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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是在探討軍事環境裡，國軍心理輔導人員專業工作推行與專業倫理

決策，所面臨的實務經驗與過程。在研究設計方面，是採用質性研究中的

「個案研究法」，應用多重個案的研究策略，從多元的觀點和資料來源，



來產生個案的豐富資訊，目的就是藉由質性研究的特性，來對國軍心理輔

導人員專業工作推行與專業倫理決策過程，進行瞭解與描述，進而解決心

理輔導人員所面臨的專業倫理問題。 本研究總共訪問十二位國軍心理輔

導人員，其中具備軍人身份的心理輔導官八員、外聘的文職心理輔導員四

員；當中男性六員、女性六員；工作年資主要以 3－4 年為多數；教育程

度以大學為多數等。研究發現，影響心理輔導人員專業工作推行因素，主

要區分五個因素：（一）政策制度因素，包括兵役政策、法規限制、人員

輪調、經歷管制等；（二）教育訓練因素，包括訓練課程及督導機制；

（三）作業流程因素，包括程序控管及文書業務；（四）地理位置因素，

指輔導機構幅員遼闊；（五）內部管理因素，包含階級指導、背書責任、

政戰迷思、本位主義等。 其次，研究中歸納心理輔導人員倫理決策脈

絡，區分五個脈絡：分別是社會環境脈絡、軍隊環境脈絡、案主環境脈

絡、輔導者環境脈絡及案主與輔導者互動脈絡等層面；從研究中進一步整

理，國軍中常見的倫理決策介入與因應模式有七項類別，分別是：保密與

隱私、修改個案紀錄、案主最大利益、機構整體目標、案主自決原則、告

知後同意及不同專業間的界限等類型。 從研究中進一步發現國軍心理輔

導人員，在軍事環境下專業倫理實踐能力。主要分為二大部份：（一）倫

理決策實務過程，包括專業倫理的認知實務、專業倫理的因應策略、專業

倫理的互動心得等三個層面；（二）倫理決策實務整合，包括軍事化領導

管理、專業化能力展現、現實與理想願景、軍旅回顧與展望等四個層面。 

根據研究分析，提出討論的議題包括：（一）雙重身份與倫理決策： 研

究發現軍職輔導人員，受到「養成教育訓練」的影響甚深，軍校的團體生

活、軍事教育及軍人的認知、價值思考等等，都會影響到專業工作推行及

專業倫理決策判斷。（二）心理衛生中心定位：必須要調整重新定位，如

此才能提昇國軍心理衛生中心的專業功能。（三）專業發展與生涯規劃：

未來國軍心理輔導人員素質的提昇，應至少具備碩士學歷為主，對心理輔

導人員提供專業願景、給予完善的訓練、專業的認證、協助取得專業證

照，使其輔導專業這項技能，能與社會環境實務需求相接軌。（四）專業

倫理決策議題分析：發現國軍心理輔導人員常常陷於倫理兩難與個案權益

泥沼中，因此，對個案的權益提供明確的法令保護，對專業倫理更深一層

體認瞭解，才能在這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根據前述倫理決策議題

探討，從影響專業工作推行因素、倫理決策脈絡因素、倫理決策介入與因

應模式、倫理決策實務過程到倫理決策實務整合，五個階段做一回顧整

理，提出下列五項建議如下：（一）輔導工作實務方面：建立軍事倫理規

範標準及倫理決策指導手冊。（二）輔導工作制度方面：輔導獨立軍事體

制及開拓輔導服務方案。（三）倫理教育訓練方面：重視專業倫理教育及

專業學科之間交流。（四）專業人員訓練方面：整體規劃專業延續及專業

領域實習訓練。（五）軍隊整體環境方面：專業人才價值重視及應用研究

實務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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