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鹿野鄉龍田國民小學學生認輔制度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5 年 5月 2日訂定 

                                                                           

一、依據： 

(一)教育部青少年輔導工作計畫。 

(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輔導工作重點。 

二、目的： 

(一)鼓勵教師志願輔導適應困難學生及行為偏差學生，協助其心智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順利成長發展。 

(二)落實教訓輔三合一輔導工作推展，以防範青少年犯罪的發生。 

(三)協助班級導師從事個別輔導工作，增進輔導績效。 

三、認輔人員遴聘： 

    (一)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具輔導熱忱，志願擔任認輔學生工作者。 

    (二)退休教師、學生家長或熱心輔導工作人士，具有專業知能者。 

四、實施方法： 

(一)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之學生，由各班級導師填具推介單（附件一）送至教導處（輔導教

師）造具名冊。 

    (二)召開輔導會議，確定應予輔導學生名單。 

(三)調查受輔學生希望的認輔老師。 

    (四)確定認導教師。每位老師以認輔一至二位學生為原則，最多不逾三位。 

四、學校執行事項： 

(一)定期召開輔導小組會議及認輔工作會議，討論認輔工作執行情形，彼此經驗分享， 

    提供輔導方式與技巧。 

(二)鼓勵全校教師志願參與認輔工作。 

(三)鼓勵具有專業輔導智能之退休教師、學生家長、或熱心輔導人兼任認輔人員。 

(四)選擇編配接受認輔學生或協助學生安排認輔教師。 

(五)規劃認輔教師參與研習。 

(六)安排認輔教師接受專業督導。 

(七)策劃個別輔導、團體輔導之實施。 

(八)受輔學生資料之保管與運用。 

五、認輔教師工作事項： 



(一)晤談認輔學生。（參考標準─每兩週 1 次，每次 30 分鐘） 

(二)電話關懷認輔學生：晚上或假日進行。（參考標準─每月壹次） 

(三)實施家庭訪視：有必要時進行，平日亦可用電話與認輔學生家長溝通。 

(四)參與輔導知能研習與個案研討會：配合輔導小組規劃進行。 

(五)接受輔導專業督導：配合輔導小組規劃進行。 

(六)紀錄認輔學生輔導資料：簡略摘記晤談、電話聯絡、家庭訪問大要（做為敘獎及延續輔

導依據）。（如附件二） 

六、實施內容： 

工作項目 內容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預定完成日期 
執行 

情形 

1.成立輔導小組 
負責規劃、推動校內各

項輔導活動 
教導處  每學年初  

 

2.召開輔導小組會議 制定認輔制度實施要點 教導處  每學年初  

3.推介認輔學生 

請各班導師依各班狀

況，填寫認輔學生推介

單。 

輔導小組 各班導師 每學年初 

 

4.召開輔導小組會議 
討論認輔學生個案，並

確定名單 
輔導小組 受輔學生導師  

 

5.填寫認輔學生基本

資料  

請導師協助填寫受輔學

生基本資料 
輔導小組 受輔學生導師  

 

6.安排認輔教師 

請受輔學生勾選任輔教

師選擇單，依照學生意

願安排認輔教師 

輔導小組 受輔學生導師  

 

7.開始認輔  輔導小組    

8.召開認輔會議 討論認輔個案狀況 輔導小組 受輔學生導師 每月召開一次  

 

七、受輔學生資料保管： 

受輔學生資料，由輔導教師以紀錄冊統一保管，並由輔導小組會同認輔教師適時更新，認

輔教師得借用認輔學生輔導資料，惟必頇遵守保密倫理，妥為保管，更新之資料應適時知

會輔導小組。 



八、獎勵措施： 

１.績優認輔教師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從優敘獎，具有特殊貢獻者，推薦為執行輔導計畫

有功人員，接受公開表揚。 

２.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編印之各項輔導資料（例如：輔導期刊、輔導叢書、輔導手冊等）優

先免費發送認輔教師。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輔導教師：                   教導主任：                           校長： 

 

 

 

 

 

 

 

 

 

 

 

 

 

 

 

 

 

 

 

 

 



（附件一） 

臺東縣鹿野鄉龍田國民小學推動認輔制度認輔學生推介單 

一、目的：為配合認輔制度之推展及建立學校個案檔案 

二、推介原則：導師認為有下列情形者皆可推介。 

１.怪異行為者：如咬指甲、突發式的發出怪聲或動作等。 

２.嚴重偏差行為者：如打人、偷竊、說謊、情緒不穩定等。 

３.適應困難者：如拒學、中輟、膽怯、低成就等。 

４.自傷行為或有意圖自傷者。 

５.人際關係不佳者。 

６.突發事件而造成失落悲傷者：如父母離異、親人過世等。 

 

認輔學生基本資料 

   年   班 電話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父親姓名  工作職稱  

母親姓名  工作職稱  

聯絡住址  電話  

問題簡述： 

 

 

 

 

 

 

導師：           



 



個 案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班 級  

身分證字號  

法定監護人  與個案關係  

主要照顧者  與個案關係  

主要照顧者 

聯 絡 電 話 
 手 機  

聯 絡 地 址  

認 輔 人 員  接 案 日 期  

一、個案來源 
 輔導室安排    自我認輔    家長請託    級任轉介    其他          

二、認輔議題（可複選） 

 人際關係 (師生/同儕/校外人際關係/親密關係等)   學業成就與學習動機 

 外顯行為問題 (違反規範、不合宜的情緒表達等)   家庭議題 

 內向性問題 （自信心低落／壓抑／退縮等）     身心障礙生（類別：＿＿＿＿＿）   

 其他問題(描述)：  

三、個案背景 

 

1、家庭結構 

(1) 個案家中成員（請勾選） 

  父  母  手足：                （個案排行：   ） 

  其他親屬（稱謂）：                              

  無血緣的其他同居人：                            

(2) 家庭氣氛（請勾選）：   融洽   普通   不佳 

(3) 主要照顧者管教態度（或監護人管教態度）（請勾選） 

  權威   民主   放任   其他：                 

 

 父親 母親 

姓名   

父母狀態 存  歿於民國（   ）年 存  歿於民國（   ）年 

學歷 

1.不識字 2.小學 3.初中(職) 

4.高中(職) 5.專科 6.學士 

7.碩博士 

1.不識字 2.小學 3.初中(職) 

4.高中(職) 5.專科 6.學士 

7.碩博士 

婚姻狀態 □同住□分居□離婚□其他 
 



 

2、學校生活（可複選） 

(1) 學習態度：課業學習：主動積極 普通 消極被動 其他：＿＿＿＿＿ 

     課外活動：主動積極 普通 消極被動 其他：＿＿＿＿＿ 

(2) 喜愛領域：語文  數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領域 

           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其他＿＿＿＿＿ 

(3) 特殊才藝：無    球類  田徑  美術  歌唱 

樂器演奏 工藝  家事  演說  寫作 

舞蹈   戲劇  書法  心算  領導 

電腦   其他＿＿＿＿＿＿＿ 

(4) 休閒興趣：看電視  打球  跑步  畫圖  歌唱 

樂器演奏 勞作  騎車  打電動 看漫畫 

舞蹈   上網  書法  心算  看課外書 

爬山   游泳  呼拉圈 直排輪  其他＿＿＿＿＿＿ 

 

(5) 交友情形（簡述朋友人數、姓名、特性、較常共同從事之活動等）： 

                                      

                                      

                                      

                                      

 

3、身心特質（可複選） 

   (1) 身體狀況：體格壯碩  身材中等身材瘦弱   健康   體弱多病  其他：          

(2) 生活習慣：整潔   勤勞  節儉  作息有規律髒亂 

懶惰   浪費  作息無規律  其他：          

(3) 人際關係：待人和氣 自我中心活潑  信賴別人 好爭吵 

冷漠   多疑善嫉其他：          

(4) 外向行為：領導力強 健談  慷慨  熱心公務 欺負同學 

常講粗話 好遊蕩 愛唱反調其他：          

(5) 內向行為：謹慎   文靜  自信  情緒穩定 畏縮 

過分沉默 過分依賴多愁善感其他：          

(6) 學習行為：專心   積極努力有恆心 好問   分心 

被動馬虎 半途而廢其他：          

(7) 不良行為：無    口吃  吸煙  吸毒   愛發怪聲 

作弄他人 吸拇指咬指甲    其他：           

(8) 焦慮症候：無    表情緊張發抖  胸痛   坐立不安 

肚子痛  頭痛  不停玩弄東西   其他：          

 

4、其他：                                      

                                              

 



四、認輔議題描述：(若有多項可條列) 
 

 

 

 

 

 

 

 

 

 

 

 

 

 

 

 

五、其他重要記事： 
 

 

 

 

 

 

 

 

 

 

 

 

 

 

 

 

 

 

 

 

 

 

 

 

 

 

 



第＿＿次認輔晤談記錄 

 

日期時間  晤談地點  

晤談對象  晤談方式 □ 面談  □ 電訪  □ 家訪 

晤談主題  

輔導內容摘述 輔導策略 

摘要本次會談的口語內容及主要非口語的觀察 

 

 

 

 

 

 

 

 

 

 

 

輔導結果／認輔對象反應紀錄： 

晤談對象對輔導策略的反應 

 

 

針對輔導內容，認輔人員使用的輔導策略、回

應方式。請參考認輔紀錄冊參考資料。 

後續輔導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