇。當然要能夠得到校園內師生大家異口同聲的肯定並不容

易，因為不同角色的立場不同，也顯示出公正客觀評估的重要，

輔諮中心專業評鑑的難度與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表 5-1 不同背景變項輔導老師對輔導服務品質與影響因素與組成因素評估差異



184

彙整表
學校
類別

學校
性質

區域 性別 年
資

職稱 專業背
景

教育
程度

管理階層認
知向度

1>2 1>3 3>2

品質承諾向
度

1>3.4 3>1.2

輔導服務人
員之知能與
態度

1>2 1>3 3>1.2

宣導與溝通
向度

1>3 3>2

輔導服務品
質

3>2

意見調查 1>2 3>2
向上溝通 1>2 1>3 3>2
品質承諾 1>3 3>1.2
目標設定 1>2.3.4 3>1.2
工作標準化 1>3 3>2
可行性
團隊合作 1>2 3>2
員工適配 1>2 1>2 1>3
技術適配
控制力 1>2 1>3
監控系統 1>3 3>1.2
角色衝突 1>2 3>2
角色模糊
加強宣導
水平溝通 3>2
有形性 1>4
可靠性 1>3 3>2
反應性 2>3
保證性
體貼性 1>3
認同性 3>1
備註 1:一般

大學

2：技職

院校

1：北區

4：南區

1:男生

2：女生

1:主任

2:專任輔導老

師

3:專任心理師

4:資教輔導老

師

1:輔諮專業

2:相關科系

3：非輔諮專

業

1:學士

2:碩士

3:博士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對於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的

評估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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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主要在討論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學校類別、學校性質、年

級、經驗）的大學校院學生，對於於其所就讀學校輔諮中心輔導服務

品質六項指標的評估結果，有無差異的可能原因。

一、 男學生和女學生對於其所就讀學校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有

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體貼性、認同性）的評估都

有差異存在，而且女學生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

的評估比男學生好。邱錦昌、吳清鏞、陳啟勳（1995）以高中

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高中生認為輔導對他本身只有「少許

幫助」，而且男生對輔導的評價顯著比女生低。與本研究雖然

研究對象不同，結果卻有相似之處。

過去的研究顯示，男性的求助意願較女性薄弱（李秋霞、

陳美玲，2001；吳珍，1995；林清文，1992；郭國禎，1986；

陳玉芳，2006；陳淑娟，1999；黃盛蘭，1998；劉素琴，2006）。

實際的求助比例，也是女性大於男性（吳珍，1995、郭國禎，

1986、董華欣，1993）。林維信（2009）的研究顯示女生在文

宣傳單、海報、刊物的訊息接收量比男生多，推測女生會比男

生更關心輔諮中心的服務資訊 ,以及男生比女生更相信使用

服務會帶來諸多風險，對於學生輔導中心存有更多負面、畏懼

的想法，或許是女生求助意願與行為較高的原因。然而女學生

比男學生高的求助意願與求助行為，是否是女學生對於輔諮中

心服務品質較高評估的印證，尚待進一步的研究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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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學生對於其所就讀學校輔諮中心的輔導服

務品質六項指標的評估沒有差異。公私立學校學生對於輔諮中

心的場地設備、輔導老師的專業能力、所提供的專業服務以及

學生對於輔諮中心的認同與肯定都沒有差異，可見專業服務的

提供，不會因為公私立學校而有所不同，學生都能夠得到同樣

品質的專業服務，自然在評估上也沒有差異。同時公私立學校

學生對於輔諮中心評估無差異的結果，也與第一節公私立學校

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評估無差異的結果互相呼應，顯示出，

公私立學校在輔諮中心軟、硬體資源、專業服務能力與品質的

無差異，讓學生無論在何種類別的學校就讀，在遇到有關的困

擾問題時，都可以得到同樣品質的輔導專業服務。

前述修慧蘭（2008）以北一區大學輔諮中心為研究對象的

結果顯示，公私立學校的輔導人力平均數的差異未達顯著水

準，然而公私立學校在個別諮商人次比例、團體諮商人次比例

及二級預防工作人次比例上均有顯著差異，僅心理衛生推廣服

務人次比例上未達顯著，表示公立大學比私立大學提供較多的

二級心理衛生服務項目，包含與學生的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

由此衍生出的問題是，公私立學校學生對於輔諮中心服務品質

的無差異評估，是否意味著公私立學校學生對於輔諮中心的服

務需求不同，以至於雖然公私立學校提供不同人次比例的個別

諮商與團體諮商，卻得到學生同樣的評估。再者，李秋霞、陳

美玲(2000)的研究中，二技學生最想參加學輔中心的三項服務

或活動，依序為心理測驗、電影或錄影帶賞析、與利用網路輔

導資源，與七校主任預期學生想參加的活動排名第一的有二

項，分別為心理測驗與專題演講及座談會，排名第二的也有二

個，分別為個別晤談與小團體輔導不同，意味著學生對於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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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需求與輔諮中心主任不同。不同學校的學生會由於各種

不同的因素而有不同的輔導服務需求，所以輔諮中心的工作方

向應該以學生調查研究為依據而非根據輔諮專業工作人員想當

然耳的提供其認為學生需要的服務。實際了解學生的輔導服務

需求，以提供符合學生需求的服務，不論輔諮中心提供的是一

級、二級或是三級的輔導服務，都能夠得到學生的認同與肯定。

三、 一般大學、技職院校、軍警院校學生對於其所就讀學校輔諮中

心的輔導服務品質的評估有差異。軍警院校學生對於輔諮中心

在「有形性」、「保證性」與「體貼性」指標方面的評估最好。

一般大學在可靠性方面的評估比技職院校高。在可靠性和保證

性方面，技職院校的學生對其就讀學校輔諮中心的評估最低。

軍警院校學生對於輔諮中心的輔導設施的評估高於一般大學學

生與技職院校學生，是否實際上軍警院校輔諮中心的設施也比

一般大學與技職院校好，還需要進一步的比較研究加以驗證，

鐘國應（2005）的研究結果表示，整體而言，軍事院校學生對

於目前受教環境感受到的學習滿意程度大致上良好，顯示目前

軍校整體環境相當良好。而輔導老師所提供的關心、重視與個

人化的服務(「體貼性」)，也因此贏得軍校學生的信賴(「保證

性」)。至於軍警院校學生對專業服務的評估高於一般大學學生

與技職院校學生，可能的原因是輔導老師對於學生的尊重、真

誠與同理心，和軍警學校講求服從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讓學生可以有明顯的不同感受，而信任其專業能力並給予較好

的評估。

至於技職院校學生在「可靠性」和「保證性」方面給予輔

諮中心的評估最低，則與第一節技職院校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

心的評估，僅在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的「員工適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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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比一般大學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的評估低的研究結果不

謀而合。也就是技職院校輔導老師對於「管理階層願意甄選並

任用具有專業能力的員工，輔諮中心成員具有專業知識與能力

能夠勝任輔導服務」方面的評估低，而學生也同樣對於輔諮服

務的「可靠性」(輔諮中心能夠可靠及準確的提供所允諾之服

務。)和「保證性」(服務人員具備執行服務所需的知識、能力、

禮貌的能力以達成完整的任務，且服務執行結果獲得學生信賴

的能力)的評估低。技職院校師生不約而同的認為輔諮中心需

要加強專業人員聘用的情形，值得重視。

四、 不同年級學生對於輔導服務品質在保證性和體貼性二項指標的

評估有差異。然而在兩兩事後比較時，並未有顯著差異。平均

數顯示四年級學生在各年級對輔諮中心評估的排列最高。國內

的研究顯示，大學生低年級學生的求助態度較高年級的求助態

度高（郭國禎，1986；黃進南，1994）。林維信（2009）的研

究顯示若以年級作為分類，四年級學生在文宣傳單、海報、中

心宣傳等三項接收管道上較其他年級低，推測是四年級學生在

校時間較少，所以在校園中收到文宣、留意到宣傳海報的機率

就變少。雖然四年級學生在校時間少，收到文宣少，然而可能

四年級學生即將成為社會新鮮人，比較重視自己可能面對的問

題，文宣品對大四學生的意義或許和其他年級不同，對於輔諮

中心的專業性有所了解，當其與輔諮中心約談或做心理測驗

時，會對輔導老師專業知能較為信賴(「保證性」)，對輔導老

師提供的關心、重視與個人化的服務(「體貼性」)，特別心有

所感。尤其近年來生涯輔導受到重視，輔諮中心均加強對於高

年級學生實施生涯有關測驗，舉辦就業有關的演講、座談，對

於茫然的畢業生增進其對於自己以及職場的了解，或許因此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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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四年級畢業學生對於輔諮中心在專業能力方面的信任。

五、 有接受輔導服務經驗和無接受輔導服務經驗的學生對於其所服

務學校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

證性、體貼性、認同性）的評估都有差異存在，而且有接受輔

導服務經驗的學生比無接受輔導服務經驗的學生對輔諮中心的

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的評估較好，如表 5-2。夏敏(1999)在研

究大學生對諮商服務的知覺暨影響求助意願因素之探討的結果

顯示，大學生對於「諮商輔導使用價值的評估」係根據大學生

評估諮商服務具備「專業性」、「有效性」及「學習性」時，就

會提高求助諮商服務的意願。但如果前次諮商經驗負向，會使

其對「有效性」質疑，降低下次求助的意願。也就是：輔諮中

心的專業性、有效性及學習性會對積極的提升求助意願有效

果，而前次的負向經驗，則會消極的降低意願的效果。Solbergg

等(1994)也同樣發現亞裔美人的先前諮商經驗會增加未來求助

類似機構的意願。國內的研究亦顯示，先前的求助經驗對於大

學生的求助態度會有影響，有求助經驗的大學生尋求專業心理

輔導的意願顯著高於無求助經驗者(董華欣、鍾思嘉，1993)。

求助意願的增加，是否是一種肯定服務品質的指標，雖然在以

上的研究結果並未顯示出來。然而本研究結果是，有經驗的學

生對於服務品質六項指標的評價都比無經驗的學生高，這些學

生的經驗究竟是正向或是負向不得而知，然而其對於輔諮中心

的輔導服務品質較高的評價，說明了輔諮中心專業的服務品質

受到肯定無庸置疑。

過去，輔導工作好像「人人皆可做」。學生也常質疑輔導

老師不夠專業，無法幫助自己（邱錦昌、吳清鏞、陳啟勳，1995；

李玟青，1996；陳雪珍，1999），甚至認為輔導老師是「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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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認真、感覺很不好」(李玟青，1996) 「輔導工作不是

專業工作」的刻板印象（洪若和，1996；蕭文，1995），已經

逐漸被輔諮中心的專業形象所取代。

表 5-2 不同背景學生在輔導服務品質評估差異的彙整表

第四節 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輔導服務

品質影響因素組成因素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四個向度的組成因素對輔導服

務品質的六項指標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研究者將第四章第三節的

研究結果綜合整理如表 5-3，分項說明與討論如下：

性別 學校
類別

學校性質 年級 經驗

有形性 男<女 C>A,B 有>無
可靠性 男<女 A>,B 有>無
反應性 男<女 有>無
保證性 男<女 C>A>B 有>無
體貼性 男<女 C>A,B 有>無
認同性 男<女 有>無
附註 Ａ：一般大學

Ｂ：技職大學
Ｃ：軍警院校

有：有經驗
無：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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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輔導服務品質多元迴歸分析結果一覽表
有形
性

可靠
性

反應
性

保證
性

體貼
性

認同
性

輔導服
務品質

學生需求
調查

5 4 6管理
階層
認知
向度

向上溝通

品質承諾 1 1
目標設置 2 5
標準化 4 6 3

品質
承諾
向度

可行性

2

團隊合作 -4
員工適配 1 1 1 1
技術適配
控制力 2 2
監控系統 -5 -5
角色衝突

輔導
服務
人員
之知
能與
態度

角色模糊
加強宣導 3 3 3 2 2宣導

與溝
通向
度

水平溝通 2 4 3
1

一、管理階層認知向度的「向上溝通」，品質承諾向度的「可行

性」，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的「技術適配」、「角色衝

突」、「角色模糊」等五項影響因素組成因素對於輔導服務

品質指標預測力的預測力相對較低，也就是：能否有效的

跟輔諮中心的管理階層溝通、輔諮中心的資源與人力是否

可以分配至各項服務以滿足學生需求、輔導老師是否具有

使用現代化設備所需的技術、輔導老師是否在滿足不同人

員需求上有所衝突、以及管理階層是否和輔導人員溝通其

對於輔導服務的目標和期望等因素，雖然與輔導服務品質

的指標都有顯著的相關，共線性診斷統計量顯示各因素之

間的容忍度均大於 0.3 以上（未趨近於 0），即各因素之間

並無共線性的問題，只是在預測輔導服務品質指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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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較低，所以當從各組成因素中找出對輔導服務品質最

具預測力的因素時，就被排除在外，如表 5-3，也顯示出輔

導老師認為各組成因素重要性的相對高低。

二、管理階層認知向度的「學生需求調查」，品質承諾向度的「品

質承諾」、「目標設置」、「工作標準化」，輔導服務人員之知

能與態度的「團隊合作」、「員工適配」、「控制力」、「監控

系統」，宣導與溝通向度的「加強宣導」、「水平溝通」等十

項影響因素組成因素，則對輔導服務品質指標具有程度不

等的預測力。

三、「員工適配」對於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中的四項指標，

「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體貼性」都具備最高

的預測力，顯示輔導老師認為「管理階層願意甄選並任用

具有專業能力的員工。輔諮中心成員具有專業知識與能力

能夠勝任輔導服務的情形。」最能夠有效預測輔導服務品

質的成效，是影響服務品質指標的最重要因素。此項結果

顯示出，輔導老師對於專業背景與知識的強調與重視。這

種強調專業的認知是否也意味著：輔諮工作只有專業人員

才能做，也只有專業人員才做得好。

四、對於前述一、二、三項的綜合結果，研究者認為：由於輔

導服務品質落差問卷的實施對象為各大學校院輔諮中心的

輔導老師，因此以上的結果可以看出，輔導老師認為輔導

服務品質需要重視的因素，都是以專業導向為主的員工勝

任能力、加強宣導、水平溝通、工作標準化、目標設置、

控制力等因素。對於與管理階層的溝通、資源的分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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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衝突與角色模糊等較為偏向於輔導行政方面的組成因

素，則被認為是較不重要的因素，而不受到輔導老師的重

視，認為對於輔導服務品質沒有影響力。或許在部份專業

輔導老師或心理師的心理認為，我的工作就是只需要把專

業的工作做好，輔導工作捨我其誰，也無人可以取代。

輔導老師專業導向的觀念值得肯定，然而只有專業而別

無其他，就難免陷於偏執，對於與管理階層的溝通、資源的

分配、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等方面的問題，如果無法有效處

理，輔導服務品質的提升勢必遇到瓶頸，形成推展輔導服務

的阻力。
過度強調專業，讓人覺得輔導老師目中無人、唯我獨

尊，落入自以為是而缺乏內省和檢討的批評。

「…覺得他們太固守他們的本位，我覺得這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他們總是覺得只有他們才是專家，他們處理的方法才是對的，這是我

目前碰到的困擾。』『商中心是關起門來自己玩，還是和總務處、教

務處或學務處的其他單位聯合起來所產生的服務效應，我認為是很重

要的」、『是一般輔諮中心給人家的一個，就我個人來講不要說一般

人，我個人感覺應該還要再強化的區塊』、『我對輔導沒有偏見，我只

有一件事，目前輔導太膨脹自己所以輔導老師應該融入校園。一般來

說輔導單位比較自我中心，…，也有非常不能接納別人的，她們的看

法常常就是，你不懂」(摘自受訪者之ㄧ)。

無怪乎少數輔諮中心的輔導老師淪為最需要被輔導的

人。如果離開諮商室，輔導老師被評為不能接納別人，而其

輔導老師專業角色的重要部分是接納當事人，雖然諮商室內

外僅一牆之隔，何以會有如此大的差異，也不由得讓人對於

輔導老師的專業能力起疑。所以過度強調專業能力的結果，

反而讓人質疑其專業能力。「常常還趾高氣昂地認為『專業

是一種無所不能，除非別人也跟我一樣受了這些訓練，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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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應該被稱為外行』。這樣對專業的認定，呈現出幾種

特質：一為專業的階級性與鄙視性，似乎急著區分我跟別人

的不同，以為凸顯自己的高與別人的低：二為這樣排他性的

認定，並非來自於輔導工作者本身所發展的自主程度和自主

範疇，而是隱含著別人對我們專業不認同的擔心。」(麥麗

蓉，2006）

麥麗蓉（2006）認為每一項輔導工作都是一種「專業」：

並非僅有個案工作才是「專業」，許多大學的輔導工作者認

同「只有在諮商室中的接案工作，才稱得上是專業，然而這

樣的認定，其實是大學輔導工作者的絆腳石。「我的許多經

驗告訴我，諮商室中的晤談對某些個案是有幫助的。然而，

對有些個案而言，這樣的『專業』卻難以接近他們。」這是

大家共同的經驗。這樣「重諮商、輕行政」的景象是流竄在

大部分的學生輔導中心。「我的工作就是要好好 keep 個案，

照顧好我手頭上的學生就夠了。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是自己關

在諮商室中，專業變成一種很好的防護罩，我的專業讓我可

以跟諮商中心的處境疏離，我只要處理自己小小那一塊就夠

了…讓我頓時覺得自己猶如井底之蛙，更讓人羞恥的事，為

何這種專業性格也豢養了自己甘於做井底之蛙（麥麗蓉等，

2006）」。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有關單位對於大學輔導工作的

專業評估又是如何？「…評鑑委員們來校評鑑，評鑑委員們

並未在本校的輔導工作的內容與成效上做任何評語，…突顯

了兩個問題：一大學評鑑較重視教務與總務，較輕學務，因

此委員中大多熟悉教務與總務工作，極少由輔導界之教授擔

任，根本不懂輔導工作，不知從何評起，…實質上卻顯露出

其對輔導專業知識的粗糙與淺薄（麥麗蓉等，2006）」。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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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執行需要與專業工作的評估相輔相成，才能夠讓輔諮

專業在均衡發展下成形與茁壯。否則輔導老師一廂情願的重

視專業，相關督導機構在督導時卻便宜行事，輔諮專業會受

到重視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五、「品質承諾」對於「有形性」與「認同性」兩項指標均具

有最大的預測力。也就是輔導老師認為：輔諮中心的管理

階層是否重視對於學生所提供輔導服務的服務品質、是否

能夠突破資源受限等因素，承諾提供給輔諮中心所需資源

以提升輔導服務品質；管理階層是否允諾輔導人員的再進

修，提供新設備等，提昇輔導服務品質的計畫，對於輔諮

中心的場地、實體設備，以及是否能夠對於輔諮中心所提

供的服務給予認同和肯定具有最大的預測力。輔導老師認

為管理階層對於「有形性」有影響力，好像理所當然，因

為沒有管理階層的支持，輔諮中心的設備、資源都受到限

制。然而「認同性」也受管理階層的影響，就似乎有些牽

拖的心態，好像輔諮中心得不到學生的認同與肯定，與輔

導老師的專業服務無關，而是受到管理階層不提供所需資

源與設備，不允諾輔導人員在職進修，沒有足夠的資源、

輔導人員不能在職進修，服務品質的當然受限，如何能夠

得到學生的認同與肯定。聽起來似乎言之成理，卻也有些

似是而非，學生如果對於輔諮中心缺乏認同與肯定，當然

不會只是因為輔諮中心設備不好、老師沒有在職進修的原

因。



196

六、「控制力」對於「有形性」與「保證性」兩項指標均具有

其次程度的預測力。輔導老師認為「管理階層是否有清楚

的授權，讓輔導人員瞭解工作場合內做決定的權限與彈

性？輔導人員在提供服務時，是否需要獲得其他單位的認

可。」影響「輔諮中心的設備與資源」以及「能夠以所需

的知識、能力、禮貌的能力以達成完整的任務，且服務執

行結果獲得學生信賴」。輔導老師覺得如果沒有得到足夠

的授權與彈性，能否得到學生的信賴就非操之在我。這種

現象發生在不少的輔導中心，原來輔導中心爭權的說法其

來有自。這一方面與輔導工作者強調專業性也不無關係，

當輔導工作者認為認為輔導工作只有我能做，當然要由我

當家做主，缺乏自主性的情況下，做起事來難免綁手綁腳，

以致於輔導服務做不好，自然得不到學生的認同與肯定，

當然得歸責於沒有得到授權的原因。這種說法其實不無道

理，輔諮中心在處理學生問題的過程當中，經常牽涉到有

關決策的問題，沒有授權，就無法做決策，問題當然懸而

未決，自然得不到學生的信賴。然而如果把授權的問題，

過於單純化到只是有授權或沒有授權，輔諮中心與其他單

位對立或爭權的印象很難消彌於無形，基本上是否有權做

決策，需要經過精緻且周延的協調過程，說這種過程是一

種藝術並不為過，如何在協調的過程中讓事情可以圓滿完

成，仍然需要輔諮中心的專業人員虛懷若谷的長時間學習。

七、「監控系統」（輔諮中心是否有客觀的績效評估方式？成員

是否了解績效評估的方式？績效評估好的輔導人員是否能

夠獲得獎勵與報酬）對於「反應性」（輔導人員能夠即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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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生輔導服務以協助學生）與「保證性」（指具備執行服

務所需的知識、能力、禮貌的能力以達成完整的任務，且

獲得學生信賴的能力）等兩項輔導服務品質指標具有負向

的預測力，雖然預測力較小。顯示輔導老師認為績效評估

機制越好，反應性和保證性越差。評估機制越好，輔導老

師反而不能或不願即時提供服務與獲得學生的信賴，是否

意味著輔導老師不願意受到評估機制的約束，因此會有排

斥或抗拒的心理。林江河（2002）以高雄市的國中教師為

對象研究教師專業評鑑的相關議題，發現國中教師對教師

專業評鑑內涵重要性具有高度認同，然而在支持繼續推動

教師專業評鑑的贊同度卻偏低。近半數的國中教師肯定現

行教師專業評鑑的正面成效，尤其在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方

面；惟對現行教師專業評鑑制度的認同度有待提升。評鑑

的作用應該是提供教師一個自我檢討反省的機會，如何避

免評鑑成為校方箝制教師的工作，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

題；且應避免教師要準備眾多「證據」，而對評鑑心生排斥。

所以老師面對績效評估會有心生排斥現象很難避免。鍾禮

章(2002)的研究指出：國民中學教師對於實施教師專業評鑑

的作法，有七成以上教師認同能執行，唯對於評鑑的配套

措施更殷切企盼能訂定健全的制度。黃宏仁(2007)的研究得

知，國內教師較認同的目的為改進教學的評鑑方式，但是

對於評鑑過程結果的信任與接受程度並不高。輔諮中心所

提供的是「心理健康的促進和改善」，不論是以演講、座

談、競賽等宣導活動，或是以個別、團體諮商的服務方式，

對於所呈現的服務內容，是否對於師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能

夠有所改善，概念上其實非常抽象，想要了解輔導老師的

服務績效，「監控系統」其實非常必要，可以對輔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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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行評估，作為提升或改進的依據，當然在實際操作上

需要相當的嚴謹，粗糙而不專業的監控指標，不僅無法客

觀的評估輔諮工作者的工作績效，也無可避免的會形成反

向效果。輔諮專業人員或許對於監控系統沒有信心，不相

信能夠客觀評估輔諮工作者的工作績效，或許部分輔諮工

作者確實在不專業的監控系統中身受其害，才會有如此的

結果。「監控系統」與輔導服務品質各項指標之間有正相

關，然而在預測指標上卻是負向的預測力，這種矛盾的現

象，充分反映出輔導老師對於「監控系統」又愛又怕受傷

害的矛盾心理。

八、「團隊合作」對「認同性」具有負向的預測力，雖然其預

測力較小，也顯示除了影響認同性的其他四項因素外，中

心輔導老師認為不合作，反而能夠得到學生的認同與肯

定。輔導老師或許認為輔導老師在諮商室內的諮商，其實

不需要牽涉到團隊合作的問題，即使單打獨鬥，只要自己

專業能力強，有效協助學生解決問題，自然能夠得到學生

的認同與肯定。因此，雖然「團隊合作」與輔導服務品質

有正相關，卻對輔導服務品質有負向的預測力，這種矛盾

的現象，也頗耐人尋味。此外輔導老師認為除了「團隊合

作」以外，「認同性」還受兩組因素的影響，一組為管理階

層的「品質承諾」和「目標設置」，一組為「加強宣導」和

「水平溝通」。輔導老師是否認為管理階層和輔導老師各自

顧好自己分內的工作，就不會影響別人。自己只要具備專

業，單打獨鬥，不受牽制，反而可以在工作上得心應手。

殊不知管理階層的支持與充分的宣導、溝通，其實就是團

隊合作的結果。Pace 等(1996) 強調應該把大學當成一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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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個整體，來共同面對校園問題。一個互動良好的模

式，是校內各單位透過諮詢後做成決定，各單位基於對校

園內議題的關切，促動校園內必要的運作，而非僅由諮商

中心，去舉辦一些學生輔導的活動。從量的觀點轉移至質

的觀點，這種調適讓內、外的資源與服務趨於平衡。同時，

諮商中心和校園內的其他單位合作，可以在服務、需求和

資源三方面達成整體的認知。學校輔導工作絕非是輔導教

師的職責而已，應該是人人有責的重要工作。因為學生的

問題有不同的層次，一般性學生的初級輔導工作就是全體

教師、行政人願、甚至結合家長、社區資源所共同預防的

教育性輔導措施(黃政昌，2001)。諮商中心的影響深入學校

任務與校園生活，影響校園的整體氣氛，對諮商中心來說

具有重要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