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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之規劃與執行－ 

光武國小「同心圓服務團隊」 

甄炳炫 郭慈淑 黃秀琴 陳寶桂 胡曉芬 

高雄市光武國民小學 

壹、規劃篇 

一、前言 
根據多年來從事輔導工作的觀察與感受，發現目前所服務的學校，在行政業務

横的處理上，一直存有橫向聯繫不足的情形，特別是對於定位不清或是 跨處室的工

作，更是經常可見權責不清的窘境，甚至偶爾還會出現重複處理或是相互推諉的情

形，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便是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學生行為問題的處置與相關

的輔導措施，本應是全體教師責無旁貸的共同責任，但如果只是消極的等待由某個

處室(目前多半是輔導處)主動接手，甚至全部委由輔導組長一肩扛起，不但負荷過

重、成效難以發揮，對於產生行為問題的學生，也無法提供積極有效的教育協助。 

Shorth 和 Shapiro(1993)認為行為問題的因素是相當複雜的，所以處理的過程，

也應根據行為背後的因素而有多角度(multidimension)、多機構(multipleagencies)以

及多種服務(multiple services)的策略，方能有效處理行為問題。本研究即是希望透

過學校生態的評估以及人力的整合，尋求突破目前存在於教學現場的限制與困境，

探討如何有效整合校、內外人力資源，建構明確具體的處理流程，進而規劃出符合

學校現況之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 

二、行動緣起 
學生行為問題的處理過程，可能需要教務處提供班級調整或是課務的支援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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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可能需要學務處的行為規範以及加強安全教育的宣導；也需要輔導處提供諮詢

輔導或是協助通報。但是，究竟應該由哪個處室負責受理學生行為問題的通報？又

該由誰來召集個案的討論會議？如何形成介入的策略？必要的參與人員有哪些？

彼此成員又該怎麼分工合作呢？Saxe(1988)針對複雜的行為問題以及處理策略，提

出了不同階段的介入理念，也強調規劃輔導方案，必須要全方位的設計，由初級預

防、諮商輔導到治療階段，應有整合的架構以及連續服務的銜接，才能讓不同需求

的學生行為問題，獲得適當的安置與處理。 

其實學校裡具備輔導專長或滿懷熱忱的老師不在少數，如果能有一個機制，整

合相關人力，並且在明確的處理流程及規範之下，進行學生行為問題的處置，妥善

踨管理個案的追 輔導，相信必能提供更具體、有效的支援與服務。 

學校目前在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的議題上，存有許多問題，茲列舉說明如下： 

(一)權責不清 

本校是大型的都會區學校，班級數眾多，行政事務繁雜，雖有教務、總務、學

生事務以及輔導處四個主要行政部門分工處理學校事務，但是在處理學生行為問題

上，卻一直未有明確的受理單位以及完善的處理流程。 

(二)輔導困境 

1.家庭：隨著社會生活型態驟變，家庭功能失衡現象日益嚴重，再加上失業

的困頓以及工作忙碌的壓力，父母親的教養態度也出現了相當大的落差。

「過」與「不及」的家長態度，經常造成老師在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上的困

擾與阻力。 

2.老師：學生的行為問題日漸增多，再加上家長自主意識高漲，老師在管教

學生的過程受到許多阻擾，甚至動輒得咎，造成許多老師消極面對學生行

為問題的態度。再加上學校輔導人員有限，教學工作繁忙，專職輔導的時

間相當受限，因此認輔功能一直未能有效發揮。 

3.學生：教育一再改革，但是升學競爭的壓力卻從來未曾減輕，再加上家長

不願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迷思影響，學生的學習壓力相當沈重，而目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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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社會的誘惑又很多，視聽媒體也極盡煽動與加油添醋，因此學生在耳

濡目染的薰陶下，觀念不但容易偏差，行為更是深受影響。 

三、行動契機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通常是肇因於實務工作者對於本身工作的思省，進而

萌發意圖改善問題的動機，然而解決問題，除了需要有意願去改變外，周遭環境的

人、事、物也需要跟著調整和改變。但是不可諱言的，「改變」通常是一條漫長而

且艱辛的路程，尤其是對於科層體制壁壘分明的教育現場，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本研究動機的觸發，主要來自於「研究的延續」以及「專業的成長」等兩個主要因

素，分別述敘如下： 

(一)研究的延續 

甄炳炫組長(以下簡稱甄師)就讀研究所期間，撰寫的論文主題是有關於建構學

校本位觀點之融合教育模式，「融合教育」是目前特殊教育的主流思潮，但是在推

展的過程中，卻不斷的面臨一些阻擾，其中最主要的困難，是來自於相關人員的接

納態度、教學未能有效調整以及缺乏行政支援，同時也不斷的產生公平正義與經濟

效益之間的爭論。上述的問題與困擾，與輔導行為問題學生的工作，同樣有著接納

態度(理念)的問題以及行政工作協調、支援不足以及權責不清的現象。為了能夠延

續前先論文研究議題，持續建構一個整合的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一直是甄師

的期待與努力的目標。 

(二)專業的成長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蔡明富老師於九十二學年度下學期舉辦了「行為問

題全校性介入方案」研習，是針對行為問題學生的處遇以及學校處理流程的規劃，

所進行之產出型的研習活動，此一研習正好符應了目前本校輔導處在處理學生行為

問題所遭遇的困惑與限制，因此在輔導處兩位組長的高度意願趨策下，號召了幾位

志同道合的認輔老師共同組成一個自發性的團隊，於是便展開了此一兼具專業成長

以及改善教育現況的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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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歷程 

(一)招兵買馬 

1.成員的選定 

輔導組長郭慈淑(以下簡稱郭師)因她長期投入輔導工作，深知隻手難撐天的限

制，再加上輔導處的工作量不斷上升且全校性的學生行為問題越來越多元化，長期

投入輔導工作的她，一直希望能有解決的策略以及更有效率的處遇方式。級任陳寶

桂師(以下簡稱陳師)目前班上有一位疑似嚴重情緒障礙的學童，然而在陳師對孩子

的包容、關懷以及井然有序的班級經營下，不但成功的營造出接納關懷的班級氣

氛，更顯著改善了該個案的情緒困擾，是一位深具服務熱誠且專業盡職的老師。另

一位級任胡曉芬師(以下簡稱胡師)，目前班上有位沈迷於網咖的中輟學生，雖然她

已付出極大的努力並且多次主動尋求輔導處協助，對於該生改善的情形起伏不定的

情形，除了深感挫折與無奈外，其不願輕易放棄學生的特質，當然是值得網羅的對

象。科任黃秀琴師(以下簡稱黃師)因她有多年輔導特殊兒童的經驗，同時對於認輔

工作的投入一直不落人後，因此也很爽快的應允加入這個團隊。 

複雜的問題，通常難有簡易的解決之道，尤其是處理學生行為問題，更是需要

多方人力的結合，因此人力資源的整合實在有其必要性。然而在邀請人員參與團隊

的過程中，曾遭受到老師的拒絕也是不爭的事實。同事們拒絕的理由不外乎是快要

退休了不想再給自己添麻煩、教學負擔已很繁重哪有餘力再去輔導其他的學生、孩

子還小須要較多的時間照料、我還在進修沒有太多的時間⋯⋯我們並不是在數落這

些拒絕加入團隊的教師，而是在突顯成立團隊過程中的現實與困境。 

2.團隊的籌組 

團隊的成立實屬不易，為能讓團隊更具實質意義，經過五人討論後，決定沿用

過去教訓輔合一體制下的「同心圓」名稱。由於過去徒有其名，但卻沒有明確的權

責分工，以致未能發揮實效，而今再次沿用，乃是希望能夠同心同願，為光武的親

師生帶來最真誠的服務，並且付予「同心圓」新的生命與意涵。 

團隊成立的主要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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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處理學生行為問題時，能有效整合資源，發揮團隊合作的成效。 

(2)處理學生行為問題時，能建構具體明確的流程並且釐清權責。 

(3)同心圓服務團隊對於學生行為問題能提供更有效且完整的行為改善方

案。 

(4)同心圓服務團隊對於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能提供更加有效之支持。 

領導者的人格特質與角色，關係著團隊運作的成功與否，在團隊成員的共同推

舉下，選定最孚眾望的甄老師做為團隊領導人，一來是因為他有絕佳的行政協及溝

通能力，另外他的縝密思緒以及特殊教育碩士背景，皆是成為本團隊之領導者的最

適合條件。茲將團隊成員背景簡要說明如下： 

(1)輔導組長郭師因長期投入輔導工作，有感於近年來輔導工作業務量不斷

上升，且行為問題的發生率越來越頻繁，雖然深感負擔的沈重與壓力，

但卻不曾絲毫的怠懈與灰心，同時還不斷的主動參與研習和進修。九十

二學年度即因為長期投入輔導工作而榮獲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項，不但

是實至名歸，更是全體教師的楷模典範。 

(2)級任陳師目前班上有一位情緒障礙兒童，然而陳師對孩子的用心關懷與

包容接納，不但成功的營造出和諧的班級氣氛，更有效的改善的情緒障

礙個案的班級適應與人際關係。曾榮獲愛心教師殊榮，更是獲得教師與

家長的認同與讚賞。 

(3)級任胡師目前班上有一位中輟學生，經常沈迷於網咖，任教不過兩年的

她，不斷的向輔導處請益，更主動參與多場次的中輟輔導研習，只為了

能夠以更專業的做法，協助孩子。這股求知的精神以及認真投入輔導工

作的熱忱，實在值得讚許與鼓勵。 

(4)科任黃師有多年輔導特殊兒童的經驗，即使退休將屆，仍然積極投入輔

導工作，對於學生的熱忱、專注未曾改變。實在是資深優良教師中的精

英，更是活力十足、點子無限的創意教師。 

(5)甄師多年來擔任資源班教師，深知人力及資源的整合有其必需性及迫切

性，再加上進修特殊教育碩士的學程，已建構出學校本位的融合教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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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基於研究的延續以及支持系統的落實推展，故力邀上述人員加入團

隊，以便發揮更大的實質成效，讓全體師生能有更好的支持與協助。 

3.動力的維繫 

團隊要走得下去，除了成員的選定外，更重要的是成員之間的動力維繫。如何

讓成員清楚的掌握自身的角色以及團隊的目標，同時還能保持一顆願意付出的心，

實屬不易。在沒有經費支持以及自發性成立的「非官方性質」團隊的前題下，我們

透過了以下的策略，做為凝聚團隊動力的主要依據： 

(1)共同的目標：成員願意透由做中學，朝著所訂的目標，有方向的走下去。 

(2) 规明確的規劃：從成員的選定，資料的搜集、分析、討論，而訂出 劃草

案。 

(3)正確的抉擇：彼此反覆的討論如何在異中求同，建立共識是很重要。 

(4)遇難不退的精神：除了蔡教授時常用 e-mail 為我們加油打氣，重要的是

成員有耐煩的心和堅強的意志力，很合諧，更看到領導人的人格特質，

樂於分享並包容大家的意見，心胸格局大才有辦法完成任務，不抱怨、

不計較。 

(5)想學的心：由於知不足，因此激發想學的心。從做中學才能發現問題，

找出解決的方法，反覆地檢討修正，才能更臻成熟。 

(6)學習型組織：定期的討論和下班後不定期的輕鬆談，暢所欲言，同時還

不斷的透過 e-mail，分享看法以及相關文獻資料，在討論中成長，在成

長中凝聚共識。 

(7)參與研習：增加專業的知識，更認識不同學校的成員，透由彼此的經驗

交流，學習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真是很好的充電站。 

所以，有了目標，照著計劃向前推進，在彼此相互支持以及分享知識的互動下，

我們感到很踏實。 

(二)編擬及修正實施要點 

為能讓本方案的機制持續運作，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蔡老師建議我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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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相關的法源依據，以便能夠突顯出方案的合理性與重要性，同時也要為核心運

作的團隊訂定名稱並且推舉出團隊領導者，以凝聚團隊成員的向心力。在實施要點

中，受理行為問題個案的對口單位，應明確的以單一窗口方式呈現。另外在描述工

作細項時，要把握提綱挈領的精神，簡要說明工作內容，以便能夠清楚的界定權責。

此外，修正過程中，應力求整合現有學校在教、訓、輔等方面的資源，更有效率的

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並且符合學校生態現況以及教師們的需求。茲將本方案編擬修訂

過程說明如下： 

1.組織架構圖的修正 

本方案組織架構圖是在整個要點發展後期才逐漸成形。由於方案的擬訂，是出

自於全校性介入的理念，因此對於相關負責人員的界定以及權責層級定位問題，一

直是方案討論的重點。本方案在於整合學校現有教訓輔資源，期望能更有效且有效

率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因此，在我們討論過程中，所有教務、訓導、輔導相關人員

似乎皆為本同心圓團隊之當然成員，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組織要點的成形及整個

團隊運作過程中，本研究五位作者才是主要推動及運作者。因此，究竟該如何擬定

組織成員，才能達到分層負責的精神並且落實合作的理念，是在編擬組織架構時的

一大難題。 

多次與蔡老師討論，我們發覺到，如果四處室參與的人員或是組別太多，恐怕

屆時徒有形式卻無實際做事的人，為了能夠徹底擺脫掛名太多的假象與迷思，我們

決定只列出真正有直接相關的處室人員。因此，我們把組織中較無直接關連的行政

單位剔除並且在組織架構表中的同心圓團隊旁加附註說明，界定團隊核心成員(校

長、輔導主任只有偶而與會，並未直接參與團隊運作)。 

本要點在送交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時，校長對於同心圓團隊的位階放置於

各處室之上的安排，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希望能夠採取扁平化組織的構念，不要造

成上位或下位的誤解，因此我們又再次修改了組織架構圖(參考附錄二)。經過了校

長的提示，其實也讓我們深刻的感受到實務工作者與行政人員在觀點上的差異，同

時也突顯了即使是組織架構圖的規劃，也是需要精心安排設計，方能獲得更多相關

人員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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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責分工表的修訂 

在訂定各處室職責分工時，我們一方面努力將繁複的工作內容簡化為一清楚之

格式，另一方面又希望能清楚規範各處室所應負責之業務，避免權責不明而互踢皮

球，在兩者互相折衝之下，考慮到最初的版本雖然鉅細靡遺，同時也方便勾選，但

是太過於繁複，不利閱讀，版面也顯得雜亂，於是以階段別、工作項目以及參與人

員的表格方式直接呈現，各成員對於自己在每一級機制中應負責事務便可一目了

然。從 93 年五月份到六月份，我們逐步完成在同心圓團隊運作過程中，各相關處

室所應負責事務，而七月份我們將所完成之職責分工表和研習成員分享時，蔡教授

提醒我們「真的有做的才放進去」，於是，我們在七月份又做了小幅度的修正，將

並未直接參與該事務的處室其工作內容剔除，並且把握若該項事務單位主管和承辦

人員皆有其責，則放入單位主管工作中，避免窗口過於分散。(歷程請參閱附錄三)。 

3.明確化學生行為問題的處理流程 

本方案之處理流程，在細步化各階段的過程中，剛開始是以蔡教授所提供之行

為問題處理流程圖作為參考，再參照至本校目前的行為問題處理現況加以整合，但

是在「轉介前的介入與輔導」、召開「個案會議」的後續處理以及最後如何進行「結

案」等細節，仍存有諸多疑慮，因而又陷入了一連串的討論與修改。茲將歷次「轉

介前的介入與輔導」、召開「個案會議」之後流程及本方案「結案」過程修改原因

及重點分述如下： 

(1)轉介前的介入與輔導 

本方案轉介前的介入屢次修改之重點，主要在於定義轉介前介入之內涵與參與

人員。以參與轉介前介入的人員而言，究竟該不該列入其他認輔教師(本團隊核心

人原有兩位是認輔教師)及特教老師，始終是討論的焦點，在評估學校現況後，決

定暫時不列入其他認輔教師及特教老師。因為本方案在本校定位為一「自發性」團

體，尚未形成規範來要求上述教師必須加入，本團隊暫時由五位核心人員進行轉介

前的介入，等到第二年，本團隊實施要點通過校務會議後，將本團隊與現有認輔教

師團隊合併後，所有認輔教師才成為團隊成員。 

原本轉介前介入是在同心圓團隊召開初評會議之後。但小組成員討論後，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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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評會議之前應該先進行第一道篩選，因此，透過歷次修改，決定當個案一出現，

先由導師填寫提報單，向輔導組組長提出協助需求，輔導組長受理後，視問題嚴重

情形(當天或是每週固定時間)召開同心圓團隊會議，經過討論後協調團隊成員進行

轉介前的介入(例如訪談、教室觀察或是實施心理評量測驗等作法)。每週五上午的

輔導諮詢時間，也可提供輔導人員與教師晤談，提供教學調整或是輔導策略，當然

也可以視需要情形邀請家長前來會談，共同針對學生行為問題討論改善的策略。若

轉介前的輔導能有助於個案問題持續改善，則持續追蹤觀察，直至問題解決後結

案。若無明顯助益，再送交同心圓召開會議。(歷程請參閱附錄四)。 

(2)轉介前輔導介入之後續流程 

經過一段時間(通常是 2∼4 週)，若轉介前的輔導無法有效改善個案行為問題，

則由輔導組長彙整個案相關資料後，再次召開同心圓團隊會議進行後續介入探討，

這個部份的流程，除了是屢次修改的重點外，其實也是想要建立全校性介入的精神

所在，因此經常陷入如何分案？又該如何協同合作等問題上打轉。幾經討論，決定

在同心圓團隊評估轉介前輔導介入成效後，委請輔導主任邀集相關人員召開個案討

論會議，在個案會議中詳細討論個案可能的需求以及後續介入的策略，決定將個案

交由輔導系統持續處理(認輔教師進行個別輔導)或是委由特殊教育系統介入，先行

接受資源班協助，最後再視個案改善情形決定是否提報高雄市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

進行相關類別之鑑定或是安置入班。 

認輔教師或資源班教師一旦接手，則必須同時擔任個案管理人的角色，除了保

管個案資料夾外，也必須記錄個案行為問題及輔導歷程，此階段時期的輔導組長，

則必須主動提供個案管理員必要之協助。(歷程請參閱附錄四)。 

(3)如何結案 

而本方案的結案方式及透過本團隊行為輔導仍無顯著效果者之安置方式亦是

另一個修改重心，而本校現有的危機處理小組在本方案中所扮演之角色亦是討論重

點之一。在透過歷次討論後，我們決定將危機處理小組留待本校緊急事件發生時所

應啟動的機制，而透過本方案輔導仍無效之學生，則申請提報鑑輔會、申請專業團

隊介入等策略。若需召開個案會議，則由資源組長通知同心圓行為服務團隊及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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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員，召開個案會議，做成上述相關決策，如提報鑑輔會、申請專業團隊介入等，

若行為問題持續改善則追蹤個案直至結案，若無效則轉安置。(歷程請參閱附錄四)。 

五、建立機制 
學校的行政體系，經常存有人員輪替更換的制度，隨著人員的異動或是主管的

更替，許多做法也常隨之變動或因為沒有傳承下去而中斷實施。經過長達半年的編

修過程，本校的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總算有了比較完整的架構，並且在 93 年

10 月 7 日的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未來將再持續修正、改進此一計劃

方案，並呈報學校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建構此方案的歷程，融合了組長的行政體

驗、認輔老師的實務經驗以及班級導師教學的體晤與感受，不但符合學校的生態環

境，更是經過了多次的修正與改進，我們希望此一方案，能夠成為一個常態性的做

法，不會受限於主管的更替而有所停滯，即使人員有所異動，同心圓組織依然能夠

正常運作，因為這是一個通過校務會議所正式頒布的全校性方案。 

校長及輔導主任在本方案擔任行政事務的決策者；資源組長擔任此方案規劃初

期之領導者，對外負責行政協調，包括校內之行政協調以及聯絡校外之特殊學校或

是專業團隊；對內掌握團隊工作進度；輔導組長為受理個案之單一窗口，並且肩負

個案管理員一職，定期將團隊運作情形以及輔導個案的進度，向校長及輔導主任報

告；認輔教師在接受分案後之個案，除了負責個案之行為輔導並提供關懷支持外，

也必須承接個案管理員一職，繼續彙整搜集個案的相關資料，同時也必需和資源、

輔導組長保持聯繫，以便能夠掌握個案輔導工作等事宜。就整個行為問題方案的規

劃而言，相關人員及彼此互動關係，呈現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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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圓團隊

 

 

老師 學生同儕  
輔導組長

 

 

 個案學生

 學生家長 學校行政 

 

 
社政、醫療

警政  

 

圖 1 相關人員互動關係圖 

所有教師皆擔任預防學生行為問題之第一道防線，在第一道防線及家長努力無

顯著成效的情形之下，由導師向輔導組長提報，輔導組長受理後，交由同心圓團隊

核心成員召開個案討論會議，並利用每週五上午的輔導諮詢時間，與教師或是家長

晤談並討論輔導方法或是教室調整等策略建議。如果轉介前的輔導能發揮成效並且

改善了個案的行為問題，則列入持續追蹤觀察對象，一段時間之後，彙整家長、導

師等重要觀察人員的意見之後，再交由同心圓團隊評估是否結案。 

若轉介前的輔導無法顯著改善個案問題，則由同心圓團隊彙整個案相關資料

(觀察記錄、輔導記錄、學業表現等)，並委請輔導主任召集相關人員進行個案會議。

召開個案會議的主要目的，乃是希望能夠針對個案問題，透過正式會議而獲得分案

處理的決議，個案如需輔導系統介入，則交由輔導處分配給認輔教師進行輔導；如

需特殊教育系統介入，則委由資源班教師協助評估，並進行後續的鑑定安置等作

業；如果需要學生事務處或教務處的介入，也能夠在個案會議中做成記錄，以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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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分工或是行政之間的協調。 

個案接受認輔期間，認輔教師或資源班教師負責保管個案資料並隨時觀察記載

個案的改變情形，輔導組長則是所有個案管理業務之主要負責人。分案之後的介入

處理，由同心圓團隊成員協助觀察並評估介入的成效，如果行為有所改善，則列入

持續追蹤觀察；若介入後一直無顯著改善，或是行為問題日亦嚴重，則再委請輔導

主任召開個案會議，以便能夠正式的的討論及評估後續的介入處理，例如是否申請

專業團隊或是考慮轉安置其它更合適的學習環境。 

綜合上述，茲將本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的處理流程、階段別、參與人員及

配合的行動措施與文件資料，彙整成「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處理流程架構圖」，

呈現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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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處理流程 參與人員 相關文件資料 

˙輔導主任 
˙輔導組長及有

意參與的教師

˙招募成員 
˙擬訂實施要點 
˙規劃處理流程 

初級 
預防 

(綠燈) 
˙各處室主任 
˙同心圓團隊 
˙資源班教師 

˙海報文宣、光武電

台 
˙特教週體驗活動

˙教師進修專題講

座 
˙家長 
˙老師 
˙社政機構 

˙班級行為軼事記

錄 
˙個案輔導資料 
˙作業及成績表現

資料 
˙認輔老師 
˙輔導組長 
˙資源組長 
˙特教老師 

˙行為觀察紀錄 
˙轉介評估表 
˙社交技巧評量表

˙導師 
˙教務處 
˙同心圓團隊 

˙轉介表＋同意書

˙個案相關資料 
˙相關的診斷證明

文件 
˙同心圓團隊 
˙認輔老師 
˙資源班教師 

˙個案基本資料 
˙建立個案管理檔

案 
˙會議記錄 

˙同心圓團隊 
˙認輔老師 
˙資源班教師 

˙認輔教師記錄表

˙小團體輔導記錄

表 
˙提報鑑輔會 

次級 
預防 

(黃燈) 
 

˙特委會成員 
˙同心圓團隊 
˙個案家長 
˙專業團隊 

˙開會通知單(申請
單) 

˙彙整個案相關資

料 
˙會議記錄 

˙危機處理小組 ˙會議記錄 
˙個案相關資料 
˙電話記錄、通報表

三級 
預防 

(紅燈) 

 

˙校長及主任 
˙同心圓團隊 

˙資料彙整及個案

歸檔備查 
˙抽樣訪問教師、家

長學生處理成效

成立「同心圓」行為問題服務團隊

宣導、推廣

提報疑似個案(來源：家長、老師、同儕、社政)

轉介前的評估與輔導

正式轉介

召開同心圓服務團隊會議(評估、分案)

問
題
又
現

行
動
循
環

輔導介入 特教介入

召開個案會議(形成策略、討論成效)

追
踪
觀
察

有效無效

危機處理(結合社政、警政、醫療)

問
題
解
決

轉
安
置

評估成效

無效

有效

結案

圖 2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處理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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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遭遇困難 
規劃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最主要的還是與「時間」有關。因為課業繁忙，所

以經常無法挪出時間充分討論；因為個人多元角色的衝突，所以經常出現調配時間

的壓力與考驗；因為行政業務工作，間接的影響了處理個案問題時，心有餘而力(人

力、心力)不足的窘境⋯⋯茲將規劃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整理說明如下： 

(一)尋找共同的時間 

為了讓團隊成員每週能有共同之空堂課，方便召開定期會議，所以團隊召集人

在暑假時已事先商請教學組長特別安排，但開學後卻發現她因過於忙碌而遺漏未處

理，所以 5 位團員只好緊急地四處調課，頗費周章。 

(二)突發狀況的處理 

學生的問題行為出現並沒有時間性，就在一次偶發事件發生之際，才又讓我們

體會到該如何在規劃的方案中，加入偶發事件處理的通報及後續處理事宜。當然又

免不了要經過一陣的腦力激盪，後來團隊成員形成了共識，決定日後遇到相似的問

題，仍是委由輔導組長先行受理，然後再於當天午餐時間召集團隊成員開會討論，

並依轉介流程處理之。當然了！如果要這般處理，團隊成員的向心力以及投入的熱

忱，勢必是一個重要且必要的先決條件。 

(三)多重角色衝突 

團隊成員除了帶班壓力與授課節數太多的問題外，並面臨了多重角色的衝突

(如行政工作、家庭因素及個人進修等)，團隊成員每周固定聚會時間雖然有一節課，

但行政與班級事務的處理經常延誤而影響到商討時間，為了掌握時效，只好多次利

用假日時段，共同討論出大概的方向及綱要，分配出個人負責要點自行思考研究，

在下次聚會前以 e-mail 彙集大家的內容，事先看過、記錄自己的想法後，再一起討

論以節省時間，如何摒除雜務，取得家人的諒解，需事先做好溝通與安排。 

(四)共同時間難覓 

方案的規劃內容繁瑣，教授的指導及其他研習學校的回饋，讓我們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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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視修正，團隊成員面臨時間嚴重不足的壓力，如何協調出共同的時間討論，確

是一大考驗。因團隊成員中有級任老師，以致早自修及午睡時間必須摒除在外，而

放學後接送小孩等家庭事務也無法避免，所以，「時間不足」是規劃期間讓大夥兒

相當困擾的課題。 

(五)團隊成員的維繫 

為了鼓勵長時間投入輔導工作默默耕耘的團隊核心人員，實施要點中特別擬定

了獎勵辦法，如減課、記功嘉獎等，為日後參與本機制的老師提供正面增強的誘因，

讓機制能源遠流長的持續運作，同時也可提供團隊成員一個希望與獎勵。但規劃階

段尚未能看到實際成效，再加上校長對於敘獎較為謹慎與保留，目前正努力朝向將

方案內容呈報教育局核備，讓教育主管當局核示敘獎的請求，使有心於輔導工作的

老師們能有精神上的肯定與鼓勵。 

七、推廣方案與可行性評估 
在行政系統已有共識的前提下，將此一方案向所有教師推廣、說明，便成為下

一步的工作重點。然而，該如何有效的推廣周知？同時又能夠瞭解教師們的反應

呢？我們透過了問卷調查的方式向老師說明此方案的主要精神及處理流程架構，同

時也在問卷中設計回饋問題，以便能夠獲得多數教師的意見。茲將問卷回收結果及

可行性評估說明如下： 

(一)編擬評估問卷 

學校的教師晨會時間為每週一、三、五上午 7：45∼8：00，根據研究者的觀察

與瞭解，如果僅透過學校教師晨會宣達此一方案，其效果可能因為出席率以及忙於

批改作業或彼此交談而受到限制；若是另闢時間(週三進修)正式的向老師們說明，

則又因為進修時間早已排滿而無法再做調整。經過團隊成員討論後，決定透過問卷

方式，以書面資料向教師們說明(研究日誌，93/10/13)。 

然而，問卷內容應包含哪些重點？所謂的可行性，又該如何透過問卷資料而可

以被評估、也方便統計呢？另外，學校老師一向不太積極回應問卷的校園生態，萬

一回收的情形不佳，是否會白忙一場呢？一連串的問題，隨著決定編擬問卷後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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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浮現出來⋯⋯ 

做做看吧！行動研究的精神就是從行動的循環中去發現問題、解決問

題嘛！如果凡事都順利，那也就沒有太多的經驗可以分享或是撰寫了

啊。(93/10/13，甄師) 

問卷內容若將整個實施要點、組織架構以及處理流程全部放入，不但

需要好幾張紙，恐怕老師們也無心細看。(93/10/13，黃師) 

問卷中是否要一併問一下，老師們最感到困擾的行為問題是什麼，以

便我們日後能夠將這些問題做為重點輔導的工作。(93/10/13，陳師) 

實施要點以及組織架構應該可以不要放在問卷中，反正未來會以實施

辦法呈現嘛，所以我覺得只要將處理流程放入問卷，然後讓老師們評

估是否看得懂。(93/10/13，胡師) 

要不要勾選性別、教學年資或是學歷等基本資料啊？我不太懂研究方

法啦，不過，我在想可不可以順便瞭解一下老師們在處理行為問題

時，通常會採取哪些策略。(93/10/13，郭師) 

經過熱烈討論之後，為能讓問卷精簡，同時也能兼顧想要獲得的資料，最後決

定僅呈現行為問題處理流程並且安排了五個主要的問題，問卷內容如(附錄六)。 

(二)問卷回收 

問卷的施做過程，是利用教師晨會時間，將問卷預先放置在每一位老師桌上，

並且透過輔導處的報告，向所有老師簡介問卷內容以及施做的目的。 

通常多數老師會利用晨會時間瀏覽問卷並且填答，這也是我們預期能夠提昇問

卷回收率的較佳方式。然而事與願違，當天各處室報告的事項繁多，不但晨會結束

時間延誤，「填寫回卷」的重點工作也被淡化了。經過兩三天的等待，問卷回收率

一直未見起色，後來只好透過各年級「通傳」的模式(以書面通知傳閱並且簽知)向

老師們提醒填寫回卷一事，輔導主任也在隔週利用晨會時間，再次呼籲老師將問卷

送回輔導處，這些事後的努力，雖然追回了將近 20 份問卷，但整體問卷的回收情

形，仍與預期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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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有許多老師並未出席晨會，再加上發放問卷時並未逐一統計，因此很難在

事後追加問卷給老師，學校教師共計 129 人，根據問卷編號統計，當天共發出了

96 份問卷，經過一個星期後，回收的問卷有 49 份，回收率為 51％。其中有 2 份問

卷完全沒有勾選流程及可行性的評估，另外還有 2 份問卷在行為問題的認定以及處

理行為問題策略選項上，皆簡略回答「沒有」，雖然這 4 份問卷填答不全，但還是

將其回答的部份列入統計中，畢竟此份問卷的目的，不在於「量化」的比較分析，

而是著重於老師們普遍意見的呈現。 

此份問卷的回收情形，勉強達到了一半，探討其原因，主要是有兩個因素：分

別是老師們對於填答問卷的疲乏以及對於此一方案的了解不夠。近年來，研究所招

生人數大增，老師們協助填答問卷的情形相當普遍，久而久之，對於問卷產生了一

股莫名的排斥；另外，由於沒有充裕的時間說明問卷的目的以及內容，所以老師們

在了解不夠的情形下，減低了填答問卷或將問卷繳回的意願。 

(三)問卷分析 

哪些行為問題是老師們最感到無法忍受的呢？由於問卷是採取開放式的回

答，因此老師們在措詞上呈現出相當多元化的類別，經過研究者的整理分析，歸納

出以下幾項：干擾上課、說謊、偷竊、不服勸導、攻擊行為(破壞行為)、小團體(排

斥同學)、惡作劇(不知危險) 衞、自我放棄、 生習慣差等。其中「說謊」、「不服勸

導」、「攻擊行為」是級科任老師所共同感到最為困擾的行為問題，根據這個調查

結果，將可做為未來規劃教師進修、親職教育或是團體輔導之重要參考。 

面對學生的行為問題，級科任老師們最常採取的處置方式及勾選次數，並未有

太大的差異性，其中「言語警告」、「通知家長」及「調整座位」是最普遍的處理

方式。另外，選擇採取「懲罰制止」手段的老師也不在少數，但究竟是採取何種懲

罰方式，則有待進一步瞭解，但可以明顯的看出，老師們目前的處置方式，比較傾

向於緩和、漸進的方式。茲將級科老師的問卷統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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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級科任老師面對行為問題處置方式統計表 

級科任 
處置方式 級任老師 科任老師 

懲罰制止 17 6 
言語警告 31 12 
通知家長 29 6 
調整座位 20 7 
隔離 7 6 

罰寫作業或 
勞動服務 12 1 

1 4 
其他 

動之以情，說之以理 利用下課時間溝通(2)； 
通知導師處理(2) 

註：表格內的數字代表問卷中被勾選的次數。 

至於老師因為學生的行為問題而產生困擾之際，通常會尋求何種協助呢？「向

熟識的同事請教」是所有老師勾選最多的選項，而且明顯的高於「尋求輔導處的協

助」。這個結果，反應出輔導處的協助，並非是老師們的第一選擇，老師們在困擾

產生的同時，比較傾向於同事之間的求助，這個情形究竟是同事的支援較方便取

得，還是輔導處的協助較不易取得？亦或是老師們不知(不願)利用這項資源？另外

還有 4 份問卷，表達出對於學生行為問題所帶來的困擾，已令其心灰意冷、心寒，

甚至想要提早退休，這也是應該加以注意的事項。 

未來除了可再透過訪談的方式，深入探究老師的感受及態度外，輔導處持續提

供支援給老師並加強三級預防宣導的工作，更未來不變且應再努力的方向。 

(四)可行性評估 

目前規劃完成的方案，隨著個案的提報轉介，仍不斷的在修正改進之中。開學

至今，雖曾利用晨會時間向老師們進行簡介，也透過了行政會報，列入各學年的重

要事項通報之中，但仍有許多老師表達出並不清楚方案的內容，因此，研究者們共

同決議透過書面方式向老師再做說明，並且利用書面說明的機會，進行此一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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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評估。根據回收的問卷統計，老師們對於行為問題的處理流程，幾乎一致的

勾選了「明確」選項，這對於研究者們實在是一件相當振奮的鼓勵；另外，在「參

與人員」是否清楚的問題上，有一份問卷勾選了「不清楚」，並且提出他的看法：

參與人員該何時介入？該介入哪一個階段？有必要需要詳細的標示清楚。 

填答問卷時，能夠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還願意撥空寫出實際的建議，可見這

位老師在填寫問卷時，相當的認真，而且也很重視這個方案的內容，尤其是所提出

的建議相當具體務實，很值得未來做為修正改進的參考。至於「此方案的可行性如

何？」也獲得了幾乎所有填寫問卷的老師一致認同，其中有兩份問卷提到：這個方

案都還沒有實際全面的實施，如何能夠提供可行性的建議呢？的確，一個方案的推

展，需要有實質的成效呈現，方能具有更大的說服力，所以往後的這一年更應該努

力，不管是輔導學生或是推廣方案內容，都應再積極落實。 

最難能可貴的是，總共有 8 份問卷，在最後的「整體評估及建議」選項上，提

供了許多回饋以及寶貴的建議，雖然我們有一點因為回收率不高而感到有些遺憾，

但看到許多老師具體的回饋以及建議，總算彌補了些許失落的感受： 

作業流程周詳、明確，配合量表紀錄，應可達到預期效果。(問卷，

級任 7) 

只要有心，有耐心，一定會有幫助，但如果過程太繁雜，老師可能望

而卻步。(問卷，級任 12) 

只要有心去做，就該鼓勵，同心圓團隊們，加油！(問卷，級任 23) 

很有理想、抱負的團隊，辛苦您們了！(問卷，級任 32) 

什麼樣的孩子行為問題可以提報？輔導工作在人力調度、績效等因素

的限制下，相當不易，父母也是型塑孩子的重要因素，只針對孩子個

案做處理，似乎效果不彰，可有其他針對父母的輔導措施？(問卷，

級任 34) 

希望理論與實際能夠相契合。(問卷，級任 35) 

請提供級、科任老師應配合的事項內容。(問卷，科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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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想法，但需要有更詳盡的說明，才能確保工作責

任，免得遺漏，辛苦了！有您們這群老師，是學生的福氣！(問卷，

科任 9) 

值得努力去做！(問卷，科任 11) 

貳、執行篇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的規劃，依階段別、問題嚴重性而言，區分成「綠燈」、

「黃燈」及「紅燈」等三個主要階段，分別表示初級預防、二級預防及三級預防。

洪儷瑜(民 84)綜合許多文獻，歸納提出了行為問題的主要原因可分成個人、父母與

家庭、學校及同儕等四項主要因素。個體因素包括了天生的習氣(temperament)、認

知缺陷、腦神經功能失調(neurological dysfunction)、慢性疾病等；父母與家庭因素，

包括了父母的心理健康、管教方式以及親子互動模式；學校因素，不外乎因為認知

障礙、學習困難所造成的學習低成就或習得無助感以及缺乏適當的獎勵或懲罰所造

成違抗行為；同儕因素則可能是因為缺乏適當的人際互動技能而被排擠或是耳濡目

染下所形成的模仿作用。 

然而學生行為問題的發生成因眾多，而其個別影響程度與嚴重情形不一，再加

上本校是超過八十個班級的大型學校，疑似具有行為問題的學生人數不少，本方案

僅就其中一例個案的處理，驗證本方案所規劃之流程，並就其實際執行介入歷程，

檢討修正之。 

一、個案簡介 
根據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流程之規劃，個案被提報的管道，是希望經由校

內的推廣宣導後，由老師、家長或是社政單位提出，然而在教育現場中我們深刻的

體悟到，這只是產生個案的眾多方式之一，其實在此方案擬定之前，早已有許多行

為問題的個案被提報或是已經接受資源班、小團體輔導以及認輔老師的協助，但是

受限於學校未能有明確的處理流程以及完善的後續評估機制，因此輔導的成效以及

踪追 觀察等工作，做得都不算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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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選定之個案即是一位已經接受將近兩年資源班協助之疑似嚴重情緒障

礙學生，該生之所以被列為此一方案所呈現之個案，乃是因為該生除了具有顯著的

行為問題外(經常與同學爭執)，同時也有生理方面的問題(非常不專注)、班級經營

管理的問題(導師人格特質)、同儕之間的排擠拒斥問題以及家長忙於工作而時有疏

於照料的問題(親職教育)。因此對於個案的重新評估與介入歷程，相當適合用來考

驗此一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的可行性。 

(二)家庭背景 

個案父母親皆為保險業務人員，由於保險業務是服務業且經常有業績的壓力，

因此父母親經常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接送孩子，甚至晚上也常有外出的情形。母親

在公司裡的位階比父親高，因此晚上常有會議或是進修課程，因此居家照料的工

作，反而是父親的角色比較吃重。 

三個兄弟中，個案排行老大，但因為個性較為幼稚，經常與弟弟們有所衝突，

並未能扮演好長兄的角色，再加上父母親對於個案有較高的期待與要求，因此個案

在長期累積下來的挫折感與責備下，漸漸形成了習得無助的傾向，然而他的內心，

其實是很渴望受到讚美與獎賞的。 

(三)現況描述 

個案的口語表達能力不太好，經常會有贅詞複述，口齒也不甚清晰，雖不至於

影響說話或是日常溝通，但是經常造成同儕取笑或欺侮的理由。 

兩年前即因為無法端坐於班級，課業經常遺漏、未寫，再加上與同學的衝突爭

執不斷而被醫院鑑定為 ADHD 個案，並且在升上二年級當年，通過鑑輔會議安置

於身心障礙不分類資源班。 

課業學習表現，受到不能專注的影響，成績表現不甚理想，根據個案二年級所

進行之「魏氏兒童智力量表」分析，個案智能中等，全量表分數 98，語文智商 101，

作業智商 97，個別內在能力差異不大，但是個案在處理速度此一分測驗中，卻出

現顯著的落差，而詞彙測驗也比其他能力表現低落。 

個案在班級中幾乎沒有朋友，同學還經常趁機排擠他或是欺侮他，個案也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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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甘示弱而與同學大打出手，衝突不斷，同學談及個案，經常帶有不屑或是懶

得理他的態度。 

(四)問題行為 

個案最主要的行為問題顯現於上課無法專注，經常分神或是對於老師的指令延

遲回應。這些外顯的行為也是導致個案經常遭受老師責難以及同儕排斥的原因。另

外，個案缺乏與同儕互動的技能，除了未能遵守遊戲規則外，還常常有不當的肢體

衝突，剛升上三年級之際，還經常出現趁老師轉身書寫黑板的時候，一溜煙的就跑

出教室的情形，這些行為也同樣發生在放學後的安親班裡，讓老師們對於個案的表

現，一直徒呼無奈與感嘆，再加上父母親無法配合改變，更讓輔導介入的成效不彰。 

二、個案介入 
由於是再次針對舊有的個案進行重新評估與介入，因此必須對照規劃方案的處

理流程加以驗證，如此的做法，不但可以檢驗規劃方案是否符應現況，更能在行動

中，修正流程所未能考量或是調整滯礙難行的部份。 

本研究在規劃方案、驗證方案的同時，還必須撰寫行動研究報告，因此在送稿

截止日期(93/12/01)之前，僅針對個案的介入處理至流程圖中的第二階段(召開同心

圓服務團隊會議)，至於個案會議的召開，將於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結束前進行。 

(一)提報疑似個案(處理流程：階段一) 

該個案是通過鑑輔會安置的學生，目前也已經接受將近兩年的資源班輔導，雖

然資源班教師曾嘗試多元輔導介入協助，然而受限於父母親反覆不定的用藥態度以

及無規律的生活作息，個案的改變與調整，一直未見成效。班級導師對於個案的行

為問題仍常抱怨，也深感困擾與無奈。 

郭老師本學期剛好接任個案班級的自然科任，對於個案也有更深入的觀察機

會，於是建議導師填寫提報單轉介個案，並說明即將透過本方案的處理流程與理

念，重新給予個案更有系統的評估與協助，雖然班級導師並不覺得會有什麼成效值

得期待(有點心灰意冷)，但還是接受了我們的建議。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之規劃與執行－光武國小「同心圓服務團隊」 

 47 

(二)召開同心圓會議(處理流程：階段二) 

受理個案導師的提報單後，我們立即在當週召開同心圓會議，並且在會議中商

討了以下幾項正式轉介個案之前的介入策略：首先由甄師為個案班級實施社交技量

測驗(如附錄七)，以便能夠確實掌握個案班級的互動情形以及個案在該班的人際關

係；黃師、胡師與陳師，則分別於該班導師上課時，在不影響教學以及徵求導師同

意的前題下，個別進行 10 分鐘的教室觀察(如附錄八)；郭老師則利用自然課程，進

行隨機觀察，以瞭解個案在級任課程外的表現情形。同心圓團隊約好在隔週五固定

聚會時間，報告彼此觀察的資料，然後再聚焦個案的問題以及商討後續處理事宜。 

(三)轉介之前的觀察與輔導(處理流程：階段二) 

經過同心圓團隊老師的教室觀察與分析，歸納出個案問題行為主要是「過動」

以及「注意力非常不集中」，除外，班級導師將疑似有行為問題的學生，全部集中

在同一組別，也是一個值得商榷的作法，再加上老師的指令並不明確、說話音調缺

乏抑揚頓挫，未能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互動情形，也可能是造成個案學習不利的原

因。另外，在班級社交計量測驗的結果也顯示出，35 位小朋友中，竟然沒有一個

人選擇喜歡個案，其中還有 17 個小朋友將個案列為「最不喜歡」的對象，同時還

有兩位小朋友和個案是相互選擇最不喜歡彼此(相互拒斥)，也就是說有兩個小朋友

和個案是處於敵對的關係。而同學不喜歡個案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個案頑皮(6)、很

髒(4)、脾氣暴躁(2)、戲弄別人(2)、愛說話(1)、有臭味(1)、嬌生慣養(1)。整體分析，

個案在班級中是「被拒絕」的，也是「孤獨」的。 

在聚焦個案問題以及分析可能是阻礙個案改善的環境因素後，同心圓團隊討論

出以下的介入策略：(1)將個案納入目前已在推展中的單親、失親學童小團體輔導，

由慈淑組長負責；(2)針對該班進行班級團體輔導，由秀琴師負責(附錄九)；(3)建議

班級導師調整教室座位的編排，並且在給予學生指示時，能夠慢一點、清楚一些；

(4)由炳炫師聯絡家長，訪談個案家居生活狀況及持續服用藥物的態度。 

針對上述所擬出之策略，在同心圓團隊的高度共識及分工合作下，皆已順利的

展開。其中，最感到困難的就是第 3 個策略！畢竟大家都是同事，而且個案班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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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算是資深教師，如何才能合適的將教室調整的建議，宛轉的傳達給導師，確實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幸好，對於輔導工作累積相當經驗的郭老師，想到了解決的辦

法，那就是邀請班級導師在她進行自然課程時，可以留在教室內批改作業或是協助

觀察個案的表現。郭老師之所以願意提供這個作法，主要是她個人在上課時對於個

案的表現，與班級導師的描述，產生相當大的落差，因此，她希望透過班級導師的

協助觀察，讓導師瞭解到個案也有「相當不同」的上課表現。結果就在一次偶然的

交談中，班級導師有感而發的做了以下的陳述： 

很奇怪呢！為什麼他(個案)在上妳的課時，可以很專心的上課，而我

的課，他就很不專心！我覺得他應該也可以做得到才是。(2004/11/17) 

聽完郭老師轉述班級導師的這段談話後，我們深感欣慰，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的示範方式，因為這個方法，不但不會讓班級導師感到困窘或是不舒服，同時也不

具有說教或是比較的意味，唯一的困難，大概就是：能夠像郭老師一樣，願意以身

示範，同時也真的具有良師典範實力的人，實在不容易找尋。不過，這也正是我們

此一團隊，一直能夠維繫、成長的另一項主因，因為我們彼此都很願意分享，而且

也都具有相當程度的輔導經驗。 

另外，在父母親的聯繫方面，由於父親常在接電話之際，表明自己正在開會或

是最近比較忙，而一直沒有面對面的交談，不過比較有進展的工作，則是說服了個

案父親，願意讓個案持續服藥，並且將藥袋交到輔導處，由甄師每天記錄個案服藥

的情形。 

(四)召開個案會議(處理流程：階段二) 

經過三週的觀察與策略介入，班級導師已有自發性的調整意願，但實際做法仍

未顯現出來；個案在一週前開始恢復服藥，班級導師以及實習教師皆認為個案的上

課專注力，有明顯的改變，但是在人際互動以及衝突情形，仍不見具體的改善；同

儕之間，經過秀琴老師五次的團體輔導後，雖然有同學表示願意與個案成為朋友，

但多數的同儕，仍覺得個案很討厭，很喜歡亂動別人的東西，不會跟別人一起玩。

基於上述的情形，我們覺得此一個案需要較長時間的輔導介入以及多方人員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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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尤其是家長方面的親職教育，更是需要加強，因此，決定將同心圓團隊所從事

的「轉介前的觀察與輔導」工作暫告一個段落，將這段日子所蒐集的資料彙整，呈

報輔導主任並提出召開個案會議的必要性。 

三、介入成效與檢討(處理流程：階段二) 
對於個案的介入，截至目前為止約有兩個月的時間，自提報後到轉介前介入所

做的種種評估與輔導策略，經訪談級任導師和該班的實習老師了解成效後得知：雖

然已將班上有行為問題的學生分散到各組，減少上課時彼此間的干擾且恢復持續服

藥，上課的專注力明顯改善，考試成績也有進步，但長久以來，個案的學習態度一

直很被動，團隊成員認為學習意願的提升，需要家庭、資源班及級任導師等多方面

的關注與配合，長時間的鼓勵、讚美其優勢能力，產生自信心與學習動力後，自然

就不需要老師時時在旁叮嚀了。 

對於個案與同儕間人際互動不良的問題，主要成因於個案的社交技巧及情緒掌

控欠佳，對於同學的小小批評或責難，很容易有衝動並做出不當的回應，而班上同

學未能欣賞到個案優點，彼此不良的互動模式，也容易導致關係繼續惡化。秀琴老

師的班級團體輔導策略，雖然已針對此一問題作處理，班上部分同學有意願嘗試和

個案作朋友，但個案本身的自我防衛意識過強，短時間、團體性的輔導很難見到立

即的成效，尤其輔導工作牽涉到的層面很廣，所以團隊成員建議召開個案會議安排

多元的介入，長時間的輔導與協助，從個案本身到家庭、同儕等方面著力，期能改

善個案的學習與行為問題。 

將選定的個案配合團隊所規劃的處理流程實際運作後發現：以團隊模式運作，

對於轉介前的評估與輔導工作，確實能提供多元的方向思考與處理策略，透過實際

的運作，也發現了執行面的些許盲點而能及時修正，雖然短時間未能見到很好的成

效，但我們相信經過長時間的投注心力，結合各方人員的協助，必能發揮加乘的力

量，團隊成員們都相當期待後續的處理，能帶給學生及老師更好的支持與助力。 

個案父母在團隊介入之初，一直採取迴避拖延的態度，不難想像其原因，主要

還是來自於對於個案的無力感以及不斷被學校告狀的預期心理。然而，在團隊主動

介入以及導師所配合作出的許多調整之後，個案父母有感於顯著改善的事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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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提筆寫了一封感謝信函(附錄十)，不但讓導師深感欣慰，其實也給了此一行為

方案的試驗，作了一個最好的註腳。 

四、衝擊與調整 
針對個案轉介與輔導的過程，時間的壓力、策略的調整以及相關人員的配合，

一直是最大的衝擊來源。時間的壓力，來自於參與教室觀察的額外付出、教學負擔

之外的額外工作以及訪談教師、撰寫研究日誌等工作所耗費的時間；另外，在介入

過程中仍經常會不自覺的陷入「新方案」與「舊思維」的衝突，也就是在處理行為

問題的過程，新方案的規劃流程與目前實際所執行的做法仍有出入，因此，團隊成

員必須一再的針對此一現象進行檢視、討論與修正。另外，在班級導師的理念溝通

與作法的調整上，其實也是一大挑戰！如何說服老師改變以及該以何種身份、立場

向同事提出改變的建議，除了說話技巧外，更需要有些「分量」(例如具備資深的

經歷或是能夠以身作責成為良好的典範)。 

針對上述的衝擊，我們做了一些調整，這些調整包括策略上的改變，也包括了

處理流程的增刪，茲分別說明如下： 

1.一般教師在提報個案之後，我們添加了「同心圓團隊會議」一個處理流程，

原因在於此時團隊成員必須討論轉介前的介入與輔導方式，以確定團隊成

員在轉介前的介入與輔導所應負責的工作項目。 

2.在完成轉介前的介入與輔導後，需再召開「同心圓團隊會議」，討論轉介

前的介入與輔導是否有成效，個案是否需進一步正式轉介，若在轉介前的

介入與輔導已有成效則無須轉介，若無效則提出「正式轉介」，並召開個

案會議詳細討論後續的處理策略。 

3.個案會議所做成的決議，將決議交由「輔導」或是「特教」介入個案，此

時，同心圓團隊的角色，則是提供行政協調聯繫或是相關的支援，避免讓

認輔教師或特教教師產生單打獨鬥的感受。 

4.個案進行特教或輔導介入一段時間後，必需視情況或是定期(例如每隔兩個

月)召開個案會議，討論個案介入成效以及必要的修正或是支援。若介入的

措施已有顯著改善個案的行為問題，則交由同心圓團隊或是班級導師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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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觀察改善的情形。若成效不彰或是遭遇任何的阻擾，則必須改變介入

策略或是申請專業團隊提供協助。原本的規劃，在討論個案介入成效的部

份是由同心圓團隊開會討論，但是考慮到單純只由同心圓團隊五人小組做

成決議，是否具有決策的效力呢？於是更改成召開個案會議，以利能夠提

昇決策層級。 

五、方案前後的比較 
在規劃與執行過程中，團隊成員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花費這麼多心思所

擬定的實施方案，與舊有的實施模式究竟有何不同？經仔細評估比對後，發現除了

「單一受理窗口」與「特殊學生於期末、編班前先提報校方，便於平均分配到各班」

等 2 個部份未變動外，其他的部份均有很大的不同，茲將方案成立前後之差異，依

行政組織、執行及後續追蹤輔導等三個向度，分別比較表列如下： 

表 2 方案成立前後差異比較表 

前後比較 
問題向度 行為問題介入方案成立前 行為問題介入方案成立後 

行政組織 

˙各自為政 
˙權責不明 
˙缺乏協調機制 
˙單打獨鬥 

˙橫向聯繫緊密 
˙權責分明 
˙提供協調平台 
˙團隊合作 

執行 
(學生問題行為處理)

˙單一受理窗口 
˙單一管道處理 
˙缺乏明確處理流程 
˙個案背景資料不足 
˙負責認輔老師工作態度較為被動

˙行政與教師之間多半各行其事 

˙單一受理窗口 
˙多元管道處理(教訓輔合一) 
˙建構具體明確的處理流程 
˙多元化的個案資料 
˙團隊成員具服務熱誠、態度主動

積極(例如強化學生行為問題處
理的宣導、主動協助老師處理學

生行為問題) 
˙行政支持更加貼近教師需求 

個案處理 
後續工作 

˙特殊學生於期末、編班前先提報校

方，便於平均分配到各班 
˙事件的後續處理無法持續落實 
˙無個案管理員 
˙無明確獎勵制度 

˙特殊學生於期末、編班前先提報

校方，便於平均分配到各班 
˙透過定期會議落實檢討與修正的

機制 
˙有個案管理員 
˙感謝付出，落實獎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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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本方案以一個學校處理行為問題的歷程為研究主題，透過「全校性行為問題處

理團隊－同心圓」的籌組，做為推展本方案的核心，進而探討符合學校本校觀點之

行為問題全校性處理模式，以期能夠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落實教訓輔三合一之理

念，發揮更顯著具體的輔導成效。 

一、結論 
規劃「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的歷程，大致可劃分為規劃之初的釀醞期、

規劃中的混沌期以及規劃後的豁然開朗期等三個主要階段，而這三個階段，也分別

遭遇到許多的困難，也引發了一些感想，茲分別統整說明如下。 

(一)規劃前釀醞期 

規劃初期，人員的招募籌組，是第一個面臨的問題，然而在團隊成員芻型成立

之後，緊接著又遭遇因為缺乏團隊領導人，而使得成員的動力無法有效凝聚，聚會

討論的過程，也無法具體有效的進行，整個看似已經成型的團隊，並未能朝向明確

的目標前進。團隊成員的籌組，必須以有實際從事輔導經驗者為優先考量，其次是

人格性質的篩選，只要具有求知精神，願意嚐試、接受挑戰的性格，即使尚未具有

很好的專業知能，在求知慾及責任感的驅策下，相信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進入

研究的行列而有所貢獻。根據＜追求卓越的團隊趨勢＞一書中提及，領導人應該具

備三項特質：第一，領導人要建立願景；第二，領導人要帶動變革；第三，領導人

要能釋放眾人的才華(思穎譯，民 85)。我們這個團隊在開始規範任務之前，雖有熱

忱與理想，但一直未能有效率的推展行動，其實就是因為缺乏一位團隊的領導者，

後來在大家共推領導者後，也確實讓團隊的運作有了較穩定的作用。 

此外仍有許多因素交錯影響著研究活動的推展，其中外在的限制因素，有來自

於團隊成員的教學負擔(帶班的壓力與授課節數太多)及角色衝突(家庭、教學以及進

修等)；而內在的限制，則包括個別成員的認知落差(以為只要參加研習，卻徒增額

外的工作)以及專業能力(對於輔導的質疑與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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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中混沌期 

動手開始規劃後，我們深刻的感受到，從事研究方面的知能相當不足，不但相

關的研究文獻很少，即使查到了外國文獻，也會因為閱讀能力較弱而讓人退避三

舍。幸好在高雄師範大學辦理的研習中，逐漸獲得了研究的相關知能，也因為參與

成員的分享，而快速提昇了從事行動研究的必要能力及動力。 

然而，在職老師若要同時兼負研究工作，時間的不足，相信會是共同遭遇的阻

擾，尤其是透過團體運作的研究模式，更會因為彼此時間無法一致或是相聚時間太

少，而無法有效的推展行動歷程。雖然我們在校長的同意下，已經委請課務組安排

一節空堂時間，讓研究團隊可以聚會討論，但這個共同的聚會時間，也常因為導師

的學年會議、輔導組長的突發個案、資源組長的家長來訪諮詢等因素而延遲開始，

一旦正式開始後，又常常感到一節課的短暫與匆促。後來在彼此皆有高度向心力的

趨使之下，除了維繫固定的聚會時間外，在必要討論的關鍵時刻，則約定利用假日

或是週三晚上，再到學校討論。老師願意利用課餘時間再參與研究，著實不易，但

本團隊能夠如此運作，完全是成員之間有高度的共識以及完成研究的使命。 

當我們逐漸熟悉聚會的討論內容以及彼此的分工漸漸明朗後，整個研究的推展

就顯得比較順暢。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規劃要點或是實施流程的擬定，因為要點

的擬定以及實施流程，必須考量到法源依據以及本校的生態現況，絕不可能閉門造

車式的紙上談兵，因此在實施要點的編擬以及運作流程的規劃上，一定要注意法源

的支持，同時要深入瞭解校園內的實際運作流程以及行政分工的情況，在現有的基

礎上，針對可著力、需要改善的缺失，透過分工、合作的方式，讓問題能夠更明確

且有效率的獲得解決。不僅可避免老師在遭遇困擾時，不知該向誰尋求支援，同時

也可以有效的協助解決學生的行為問題。 

(三)規劃後明朗期 

隨著要點擬定以及實程流程的修正，整個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似乎已具

有完整的架構了，然而我們卻發現到，學生問題的提報並沒有因為研究的進行而終

止，但我們卻因為有研究工作的推展，而還是一直採取過去的模式在處理被提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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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問題學生。在「規劃」與「落實」兩個層面，出現了落差。當我們覺醒到這一

個問題時，開始修正輔導處的做法，除了將被提報的學生建立完整個人資料外，也

開始由團隊成員展開轉介之前輔導的工作，由於團隊成員分別利用課餘時間從事班

級觀察，無法之中，減少了單一輔導老師的工作負擔，再加上團隊成員皆很熟知個

案的情形，因為在進行個案討論時，不但很容易對焦，且能夠深入的分析並形成處

理策略。 

另外，由於我們投入較多的時間在進行研究以及個案的處理，對於此一方案的

宣導推廣，似乎做得較少，究竟此一方案能否獲得老師認同？而其可行性又是如

何？基於此一考量，我們決定透過問卷方式，探詢教師的看法及態度，以便能夠再

次修正，讓此一方案更臻成熟可行。問卷結果，除了回收率較低讓我們有些失落外，

其實從回收的問卷中分析發現，大多數老師是非常肯定此一方案的做法，尤其是對

我們是自發性的團體，更是提出了許多加油、打氣的鼓勵。只要老師或學生有相關

的需求，我們這個方案的價值就會顯現！有希望的地方，就會產生力量。 

(四)團隊成員的感受 

整個規劃過程在完成撰稿的同時，也暫告一個段落。回顧這段日子，團隊成員

各自有著許多的感受⋯⋯也許是一份成就感的喜悅、也或許是終於擺脫夢魘的自

由，不論是何種感受，我們都看到了許多正向的改善，也欣喜學校能夠有一個明確

的制度去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茲將成員的感受列點分述如下： 

1.團隊的護持，讓我(郭師)備感溫馨，輔導這條路上我不再孤獨，因為有許多

人的共同關懷，更激勵我要不畏艱難的繼續服務更多的學子和朋友。 

2.個案的班級由於團隊的介入，導師的帶領方式也同時受到正面的影響；我

們發現老師自己經常會陷入「習慣」的迷思中而失去了調整與改變的意願

與覺知。個案的導師在觀看團隊介入的同時，也泛起了學習與改變的意願，

當我們介入班及輔導或是上課的時候，她都會在現場聆聽，並且將所見作

為自己教學調整的參考。個案之所以有了明顯的改變，其實導師的轉變，

才是真正發揮效能的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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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長長期處於被告狀或是被責難的角色，久而久之也就採取迴避或是消極

以對的態度面對學校的反應，但是在團隊的支援以及協助之下，家長看到

了孩子的轉變，也感受到導師的用心付出，終於主動的配合學校的建議，

並且在完稿之前，寫了一封感謝的信箋，表達了感謝之意！這真是一個皆

大歡喜的消息，也為此一方案做了一個美好的註腳。 

4.看到個案、導師以及家長的改變，其實我(甄師)覺得自己也在無形中成長了

許多…陳師的細心以及經常利用搭載孩子補習的空檔時間前來參與討論，

這股毅力與精神，實在令我敬佩；胡師雖然年輕，教學經驗也不十分豐足，

但對於事情脈胳的分析以及整理資料的細膩，也是我學習的對象；黃師充

沛的精力，以及主動付出時間投入輔導學生的精神，實在是一位 POWER

教師。 

5.我(陳師)覺得暑假期間，甄師帶團出國期間，我們並沒有因為領導人不在而

中斷討論，其實是很難得的經驗，因為我們彼此都很認同這份工作與理想，

所以並不會產生為誰而做或是盡個義務的想法(雖然剛開始加入時真有這

種想法)。因此，我們真的做到了分工合作，而且是一個平行化的團隊，只

要團隊成員覺得有需要，皆可以號召其他人員討論。最讓人難忘的，就是

雙十國慶當天，我們還是彼此邀約到學校討論，在便當的陪伴以及郭師準

備的水果大餐中，渡過了一個不一樣的國慶日。 

6.我(胡師)的家人經常懷疑說：「你到底在忙些什麼？怎麼連假日也要到學校

去啊！」，雖然家人不斷的提出這些疑惑，而自己也曾有過相同的感慨與

想法，如今再次回想，其實還蠻值得的。尤其能夠跟許多有經驗的老師共

事，在最短的時間裡學習他們的經驗與理念，我覺得也收穫很多。只是這

段日子裡，真要感謝家人的包容以及男朋友的體諒就是了。 

二、建議 

(一)轉換心境，改變態度 

升學主義掛帥的過去，一直窄化了學習的真諦，如今教育改革已推動多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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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管道的學習以及尊重差異的觀念，似乎讓「學習」的內涵有了更寬廣的詮釋空間，

也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教師應該了解，一個學生的讀書歷程也許只有十年，但是人

格教育的偏差卻可能造成終身的影響。因此，面對學生的行為問題，更應該以提供

學習機會的觀點積極面對，而不是排擠或是推給學校處理。長久以來，本校一直默

默承擔輔導學生行為問題工作的輔導組長，曾經感慨的提到：「輔導這些學生並不

困難，只要付出時間、提供機會給他們，通常都能夠獲得不錯的成效，最難的部份，

其實是來自於老師們的固著理念以及未能接納行為問題學生的心」。學校未來在規

劃辦理教師進修之際，似乎應該多考慮心靈成長的主題，讓老師能夠體悟「教人」

其實比「教書」更為重要的理念，在教室內營造出接納關懷的環境，扮演好初級預

防的角色。 

(二)激勵教師團隊的運作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在其著作「巨變時代的管理」中宣稱，「團隊」已成為

今日多數企業的基本「工作單位」，有效的參與團隊，將成為人人必備的技能(周

文祥等譯，民 87)。團隊工作能夠提供有效的方法，協助解決問題並增加員工對於

組織的認同感，同時也能改善溝通模式，提昇員工的滿意度、組織效能、生產力及

服務品質。然而長期處於科層體制下的學校生態，早已蘊釀出「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組織氣氛，但是經過此一行動研究的試探，我們深刻的體悟到團隊運作的好

處，不但能夠促進教師的專長分享，更能增進教師情誼，同時也能夠在輔導學生的

工作上，發揮相加、相乘的力量，實在是值得推廣與激勵的作法。 

(三)鼓勵老師做研究 

雖然從事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早已不如往昔受到敬重，但畢竟教育是百年樹人的

職責，唯有教師們對於工作的堅持以及不斷的研究進修，方能讓教育的工作延續。

經過半年餘的研究與進修，真的讓我們在專業知能的成長以及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的

做法上，有了更深入的瞭解與體悟，因為在從事研究的過程，必須尋找相關的法源，

以便能夠提供做法上的有力支持；同時也必須閱讀相關的文獻，方能從別人的做法

以及經驗上，找到類似、可行的模式，進而在理論的引導下，去驗證現實環境的可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之規劃與執行－光武國小「同心圓服務團隊」 

 57 

行性。尤其是行動研究的過程，是一種不斷評估、修正、改進的歷程，雖然會不斷

的遭遇挫折，但每一次的克服困難，總能帶給我們無比的快樂和喜悅。所以，老師

們若能主動投入研究，不僅能夠讓自己的專業知能持續提昇，更能掌握教育發展趨

勢的脈動，也讓自己成為一位永不退流行的 power 教師。 

(四)加強行政的聯繫 

本校的行政工作，隨著兩年一輪的制度，雖然提供了四處室主任熟悉校務的機

會，但也使得許多方案的推展，經常因為人事更迭而未能持續。良善的做法，必須

落實於制度中，活動的推展，更需要行政之間的密切聯絡。中輟學生的通報，即是

一個為了要責權區分但卻造成流程繁複且困擾教師的一個例子。如有學生未到學

校，前三天必須向訓育組通報並由訓育組協助找回學生；第三天起，必須向輔導處

通報並填寫疑似中輟學生通報單；如果學生未到校持續超過七天，則必須通報註冊

組長上網登錄中輟學生。這是一個看似流程明確，但卻讓老師一頭霧水的流程，後

來因為本校已有「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之故，因此輔導處得以提出主動擔任

「單一通報窗口」的工作，至於內部的聯繫，則全數交由行政人員負責即可。如此

的做法，不但給予導師方便，同時也可強化行政系統內部的聯繫，相信在類似行政

工作的處理過程，也都可以參考如此的作法，先加強行政系統的橫向聯繫，避免重

複的人力資源浪費或是造成老師的困擾。 

(五)永續經營，建立制度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的規劃過程，學校行政雖未給予積極的支持協助，但

表示樂觀其成的態度且給予公假外出至高雄師範大學研習，其實就已經是一種肯定

了。因此行動研究的歷程，並未遭遇明顯的阻礙，再加上參與行動研究的教師，皆

有進修意願以及輔導學生的經驗，因此在專業對談上能夠充分對焦，甚至還主動利

用假日到學校討論，這些都是本研究行動能夠順利推展的有利因素。 

但是在時間壓力以及多重角色衝擊的交互考驗下，部份參與研究的老師，仍不

免會產生了一些抱怨與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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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為只要參與研習活動就好，怎麼會變成要我們去執行呢？」 

「參加研習活動，還要寫成報告，我又沒讀過研究所，我怎麼會寫

呢？」 

「除了研習，還要利用空堂課進行討論，累積的作業也沒人幫忙，真

的會有壓力和負擔⋯⋯」 

當這些疑惑與抱怨產生之際，正是對於行動研究的一大挑戰，更是團隊運作模

式能否存續的關鍵時刻，尤其是處於沒有明確制度或是有利條件，足以以維繫研究

的推展以及團隊持續運作的草創時期，更突顯了其艱難程度。為能解決這些現實問

題所造成的衝擊，實在有賴於建立制度化的實施要點、組織運作流程，方能構成永

續經營推展的支持力量。其具體做法如提供核心成員的課務調整(給予共同討論的

固定時間)、酌減課務和行政工作(減輕角色衝突所造成的負擔)以及主動給予敘獎鼓

勵。 

肆、後記 

一、團隊成員的分工情形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的規劃歷程，在五個主要核心成員的協同合作下，終

於完成了初步的規劃。在這段日子裡，成員的分工情形如下： 

甄師：領導者、參與討論、擬訂草案的大綱、行政溝通協調、行動研究撰寫潤

飾與編排。 

郭師：參與討論、行政溝通協調、受理窗口、個案管理負責人。 

黃師：參與討論、資料整理、認輔學生、撰寫規劃歷程。 

陳師：參與討論、資料整理、認輔學生、撰寫團隊特色。 

胡師：參與討論、資料整理、認輔學生、撰寫修改歷程。 

輔導主任的角色定位：負責協調各處事主任並且與校長溝通。 

以上的分工，僅限於規劃與執行的初期，未來正式執行過程，所有人員的分工，

則必須參考方案所規劃的內容，並且透過同心圓會議，再議定細部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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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隊特色 
根據學校生態所規劃出符合學校本位之問題行為全校性介入方案，依實施要點

的內容及團隊核心成員之特色約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1.多面向的組合：團隊核心成員括行政人員(輔導處組長)、特教老師、普通班

及科任老師(亦是認輔老師)，在規劃方案或處理學生問題行為時，能以不同

角度分析、思考，在實務運作上可能遭遇的困擾或瓶頸，使方案的制定與

執行，計畫更周延，更能符合現場的需要。 

2.自發性的團隊：從參加研習到制定方案都是團隊成員主動參與，雖然勞心

勞力，耗費無數的時間、精力，但 5 位團員均能一本初衷，用心完成方案

的規劃並挑起日後執行工作中之負責人員，其目的除了希望幫助學生解決

嚴重的行為問題，也期待能透過明確的處理流程，給予學校老師更多的支

持，提供更適當的輔導策略，讓全校老師一起動起來，發揮最大的力量，

共同解決問題。而校方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任何的鼓勵或獎賞措施，所倚

賴的是團員對教育的高度熱誠及彼此間的支持與關懷 

3.經驗與專業的結合：5 位成員的年齡從二十幾歲到四、五十歲不等，有的具

備輔導、特教背景，有的從事輔導工作多年，有的班級經營經驗豐富，而

年輕老師亦能以 e 世代想法，了解、貼近孩子的心，團隊成員彼此作不同

理念的交流與分享，讓理論與實務結合，激盪出更適切的輔導策略。 

4.明訂個案管理員：在每一個處理過程，皆有專職的個案管理人員，隨時將

踪行為問題學生的輔導介入資料整理歸檔，有助於日後的分析及追 輔導。 

5.處理流程具體明確：規劃明確的處理流程以及釐清參與人員及工作細目，

並且在每一個處理階段，皆說明了應該準備的資料、表格，讓處理的過程

更加踏實。 

6.分工清楚：在初級、二級和三級預防中，各人員負責工作具體明確。 

7.有法源依據：參考了相關的特殊教育法規後，為此一全校性行為問題介入

方案，提供了充分的法源依據，除了可以降低規劃過程所遭遇的質疑，更

可以讓學校的行政，符合相關法律規範，確實發揮立法的期待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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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做法的調整 
1.同心圓團隊成員 

同心圓團隊在規劃期間，成員的籌組與召募，完全是自發性，然而在正式成為

學校的制度後，輔導主任即是同心圓團隊的召集人，其必然成員包括了輔導組長、

資源組長以及認輔教師。此一方案之所以要提高層級列入學校的制度，即是希望不

會因人事的更迭而有所折損，在制度化的前題下，不論是擔任輔導主任、組長或是

有意參與認輔工作的老師，皆應有所體認自身的角色。其實，此一方案，非但不會

增加輔導處的工作，反而能夠因為流程明確以及分工清楚，而提昇輔導工作的推展。 

2.同心圓團隊的運作 

同心圓團隊的角色，在方案規劃期以及試探性的執行階段，肩負了大多數的工

作與角色，然而在正式運作之後，同心圓的角色，則必須有所調整與釐清。團隊的

角色主要在於受理個案、轉介前的觀察輔導以及參與個案會議的召開並協助個案資

料的管理。至於實際輔導個案、親職教育或是教師同仁的教學建議與調整，則是在

個案會議中決議之事。畢竟學校目前已有家長義工團體以及許多社會資源可供運

用，如果能夠在個案會議中作成決議，對於後續工作的執行與聯結，將會顯得更有

支持的力量與依據。 

四、規劃歷程摘要回顧 
本方案的規劃歷程，在高雄師範大學研習課程、校內每週五固定聚會時間以及

多次自發性週末假日聚會活動等三個主要活動中，逐步建構完成。茲將重要活動以

及聚會討論重點整理如下，除了提供成員回顧，也可做為有意參考敝校作法的人員

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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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規劃歷程摘要回顧表 

日期 討論重點 
93.2.25高師大研習 嚴重情緒障礙學生的認識與輔導 
93.3.10高師大研習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之探討與學校如何形成全校性介入機制 
93.3.24高師大研習 擬定行為問題處理的流程與階段 
93.4.7高師大研習 各校分享所規劃之行為問題處理的流程 

93.4.21高師大研習 國外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機制之探討 
93.5.5高師大研習 嚴重情緒障礙學生的輔導。(蔡淑妃老師實務分享) 

93.5.19高師大研習 校外資源整合(醫療)。(湯金樹醫師) 
93.6.2高師大研習 如何規劃符合學校本位之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 

93.6.16高師大研習 團隊名稱為何？釐清規劃流程、職責分工、相關表格的修訂整合。

93.7.11高師大研習 處理流程與成員工作分配 
93.7.12 草案(職責分工、組織架構圖)的討論與修正、 

93.7.29高師大研習 觀摩他校草案 
93.7.30 修正處理流程與成員工作分配、討論實施模式圖 

93.8.3高師大研習 觀摩他校草案、量表介紹 

93.8.4 
學校背景(學校現況、目前學生問題行為的處理方式、困境、行動的
契機)、規劃模式圖 

93.8.5高師大研習 同心圓服務團隊特色 

93.8.6 

如何形成同心圓服務團隊 
第一階段：為什麼會找這些人來研習？ 
第二階段：說明如何從研習人員變成團隊成員、「同心圓」的名詞來

源 

93.8.10 
如何形成同心圓服務團隊團隊成員：(第二階段：分析規劃時期所參
與工作、聚會形式、草案的擬定歷程) 

93.9.3週五聚會 ˙討論聘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蔡明富教授指導論文撰寫事宜

˙討論執行方案之標的個案 

93.9.10週五聚會 ˙再次修訂處理流程 
˙排定核心成員負責撰寫報告內容 

93.9.22高師大研習
˙擬訂行動研究名稱 
˙將規劃歷程再細分為初、中、長期 
˙考慮是否以 SWOTS的理論分析學校現況 

93.9.24週五聚會 
˙全校性介入方案服務對象為學生亦或是可以涵蓋學校教師同仁？

(家長干涉教學的情形日益嚴重) 
˙觀察表應分別針對教師及家長設計 

93.10.6御書房聚會 ˙建立論文寫作架構與方向 

93.10.8校內特委會 ˙討論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 
˙校長提出修改組織架構的建議 



 
全校做伙「逗陣行」－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之規劃與執行 

 62 

˙對於敘獎事宜，可將方案報局核備，由教育局核准之 

93.10.10假日聚會

˙再次沈澱凝聚共識，建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及待答問題 
˙對於歷程資料的記錄與收集，更應結構化的進行，否則只是資料

的堆棧 
˙討論如何撰寫並約定彼此交出負責部份稿件的時程。 

93.10.13御書房聚會 
˙本研究之待答問題與主要目的更進一步明確化 
˙前言再精簡並突顯學校困境 
˙以 SWOTS的理論分析學校現況應緊扣本研究相關問題 

93.10.15週五聚會 ˙釐清撰寫論文之方向與分工 
˙實際介入個案工作之分工 

93.10.20高師大進修 ˙商請學校同意，另闢時間開會 
˙各校論文分享 

93.11.5週五聚會 ˙個案通報單之行為問題向度的修改 
˙確認科任老師提報個案方式 

93.11.12週五聚會 ˙再次修訂處理流程 
˙討論本方案尚欠缺哪些必要的表格 

93.11.16高師大發表 ˙和高師大研究生分享論文 

93.11.24高師大進修 ˙各校簡報行為問題處理方案 
˙各校提出困難與疑惑 

93.12.3週五聚會 ˙最後修訂文章撰寫章節 
˙執行部分應緊扣處理流程，並強調未來執行的調整與修正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周文祥等譯(1998)：巨變時代的管理。中天出版社。 

思穎譯(1996)：追求卓越的團隊趨勢。業強出版社。 

洪儷瑜(民 84)：從校園暴力談整合學門合作的輔導模式。學生輔導通訊，37，

36-43。 

英文部份 
Short, R. J,, & Shapiro, S. (1993). Conduct disorder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vention i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22, 362-375. 

Saxe, L., Cross, T., & Silverman, N. (1988). Children mental heath: The gap 

between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do. American Psychologist, 10, 800-807.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之規劃與執行－光武國小「同心圓服務團隊」 

 63 

附錄一 

高雄市光武國小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實施要點 

93/10/01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十五條：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提供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

育學生支援服務辦法。 

二、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二條：身心障礙教育之診斷與教學，應以專業團隊合作

進行為原則。 

三、光武國小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 

貳、實施目標 

甲、成立「同心圓」服務團隊，以團隊合作模式，推動輔導學生新體制。 

乙、善用多元輔導策略，導引學生正向行為之發展，協助其健全成長。 

丙、發揮教訓輔三合一理念，落實三級輔導預防措施，建構明確、有效率的支

援系統。 

參、輔導原則 

一、全校教師均負輔導學生之職責。 

二、針對特殊個案之個別需求，由「同心圓」團隊進行評估與分案工作，以達

適性輔導之目標。 

三、以「輔導」為核心，以「學生」為主體，運用多元輔導方式，做好初級、

二級、三級預防之輔導工作。 

四、透過問題行為全校性處理機制，整合相關人員暨社會資源，發揮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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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層負責之精神，提昇個案輔導成效。 

肆、輔導對象 

本要點之精神乃是以「輔導」為核心，以「學生」為主體，運用三級預防概念，

整合各級學校教學、訓導、輔導之功能，建構學校人員最佳互動模式與內涵，提供

統整且周延之輔導服務，主要輔導對象如下： 

(一)初級預防：針對全體學生，進行「發展性、預防性」之輔導。 

(二)二級預防：針對出現偏差行為、適應困難徵兆或是疑似嚴重情緒障礙之學

生，進行「介入性」之輔導。 

(三)三級預防：針對具有嚴重偏差行為及顯著適應困難之特殊需求學生，進行

「矯正性」之輔導。 

伍、組織架構及職責分工 

一、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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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責分工 
階段別 
 
 
 
 
 

執行人員 

初級預防 
(預防性輔導) 

針對一般學生及適

應困難學生進行之

一般輔導 

二級預防 
(介入性輔導) 

針對出現偏差行為

徵兆或情況較輕微

之學生，進行較為

專業之輔導諮商 

三級預防 
(矯正性輔導) 

針對嚴重偏差行為

(或累犯 )及嚴重適
應困難之學生，進

行專業之矯治諮商

及身心復健 

危機處理 
(警急性輔導) 

針對偶發、突發事

件所造成的傷害，

進行補救性、決策

性的處置 

校長 
˙督導同心圓團隊

的運作並協助宣

導與推廣 

 ˙主持個案會議 ˙主持個案會議 

教務主任 

˙協助同心圓團隊

成員的課務調

整，以利定期召

開相關會議 

˙配合相關事件與

個案之處理 
˙協助安排認輔教

師課務，以利輔

導的進行 
˙督導中輟學生通

報工作及後續之

追蹤輔導 

˙參與個案會議 
˙協助安排需要接

受心理治療學生

之班級與課務 
˙協助安排彈性課

程給有特殊需求

之學生或班級 

˙協助安排偶發事

件之班級課務 
˙緊急事件處理之

對外發言人 

學務主任 

˙落實班會、週級

會活動之規劃與

執行 
˙宣導學生面對各

項傷害之危機意

識與應變措施。 
˙培養學生正當休

閒活動，辦理社

團活動及各類師

生活動。 
˙實施疾病預防宣

導與生活教育活

動(如安全防護、
性教育及性侵害

防治) 

˙訓練學生面對各

項傷害之危機意

識與應變措施。

˙勸導學生改正違

規行為，擬定處

理方案 
˙擔任學生申訴事

件窗口，依學生

申訴制度，召開

會議處理申訴案

件 

˙參與個案會議 
˙嚴重行為問題學

生之處理、轉介

及追蹤輔導 

˙校園緊急事件之

危機處理、通報

及追蹤 

總務主任 

˙相關經費之提撥

與協助 
˙成立班級危機處

理小組 

 ˙參與個案會議 ˙督導校園危機處

理小組之通報與

運作 
˙負責監督校園安

全維護 

輔導主任 
˙規劃辦理全校之

輔導工作 
˙成立同心圓團隊

˙參與個案會議，

認輔學生 
˙督導中輟學生通

˙參與個案會議 
˙嚴重行為問題學

生之處理、轉介

˙偶發事件後之心

理復健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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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帶領團隊的運

作 
˙督導認輔老師及

愛心媽媽之培訓 

報工作及後續之

追蹤輔導 
及追蹤輔導。 

˙督導中輟學生之

追蹤與輔導 
˙協助個案轉介、

安置適當機構 

輔導組長 

˙辦理教師及家長

之輔導知能研習 
˙執行認輔老師及

愛心媽媽之培訓 
˙參與同心圓團隊

之運作 
˙提供親師生輔導

諮詢 

˙參與個案會議，

認輔學生。 
˙負責中輟學生通

報及後續之追蹤

輔導。 

˙參與個案會議 
˙執行中輟學生之

追蹤與輔導 
˙協助個案轉介、

安置適當機構 

˙偶發事件後之心

理復健及輔導 

資源組長 

˙實施各項心理測

驗 
˙執行認輔老師及

愛心媽媽之培訓 
˙參與同心圓團隊

之運作 
˙提供親師生輔導

諮詢 

˙參與個案會議，

認輔學生 
˙負責特殊需求學

生轉介、鑑定及

安置事宜 

˙參與個案會議 
˙協助個案轉介、

安置適當機構 

˙偶發事件後之心

理復健及輔導 

班級導師 

˙建立學生輔導基

本資料並記錄學

生之學習狀況 
˙掌握學生出缺席

情形 
˙提供學生多元、

適性的學習環境 
˙辦理親師座談

會，建立良性的

親師互動機制 

˙參與個案會議，

認輔學生 
˙配合中輟通報系

統 

˙參與個案會議 
˙協助個案轉介、

安置適當機構 

˙偶發事件後之心

理復健及輔導 

科任教師 

˙掌握學生出缺席

狀況 
˙觀察並通報學生

的特殊學習情形 

˙參與個案會議，

認輔學生 
  

資源班教師 

˙宣導與推廣特殊

教育相關知能 
˙蒐集特教相關資

料並提供諮詢服

務 

˙參與個案會議，

認輔學生 
˙實施個別化教學

與輔導 

˙參與個案會議 
˙協助個案轉介、

安置適當機構 

˙偶發事件後之心

理復健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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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處理流程 

一、處理流程工作內容及參與人員 
工作流程 工作內容 參與人員 備註 

宣導推廣 

光武電台影片宣導 
建置主題網站 
製作行為問題宣導摺頁 
生活教育融入課程 

「̇同心圓」團隊 
˙行政人員 
˙全體教師 

 

轉介前介入 

教室觀察 
分析學生問題行為 
提供諮詢 

˙認輔老師 
˙輔導組長 
˙資源組長 
˙特教老師 

 

提出轉介 
檢附下列相關資料： 
個案轉介申請表 
輔導紀錄 

˙班級導師 
˙認輔教師 
˙家長 

 

初評＆分案 

檢核資料是否齊全 
根據「服務對象」之準則篩檢是否符

合 
分案 

「̇同心圓」團隊  

輔導介入 電話聯絡、教室觀察、諮詢 
行為功能分析 

「̇同心圓」團隊 
˙認輔教師 

 

召開個案會議 

討論處理策略 
評估介入成效 
研議是否需要申請專業團隊服務 

˙行政人員 
˙班級老師 
「̇同心圓」團隊 
˙相關人員 

每 月 最 後

一 週 週 五

第一大節 

危機處理 
負責監督校園安全維護 
強化警政、社政、醫療體系的合作與

聯繫 

˙危機處理小組  

追蹤觀察 

電話訪談或觀察、晤談(對象：老師、
家長、同學) 
瞭解介入處理成效或評估是否結案 
研議未結案之個案的處理策略 

「̇同心圓」團隊 
˙認輔老師 
˙級任導師 

 

結案 
完成結案報告 
個案資料建檔 
結案(資料隨個案轉銜) 

「̇同心圓」團隊 
˙輔導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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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處理流程 參與人員 相關文件資料 

˙輔導主任 
˙輔導組長及有

意參與的教師

˙招募成員 
˙擬訂實施要點 
˙規劃處理流程 

初級 
預防 

(綠燈) 
˙各處室主任 
˙同心圓團隊 
˙資源班教師 

˙海報文宣、光武電

台 
˙特教週體驗活動

˙教師進修專題講

座 
˙家長 
˙老師 
˙社政機構 

˙班級行為軼事記

錄 
˙個案輔導資料 
˙作業及成績表現

資料 
˙認輔老師 
˙輔導組長 
˙資源組長 
˙特教老師 

˙行為觀察紀錄 
˙轉介評估表 
˙社交技巧評量表

˙導師 
˙教務處 
˙同心圓團隊 

˙轉介表＋同意書

˙個案相關資料 
˙相關的診斷證明

文件 
˙同心圓團隊 
˙認輔老師 
˙資源班教師 

˙個案基本資料 
˙建立個案管理檔

案 
˙會議記錄 

˙同心圓團隊 
˙認輔老師 
˙資源班教師 

˙認輔教師記錄表

˙小團體輔導記錄

表 
˙提報鑑輔會 

次級 
預防 

(黃燈) 
 

˙特委會成員 
˙同心圓團隊 
˙個案家長 
˙專業團隊 

˙開會通知單(申請
單) 

˙彙整個案相關資

料 
˙會議記錄 

˙危機處理小組 ˙會議記錄 
˙個案相關資料 
˙電話記錄、通報表

三級 
預防 

(紅燈) 

 

˙校長及主任 
˙同心圓團隊 

˙資料彙整及個案

歸檔備查 
˙抽樣訪問教師、家

長學生處理成效

有效

結案

成立「同心圓」行為問題服務團隊

宣導、推廣

提報疑似個案(來源：家長、老師、同儕、社政)

轉介前的評估與輔導

正式轉介

召開同心圓服務團隊會議(評估、分案)

問
題
又
現

行
動
循
環

輔導介入 特教介入

召開個案會議(形成策略、討論成效)

追
踪
觀
察

有效無效

危機處理(結合社政、警政、醫療)

問
題
解
決

轉
安
置

評估成效

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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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相關獎勵規定 

教師依上開分工職責輔導學生，有具體事實紀錄且具成效者，則依相關法令及

規定，報局核備給予獎勵： 

(一)對通報及復學輔導工作執行績效良好者，依「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

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予以獎勵。 

(二)有關辦理各項輔導活動，獎勵內容及辦理敘獎情形如下： 

1.輔導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學生復學，平均每週聯繫至少二次，有具體紀錄

可查者，每人每學年嘉獎乙次；若輔導學生復學成功且持續就學者，每人

每學年嘉獎二次。每尋回一位中輟學生並辦妥復學手續且就讀已滿一個月

者，實際參與工作之有功人員，嘉獎乙次。 

2.辦理各項學生成長團體輔導，績效良好，有紀錄可查者，每一成長團體主

辦者二至三人嘉獎乙次。 

3.輔導特殊個案認真，於輔導期間平均每週晤談至少兩次，有紀錄可查者，

每人每學年嘉獎乙次。 

4.實際擔任輔導工作有績效者每學年嘉獎乙次。 

5.辦理校內各項輔導教育活動，有具體事實紀錄且具成效者，輔導工作人員

每人每學年嘉獎乙次。 

(三)教師參與認輔制度，執行認輔工作表現優良者，提敘嘉獎乙次，並由教育

主管當局頒贈感謝狀乙禎，以資鼓勵。 

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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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組織架構圖修正過程摘要 

版本 組織架構圖式 
930419 尚未發展 
930423 尚未發展 

930506 

 

930711 

 

9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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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職責分工表修改過程摘要 

版本 修改重點 圖式 

930419 

第一個版本產生，此版本鉅細靡遺而

且在團隊討論過程中方便勾選 

930423 

因第一個版本太過繁複，所以將其簡

化，方便相關人員閱讀 

930506 

內容建置中 

930711 

完成第二個版本 

930730 

做了小幅度的修正，將並未直接參與

該事務的處室其工作內容剔除，並說

明事務單位主管和承辦人員皆有其

責，避免窗口過於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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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規劃處理流程之修改原因及歷程摘要 

「轉介前的介入與輔導」修改原因及重點 

版本 修改重點 圖式 

930419 

第一份草案出爐，在教師提出個案轉

介後，同心圓團隊即進行初評，再進

行轉介前介入，若無效即召開個案會

議，有效則持續追蹤觀察。 

 

930423 

1.整合「轉介前介入」與「執行結果」
之追蹤觀察欄位。 

2.在追蹤觀察增列「問題又現」一欄
位，使個案問題回至初評階段。 

 
930506 保留  

930711 

將轉介前介入改命名為「行為輔導」

 

930730 

將轉介前介入改在提出轉介之前，若

個案有改善即可進入追蹤觀察，無須

再列入個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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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個案會議」之後流程修改原因及重點 

版本 修改重點 圖式 

930419 

第一份草案出爐，在召開個案會議之

後，將個案處理方式分流，一是「申

請專業團隊協助」，一是「服務團對

擬定執行方案」。 

 
930423 保留  
930506 保留  

930711 

在召開個案會議之後，定時評估策略

成效，有效則追蹤觀察，無效則調整

輔導策略再進行評估。 

 

930730 

在召開評估個案會議時，即將個案處

理方式分流，一是「行為輔導」，一

是「特教介入」，再於個案會議上評

估策略成效。 

 
930810 保留  

930912 

將「評估成效」一欄位整合至「個案

會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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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過程修改原因及重點 

版本 修改重點 圖式 

930419 

第一份草案出爐，在「執行結果」中

評估策略是否有效，若有改善則持續

追蹤觀察，無改善則進入危機處理小

組作緊急安置。 

 

930423 

1.在階段四危機處理小組作緊急處置
之後，再增加「執行結果」一欄，

並觀察其執行結果再增加有改善及

無改善處理方式有改善則結案，無

改善處理方式則尚無定論。 
2.將個案進行追蹤觀察後，有穩定改
善者進行結案，無改善者則回至初

評階段。  

930506 

在執行結果之後整併成結案一欄。 

 

930711 

在階段四危機處理小組作緊急處置

之後，流程改為「評估成效」，無顯

著成效者轉安置，有改善者則結案。

 

930912 

在危機處理一欄中，在緊急安置後有

效者則持續追蹤觀察或是調整輔導

策略，若無效則轉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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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高雄市光武國小初級輔導行為問題提報單 

敬愛的老師： 

感謝您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中，仍積極協助發現需要幫助的學生。 

但願透過您、我的努力，能夠讓學生的行為問題獲得有效的改善。 

光武國小輔導處 

提報人：           

□班級導師 □科任教師 □其他(            ) 

提報日期：  年  月  日 

班別 
項目 

(   )年(   )班 
學生姓名：         

(   )年(   )班 
學生姓名：         

行
為
列
舉 

□對立性反抗行為 
□亂發脾氣 
□習慣性說謊 
□習慣性偷竊 
□傷害別人 
□破壞行為 
□粗言惡語 
□顯著畏縮 
□焦慮恐懼 
□注意力無法集中 
□缺交功課，屢勸不改 
□特殊異常行為 
□情緒起伏變化很大 
□靜默不語，拒絕說話 
□衞生習慣不良 

□對立性反抗行為 
□亂發脾氣 
□習慣性說謊 
□習慣性偷竊 
□傷害別人 
□破壞行為 
□粗言惡語 
□顯著畏縮 
□焦慮恐懼 
□注意力無法集中 
□缺交功課，屢勸不改 
□特殊異常行為 
□情緒起伏變化很大 
□靜默不語，拒絕說話 
□衞生習慣不良 

其
他
違
規
行
為 

(請簡述) (請簡述)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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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全校性問題行為介入方案評估問卷 

各位老師，您好！ 

這是一份由輔導處自發性成立的「同心圓團隊」所設計的問卷，目的在於瞭解

老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時，最普遍的介入方式及態度，並且希望老師們能針對

同心圓團隊所規劃之「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提供審核改善的意見，以做為

未來持續推動該方案的參考。 

問卷內容，純粹做為修正方案的參考，不另做個別推論或呈現，敬請老師能夠

放心，並且撥冗填答。感謝您！ 

1.您目前是： 

級任老師(□低 □中 □高) 

科任老師 

2.您個人最無法忍受學生的「行為問題」是什麼？(請依困擾程度填寫) 

                               

3.面對具有「行為問題」的學生，您最常採取的處置方式為何？(可複選最常使

用的三項) 

□懲罰制止 □言語警告 □通知家長調 □整座位 

□隔離 □罰寫作業或勞動服務 

□其它                               

4.「行為問題」學生，如果造成了您的困擾，您通常會如何尋求協助？(可複選

最常使用的三項) 

□向熟識的同事請教 □尋求輔導處協助 □看書找資料 

□尋求學者專家諮詢 □心灰意冷漠視放棄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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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圓團隊」在校長的同意、輔導主任的全力支持協助下，核心成員還包括

了輔導組長、資源組長、兩位導師(寶桂師、曉芬師)以及一位科任教師(秀琴師)。

這純粹是一個自發性的團隊，期望能夠透過行動研究的方式，為光武國小建構一個

制度明確的、具體化的、可行性高的「行為問題全校性介入方案」。畢竟，處理學

生的行為問題，本應是每一位老師責無旁貨的責任，如果能夠有一個更明確的制度

以及流程，相信更具實效。 

請您先瀏覽本方案之實施要點以及處理「行為問題」個案的流程： 

˙流程是否明確？□明確 □不明確(因為：          ) 

˙參與人員是否清楚？□清楚 □不清楚(因為：          ) 

˙此方案的可行性如何？□可行 □不可行(因為：          ) 

˙整體評估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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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個案實施「社交計量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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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個案教室觀察記錄 

時間 93年 10月 6日 
11：20~11：30 地點 四年 1班教室 

觀察者 胡曉芬 課程內容 數學課－畫圓(小組合作) 

行
為
描
述 

1’上課 3分鐘後才進教室 
4’將數學課本放進書包 
5’老師在下指令個案玩著筆蓋並與對面同學聊天 
6’拿著筆和對面同學聊天 
7’嘗試著畫圓備老師制止後又和同學聊天 
8’有一女同學到他身旁和他聊天與小組活動脫節 
9’玩鉛筆盒並與對面同學聊天 
10’老師要求分組展示作品個案繼續玩不理會老師 

 

時間 93年 10月 4日 
9：50~10：02 地點 四年 1班教室 

觀察者 陳寶桂 課程內容
數學課－除法 

(學生上台解題後，老師逐一說明)

行
為
描
述 

1.同學在台上解題時，個案東張西望、與同學聊天。 
2.老師在說明時，個案有時描書上圖案、有時眼神呆滯，無目標的看著
窗外、抓背、仰頭看天花板，老師未注意個案。 

3.老師 2次要求全班唸題目，個案嘴巴完全沒動。 
4.老師要全班訂正自己的習作，個案顯得若無其事，經老師個別要求，
向同學借了紅筆後又繼續發呆，2 分鐘後才動了一筆(不知是否有訂
正)。 

5.在觀察期間內，個案看了老師 4次，時間分別是 4秒、2秒、5秒、9
秒。 

6.老師解說音量較小，雖然大部分學生不專注，但老師未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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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93年 10月 5日 
11：20~11：50 地點 四年 1班教室 

觀察者 黃秀琴 課程內容 國語(平時測驗) 

行
為
描
述 

1.個案寫考卷的專注力約 15分鐘，考卷沒寫完未察覺。 
2.寫考卷時從桌上寫到地上，身體常動個不停，容易被外物吸引。 
3.考試期間班上有同學持續說話，老師屢勸無效。 
4.同學不理會老師指令，老師溫婉勸說亦無效。 
5.案主喜歡看老師在做什麼，很好奇。 
6.個案的椅子常超出界線，同學以指責口吻說”你老是這樣”，但個案不
太能察覺，需老師提醒。 

7.老師將有問題行為的學生集中在黑板正中間的同一組，學生彼此間常
有衝突。 

綜合上述觀察記錄，歸納出個案問題行為有：個動、注意力不集中，除此之外，

將問題行為的學生集中在同一組，老師指令不明確、說話音調缺乏抑揚頓挫，未能

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等，亦是個案學習不力的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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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班級團體輔導記錄表 

日期 學生主要問題 實施輔導茦略 處理結果 

93.10.08 

☆相互排斥 
☆常規不好 
☆彼此間的衝突没及

時處理 
☆無法專注學習 

☆建立認輔老師和同

學間的信任—相見
歡 
☆記住老師的通關密

語—甜心派老師 
☆建立激勵歡呼 
☆說故事時間－蛇頭

和蛇尾的故事、瞎

子和瘸子的故事 
☆團體遊戲：我的好

朋友 
☆記憶大考驗-邀請和
你玩過的朋友並介

紹她(他)的名字和
優點 

☆一群人學習的好處-
發現有男生四位找

不到夥伴玩、一位

在座位上哭、一位

坐在位上不動 
☆透由故事引導孩子

落單的感覺如何 
☆讓孩子了解合作、

不計較、不自私的

好處 

93.10.26 

☆不知如何主動找朋

友 
☆藉由遊戲打破同學

間的沉默及界限 
☆團體遊戲－送愛給

別人 
☆說故事時間－拼被

人送的禮 

☆喚起同學間的熱誠-
發現延隆不願意

玩，對同學有陌生

感 
☆讓同學了解接納別

人及分享的人才能

快樂 

93.11.05 

☆彼此間會惡言相向 ☆說故事時間－敵人

派(爸爸做什麼樣的
派請敵人吃) 
☆默契培養－歡呼的

凝聚 
☆「不可能的任務」

－找一位同學在本

週對她(他)好 

☆在班上是否有討厭

的人 
☆最討厭的人、事、

物是什麼 
☆試著跨出一步，今

天的一小步將是明

天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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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1.12 

☆同學間常有言語上

的衝突 
☆說說看上週你如何

對別人好 
☆指導孩子動手做胚

芽餠夾麥芽糖(學習
看似容易，做起來

蠻困難的) 
☆練習觀功念恩 
☆發放一張(孤單小男
孩的學習單)，看圖
說故事，如何幫助

小男孩快樂 
☆本週製作(謝謝、不
理你、白痴、神經

病)觀察米飯的變化

☆班上已有 9 位同學
看到舜玄的優點，

其他的落單的同學

會嘗試找同學玩 
☆發現延隆仍悶悶不

樂，由於剛轉學來

上没有朋友，時常

上學遲到，沒有學

習動力 

93.11.19 

☆班上互動模式不良 ☆說說看米飯的不同

變化，引導孩子「冷

漠」的米飯味道最

臭其次是「粗言粗

語」，最好的是「謝

謝」的米飯 
☆心有好念、口說好

話將會改善彼此的

闗係 
☆優點大轟炸 
☆團體遊戲－攻城堡

(從遊戲中體認合
作) 
☆本週「秘密任務」

☆舜玄和延隆跨出一

步可以和同學一起

玩 
☆有同學願意伸出友

誼的手帶著他們兩

位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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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個案家長書面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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