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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第 2屆學生輔導諮詢會第 5次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 108 年 5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 本部 216 會議室（臺北市中山南路 5 號 2 樓） 

會議主持人 召集人潘部長文忠 紀錄 洪麗芬 

出列席人員 詳如附錄 1 簽到單 

請假人員 
林委員騰蛟、嚴委員德發、廖委員明鈺、黃委員德祥、姚委員秀瑛、

徐委員美鈴、蔡委員易辰、曾委員慧媚 

壹、 主席致詞(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暨辦理情形 

107 年 10 月 1 日教育部第 2屆學生輔導諮詢會第 4 次會議紀錄。 

決 定： 

洽悉。 

 

參、報告事項 

報告一、教育部學生輔導諮詢會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大會列管事項）。 

決 定： 

一、 本次列管事項管考如下，尚未解除列管業務，續請業務單位依委員建

議積極推動各項工作，相關執行情形並提下次會議說明。 

（一）同意解除列管：1-2-1（併案 2-4-1）、1-2-3（併 2-3-2、2-4-2）

（學務特教司部分）、1-2-14、2-2-1、2-4-5、2-4-6。 

（二）持續列管：1-2-7(併案 1-2-9、1-2-10、1-2-11 師資藝教司）、

1-2-13、2-4-3、2-4-7。 

（三）國教署之相關列管案（1-2-3（併 2-3-2、2-4-2）、1-2-7(併案

1-2-9、1-2-10、1-2-11）、1-2-8、2-2-2、2-4-4，均與輔導人

力規劃、檢討、發展與督導等相關，可統整處理，待研究案完

成後（約 108 年 12 月）提整體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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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國教署將委託苗栗特殊學校之研究案，於會後提供殷委員參考。 

三、列管「2-4-7」案，心理師諮商輔導費用調整案，請業務單位儘速簽辦。 

四、列管「1-2-8、2-2-2」案，有關「學生輔導政策實施現況之檢討與研

究計畫」，請學務特教司及國教署於下次會議報告。 

五、列管「2-4-5」案，本次解列。其中有關特教學生的轉銜部分，請國教

署於下次會議進行整體規劃之專案報告。 

 

報告二、辦理「107 年度公私立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評鑑（含實地訪

視）實施計畫」情形報告（報告單位：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決 定： 

一、 請學務特教司會同高教司及技職司針對目前尚未依學生輔導法完成

人力配置規定之學校，持續督導及追蹤改善。 

二、 針對評鑑後續相關規劃，請學務特教司依本次報告說明，積極督導各

大專校院依據學生輔導法完成專業輔導人員法定配置及推動學生輔

導工作；針對績優學校獎勵、經驗傳承與分享等，提供各校相互觀摩

與學習。 

 

報告三、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輔導教師專門課程及證書發放規劃報告。（報

告單位：師資藝教司） 

決 定： 

請師資藝教司依本次報告說明之規劃，積極辦理各項規定之修正、各師

資培育大學專門課程之核定、國小加註專長專門課程調整及核發教師證書等

各項工作。 

 

肆、討論事項 

案 由：建請加強監督學校在從事學生輔導工作應確實遵行《性別平等教

育法》，並積極宣導《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第十三條修正條

文，期使學校於規劃及執行學生輔導課程、教材及活動時，均能

符合法規。提請討論。（提案委員：陳金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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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請學務特教司行文各級學校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7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規定。 

二、 另立法院於 108 年 5 月 17 日三讀通過「司法院釋字 748 號解釋施行

法」，以及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5 月 26 日已正式將「跨性別者」

從精神症狀名單中移除；上述資訊，請納入 108 學年度專業輔導人員

相關培訓及研習課程中進行宣導。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 3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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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確認上次會議紀錄暨辦理情形 

委員發言紀要及討論交流： 

殷委員童娟： 

有關第 4 次會議「有關於近期發生之個案（妥瑞氏症學生自殺案）」，針對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是否有加以檢討？另本案涉及轉銜制度，是否有再精進空間

及針對不同教育階段導師，在新接班級前，是否即可先行知悉特殊孩子的狀況，

以利班級的經營及信任關係的建立。 

陳委員金燕： 

會議召開的時間並未如原先規劃每季召開，建請落實。 

方委員惠生： 

針對第 4 次會議討論提案案由一，涉及兼任專業輔導人員待遇支給，請教

未來作法。 

張委員麗玉： 

依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例」，部分學校實際位於偏鄉，但卻未被列

入偏鄉地區，建請教育部能再思考如何適度提供地方資源的協助。 

學務特教司回應說明：  

一、 「有關於近期發生之個案（妥瑞氏症學生自殺案）」案，已列入本次會議

資料進行列管事項報告：序號 2-4-5 說明（P27）。 

二、 兼任專業輔導人員待遇支給案，已列入本次會議資料進行列管事項報告：

序號 2-4-7 說明（P28）。 

三、 會議召開時間因資料準備及安排本次報告案二，故時間有所延遲，下次將

予改進。 

國教署回應說明： 

一、 依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例」，偏鄉學校有其試算方式，針對屏東

縣餉潭國小相關輔導資源投入，將與屏東縣政府聯繫做個案處理。 

二、 兼任專業輔導人員待遇支給案，國教署將全力配合。 



 5

 

報告事項一：教育部學生輔導諮詢會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大會列管事項） 

委員發言紀要及討論交流： 

殷委員童娟： 

針對列管「1-2-1、2-4-1」案，特殊教育學校需要專任輔導教師之部分，

是否有針對特殊學校的殊異性做出研究報告？是否每類型的特殊學校均有增置

專輔人員之需求？目前修正「依學生需要進用六人至九人，其中專業輔導人員

及專任輔導教師，其中專業輔導人員及專任輔導教師至少應各置一人。」其員

額是內含還是外加？ 

方委員惠生： 

針對列管「1-2-3、2-3-2、2-4-2」案，大專校院的督導相關作法，有同儕

督導、團體督導與個別督導，並有定期訪視等作法，而國教署報告，則較偏向

說明高中職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部分，較無提升與協助地方政府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的督導模式說明，建議應思考如何協助，以利專業輔導人員能力的提升。 

陳委員金燕： 

針對列管「1-2-3、2-3-2、2-4-2」案，應就各級學校之專業輔導人員與輔

導教師之督導進行說明，本次辦理情形說明針對地方政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部

分有所缺漏，應含納入較為完整。 

國教署回應說明： 

一、 本次修正法規明列特殊教育學校需聘任專任輔導教師，業已針對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特殊學校召開相關會議。因外加員額有困難，故名額是含括於

六人至九人中。另，本部先前已委託苗栗特教學校針對本案進行研究案，

亦認為引進輔導教師有其必要性。 

二、 針對地方政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督導，各縣市作法不同，亦有相關的資

料與數據，將於會後補充。 

三、 因本署近期將有一短期研究案，針對輔導人力甄聘、精進督導模式、增能

等問題進行研究及探討，建請配合研究案結束期程（本（108）年 11 月底）

再就整體輔導規劃事項進行專案報告。 

陳委員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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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配合國教署上述說明，待專案研究完成後進行專案報告，建議主席裁示

另做專案報告之列管。 

殷委員童娟： 

針對列管「1-2-1、2-4-1」案，若原特殊學校未聘滿九人，而需增聘達九

人，若受限於縣市政府經費預算問題而有所限制，是否會專案處理？「1-2-14」

案，特教學校教師之輔導管教知能提升方面，若教師仍不足以因應現場狀況，

主管機關能提供何種協助？有關特教學生之轉銜與鑑定，有何種積極處理模

式？ 

國教署回應說明： 

本次修法係將專業輔導人員及專任輔導教師明訂入法，以符現場需求，且

已與縣市政府協調過，員額編制是無問題的。另若有個案發生，國教署會組專

案小組團隊至學校提供正向支持與協助。 

陳委員姚如： 

請學務特教司針對列管「1-2-8」及「2-2-2」案，說明研究報告內為何？

再據以判斷是否解列。 

陳委員金燕： 

建議上述列管案，若能於會中提報研究結果、具體建議等或業務單位參採

何種建議，始能列入解除列管。 

學務特教司回應說明： 

本部委請國立政治大學辦理「學生輔導政策實施現況之檢討與研究計畫」，

主要係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的

現況、資格、員額編制等提供建議，及專任輔導教師轉任一般教師的控管等。 

 

報告事項二：辦理「107 年度公私立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評鑑（含實地訪

視）實施計畫」情形報告（報告單位：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委員發言紀要及討論交流： 

陳委員金燕： 

針對本報告學校未達人力之理由，係看過去的執行情形（106 學年聘任情

形），以少子化、經費有限作理由，實不妥適。並請教育部應注意學校聘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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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人力於校內如何運用，督導學校落實相關人員確實執行專業輔導工作。 

 

肆、討論事項 

案由：建請加強監督學校在從事學生輔導工作應確實遵行《性別平等教育法》，

並積極宣導《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第十三條修正條文，期使學校

於規劃及執行學生輔導課程、教材及活動時，均能符合法規。提請討論。

（提案委員：陳金燕委員） 

委員發言紀要及討論交流： 

陳委員金燕： 

一、 補充說明於本提案後，5 月 17 日立法院通過「司法院釋字 748 號解釋施行

法」，5月 23 日行政院院會發言人轉述院長說法，請政府部門服務同仁應

從自身做起，不論自身信仰、價值觀為何，不可出現有歧視言行。教育部

在相關課本、教材，以及教師授課時，也應傳輸正確的性平觀念，並應了

解新的法律。 

二、 另，雖無法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但相關的規章應予遵守，

於 5 月 26 日年會已做成決議，將「跨性別者」從精神症狀名單中移除，

並將性別不安（性別認知障礙）等族群改稱「性別不一致」，也同樣從心

理疾病除名。 

三、 同性戀從 1990 年已被認定非疾病，另 2019 年亦將「跨性別者」從疾病中

移除，故上述人員不應被治療、輔導與諮商。 

四、 故，原決議擬辦建議修正為，各級學校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2

條第 1項、第 14 條、第 17 條第 1項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規定及宣導

「司法院釋字 748 號解釋施行法」通過及 WHO 已將「跨性別者」從精神症

狀名單中移除，並請納入108學年度專業輔導人員相關培訓及研習課程中。 

五、 本次提案係因本委員會為學生輔導諮詢會，故相關建議事項係針對本會之

性質及主責範圍提出。 

殷委員童娟： 

一、 對本提案表示支持。 

二、 對於上述相關資訊，除針對專業輔導人員研習外，對於現場教師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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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化也相當重要。 

陳委員姚如： 

一、 對本提案表示支持。 

二、 針對每年暑假辦理的新進輔導教師、輔導相關人員的研習亦建議納入。 

張委員麗玉： 

一、對本提案表示支持。 

二、針對跨性別、多元性別學生於校內較易受歧視或霸凌的情形，想了解是否

有相關的申訴管道？ 

學務特教司回應說明： 

一、 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修正內容及「司法院釋字 748 號解釋施

行法」通過及針對「跨性別者」不列入疾病的決議，本部會透過相關管道

讓各級學校均能知悉、了解並據以執行。 

二、 跨性別學生的處境與處理，例如宿舍的安排等，本部會持續關注，若有遭

受權益受損均可向本部提出申訴。 

臺灣家長教育聯盟代理張育憬： 

一、 對本提案表示支持。 

二、 期待讓願意接受新觀念家長有參與相關研習課程的機會。 

 

伍、臨時動議 

無。 

 

陸、散會（時間：下午 3 時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