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輔導法施行細則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學生輔導法(以下簡稱 依學生輔導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
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條規定：「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爰明定本細則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國民小學輔導教師之資格如下： 一、一百年一月二十六日修正公布之國民
一、專任輔導教師：
教育法第十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
(一)於一百零一學年度至一百零五
中學應自一百零一學年度起逐年增
學年度，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置專任輔導教師，五年內增置完成。
１、輔導、諮商、心理相關系所組
為明確規範國民小學進用具輔導專
畢業（包括輔系及雙主修）且
業能力之教師擔任專任輔導教師，教
具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或
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前以一百零一
同時具輔導（活動）科或綜合
年四月十二日臺訓(三)字第一Ｏ一
活動學習領域輔導活動專長
ＯＯ四六九六八Ｃ號解釋令，明定國
教師證書及國民小學合格教
民小學輔導教師之選任及專業知能
師證書。
認定等事項。基於政策延續性及標準
２、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
一致性，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專任輔導
書。
教師資格，採同於前開解釋令之規
(二)自一百零六學年度起，應具有國
範，予以明定之。
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 二、又兼任輔導教師之設置，係源於本部
二、現任校內合格教師兼任輔導教師，
九十七年度起，鑑於國民中小學輔導
應依下列專業背景之優先順序選
需求日增，以補助國民中小學減授課
任：
鐘點費之方式，使國民中小學校內具
(一)具備擔任專任輔導教師資格。
輔導專長者之合格教師，利用每週減
(二)修畢輔導四十學分。
授課時段，協助學校推動學生輔導工
(三)修畢輔導二十學分。
作，並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作
為本部補助減授課鐘點費之規範。爰
第一項第二款有關兼任輔導教師之
資格，係參酌該補助要點予以明定。
三、另第二款第二目所定「修畢輔導四十
學分」及第三目「修畢輔導二十學
分」，係指本部前於八十六學年度前
後，為提升教師輔導專業知能，廣於
師資培育機構開設輔導四十學分班
(研究所)及輔導二十學分班(學士
班)，使合格教師得於在職期間進修
輔導專業知能，協助學校推動學生輔

導工作。考量修畢前開四十學分或二
十學分之教師，仍於教育現場服務，
爰於第二款第二目及第三目明定修
畢該等學分班之教師，得兼任輔導教
師。
第三條 國民中學輔導教師之資格如下： 一、一百年一月二十六日修正公布之國民
一、專任輔導教師：
教育法第十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
(一)於一百零一學年度至一百零五
中學應自一百零一學年度起逐年增
學年度，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置專任輔導教師，五年內增置完成。
１、輔導、諮商、心理相關系所組
為明確規範國民中學進用具輔導專
畢業（包括輔系及雙主修）且
業能力之教師擔任專任輔導教師，本
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
部前以一百零一年四月十二日臺訓
２、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或國
(三)字第一Ｏ一ＯＯ四六九六八Ｃ
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輔
號解釋令，明定國民中學輔導教師之
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
選任及專業知能認定等事項。基於政
(二)自一百零六學年度起，應具有中
策延續性及標準一致性，第一項第一
等學校輔導（活動）科或國民中
款所定專任輔導教師資格，採同於前
學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輔導活動
開解釋令之規範，予以明定之。
專長教師證書。
二、又兼任輔導教師之設置，係源於本部
二、現任校內合格教師兼任輔導教師，
九十七年度起，鑑於國民中小學輔導
應依下列專業背景之優先順序選
需求日增，以補助國民中小學減授課
任：
鐘點費之方式，使國民中小學校內具
(一)具備擔任專任輔導教師資格。
輔導專長者之合格教師，利用每周減
(二)修畢輔導四十學分。
授課時段，協助學校推動學生輔導工
(三)修畢輔導二十學分。
作，並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作
為本部補助減授課鐘點費之規範。爰
第一項第二款有關兼任輔導教師之
資格，係參酌該補助要點予以明定。
三、另第二款第二目所定「修畢輔導四十
學分」及第三目「修畢輔導二十學
分」，係指本部前於八十六學年度前
後，為提升教師輔導專業知能，廣於
師資培育機構開設輔導四十學分班
(研究所)及輔導二十學分班(學士
班)，讓合格教師得於在職期間進修
輔導專業知能，協助學校推動學生輔
導工作。考量修畢前開四十與二十學

分之教師，仍於教育現場服務，爰於
第二款第二目及第三目明定修畢該
等學分班之教師，得兼任輔導教師之
規定。
第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專任輔導教師，應 六十八年四月二十日制定公布之高級中
具有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教師證書 學法已明定，高級中學輔導工作委員會置
或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教師證書。
專任輔導教師，由校長遴聘具有專業知能
人員充任，並自八十八年六月二十二日
起，高級中學即設有專任輔導教師，一百
零二年七月十日制定公布之高級中等教
育法第二十條亦有相同規定。是以，高級
中等學校階段設有專任輔導教師推動學
生輔導工作，已行之有年。又現行依高級
中等教育法及國立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
程準則之員額配置規定所設之專任輔導
教師，其資格採認係以「具有中等學校輔
導(活動)科教師證書，或高級中等學校輔
導科教師證書者」為之。為使高級中等學
校於一百零六年八月一日起依本法第十
條進用之專任輔導教師，延續現行規定之
作法，爰明定高級中等學校專任輔導教師
資格之規定。
第五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學生輔 一、定義學生輔導專責單位。
導專責單位，指各級主管機關所設具有 二、參照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二條規
專責人員及預算，負責辦理學生輔導業
定，將各級主管機關為執行學生輔導
務之單位。
行政工作，以「具有專責人員及預
算，負責辦理學生輔導業務之單
位」，指定為學生輔導專責單位，辦
理各項學生輔導工作之規劃及執行
事項。
第六條 教育部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 明定本部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設學生
設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應置主任一人， 輔導諮商中心，應設主任一人及其權責內
綜理中心業務。
容。
第七條 學校應針對介入性輔導及處遇 一、第一項明定學校應將依本法第六條第
性輔導之學生，列冊追蹤輔導。
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接受介入
學校得召開個案會議，針對前項
性及處遇性輔導服務之學生，列入名
學生之個別特性，訂定輔導方案或計
冊進行追蹤輔導。
畫等相關措施。
二、第二項明定經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二

學校得邀請學校行政人員、相關
款介入性輔導及第三款處遇性輔導
教師、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學
之學生，學校得召開個案會議，訂定
生家長及學生本人參與訂定輔導方案
輔導方案或相關措施。
或計畫等相關措施。
三、第三項明定學校得邀請與個案輔導過
學校得視學生輔導需求，彈性處
程中有接觸之相關人員，參與訂定個
理出缺勤紀錄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
別化輔導方案或計畫。
助其課業，不受請假或成績考核相關 四、第四項明定學校得視學生輔導需求，
規定之限制。
彈性處理其出缺勤紀錄及成績考核。
第八條 專科以上學校依本法第八條第 明定專科以上學校所設學生輔導工作委
四項規定，設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得 員會，得整併或調整現行其他性質相似之
整併或調整現行性質、任務相似之任務 任務編組組織為之。
編組組織為之。
第九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學生資 學生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應符合蒐
料蒐集、處理及利用，應尊重當事人之 集限制及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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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學生輔 一、學生在學期間之輔導資料，視學生所
導資料，學校得以書面或電子儲存媒體
接受之輔導服務滾動更新，自畢業或
資料保存之，並應自學生畢業或離校後
離校後，學生輔導資料方為確定，不
保存十年。
再更動；該等資料亦包括個人資料保
已逾保存年限之學生輔導資料，
護法第二條所定個人資料。為使學生
學校應定期銷毀，並以每年一次為原
現就讀學校依本法第十九條之規
則。
定，針對升(轉、入、復)學之學生，
提供適合之輔導服務，於必要時，並
得參考前一就讀學校之輔導資料，爰
規範輔導資料之保存年限，應以可提
供學生下一個就讀學校查察之年限
為規範準據。考量各教育階段修業年
限大致為國民小學六年、國民中學三
年、高級中等學校三年及大專校院四
年，爰第一項有關學生輔導資料之保
存，由學校訂定「自學生畢業或離校
後保存十年」之保存年限。保存時限
為十年，係以國民小學畢業後至大專
校院階段之修業年限總計，以估計輔
導資料可能被使用之年限，使各教育
階段學生輔導資料之保存，至少能讓

下一階段學校進行查察，並避免保存
年限過長造成被輔導學生永久被標
籤化之疑慮。
二、依檔案法第二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
公私立各級學校除公立大專校院準
用檔案法之規定外，私立大專校院及
公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均不適用
檔案法有關檔案保存之規範；且現行
其他法令，針對各級學校之檔案管理
亦未有相關明文規定。為規範學校定
期銷毀已逾保存年限之輔導資料，爰
第二項參考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
毀辦法第八條規定，明定學校應定期
銷毀已逾保存年限之學生輔導資料。
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條所定高級中等以 一、本法立法目的之一，乃為整合各類法
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之計算
規中之學生輔導工作相關規定，使各
方式如下：
級學校輔導專責單位、人員資格、專
一、國民小學班級數二十四班以下者，
業背景和經費編列等方面，有完整之
置一人，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者，
法源依據。
置二人，四十九班以上者以此類 二、為循上開立法理由，行政院前於一百
推。
零三年三月七日函報立法院審議之
二、國民中學班級數十五班以下者，置
本法草案第十條規定，與現行國民教
一人，十六班至三十班者，置二
育法第十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
人，三十一班以上者以此類推。
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
三、高級中等學校班級數十二班以下
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三條、第四條
者，置一人，十三班至二十四班
及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
者，置二人，二十五班以上者以此
制標準第七條等員額配置規定相
類推。
同；惟於立法院審議階段，立法委員
前項班級數之採計，以學校內接受
有感於學校輔導人力之不足，便針對
國民教育、高級中等教育之普通班(包
行政院版本法草案提出修正動議，要
括實用技能班)、藝術才能班、體育班
求以「每校至少一人，並依班級數增
及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之班級數合計。
加而增置輔導人力」原則，納入本法
第十條中，據以明文規範；復被立法
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參採接納，並經
二、三讀通過。又查本法第十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係於立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過程中，依立
法委員所提修正動議條文通過，探究

該修正動議之立法意旨，係依學校班
級數多寡，採級距式方式增置輔導教
師。
三、考量倘不採級距式方式增置輔導教
師，恐致使部分學校(如國民中學班
級數為二十一班至二十九班者，約一
百五十校，約占當學年度總校數之百
分之十五)依本法規定所置輔導教師
員額數，低於依國民教育法第十條配
置之員額數，與本法立法意旨有違。
茲為符上開立法意旨，爰明定採「級
距式方式增置輔導教師」方式，加以
敘明本法第十條所定員額配置之計
算方式。
第十二條 專科以上學校依本法第十一 一、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專科以
條第五項規定所置專業輔導人員，應以
上學校所置專業輔導人員，應包括專
專任為原則，並得以兼任專業輔導人員
任及兼任；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係指校
累計執行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服務時
內外具有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數折抵為之；其方式如下：
所定專業資格之人員(校內人員以公
一、應置人數未達三人者，所置人員應
餘時間提供服務)，執行介入性及處
以專任為之。
遇性輔導服務，協助學校推動學生輔
二、應置人數達三人以上者，其應置總
導工作。為協助學校依法推動學生輔
人數之三分之一以下，得以學校兼
導工作，並落實本法第十一條第五項
任專業輔導人員累計執行介入性
所定員額規定之配置，其專任及兼任
或處遇性輔導服務時數折抵計
專業輔導人員之採計，另於第一項明
算；一年累計達五百七十六小時，
定專科以上學校所置專業輔導人員
得折抵為一名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之採計規定，視學校規模，予以規範
專科以上學校應於中華民國一百
專任及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之適當比
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依本法
例。另依本部調查，各大專校院於學
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配置專業輔導人
期中，平均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每週約
員。
有至少四個半天(十六小時)進行個
案諮商或團體諮商，一年以一學年三
十六週計算，共計五百七十六小時。
爰以五百七十六小時據以作為兼任
專業輔導人員累計服務時數之折抵
標準。
二、本法施行後，考量公私立大專校院依
法增置專業輔導人員，仍需配合校內

人事經費、人員離退、總員額控管等
等因素，無法於本法施行後即達成法
定基準，爰於第二項明定專科以上學
校應於一百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完成設置專業輔導人員之規定，依
人事經費以會計年度核算之方式，給
予大專校院一定準備期間，俾促使其
能儘速完成人員設置。
第十三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理專任
輔導教師甄選，得以筆試、口試及輔導
工作實作方式為之，以其中二種以上且
包括輔導工作實作方式之綜合考評方
式為原則。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之選
任，應以其未來進入教學實務現場所需之
知能及技能，作為人才篩選基準，爰參考
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
點第三點第二項規定，明定規範高級中等
以下專任輔導教師甄選方式得以筆試、口
試及輔導工作實作方式，並應包括輔導工
作實作方式，以綜合考評方式辦理。

第十四條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一、第一項明定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輔
辦理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
導教師(包括專任及兼任)及初聘專
初聘專業輔導人員四十小時之職前基
業輔導人員四十小時職前基礎培訓
礎培訓課程，得包括輔導相關法規、網
課程之範疇。
絡合作、兒童及少年保護、性別平等教 二、第二項明定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
育等共同課程，及依各該身分修習所需
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十八小時在職訓
之個別專業課程。
練課程之範疇；其中「學生輔導重大
本法第十四條第四項所定輔導主
議題」，應視學生輔導工作之需求，
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在
規劃「精神疾患之辨識與處遇」
、
「目
職訓練課程，得包括專業倫理與法規、
睹家暴、性侵害、性騷擾兒少個案之
學生輔導實務與理論及學生輔導重大
輔導處遇」及「情緒障礙、情感議題、
議題等範疇。
網路成癮個案之輔導處遇」等相關課
程，以提升學生輔導相關人員之輔導
知能。
第十五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學 一、第一項定義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
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包括各教育階段
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之範疇。
之學校教師、行政人員、教官、輔導教 二、第二項明定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應
師、專業輔導人員、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依各該身分別及專業別，遵守相關專
人員、教師助理員及特教學生助理人員
業倫理規範。
等業務佐理人員，或曾任學生輔導工作
職務之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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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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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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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配合學校參與學生輔導相關活動，提供
學校必要協助。

第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主管 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專任輔導教師
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自中華 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配置規定，自一百零
民國一百零六年八月一日起逐年增加 六年八月一日起逐年增加。
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以
達成本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人員配
置規定。
第十八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明定本細則之施行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