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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團體對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a Support Group on Self-Care for Elementary          
School Counselors

（收件日期 ��0 年 � 月 � 日；接受日期 ��0 年 � 月 �� 日）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支持團體方案對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之影響。本研究採單組前後

測設計，研究對象為中部地區國小輔導教師共 � 名，對其實施為期 � 週，每週 � 次，每

次 � 小時之實驗處理。研究者以「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量表」為研究工具，所得資料以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進行統計考驗，以探討實驗處理的效果。此外，研究者整理歸納

團體歷程及焦點團體訪談等質性資料並進行分析，以作為研究結果的佐證及輔助。本研究

發現，支持團體方案對於國小輔導教師之自我照顧，在「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量表」之

總分及「心理層面」分量表得分具有效果。在質性資料分析結果中，支持團體方案對於整

體自我照顧行為與「心理層面」之正面影響，以及對其自我照顧的品質與態度的轉變。其

中包含深入理解自我，承認自身限制，鬆綁自我評價，從不同角度展開新的行動，甚至藉

由團體回饋塑造出更具彈性的自我。此外，團體介入更增加成員對自我照顧的重視，促使

自我照顧行為樣態多元化，以及將日常生活賦予意義感，進而豐厚生命。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的發現進行討論並提出若干建議，以提供學校輔導工作者與主

管機關，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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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examine how a support group affected the working challenges of 

elementary school counselors, and to develop suitable self-care strate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earch findings. Applying the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as the research method, 

seven target audiences who matched the criteria were select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s in 

central Taiwan, receiving a group consultation two hours a week, for a total of eight weeks. The 

research retrieved quantitative data both from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of the self-care sheet, 

and process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to explore part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Additionally, accompanying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 this study thoroughly 

collected qualitative data such as the perception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significantly helped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upport group on self-car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support group had counseling effects on 

the self-care of elementary school counselors, as shown by the total scores in the self-care sheet 

and the scores of the "mental facet" subscale. The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hows similar results, 

i.e., the support group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overall self-care behavior and mental facets. 

Furthermore, it presents rich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quality and attitude toward 

to their own self-care.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based 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provided for researchers, school counselors and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Keywords: Support group, self-care, school couns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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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探討應用支持性團體於國小輔導教師，對其自我照顧造成之影響為何。探究此

議題之動機為下列 � 點：

（一）國小輔導教師之設置，進而衍伸之困境

近幾年政府為了符合相關法規要求，逐年甄選一批又一批的新血，投入學校輔導工

作的行列。輔導教師一職並非新興職業，在歐美數個先進國家已推行學校輔導工作模式多

年，並設置專責人力執行相關業務。我國則深受美國影響，自民國初年即在中小學校園從

職業輔導開始，逐步推動學校輔導工作（林幸台、宋湘玲、鄭熙彥與謝麗紅，�00�）。

近幾年更因校園安全新聞事件頻傳，在社會輿論壓力下，修正現有法規，並加速完

成《學生輔導法》之立法。為體現立法精神，除了發展出符合國情之本土學校輔導工作模

式之外（王麗斐、杜淑芬、羅明華、楊國如、卓瑛、謝曜任，�0��），並設置專業輔導人

員，規劃人力補充期程，及規範其工作職掌功能（宋宥賢，�0��；張偉誠，�0��）。

輔導教師雖與一般教師同有「教師」之名，然而工作性質與其內涵卻有天壤之別。

其身兼教師與輔導人員的雙重身分，在學校輔導工作裡擔任的特殊角色，進而延伸出各項

工作上的困境。工作困境會降低其工作滿意度（林雅惠，�0��），降低專業認同與敬業態

度（劉泳君，�0��），甚至出現離職或轉換工作的念頭（宋宥賢、林顯明，�0��），影響對

個案之直接服務品質 (Mullen & Gutierrez, �0��)。另一方面，若工作困境仍未改善，將使

輔導教師經歷職業倦怠（劉雅惠，�0��）與專業耗竭（張畹平，�0��）。同時會導致各種

身心症狀產生，影響輔導教師個人健康狀態等（劉淑慧，�0��）。致使輔導教師的身心狀

態，留下難以平復的傷害，重要人才因而損耗、流失。因此輔導教師的身心照顧值得被重

視。

（二）現行策略之有限性

爬梳過往相關研究，無論是質性分析（沈雅婷，�0��）或是量化統計（陳秀樺，

�0��；林雅惠，�0��；劉泳君，�0��；郭珮君，�0��），雖使我們得以窺知輔導教師工作

困境的樣貌，但在因應策略方面，專業督導不見得能回應輔導教師在專業服務以外，較為

細緻的需求；個人調適作為雖有部分效果，但缺乏他人支持，難以面面俱到；倡導並推動

政策雖然有其必要性，然則影響層面甚廣，需要考量的太多而緩不濟急。但學校輔導工作

漫漫長路，旅程中仍需要集結眾人的經驗與智慧，方能一起倚靠彼此的支持繼續走下去。

團體介入方式或許為一帖良藥。

多數學者如周美玲 (�0��) 以成長團體或訓練團體等形式介入，但無法脫離專業增能

的框架，而有疊床架屋之虞。自李玉嬋 (����) 起，留意到支持性團體應用於學校場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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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近幾年地方政府開始為中小學輔導教師安排同儕支持團體（洪郁筑，�0��），雖

然立意良善，但施行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此需要調整方法，以彌補現行策略之不

足，並有效維持輔導教師之身心照顧。

（三）運用支持性團體全面提升自我照顧

自我照顧 (Self-care) 一詞源自於護理學，由 Orem 率先提出並致力於豐富其理論架構

(Orem,�00�)。自我照顧在助人工作領域裡，則被定義為「以健康的方式來補給或充飽自

我」(Coaston，�0��)。自我照顧的內涵，因不同學者依其需求，從不同角度切入而有不同

的面向。張吟慈 (�00�) 則在其研究中，參考前述多位學者之研究，將助人者自我照顧策

略，大致分為身體、心理、人際、靈性、專業等五個向度。

與壓力調適相較，自我照顧除了預防耗竭、削減自身困擾的影響、避免情緒消耗、

因應工作壓力、避免專業耗損 (Baker, �00�) 等消極性功能，還擁有穩定工作品質（黃靖

淳，�0��）、提升幸福感 (Baker，�00�)、促進自我實現（葉建君，�0�0），豐厚生命內涵

（李素玲，�00�）等積極性功能。因此推動自我照顧對心理從業人員的全人身心健康有其

重要性。

雖然目前坊間已有針對心理從業人員，結合自我照顧概念之工作坊或團體，但尚未探

究其成效，並進而探討對學校輔導人員的效果，甚至是對職場身心健康的影響。據此本研

究探討支持性團體應用於提升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的效果，期以從分析中獲取結論，作

為實務與研究上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探究支持團體方案對輔導教師自我照顧的效果。

（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未來自我照顧團體實施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支持性團體的意涵與理論

支持性團體，又譯為分享團體（林萬億，�00�）。藉由帶領者引導有相同困境的一群

人相互自助，面對生活中相似的壓力事件，強化其因應與解決問題能力的運作方式，使

其有別其他處遇性團體 (Toseland & Rivas, �0��)。支持性團體有結合社會支持和小團體的

特性（熊德筠，���0），同時也具備對成員增能賦權的功能（李宛芸、陳彥如，�0��）。此

外，自助團體與支持團體兩者經常被混合使用（徐森杰，�00�），但比起自助團體，心理

專業人員在支持團體涉入較深，多半會擔任團體帶領者 (Kurtz,����)，透過技巧引發成員

互助以提升因應壓力能力。

Kurtz (����) 從支持性團體的歷程及其改變機轉分析，歸納出提供支持、提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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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歸屬感、經驗交流、教導因應技巧等 � 項的療效因子。透過語言及非語言的形式給予

支持，是支持性團體的首要目標，亦為關鍵療效因子。無論是透過外部專家或團體成員提

供的資訊，可讓參與者找到適合的額外協助。團體聚會也為參與者集結一群與自己相似遭

遇的人，創造歸屬感。成員在聚會中各自敘說個人的故事，彼此的經驗得以交流傳遞。最

後，支持性團體也可以教導參與者因應困境的技巧。

隨著實務經驗的累積與學術研究的發展之下，支持性團體的類型相當多元化。首先，

若依對象來區分，可分為病友支持性團體、家長支持性團體（黃漣華，����），以及專業

人員支持性團體 (Vinogradov & Yalom, ����)。其中關於輔導教師相關的團體，多數研究

如周美玲 (�0��) 以增能團體形式試圖改善其輔導工作困境，屬於附加支持性功能的成長

團體，雖附帶情感支持的效果，但團體設計仍著重於輔導技巧的提升。此外，雖坊間與教

育主管單位已辦理眾多研習、督導課程與工作坊，但尚未有團體方案可讓輔導教師全然關

注在自身福祉，以因應增能課程無法觸及的工作困境。再者，各縣市政府嘗試安排同儕支

持團體，但洪郁筑 (�0��) 根據參與成員經驗所彙整之訪談結果，發現此種作法雖立意良

善，但並未事先針對成員需求進行評估，同時在成員篩選分組、活動內容規劃並不明確，

以至於無法滿足個別成員需求。因此本研究之方案設計，以前述研究為鑑，設計有系統化

之輔導教師支持性團體。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何種對象或形式的團體，帶領者都可能會經歷僵局。林淑君、

王麗斐、謝珮玲 (�0��) 歸納團體中可能出現的五大類僵局，包含團體氣氛凝滯、成員挑

戰帶領者、成員互動所形成的衝突、成員展現問題特質，以及協同帶領所形成的衝突。其

中，專業人員所形成的團體，較容易因其帶著工作角色進入團體中，以致討論難以深化而

使氣氛凝滯。帶領者若遭遇此類僵局，可協助成員去角色化，促進其針對事件所產生感受

的表達。

若依其目的，可將支持性團體區分為教育訓練取向、情感支持取向、教育訓練與情

感支持兼具取向等三類（湯麗玉、葉炳強、陳良娟、謝碧容，�000）。其中教育訓練與情

感支持兼具取向的團體，帶領者除了提供相關資訊與技巧，同時也允許成員彼此討論分享

的空間，因此成員除了獲取因應壓力事件必要的知識技巧，也能藉由情緒支持來減少孤立

感。據此，本研究之方案設計，以教育訓練與情感支持兼具取向之專業人員支持性團體為

方向。

二、自我照顧的意涵與理論

自我照顧的概念源自於護理界，由 Orem (�00�) 率先提出，著重於提升病人自主性，

在疾病因應與維持健康上不全然依賴醫護專業，並將焦點放在生理與身體上的護理作為。

後續學者將之應用在專業工作人員的身心調適。起初，自我照顧的研究多從預防耗竭開始

(O’Halloran, Linton, �000)，從 Porter (����) 進而留意到提升個體不同層面的福祉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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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張吟慈 (�00�) 則納入國內助人工作的觀點，將自我照顧定位在個人為了維持或增進

其健康，所進行的一連串自我覺察、自我調節以獲得各個層面平衡狀態之過程。可見自我

照顧內涵隨著研究的發展，逐漸走向全人觀點而愈加豐富。

進一步來看，自我照顧的策略可略分為生理、心理、靈性、人際及專業等 � 個層面

（張吟慈，�00�）。正因為我們的生活並非只有一個層面就能涵蓋，因此唯有運用多重策

略來支持生活中的每個部份，才能夠獲取完整的幸福感：

（一） 身體方面：其策略著重在採取適切的行動，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以促進身體、

生理方面等需求的滿足。

（二） 心理方面：其策略涵蓋認知、情緒、行為等需求的滿足，覺察、接納自己的內在

情緒與社會角色，妥善處理內在議題並發揮自身正向功能。

（三） 人際方面：其策略包含各種關係的參與、建立與維繫，以獲取歸屬感等人際需求

的滋養。

（四） 靈性方面：其策略著重在關照心靈或靈性層次上的需求，對自己的生命產生意義

感與希望感，獲取內在平靜，達到心靈層次的滿足感。

（五） 專業方面：其策略著重在透過各種管道獲取專業知識與相關資源，滿足自身專業

成長的需求。

因此，自我照顧對助人者而言，並非僅有消極性的功能，更扮演著積極性的角色，關

照且平衡助人工作者的全人面向。除能維持效能引領個案度過生命低潮，並以身作則為個

案示範更好的生活方式，創造雙贏局面：

（一） 消極性功能：Baker (�00�)發現透過自我照顧可因應工作壓力。進一步可減緩

專業耗竭、替代性創傷、反移情等助人專業工作危機所造成的傷害（汪淑媛，

�00�），並使其恢復正常生活（吳珮瑱，�00�）。另外，為了提供案主妥善的

服務，透過自我照顧以維持其人性與專業，是助人專業倫理的最低要求(Corey，

�0��)。

（二） 積極性功能：自我照顧除了可促進助人者專業工作的穩定與效能（黃靖淳，

�0��），進一步提升其在專業與個人層面的幸福感 (Baker，�00�)，帶來自我實

現的滿足感（葉建君，�0�0），進而豐厚生命的廣度與深度（李素玲，�00�） 

，維持身心靈各方面平衡的全人健康狀態 (Skovholt, �00�)。

然而，我們對於助人者的自我照顧，經常抱持著錯誤的期待。助人工作者在其成長

背景及專業訓練過程中，逐漸養成並強化其將焦點關注他人身上，縮限其自我照顧行為

(Skovholt，�00�)。同時我們也常誤以為助人者的自我照顧不需要教導就自然會去做，也

懂得怎麼做（林映伶，�0��）。因此有必要透過前述提及之支持性團體的介入，讓同為助

人工作者的輔導教師，體悟到自我照顧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關於自我照顧的研究，仍多以護理學的角度來探討慢性或長期病患的自我

照顧。至於專業人員的自我照顧，相較於護理人員（蔡昌雄、蔡淑玲、劉鎮嘉，�00�）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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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心理師（胡峯鳳，�00�），高中以下各級學校輔導教師的研究較少，尤以國小場域的

研究（沈雅婷，�0��）更少；再者，無論採用質性或量化方法，研究內容仍停留在描述現

象的基礎研究，尚未有提供明確方案以解決問題的應用研究出現。據此，本研究在此議題

中，無論是對象或方法，都具備進一步探究的價值。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前實驗研究法的「單組前後測」設計，探討支持團體方案對國小輔導教師

之自我照顧是否具有影響效果。研究者以支持團體方案做為實驗處理，並根據研究者自編

之「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量表」做為測驗工具，在實驗處理前、後各進行一次施測，比

較兩者之間的分數差異，以探究實驗處理是否具有效果。另外，為能深入探究其團體方案

對輔導教師所造成的影響為何，在實驗處理後 � 週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以及蒐集相關表單

等輔助性資料進行質性分析。遂擬研究架構如圖 � 所示之自變項與依變項。

自我照顧

心理層面

人際層面

支持團體方案介入

圖 �. 研究架構

二、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實驗期間為 �0� 年 �0 月 �� 日至 �� 月 �� 日，所招募之對象為臺灣中部地區小

學之輔導教師，其取樣方式如下：

�.  招募成員：透過社群網站與即時通訊軟體，以及廣發宣傳文宣至各校輔導主任電子

信箱進行宣傳。另於輔導教師團體督導與輔導知能研習等相關場合公開邀請受試

者，並商請同事與親友協助轉發資訊等方式，將相關訊息公告周知，吸引有動機且

符合身分的受試者前來參加。

�.  篩選成員：透過電話與面談等方式，團體帶領者自我介紹並說明團體性質，實施方

式、地點、時間，進而瞭解其動機、期待與過往團體經驗，並告知本研究之目的與

實施流程，回答參與教師對於團體的疑問。排除身心特殊疾患或是重大創傷議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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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針對有意願參與研究者，邀請其簽署同意書，確定其充分瞭解研究方式後進入

團體。

關於受試對象的基本資料概況如表 �。全數成員均為女性，大多數曾有參與團體的經

驗。此外，成員多數為學士學歷，並自諮商、輔導相關系所組畢業，已取得專任輔導教師

資格。再者，雖然正式與代理教師的人數接近各半，但多數成員因為年齡較輕，在教學資

歷與輔導工作資歷較少。最後，全數成員均任教於中型規模的公立小學。

表 1. 團體成員基本資料

資料

成員

性

別
年齡

團體

經驗
學歷 資格 身分

輔導

資歷

任教

資歷

學校

類型

學校

規模

J 女 �0~�� 有 學士 相關學歷畢業 正式 � 年 � 年 公立 �� 班

P 女 �0~�� 有 學士 相關學歷畢業 正式 � 年 � 年 公立 �0 班

S 女 �0~�� 無 碩士 綜合活動教師證 正式 � 年 �� 年 公立 �� 班

I 女 �0~�� 有 碩士 相關學歷畢業 代理 � 年 � 年 公立 �� 班

Ｔ 女 �0~�� 有 學士 加註輔導專長 代理 � 年 �� 年 公立 �� 班

Ｈ 女 �0~�� 有 學士 相關學歷畢業 代理 � 年 � 年 公立 �� 班

C 女 �0~�� 無 學士 相關學歷畢業 正式 � 年 � 年 公立 �� 班

由此可推知，大部分的成員對團體的歷程會有先備知識，有助於帶領者推展團體。此

外，多數成員的年齡、性別，以及任教資格與相關資歷相仿，創造出同質性較高的團體，

在語言的使用上貼近，以利彼此想法溝通與關係建立。再者，成員目前任職的場域規模與

屬性相仿，使其對彼此的學校環境與文化較能理解與想像，在經驗交換與意見回饋上也較

能貼近各自的需求。然而，在這同質性高的團體中，各自的背景脈絡仍有差異，使得彼此

的討論得以激盪出不同的火花，內涵更加豐富。

（二）團體帶領者

本研究設計之支持團體方案的團體帶領者，由研究者自行擔任。基礎知識方面，研

究者曾於大學就讀教育系輔導組，另修畢 �� 輔導學分班取得國小教師加註輔導專長，並

於攻讀碩士學位，均修習諮商理論與技術、諮商實務、團體諮商，並參與諮商實習等相關

課程。此外，利用課餘時間參與團體動力工作坊、團體研究論文寫作工作坊、心理劇工作

坊、表達性藝術治療工作坊，以增進帶領與研究團體的基本知能。另有參與各類團體擔任

成員的經驗，包含人際關係、自我照顧與親密關係、自我探索等主題。據此，研究者具備

帶領本團體的基本學理知識。

另外，實務帶領經驗方面，研究者為現任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熟知國小輔導教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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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並於每學期帶領兒童團體諮商，目前累積時數 �� 小時。另曾於實務課程與社區機

構中，由督導協助下帶領家暴相對人處遇團體 � 小時，以及設計並執行教師自我照顧團體

方案 �� 小時。據此，研究者具備帶領團體的基礎實務經驗，且能理解目標成員的職場文

化與工作性質。

三、研究工具

（一）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量表

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之後，自編「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量表」。內容分為基本資料

與自我照顧量表。本研究經由 � 位專家學者針對內容效度進行審查，提供寶貴意見，以修

正預試問卷。預試問卷回收後，經下列步驟形成正式量表。

�. 項目分析

本研究以極端組比較法與相關分析法之所得，作為項目分析的指標。極端組比較法採

用獨立 t 檢定，逐題比較高分組與低分組之平均數差異，將未達顯著水準 ( p < .0�) 且決斷

值低於 �.0 的題項刪除；相關分析法則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求參與量表題項與總

分之間的相關，若未達顯著水準 ( p < .0�) 且相關係數低於 .�0 題項則不予保留。

本量表經項目分析後，獨立 t 檢定唯有 BA0� 之決斷值未達 �.0；相關分析中，所有

題項相關係數均高於 .�0。綜合以上結果，將 BA0� 刪除，其他題項予以保留。

�. 因素分析

本研究之建構效度，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因素分析前，須透過 KMO 值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考驗其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通過 KMO 值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

考驗後，進一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萃取，各分量表設定萃取 � 個因素。

經 KMO 值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KMO 值分別為「心理方面分量表」.���、「人際方

面分量表」.���，且達顯著水準 ( p < .00�)，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進一步以主成分分

析法進行萃取，各分量表設定萃取 � 個因素，「心理方面分量表」特徵值 �.���，解釋變異

量 ��.��0%；「人際方面分量表」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0%。

�.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量表經因素分析後，為使其更具穩定性，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以

Cronbach’s α 係數為其考驗之依據。當量表信度在 .�0 以上時為佳，可使量表具備一致性

與穩定性，作為編制正式量表之依據（顏志龍、鄭中平，�0��）。

此外，輔導教師工作困境量表預試結果經 Cronbach’s α 係數考驗後，工作負荷的 α

係數為 .�0�，角色衝突的 α 係數為 .���，人際互動的 α 係數為 .���，整體的工作困境

α係數為 .���。分析結果顯示其內部一致性高，具備良好信度。

經前述步驟完成預試分析後，形成正式問卷共 �� 題，題項內容與構面對照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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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輔導教師自我照顧量表題項及研究構面對照表

研究

構面
正式題項 題幹

心理

方面

BA0� 我會經常覺察自己當下的感受。

BA0� 我會留意自己面對個案的反應。

BA0� 我能調整對工作的期待。

BA0� 我會接納自己當下感受到的情緒。

BA0� 我會欣賞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現。

BA0� 我能瞭解自己的限制並接納這些限制。

BA0� 我會運用下班時間或假日讓自己休息或做些感到愉快的活動。

BA0� 我選擇以健康的方式來釋放自己的負向情緒。

BA0� 我會關注有關身心健康的資訊。

BA�0 當遇到困難時，我會試著去面對與解決。

BA�� 當感到壓力太大時，我會暫停手邊工作讓自己喘息。

人際

方面

BB�� 我會時常聯絡親人、朋友，維繫良好的人際關係。

BB�� 我會試著讓家人或朋友理解與尊重我的工作。

BB��
我會建立諮詢名冊與網絡，當我在工作上面臨問題時，得以尋求

專業人士協助。

BB�� 在心情低落時，我會找信任的人聊聊心事。

BB�� 在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尋求有相似經驗的其他人提供建議。

BB��
當工作理念與內容被質疑時，我嘗試透過溝通來獲取同事的認同

與支持。

BB��
當和同事溝通有困難時，我會試著表達心裡的想法或處理自己的

情緒。

（二）各項活動表單

�. 單元活動回饋表

由研究者針對研究需求自編而成，主要目的在於評估團體介入目標於各次聚會之達

成概況，以及研究對象對於整個團體的氣氛、活動內容、於過程中與其他成員的互動、自

我表現的滿意度，以及對帶領者的領導方式予以回饋及建議，作為處遇成員的成效評估之

一。內容共 �0 題，有 � 題以 Likert� 點選項形式呈現，� 題以開放式問題呈現，蒐集成員

的看法並作為改進團體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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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總回饋表

依研究者針對研究需求自編而成，在第 �0 次聚會結束後邀請成員填寫。旨在了解成

員對於參與本研究團體方案整體回饋，藉此檢視成員對本研究方案的整體反應為何。內

容包含「團體活動安排」、「團體成員感受」、「團體裡的收穫」、「學習成效與建議」等 �

部分。其中前 � 部分題項以 Likert� 點選項形式呈現，「非常同意」計 � 分、「同意」計 �

分、「普通」計 � 分、「不同意」計 � 分、「非常不同意」計 � 分，分數越高代表同意程度

越高，第四部分則以開放式問題呈現，讓成員得以充分表達看法。

�. 團體活動歷程紀錄表

取得成員同意後，每次團體歷程都會進行錄影，以利研究者詳細瞭解每次聚會活動歷

程、成員間的互動狀況、並掌握團體中發生的事件。本記錄表由研究者於每次聚會結束後

進行填寫，將過程中的重要內容轉為文字，紀錄成員在聚會過程中的表現、參與情形以及

特殊事件等，作為提供研究者觀察成員接受團體介入的歷程與改變情形，透過接受督導及

檢討，作為修正活動內容與帶領方式的參考，並作為分析個別成員參與團體歷程的重要依

據。

�. 錄影紀錄

在取得成員本人同意後，將每次團體過程以錄影方式，以便研究者於每次團體聚會結

束後，透過影音更加瞭解活動歷程、成員之間的互動狀況，以及團體中所發生的特殊事件

脈絡，作為分析個別成員與團體歷程時的重要依據。

（三）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本研究使用之焦點團體訪談大綱，係參考王韋琇 (�0�0)、丘育君 (�0��)、王宥勻

(�0��)、陳佩雯 (�0��)、張在蓓 (�0��) 等人之訪談大綱與團體後訪談紀錄表，並參考

Krueger(�000) 所建議的提問大綱內可涵蓋的題目架構，以及依本研究目的編制而成，再

與指導教授討論進行修正。經實驗組成員同意後，於團體結束後一週，由研究者主持訪

談，過程中實施錄音及錄影。其目的在於了解成員的團體經驗、感想、收穫等看法，作為

調整活動與設計上的參考。

四、資料處理

（一）量化資料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受試者填寫之「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量表」所收集到的前測、後測等分

數，採用 SPSS ��.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以描述性統計、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等，考驗其前測與後測分數差異情形是否達到統計水準，以驗證本研究假設。再者，為兼

顧第一類型及第二類型錯誤，定以 α=.0� 的統計考驗水準，以觀察實驗處理後之效果，

作為接受或拒絕虛無假設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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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助性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除了量化資料的統計分析之外，並將各次聚會歷程與焦點團體訪談等輔助性資

料，予以歸納整理後與協同分析者進行分析。輔助性資料主要擔任輔助量化資料分析結果

的角色，其觀察焦點環繞在支持性團體如何影響自我照顧，包含成員獲得提升的面向、團

體方案中致使提升的因素，以及自我照顧之行為效益如何被提升，進而了解研究團體方案

對成員的影響。

肆、結果與討論

一、支持團體方案對國小輔導教師的自我照顧之效果

（一）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量表結果

研究者先以描述性統計，計算研究參與者在實驗前後，分別於「國小輔導教師自我

照顧量表」各項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計算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在心理方面分量表的

後測得分 (M=��.��，SD=�.��) 高於前測得分 (M=��.��，SD=�.��)，人際方面分量表的

後測得分 (M=��.��，SD=�.��) 高於前測得分 (M=��.��，SD=�.��)。另外，總量表的後

測得分 (M=��.��，SD=�.��) 也高於前測得分 (M=��.��，SD=�.��)。上述結果如表 � 所

示。

表 3. 研究參與者在「自我照顧」的前、後測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面向 心理方面 人際方面 自我照顧總面向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 ��.�� ��.�� ��.�� ��.�� ��.��

標準差 �.�� �.�� �.�� �.�� �.�� �.��

接著，研究者進一步以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考驗研究參與者於「國小輔導教師

自我照顧量表」之前測、後測分數差異情形是否達到統計水準。結果如表 � 所示。

表 4. 研究參與者在「自我照顧」的前、後測差異分數之統計考驗摘要

面向 人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Z 檢定

心理方面

負等級 a 0 .00 .00 -�.�0�*

正等級 b � �.�0 ��.00

等值結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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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人數 等級平均數 等級總和 Z 檢定

人際方驗

負等級 a � �.�0 �.00 -�.���

正等級 b � �.�0 ��.00

等值結 c 0

自我照顧

總面向

負等級 a 0 .00 .00 -�.0��*

正等級 b � �.00 ��.00

等值結 c �

註：a. 後測 < 前測，b. 後測 > 前測，c. 後測 = 前測，*p <.0�

統計結果顯示，研究參與者在「國小輔導教師工作困境量表」中，心理方面分量表

的前測、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z=-�.�0�，p=.0��。人際方面分量表的前測、後測平均

值沒有顯著差異，z=-�.���，p=.���。另外，總量表的前測、後測平均值也有顯著差異，

z=-�.0��，p=.0��。據此，研究參與者在工作困境中的心理方面與整體前、後測表現達顯

著水準，但在人際方面的前、後測表現則未達顯著水準。

綜合上述資料，研究參與者在「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量表」中，各分量表的後測平

均數均低於前測平均數。經統計考驗後，心理方面與整體表現均達顯著水準，但人際方面

則未達顯著水準。亦即研究參與者接受支持團體方案介入後，其自我照顧整體行為，以及

在心理層面行為的改變，在統計上達顯著水準；然而，在人際層面行為的改變，在統計上

未達顯著水準。意即國小輔導教師在參加支持團體方案後，雖然對於其人際層面的自我照

顧的改善效果並不明顯，但在心理層面可獲得實質的改善，進而促使整體的自我照顧品質

都隨之提升。

（二）輔助性資料分析

藉由各次團體聚會歷程與焦點團體訪談等資料之質性分析，顯示受試者經支持團體方

案介入後，覺察到在心理、身體與人際等面向的自我照顧品質獲得提升。另外，成員也反

映支持團體裡的活動設計，參與成員彼此的分享與回饋，以及帶領者本身，均在提升自我

照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支持團體對成員的影響，包含提升對自我照顧的重視、增

加自我照顧行為的面向，以及賦予原有行為新的意義感等正面效益。

�. 支持團體促進心理層面自我照顧

成員從其他夥伴給予的回饋中，去拓展對自己的認識與覺察。當其中一方開始分享

自身的工作經驗，另一方回饋自己傾聽後所得到的理解時，往往都會發現未曾留意過的自

我，可以被另一種方式詮釋，進而「得到一些『我原來不知道原來我自己長這樣』的那種

表 4. 研究參與者在「自我照顧」的前、後測差異分數之統計考驗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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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J-F-0��-�-B)」，使得對自己覺察的內涵更佳豐富。

另外，成員也會從團體的討論分享中，去看見自己在身為輔導教師的角色限制。「我

覺得有時候我們要了解自己的限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的。我們需要更多的資

源，或者是跟網路之間互相合作。(S-F-0��-�-B)」除了接納並承認自己的限制之外，成員

也會從不同角度來思考還可以再做些什麼，或者是持續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

團體的討論歷程，可使成員獲取更深一層的洞察。原先已有一定程度的覺察，但透

過分享與回饋的過程，對工作情境中的自我狀態更加理解。「記得我在分享畫作的時候，

自己下意識沒有發現，可是 P 說她有注意我一直提到「覺得很空虛，我想要填滿這些東

西…」。後來回到工作現場的時候，發現我在學校工作也會喜歡把每一件事情都塞得很

滿，好像忘記留一些空白。(C-F-0��-�-B)」當成員將新的詮釋帶回到職場中，會催化出更

深一層的洞察。

最後，透過團體討論，為成員呈現每個人的做法，背後有其脈絡及考量，沒有絕對

正確的答案。「我就會覺得，原來他這樣子的考量可能是什麼原因，或單純就是我想怎麼

樣。…就是大家個性都好不一樣，我們都是專輔老師，但是都不一樣，可是就都、很、

棒。(H-�-00�-�-B)」經由這樣的示範，使得成員放下對自己的過度評價，增加自己面對事

情的彈性，進而自我肯定。

�. 支持團體促進成員的身體層面自我照顧

成員原先會是在上班期間讓自己持續處於忙碌狀態，將行程塞得很滿。但經由團體介

入之後，會重新看待自己的需求，認為做好工作的方式，不見得一定得把時間塞滿，而能

給自己適度的時間休息。「我透過那一次的體驗之後，我會告訴自己說：『我應該要留一些

時間照顧自己。』然後這節課就算休息，沒有去找導師也沒關係。我還是把我的工作有做

好，可是我有留一些給自己喘息的空間。(C-F-0��-�-B)」

�. 支持團體促進人際層面自我照顧

成員原先在職場上較不擅於開口表達，自己在執行輔導工作時所需要的協助。透過自

我照顧練習活動，成員能覺察到周遭同事的善意、可運用的資源，進而主動連結資源或提

出自身需求。「就是會知道說，身邊其實有蠻多資源可以幫助自己。…我甚至會比較敢去

跟主任，或者是跟同仁，開口說：『我需要些什麼，那你可以幫助我嗎？』然後我發現他

們其實都蠻樂意的。(P-F-0��-�-B)」

�. 活動設計有助於提升自我照顧

成員透過活動體驗獲得正向經驗，進而願意擴展自我照顧行為類型。「…好像那時候

是在練習，不知道是在腹式呼吸還是什麼…。我還記得那一次我的回家作業，就是我想要

做這個。…在還沒有那次活動之前，我是不會在平常的時候，停下來給自己一段時間，…

當下那樣的感覺─只有跟自己在一起的感覺─我覺得非常舒服…，我就決定當次的回家作

業，就是回去做這件事情。(H-F-��-�-B)」由於成員在過程中感到舒適，同時覺察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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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經驗中，未曾讓自己有過這樣的體驗，因此願意將新的自我照顧行為落實在生活中。

成員透過回家作業嘗試各種自我照顧行為，進而擴展自己的自我照顧面向。在每一次

團體結束前，都會讓成員選擇一項自我照顧行動，在一週內實踐。「我覺得每次的回家功

課，真的都會 push 我去做一些自我照顧，覺得很棒。(J-F-��-�-B)」成員在實踐過程中，

發現自己會有意識地嘗試每一種行為，也會督促自己實踐，並在過程中體驗到這些行為帶

來的益處，甚至進而改善工作上的困境。「那我覺得這一些方法，或者是策略回去用了之

後，對我來說，都是有幫助的。(S-F-��-�-B)」

�. 成員之間的回饋有助於提升自我照顧

在團體討論歷程中相互分享與回饋，也有助於成員提升自我照顧。「聽別人的經驗，

看到自己跟別人的不同或相同，給我更大的感覺就是有比較勇敢，不會那麼害怕。因為相

信每個人立場都不一樣，你可能更找到自己，比較相信自己的感覺。(H-�-00�-�-B)」

�. 支持團體促進成員重視自我照顧

經由每週一次固定聚會，討論相關議題、參與活動體驗，安排每週任務實踐，逐漸

在生活中體會到自我照顧的重要性，甚至將其優先規劃在行程中。「以前我就會覺得說，

我想到的時候再做自我照顧。現在變成自我照顧這件事情，應該被我列為蠻優先的一個事

項，要被我排進我的 Schedule 裡面。(I-F-0��-�-B)」

另外，其他夥伴的回饋與分享，也能讓成員謹記在心，以提醒自己優先照顧自己，而

不是任自己對這份工作或個案的使命感，將自己燃燒殆盡。「你有講一句話，就是同事跟

你分享的那一句：「你想幫助那些孩子，你要先幫助自己。你其實要多點時間給自己。」…

給我很多共鳴。(T-�-0��-�-B)」

 最後，參加團體之前，對成員而言，日常的休閒行動就只是放鬆與休閒而已，反映

出我們社會文化賦予休閒的價值感較低。透過團體過程中的心理教育，使得成員發現原先

的休閒活動即是自我照顧的一種。「本來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沒想那麼多；可是，現在再

做那件事情─比如說去爬山…我就會特別覺得，這其實也是自我照顧的一種。(C-F-0��-

�-B)」進而賦予這些活動意義感，提升其價值與重要性。從事這些活動則更有充實感與價

值感，並非只是虛度光陰的行為而已。

�. 支持團體促進成員自我照顧行為多元化

部分成員有意識到，自己的自我照顧面向較以往來得豐富。在參與團體之前，成員較

偏向特定類型的自我照顧，「以前我只會看棒球，真的就只會看棒球而已。可是這次團體

的那一個單子，讓我知道自己還有一些事情可以嘗試，…就是可以嘗試不同的休閒活動。

(P-F-0��-�-B)」成員在每次團體結束前檢視講義選擇回家作業，促使成員嘗試新的行動，

使得自我照顧行為的面向更加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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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討論

本研究在量化分析結果顯示，實施支持性團體對國小輔導教師之整體自我照顧，以及

心理層面的照顧品質具有立即性的效果，但對於人際層面的照顧品質不具立即性效果。若

從質性分析結果來看，支持團體有助於成員獲取心理、人際及身體層面的自我照顧，而且

心理層面的收穫較人際、身體層面來得顯著。甚者，團體並非僅提供情境給成員進行自我

照顧，更提高其在平時自我照顧的品質，包含自我照顧的行為樣態越來越多元，並將日常

生活習慣賦予意義感，而增加執行自我照顧的意願與動機。最後，成員覺知到活動設計、

討論回饋等元素，有助於提升其自我照顧的質與量。

心理層面之結果與周美玲 (�0��)、洪郁筑 (�0��) 部分吻合，即透過團體介入後，

成員的自我覺察與理解提升，但本研究受試者所獲更加豐富。人際層面之結果與周美玲

(�0��) 部分結果相仿，受試者較聚焦於表達自身需求以取得團隊合作的共識，若參照回家

作業實施結果，則有多位成員均達成人際自我照顧。

歸納產生上述結果之原因，可能有以下幾種：

（一）  受試者在實驗介入前，已常用人際自我照顧。除了受試者人數過少須納入考量

之外，從自我照顧量表前測來看，人際層面整體平均分數略高於心理層面；若

逐一檢視個別題項與整體表現相仿。另外，從介入前自我照顧實施概況來看，

多數受試者均使用過人際自我照顧，因此團體介入的效益有限。

（二）  成員在團體歷程中較少提及職場衝突情境。頂多以隱晦的方式間接表示。其中

原因可能是團體的安全感尚待提升；或是與輔導專業角色期待不符，怕反得到

負向評價，而與林淑君、王麗斐、謝珮玲(�0��)的觀察接近。

（三） 調整團體型態與介入方式，使得受試者自我照顧品質顯著提升，有效克服洪郁筑

(�0��)所述，當團體遇到定位不明確、團體人數過多所延伸之種種困境。相較於

增能團體（周美玲，�0��），也較常提起職場適應策略。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支持性團體應用在提升國小輔導教師自我照顧上，對其「整體自我照顧」及「心

理層面」具有效果，但在「人際層面」之效果則不明顯。

（二） 分析焦點團體訪談與各次團體聚會歷程等資料後，顯示支持團體有助於提升人

際、身體層面之自我照顧，但在心理層面的內涵提升更加豐富。此外，發現團體

介入可提高成員自我照顧的效能，包含增加成員對自我照顧的重視，促使自我照

顧行為樣態多元化，以及將日常生活賦予重要的意義，進而豐厚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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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學校輔導工作方面

�.  鼓勵輔導教師籌組並參與支持團體：透過心理教育、體驗練習、指派作業等團體活

動安排，以及針對個人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難進行討論，除可提供國小輔導教師必要

的支持，符合其需求與期待，並協助提升自我照顧知能，促使其體認自我照顧的重

要性並積極實踐，在職場與生活均能保持較佳身心狀態。據此鼓勵輔導教師籌組並

參與支持團體。

�.  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導支持團體之推動：若想永續經營輔導教師的身心福祉，需要教

育主管機關積極推動，除能減輕成本壓力與招募困境，並對第一線輔導人員無疑是

一大鼓舞。

�.  規劃進階、高階團體以滿足不同需求：研究結果反應受試者希望能繼續參與，並發

現長期經營有助於維繫其身心健康與工作效能。但考量本方案因研究限制未能兼顧

所有層面的自我照顧需求，建議可將本團體方案視為初階團體，並規劃辦理進階、

高階團體，增加不同主題的探討，並逐漸降低團體結構，一年一次讓成員持續返回

團體更新自我，以滿足成員不同階段的需求。

（二）未來研究方面

�.  增加研究參與者人數，以提高統計考驗力：由於在招募階段中因時間安排、交通距

離以及托育照顧需求等遇到困境。若能分別在不同地點開設兩個以上的支持團體，

以及提供托育服務，或能提高潛在成員之參與意願。

�.  改變研究設計，以控制內在效度之威脅：建議後續研究可改以不等組前後測實驗設

計，並搭配前項建議將多位帶領者分派進入不同團體中。除了可降低內在效度威

脅，並加以排除治療師效果的干擾，利於檢核團體方案成效。

�.  更換研究構念以檢驗支持團體之效能：除了自我照顧，亦可透過增權賦能、社會支

持、自我效能、工作滿意度、幸福感、專業認同、自我復原力…等構念，從不同角

度檢驗支持團體的介入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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