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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是什么? 辅导工作如何进行?

修慧兰 (台湾政治大学心理系 )

小美刚上小学几天, 每天回家第一

件事就是赶紧去厕所, 这一两天闹着不

去学校, 经过爸妈一直追问才知道原来

是因为在学校每次上厕所都要排队, 而

老师规定上课铃响完后就要坐在教室

里, 小美非常害怕来不及进教室而被处

罚, 因此尽量不去上厕所, 也渐渐开始

对去学校感到焦虑。

小刚是高中一年级学生, 面对要上

大学这件一定要做的事充满不确定感,

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念什么? 说专长也没

有特别强的, 说兴趣好象有好几项; 要

和大家一样报名竞争最好的学校? 还是

留在自己家乡, 虽然有希望考上, 但总

不是最好的学校!

以上两种问题看似是两个不同年龄

的孩子所面对的不同问题, 但其中也有

共同之处, 那就是他们都面对着困扰,

他们的内心不安和外在行为上的表现,

例如不去上学, 上课失神、不专心等都

表示他们需要协助。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

因身体、心理及外在环境变化而引发的

新的问题, 或是因此必须学习新的知识

或技能。也就是说,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

中需要他人的协助是一件必然的事。一

个人有问题产生不表示他们是一个 有

问题的人 , 而心理健康工作者, 不论

是辅导人员、咨询人员, 或是心理治疗

人员均是一位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来协

助他人, 以增进其生活质量的助人者

( he lper)。助人者可以从事的工作内涵

是非常多样性的, 甚至工作目标也可能

不同, 但每种工作其根本的目的仍是相

同的, 那就是让个人生活的更好一些。

辅导、咨询与心理治疗都是心理助

人工作, 三者有何差异呢? 根据吴武典

( 1990) [1]之观点, 将三者以图 1及图 2

表示其特性。本文重点讨论辅导的特

性。

由图 1各圈的大小及包函关系可

知, 辅导工作的内涵与对象较宽广, 而

咨询与治疗是其中的一部份, 治疗更是

指服务其中特定的一小部分人。由图 2

可知, 三者在服务对象及各方面有其重

叠部分, 但也有其特殊性。三者在各向

度上的差异, 与其说是本质上的差异,

不如说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例如在服

务对象上, 辅导较偏向服务一般常态的

人, 而心理治疗较偏向服务有异常行为

的人; 辅导的功能较偏向预防性, 而治

疗则偏重矫治; 在提供的服务内容上,

辅导更多地以一般信息的提供为主, 而

治疗则较倾向依个别差异性提供个人情

感及认知各方面的讨论; 在服务方式

上, 辅导常以有结构或大团体或书面方

式提供服务, 例如运用上课、演讲、书

本等, 由服务者 (老师、辅导员 ) 针对

一般均可适用的心理健康原理和原则提

出说明与建议, 而咨询及心理治疗则要

因人因时因地等个别状况提供不同的服

务方式; 以时间言, 个人因发展的变

化, 每一成长阶段其实都在接受各种辅

导, 接受新的讯息、学习新的技能以应

对新的挑战, 但只有在特定时间或有困

难需要专业心理人员协助时, 才会接受

心理咨询或治疗。有些咨询或治疗为期

很短, 例如只有 6至 10次晤谈, 有些

咨询或治疗则较长期, 会持续几个月或

几年。

图 1 四种助人专业的范围之比较 [ 1] 图 2 四种助人专业的程度比较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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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说明可知, 辅导的目的

主要着重发展性、预防及教育性;重视信

息的提供; 强调认知与环境因素的改变;

较重视未来; 常以学校、社会教育机构为

主要服务场所, 受辅导者的个人投入及

暴露程度低。

由于目前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认为在促进此目的的达成上重要的是预

防, 且需注意到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需要

等层面, 因此将心理健康工作分成初级

预防、二级预防及三级预防三层次, 各层

面有不同的目的与服务的不同对象, 及

运用不同的工作方式。初级预防的目的

在于对所有的人给予各种与生活和发展

有关议题的事前教育, 以预防其产生不

适应情形; 二级预防的目的在于对已有

适应困难者给予协助, 以预防问题严重

化; 三级预防在于协助有生活困难者回

到原有环境中时, 能适应社会生活, 以预

防复发。基于此种预防的观点, 目前较

少去讨论或区辨个人所做的工作是 辅

导 、或 咨询 、或 治疗 , 而是重视助

人者须清楚自己服务对象的需要、及需

要采用何方式达成此需要。

由于孩子自 6岁开始即正式接受学

校教育一直至 18岁, 甚至至 24岁左右,

有非常长的一段成长岁月均在学校中受

教育, 因此辅导一词, 目前多半是指学校

中教育人员对学生的一种协助、一种人

群服 务 ( hum an serv ices ) (吴 武 典,

1990[ 1] )。

学校辅导工作在美国也历经了多次

的调整, Baker( 1992)综合多种论述, 认

为学校辅导工作应从发展的角度提供辅

导服务, 以增进学生的自我了解与生活

调适 [ 2]。Keys等人 ( 1998) [ 3]认为学校

辅导工作应将焦点放在如何增进个人有

效的生活技能, 应提供多元的、系统的服

务以助学生获得最佳的支持, 例如包括

提供课程与信息、进行心理咨询、心理测

验、教师或家长咨询、教师在职进修、学

生资料记录、转介、及辅导评估与研究

等, 其中又包括结合学校、家庭与社区等

各单位协同工作。目前学校对学生提供

的整体协助工作 (或称之为辅导工作 )内

容可从初级预防至三级预防工作来描

述, 而这些工作内容并非只靠专任辅导

人员推动与负责, 而是需要全体教师 (含

行政人员 )一起参与。以下是台湾进行

的学校辅导三级工作的主要内容:

初级预防: 以一般学生 (也含适应困

难者 )为对象, 提供讯息或适当的环境以

增进个人健康。主要工作目标:预防; 主

要工作内容: ( 1)建立有益学生学习与成

长的学校环境; ( 2)举办全校性身心保健

活动 (如课程、演讲、或举行各种有关心

理健康主题的活动比赛, 如作文比赛、话

剧比赛 ); ( 3)对老师、行政人员提供咨询

与协助; 主要参与人员: 全体教师、职

工。

二级预防: 针对濒临偏差行为及适

应困难的学生进行咨询, 提供危机调适

与早期改变。主要工作目标: 介入及改

变; 主要工作内容: 进行个别心理咨询、

小团体辅导; 主要参与人员: 相关老师、

辅导人员 (包括学校辅导教师或咨询人

员 )。

三级预防: 针对偏差行为及严重适

应困难学生进行专业之矫治咨询及身心

康复, 以提高学生对环境的再适应。主

要工作目标: 复原; 主要工作内容: 进行

个别咨询、转介、追踪、个案管理等; 主要

参与人员: 相关老师、辅导人员 (包括学

校辅导教师或咨询人员 )、社区相关资源

单位。

上述说明中的相关老师包含: 班导

师 (主要负责班级经营与管理、学生请

假、与家长沟通等工作, 也同时担任该班

一门课程, 如数学或英文等的教师 )、任

课教师、或有关的行政人员。辅导人员

包含: 学校内的辅导老师 (负责每班每周

一节有关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负责各种

心理测验的实施、个别或团体咨询、及各

种有关活动的举行 )、心理咨询师等 (在

台湾只有大学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 只

负责心理咨询工作; 且只有少数中学聘

请不用开设课程的辅导教师 )。学校辅

导服务是一整合性工作, 为达成上述工

作目标, 各单位须设立一工作委员会 (或

咨询顾问团 ), 依学校、家庭及所在当地

社区的需要制定辅导工作目标及计划,

并制定各参与人员在各级预防工作的工

作内容, 其中当然包括各单位间的联络

网络及分工合作方式。

回到文章开始的两位主角, 若在学

校辅导工作架构中, 小美需要辅导老师

的个别协助, 且视需要决定是否须联系

社区中其它单位的协助以作转介; 其导

师也须在班级中作班级辅导, 协助同学

适应新的团体生活及学习如何彼此合

作;针对家长也视情形由导师或辅导老

师进行协助, 以在家中为家长提供必要

的帮助。另外也可由总务及学生事务人

员针对学生厕所设置的问题提出讨论,

以期解决学生使用上的问题。

针对小刚的状况, 辅导老师可对所

有该年级学生进行有关生涯发展的课

程、或升学信息的讲座、或实施有关生涯

的心理测验, 以帮助学生面对升学与就

业的准备; 也可以进行个别或小团体辅

导活动。各科老师或导师也可以在各课

程中加入与生涯 (升学与就业 )有关的个

人经验分享或各种讯息的说明等。当然

不只孩子关心此一议题, 父母往往比孩

子更关心此一议题, 因此针对父母可提

供其了解目前的升学与就业现况, 帮助

其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兴趣等特征也

是一项重要的辅导工作项目。

辅导 (心理健康促进 )工作是一整合

性工作,其不只是较被动地等待需要者

来接受协助 (如接受咨询或治疗 ), 更重

要的工作精神是在预防问题的发生, 或

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在面对各种环境变化

时的各种解决问题的技能, 提升相关能

力与态度;更进一步地说, 辅导工作是一

欲促进大众心理健康、提升生活幸福感

的工作。而此项工作的推行, 不只是, 也

不可能只由心理专业相关人员负责, 更

有赖于主管领导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与

所有人员的合力才能完成此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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