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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心輔官的職場壓力與因應策略
嚴巧珊*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國軍心輔官職務經驗的內在感受與情緒壓力，以及
心輔官壓力因應策略運用的現況和未來應努力之方向。研究方法：本研究以立意抽
樣方式招募分屬於不同國軍單位的 8 位心輔官，運用個別深度訪談進行資料收集，
以「主題分析法」作為資料分析之方法。研究結果：心輔官的職場壓力主要源自於
多重業務的衝突與無力感，加上零自傷案件期待下的壓力，以及雙重角色的倫理困
境與替代性創傷等影響。職場壓力的因應是以「自我照顧」與「組織因應策略」為
主要策略。研究結論：軍隊心輔工作是長期性與全面性的工作，心輔官在心輔網絡
中是重要的樞紐角色，如何維持心輔官心輔能量是重要課題，本研究最後針對後續
心輔官壓力因應的可行策略提出建議。
關鍵詞： 心輔官、職場壓力、替代性創傷、零自傷案件、自我照顧

壹、

緒論

一、前言
國防部為因應社會環境變遷及部隊實際狀況之需求，於民國 80 年起區分二年
四階段於全軍設置「心理衛生中心」
，民國 88 年於北、中、南、花東及金門、馬祖、
澎湖等地區成立七處「地區心衛中心」
，設置了完整的心理衛生(輔導) 「三級防處
體系」及「區域輔導網絡」
。心輔官在「三級防處體系」中，擔任專業諮商輔導工
作，負責第一線初級預防的營、連輔導長的教育與督導工作，並與「三級醫療處遇」
之醫療體系專業人員協商合作以擬定個案輔導計畫（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2021)，
凡是基層單位轉介的各類型個案，或是身心狀況評量表重複檢核結果屬「需高度關
懷群」的個案均為心輔官輔導對象。自民國 99 年 10 月 15 日《國軍協助災害救助
辦法》頒布後，心輔官亦須提供救災官兵適時、適切的心理支持與協助（國防部，
2017）。
心輔官具軍職身分且肩負心輔職責，身處於高壓力、高負荷的軍事場域中，亦
須擔負單位維安防範的重責大任，心緒狀況的確應受到關注。相關研究均指出，心
輔人員在處理他人問題時，會同時於自身產生情緒問題和健康問題(丁華、胡正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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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萍，2021；Ballenger-Browning et al., 2011)。尤其，國軍執行災區救援任務容易
造成官兵身心壓力問題，嚴重者甚至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胡正申、李倫文、
丁華、周姿葶、洪婉恬，2009)，也增加心輔官發生替代性創傷的風險（陳晏琮、
丁華，2014）
。然而，令人氣餒的是，心輔官的工作壓力、替代性創傷議題並未獲
得太多關注，甚至新聞媒體報導總是在軍隊自傷案件發生時，將軍隊自傷案件歸因
於「心輔功能不彰」，聳動的新聞標題：「心輔機制失靈？國軍近 3 年自殘案約 50
件（民視新聞，2020）」
、
「國軍心輔失效！陸軍上月兩起自殺案件（王烱華，2019）」
，
批評的輿論聲浪讓心輔官工作士氣受到不小的打擊。
檢視國防部在因應心輔官職場壓力與提升輔導專業能力所投入各項策略，包
括：職前訓練、心輔在職訓練、專業督導團體、碩博士進修教育等課程（國防部，
2017）
。之後於民國 107 年開設「國防部心理諮商及社會工作證照研習班」
，大力推
動心輔人力專業化，並於同年著手推動鏈結民間輔導資源，區分北、中、南、東部
地區與 20 家心理諮商機構完成合約簽屬，藉以提供相關心理輔導協處方案、擴展
國軍人員求助管道等策略（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18)，都顯示國防部戮力於提升
國軍心理輔導專業能量。為此，本研究希望進一步瞭解，心輔官身處國軍心輔工作
中具重要性的專業位置，在面對軍事組織任務多元複雜、社會環境日趨複雜的考驗
下，其職場壓力呈現何種樣貌？心輔官個人因應策略為何？目前國防部改善心輔
官工作壓力與提升輔導專業能力的各項因應策略，成效如何？有何不足之處？為
此，作者除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並運用深度訪談法收集 8 位(6 位男性和 2 位
女性)受訪者的個人經驗、感受與想法。
二、心輔官服務對象與工作內容
國軍心理輔導制度於民國 80 年建立(朱美珍，2012)，依據《國軍心理衛生（輔
導）工作實施計畫》，國軍心理輔導體系採取輔導分工及結合國軍精神醫療體系，
區分為「初級發掘預防」
、
「二級專業輔導」
、
「三級醫療處遇」之三級防處作為。
「初
級發掘預防」工作由營、連、排、班級基層領導幹部擔任；
「二級專業輔導」由各
級「心理衛生中心」心輔 (官、士、員)擔任專業諮商輔導工作；「三級醫療處遇」
則由國軍桃園、臺中、高雄、花蓮等總醫院編設「地區心衛中心」擔任心理諮商晤
談工作，金門、馬祖、澎湖等外(離)島地區，由陸軍防衛指揮部「心衛中心」兼任，
主要由專業心輔人員與精神科醫師共同擬定受助者計畫，以發揮矯治、醫療與心理
重建之功能（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2021)。
心輔官的工作內容包括：輔導行政、推廣預防教育、個案諮商輔導，以及特別
個案輔導。在個案諮商輔導工作為受理基層單位轉介個案，舉凡有自傷前例（傾
向）、偏差行為、嚴重適應不良、成癮問題、重大痼疾、情緒失衡、精神疾病、智
能不足、工作壓力、感情困擾、遭幹部刻意刁難、霸凌、屢受處分（悔過），以及
身心狀況評量表重複檢核結果屬「需高度關懷群」的個案，心輔官會視狀況主動鏈
結官兵家庭支持系統、民間輔導機構，形成環環相扣的心理健康照護體系（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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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在輔導資源鏈結方面，主要依據《國軍心理衛生工作鏈結民間輔導資源實
施計畫》，由民間心理治療所每週定期提供諮商輔導、個案研討、心衛宣教及教育
訓練等駐點服務，與軍隊原有三級防處資源相輔相成。此輔導資源鏈結目的在於有
效支援基層單位心輔工作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18)；此外，「重大災害（意外）
事件1心理衛生（輔導）工作」亦是心輔官的重點工作，心輔官採編組方式投入災
前心輔整備、救災期間輔導協助，以及救災任務後心理重建工作（國防部政治作戰
局，2011），在救災期間主要提供個案輔導、團體輔導，以及安排「心律變異分析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或是精神醫療轉介等服務（國防部，2017）。
為因應心輔官工作需求，國防部提供的專業訓練包括：職前訓練、在職訓練、
進修教育及證照考取等四個部分。
「職前訓練」主要針對新任心輔官，由國防部每
年策辦心輔訓，以及各軍司令部安排新任心輔官至上一級單位心衛中心見習，以了
解現行心輔工作要求重點；
「在職訓練」包括：心輔在職訓練及專業督導團體。每
半年一次的心輔在職訓練透過個案研討、專題講座、團體輔導等方式提升心輔官輔
導能力與技巧。專業督導團體是由民間學者專家或是資深心輔官擔任師資，每年辦
理 5 次專督團體；在「進修教育」方面，由國防部選薦心輔相關人才至國內、外軍
校及大專院校進修心輔相關專業學位（國防部，2017）；而「證照考取」部分，國
防部於民國 107 年開設「國防部心理諮商及社會工作師證照研習班」辦理迄今（國
防部政治作戰局，2018)。總而言之，國防部為了提升心輔官工作能量與壓力因應
能力已辦理各項教育訓練課程，其成效值得進一步討論。
三、心輔官工作處境相關研究
目前心輔官工作處境的研究多聚焦於：專業知能不足、心輔人員的多重業務壓
力、被怪罪心輔功能不彰、雙重角色的考驗，以及替代性創傷等議題。作者認為，
這些議題環環相扣且相互影響。首先，在專業知能不足方面。由於社會變遷、募兵
制推動等因素影響下，心輔官面對的輔導議題日趨多樣化（例如：物質濫用、精神
疾病、生涯規劃、家庭問題、同志議題等）
，輔導所需的專業知能與資源需求也持
續增加。然而，心輔專業督導機制並未完善（丁華等人，2012；于子堯，2013）、
民間輔導資源難以導入（邱保龍，2007；羅正杰，2008）的情況下都加重心輔官的
工作壓力，甚至有工作耗竭情況（丁華等人，2012）
。不僅如此，心輔官常會因政
戰部門人力不足或是業務繁忙，而被指派兼任政戰官或承接額外業務，心輔工作可
用時間更是被嚴重壓縮（丁華等人，2012；于子堯，2013；邱保龍，2007），導致
工作負荷過重。再者，凡是單位發生自傷案件時，心輔官就首當其衝地承受各界指
責心輔功能不彰，心輔官工作士氣與工作動機因而遭受嚴重打擊（于子堯，2013；
龔書逵，2015）。
不僅如此，心輔與軍職的雙重角色，讓心輔官陷入個案權益維護與上級命令

1

重大災害（意外）事件包括：核災、化災、火災、爆炸、飛安、海難、陸上交通事故等（國防
部政治作戰局，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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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難（邱發忠、鍾成鴻，2021）
，例如：輔導被要求立竿見影（邱保龍，2007）
，
只要是能轉介至三級醫療辦理停役或是辦理退伍的個案，長官都不希望心輔官將
個案留在單位輔導，心輔官因此感受到自身專業與案主自決不受到尊重（于子堯，
2013；吳國中、陳俊源，2014；黃勝為，2005；龔書逵，2015），加上個案輔導紀
錄需依指揮體系層層批核，導致軍隊成員因擔心個人隱私外洩、長官責難、或是影
響升遷發展（吳國中、陳俊源，2014）
，以及求助汙名化（邱保龍，2007）
，而排斥
求助於心輔人員，都影響心輔官的輔導成效。
最後，在「替代性創傷議題」上。所謂「替代性創傷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VT) 」乃指助人者雖非直接暴露於受創者所述之經歷，但是在情緒上仍被受創者及
其 遭 遇 事 件 所 影 響 ， 而 產 生 一 些 雷 同 於 受 創 者 的 創 傷 反 應 (McCann and
Pearlman,1990)，因而增加心理和情緒困擾，也可能因此影響助人者的專業工作
(Palm, Polusny, and Follette, 2004)。陳晏琮、丁華(2014)的研究訪談 13 位曾參與重
大災害救援的心輔人員（4 位基層營、連輔導長，9 位心輔官）
，瞭解國軍心輔人員
救災過程的替代性創傷和因應方式，發現國軍心輔人員因為救災過程受到感官衝
擊，以及任務壓力造成替代性創傷，衍生後續在日常生活上的行為及心態上的轉變，
例如：精神恍惚、無助、自責與害怕等症狀。
在過往研究中，有多位學者提出相關因應策略，包括：加強心輔官專業技術與
知識，以增加心輔官的專業認同度與專業技術能力（邱發忠、鍾成鴻，2021；胡正
申，2009；張耀仁，2018；顏志龍、陳彰儀，2003；龔書逵，2015）
、資深心輔人
員給予實務經驗傳承（胡正申，2009）
、增加民間組織資源連結(羅正杰，2008)，以
及提升心輔官的救災專業能力與減壓能力（李玉嬋、楊斯年，2021）等。為解決心
輔官兼任政戰職務的陋習，多位學者也建議應建構完整的心輔專業體系，藉此消弭
心輔作為受到軍事指揮體系的過多干預（邱發忠、鍾成鴻，2021；顏志龍、陳彰儀，
2003）
。然而，現有研究顯示，心輔官壓力因應策略仍以自我調適、尋求資深學長、
同儕及心輔老師的支持為主要策略，專業督導和在職訓練只是次要的協助資源(邱
保龍，2007；陳晏琮、丁華，2014)。
有鑑於現有研究以全軍心輔官為研究對象，且聚焦於探討職場壓力與因應策
略的研究並不多見，作者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探索目前心輔官面對工作的內在感受
與情緒壓力現況為何？以及了解國防部近期在因應心輔官工作壓力與提升輔導專
業能力所投入的各項策略，對心輔官面對職場壓力的因應有何影響？以及對改善
職場壓力的成效如何？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著重選取符合研究目的且心輔官資歷豐富之研究參
與者，作者為取得樣本之最大可能常態分布及擴大研究對象之差異性，在不同軍種、
單位和兵科中尋找受訪對象，最後共有 8 位服務於不同軍種、單位的心輔官參與
研究。為保障受訪者的權益，降低圈內人對他們身分的連結，基本資料將去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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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銜、階級等個別描述。受訪者中，有 6 位男性、2 位女性，陸軍單位 4 位、海軍
單位 2 位、空軍單位 2 位；2 位具研究所學歷、6 位具大學學歷；心輔官年資落在
2 到 8 年之間(詳如表 2-1)。
表 2-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研究參與者

性別

軍種

學歷

心輔官年資

S1

女

海軍

大學

5年

S2

女

空軍

研究所

7年

M1

男

空軍

研究所

8年

M2

男

海軍

大學

6年

M3

男

陸軍

大學

2年

M4

男

陸軍

大學

4年

M5

男

陸軍

大學

5年

M6

男

陸軍

大學

8年

二、資料蒐集方法
本文以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為資料蒐集工具，運用個別深度訪談進行資料收集，
為使參與者更容易理解訪談內容，訪談大綱的用詞和問話歷經多次修改，以受訪者
日常工作經驗為主軸，用口語化方式陳述作者的想法，避免訪談用語過於學術而影
響表達。由於作者同為軍職人員，為降低個人軍職經驗和個人認知對資料蒐集的影
響，作者於研究訪談大綱擬訂後邀請一位非軍職身分的學者參與訪談大綱設計和
用詞的修改。此外，作者在訪談過程中，對自己的一些偏見和個人經驗混淆保持覺
察，尤其面對軍種、階級不同的受訪者，均秉持開放的心態面對，目的是希望更加
深入、清楚詮釋研究事件，以增進資料分析的可靠度與效度。
作者從 2020 年 3 月開始，共歷時十個月完成所有訪談。作者於訪談開始前已
事先熟悉受訪者的基本資訊，以增加雙方對訪談情境感到自在與彼此信任，訪談地
點均由受訪者選定。訪談主軸是探討心輔官從事心輔工作對其個人身心狀況、個人
生活各方面的衝擊與影響，以及心輔官如何看待這些壓力與衝擊所帶來的影響和
相關因應策略運用。所有深度訪談均由作者親自主持進行，並於事先提供訪談大綱
給研究對象。同時，為保障受訪者權益，作者事先取得個人的研究知後同意，再向
他們解釋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保密原則與參與者的權益等。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
間約為 1.5-2 小時，訪談過程全程錄音，再以逐字稿的形式轉錄。本研究所獲得研
究資料達到飽和時，即完成訪談資料蒐集。
研究過程中有關資料蒐集內容、資料分析程序、研究倫理規範等，都得到受訪
者知情並同意。除了告知同意之外，本研究在倫理議題上也強調受訪者的隱私匿名，
研究發現均以代號代表受訪者，使其個別身分和所屬單位無法被辨識。研究在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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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同意後進行錄音，作者於每次訪談後均摘要、紀錄訪談中所觀察到之非口語
訊息以及作者的反思。
三、研究資料分析
本研究運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用以識別、分析和報告資料中主
題的方法，並透過系統性的分析和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透過主題方式
呈現，以解釋資料所蘊含的豐富意義（Braun and Clarke,2006)。本研究透過受訪者
親身經歷的分享，將受訪者身在軍隊場域中的感受與看見進一步整理、分析後，並
以更廣泛的軍事文化脈絡賦予意義。作者根據高淑清（2001）對於主題分析法提出
的概念進行分析，且依循「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首先，作者先將訪談錄
音檔轉謄成逐字稿，反覆閱讀並熟悉每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在熟悉訪談資料的過
程，發掘受訪者言談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形態與價值，多次檢視資料並從中找尋意義
和模式，進而進行編碼、發展主題、檢視主題，並且再次閱讀訪談資料、來回檢視
編碼，最後精煉出主題與命名和撰寫分析，並仔細思考主題間的連結，以呈現每個
主題所傳達的故事。為了確保資料分析的可靠性和正確性，在閱讀逐字稿時，負責
資料分析者除多次閱讀逐字稿外，亦與受訪者持續在資料分析、主題呈現上做共同
的檢證，並且對主題分類做深入討論，以產生新的思考。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探討心輔官的職場壓力與因應策略。一般情況下，心輔官多半不願意分
享自己的工作經驗，尤其陽剛的軍隊文化讓軍人有淚不輕彈、
「訴苦」更被視為是
懦弱的表現。幸虧受訪心輔官們在瞭解研究主題後，都同意透過自身經歷分享，讓
心輔官的處境獲得更多認識與理解，對於此研究也有積極的參與程度，本研究因為
受訪者真誠分享經驗，讓訪談資料更具豐厚度。以下是訪談整理結果。
一、心輔官的職場壓力
研究發現主要分成四個部分進行論述：首先，討論心輔官在多重業務下的衝突
與無力感。接續，論述零自傷案件的期待對心輔官造成的壓力。然後，討論心輔官
在軍職與心輔雙重角色下所遭遇的倫理困境。最後，分析替代性創傷對心輔官的影
響。
(一)多重業務的衝突與無力感
軍事組織職責重大，必須隨時待命備戰，為了強固戰備整備，人的管理非常重
要 (劉慶祥，2003)，心輔官為消弭服務單位的危安狀況，須執行各項輔導工作 (國
防部，2017)。在過往研究發現，心輔官除了要負責龐雜的心輔業務，更因兼任部
分政戰職務導致工作負荷過重，更遑論持續充實心輔專業知能（丁華等人，2012；
于子堯，2013；邱保龍，2007）。
本研究除了持續觀察過去研究所討論的議題，也借重受訪者在心輔實務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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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本研究結果發現，心輔官處理的心輔案件觸及：自我傷害、精神疾病、重大災
難事件、感情問題、性傾向、借貸問題、生涯規劃、人際關係、酒駕、吸毒等議題。
而且，心輔官承接的個案大都是基層單位轉介的複雜案件，M4 就提到：「會送來
我這邊的就代表第一線 (輔導)無效，處理不了才送到我這邊，所以就有很多蠻棘
手的案件啦！」而且，一旦有自我傷害，徹夜處理更是常有的事。S1 曾一年內處
理四起自傷案件：
「自傷案件一發生，我就得留在心衛中心接收單位回傳的資料…
最近一次，我一個人在辦公室弄到半夜。」或是臨時收到交辦事項，就必須立即處
理，如 M5 指出：「接到通知或收到公文，我就開始忙…不馬上辦時效會拖到。」
M2 甚至緊繃到連放假的時候，都處於待命狀態：「海軍出海期間有擔心弟兄自殺
的壓力，因為上船前(弟兄)要完成所有的簽證，時間壓力很大…就想待在近距離能
夠協助他們……這是很重要的責任，我都隨時待命回單位。」可見，要完成心輔工
作已造成心輔官不小的壓力。然而，一旦有重大災難事件發生，心輔官就要立即任
務編組進行支援，如 M2 和 S2 都提到支援災害救援工作的巨大壓力。
心輔官沒辦法只負責心輔業務，還有負責別的業務。然後，可能六、日還要被
叫來做 (重大災難心輔工作）支援。而且救災環境其實氛圍不是很好，無形當
中會讓心裡面負面的東西愈來愈累積。（M2）
發生重大事件時的心輔工作，雖然要做的業務沒有很多。但是，那是一種無名
的壓力…有很多擔心和恐懼，還有很多我沒有辦法掌握的情況，我覺得這樣讓
我壓力很大。（S2）
即便如此，當單位政戰人力短缺或任務較多時，心輔官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業
務分擔者。M3 就無奈的表示：
「我現在有兼任民事，然後這個月大政退伍，所以我
正在熟悉政戰綜合！」S2 也同樣兼任懸缺人員的工作：
「我一個人做三個人的業務，
就是大心輔官、小心輔官加大綜合。」M6 則是臨時被交付額外工作：
「有些政戰業
務就是我來承接，加上我們內部有一些專案不知道分配給誰的時候，也都是由我去
接。都是臨機啦！什麼案子，業務屬性不知道該給誰，那就是心輔官(接)！」
。即使
部分單位有編制兩位心輔官或是擴編心輔士，也是被要求兼任政戰業務。如 M1 提
到：「我們的大心輔官2是被拉去做別的（政戰業務），那時候我擔任小心輔官是專
職專用沒錯，但是，還要接大心輔官的業務。」單位只有編制一位心輔官，又要兼
任其他業務者也大有人在，如 S1 就同時兼任多項業務：
「會兼一些其他業務，像管
經費、福利呀！」
。
多重業務壓迫下，每天都被工作時限追著跑，心輔官的無力感油然而生。M3
氣憤的表示：
「為甚麼不把心輔兩個字拿掉，就叫政戰官，再派他去受心輔訓然後
負責心輔和政戰業務，看誰要做這個屎坑(台語)！」M4 也表示：
「乾脆不要心輔官，
就設立兩個政戰官！…憑甚麼政戰官不在，我就是第一個政戰業務接替人選？」最
2

大心輔官、小心輔官是單位若有兩位心輔官，為了稱呼方便，會稱階級高者為大心輔官、階級
較低者為小心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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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M2 氣憤的是：「心輔是我的主要業務，但是今天長官叫我去做其他業務，結果
我心輔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底下有人出事了，一追究都會寫心輔成效不彰。」
單位無法提供心輔官全心執行心輔工作的環境，即使心輔官有心要深耕心輔工作，
熱誠總會被強加的多項業務給澆熄。如 M4 所述：「我可以長時間陪伴個案，只要
自己能做就會持續下去，但是讓我們做不下去的都是兼任(政戰業務)啦！…久了心
態、愛心就會冷淡的快。」
總而言之，心輔官兼任其他政戰業務已是行之有年，甚至是習以為常的慣例。
即使過往研究都指出，心輔業務繁重下又要兼任政戰業務，會造成心輔官龐大工作
負荷，甚至造成心輔人才的耗損或流失 (丁華等人，2012；邱保龍，2007；許志偉，
2021；龔書逵，2015)，卻都未受到正面回應。在本研究中，強烈感受到心輔官的
無奈。令人擔憂的是，心輔官除承受著心輔工作的高標準檢視，還要充當其他政戰
業務的替代人力。未來，心輔專業人才是否還願意持續投身心輔官一職？要如何吸
引或留住心輔人力也會是一大考驗。
(二)零自傷案件期待下的壓力
防範軍隊肇生自傷案件是心輔工作的重點項目，在國防部 2021 年元旦正式推
動《國軍軍風紀律改革專案實施計畫》後，更致力達到零傷亡的目標。在此要求下，
心輔官首當其衝承受著巨大壓力，包括：過度自責、面對家屬的壓力和上級的督導
壓力。首先，過度自責的壓力。自傷案件會深刻在心輔官心中，不論時間過去多久
都難以忘記其中的心路歷程與情緒轉折。S1 自從單位發生過自傷案件後，就時時
刻刻叮嚀自己：「我到底還可以多做什麼?... 這麼努力在推行心輔工作…很累但是
成效沒有出來？」因為自責，M3 增加工作時數：
「繼續把時間花在個案上，後續不
管是個案發掘、晤談，或是轉介醫療，就著重在個案處置上。」而努力增加工作時
數的目的就如 M4 所述：「投入那麼多的資源、人力，不就是為了要擋下一件…成
功挽救一條生命，甚至是挽救一個家庭」
。對於心輔官而言，自傷案件的發生彷彿
是在提醒自己的心輔工作有缺漏之處，因而容易怪罪自己，愧疚於自傷案件的發生，
或是沉浸在自責情緒中難以脫困。
其次，面對家屬的壓力。由於深怕造成家屬二次傷害，心輔官面對家屬都格外
小心謹慎。如 M2 提到：
「去醫院陪家屬，在精神上真的很緊繃。因為跟家屬說話、
幫他們做事都要很小心。他們已經很辛苦了，如果這時候再不小心做錯什麼，家屬
的情緒可能會更激烈。」再者，若家屬真的將責任歸屬到單位的管教不當或單位有
疏失時，事件就更加複雜，如 M5 就遇到此類情形：「有弟兄在營區上吊自殺，家
屬認為部隊長官的責難是自我傷害的主因…就責怪部隊沒有照顧好他的兒子。」不
僅如此，心輔官還要面對上級督導的壓力。M6 就很無奈的說：「我們已經預警很
久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就把責任歸於心輔人員的問題。」M5 也提到：
「有一個弟兄
跳樓死亡。…我們該做都做了，他跟家人吵架完就從自家頂樓跳下來！長官就開始
檢討心輔，要做一大堆資料。」即使心輔官投注許多心力在個案身上，一旦個案自
39

國軍心輔官的職場壓力與因應策略

我傷害，關注焦點是心輔官少做了什麼防範作為，而不是心輔官做了哪些努力。就
像 M2 所述：「長官質疑我的能力是不是有問題！…為什麼談了這麼多次也沒有效
果？…兩年多的努力居然換來長官質疑，這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
「我覺得心輔工作現在就是無上限的業務，…長官就認為心輔官都沒有發覺危
安！說心輔機制要檢討啊！…給予心輔官很多責難啊！」M5 說出多數心輔官的無
奈，只要單位一旦發生自傷案件，精進心輔機制就成為重點工作。心輔業務成為眾
矢之的，甚至各部門都可以發通報來指導心輔作為，或是組隊來督導心輔業務，M1
就提到：
「我覺得應該心輔還是要回歸專業，不是說一發生案件各部門就開始發通
報要求心輔應該做甚麼，各級督導就來心衛中心督導，…好像一發生事情，我們就
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心輔官在處理自傷個案的同時，還要接受各部門的督導，
對心輔專業是充滿質疑和不信任，也讓心輔官感到沮喪。
如相關研究提及，心輔人員要處理各類心理衛生問題，更要面對長官對心輔執
行成效的高度期待，會增加情緒耗竭的發生(邱保龍，2007；洪志良，2017；Linnerooth,
Mrdjenovich, and Moore,2011;Ross, Altmaier, and Russell,1989)。作者認為，儘管心
輔官在輔導過程中會有疲憊、焦慮和暫時失去熱誠等負面情緒，仍始終把個案擺在
第一位，在個案輔導過程中獲取的成就感更是支撐心輔官的重要因素，若可以改善
工作過程的負面感受，相信心輔官會有更大的能量去幫助求助的個案，但是若長期
不關注或不處理就會產生危機。
(三)雙重角色的倫理困境
所謂倫理困境是指：
「決策者必須在兩個價值接近或相等的選項之間做出選擇
的困境」
，而軍隊心輔人員可能被迫在軍事任務和個案之間做出選擇，這種困境體
現了軍隊心輔人員的矛盾 (Tallant and Ryberg,2000) 。在本研究中，心輔官的倫理
困境主要聚焦於「個案與組織利益的衝突」與「輔導紀錄難以保密」這兩個議題上。
首先，在個案與組織利益的衝突方面。過往研究指出，單位長官首重單位戰力的維
持，若心輔個案影響到單位任務遂行，心輔官被期待的並不是持續輔導個案，而是
希望透過心輔機制讓個案轉調其他職務、轉介醫療，或是辦理停役（于子堯，2013；
黃勝為，2005）
。本研究也有同樣的發現，如 M3 指出：
「長官希望你把每一個軍人
都弄得...適合當軍人，倒不是要處理什麼心緒問題，是要讓單位的人都是可用的軍
人，可以正常工作的人就好了。」M1 有長達 8 年的心輔官資歷，也看到許多單位
的長官都希望趕快讓影響單位戰力的官兵離開單位，避免單位工作績效受到影響。
軍中很多單位都是這樣啊！…遇到一個負戰力(官兵)，就趕快幫他辦停役，要
不然就是轉介 (醫療)…因為他(長官)不想讓問題擴散，因為其他人看到會覺
得…他(個案)每天混吃等死也是領那個錢，有些人就會被影響。所以很多部隊
長官會覺得有問題(官兵)就趕快把他弄出去！…我們在部隊裡面通常就是在
弄這些，我們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要幫部隊解決問題。(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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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就感慨的說：「我們會想站在個案的立場，結果個案的立場和長官的立場
不一致，例如：艦艇單位是長官覺得最危險的，因為在艦艇上…官兵有問題要跳海，
太容易了，所以在海軍的話，我們通常有問題的官兵會丟到任務比較少、比較單純
的艦隊去。」同樣地，M5 也提到：
「我們沒有辦法慢慢跟個案建立關係，因為長官
要的是立即的成果，…就是把單位的問題解決。」M6 也感到挫折：
「推動心輔工作
跟長官的指導是衝突的，…覺得自己應該協助官兵處理心緒，但是長官是以單位利
益作通盤考量。」總而言之，軍隊獨特的壓力源來自於一個信念系統，即軍隊使命
和軍隊需求都高於個人需求，並且將團體目標置於個人目標之前(Bryan, Jennings,
Jobes, and Bradley2012)。心輔官身處於其中，如何兼顧個案利益與組織利益的確面
臨很大的考驗。
接續，在輔導紀錄難以保密方面。過往研究提到，個案輔導紀錄必須依指揮體
系層層批核，個案處置策略也是在長官核定下進行（于子堯，2013；邱保龍，2007；
黃勝為，2005；黃新福、呂宗哲，2014）
。在本研究中，也看到心輔官的為難，如
M6 就受到個案的責難：「個案被長官約談了…她發現自己跟你說的事被長官知道
了，就說我是軍方打手，然後協助軍事體系來打擊她。」M2 則是被監察官要求提
供個案輔導資料以利案件調查：「監察官到我們單位來說要調查(案件)，就要我提
供個案輔導資料。」S2 單位長官更是要求：
「單位有甚麼人發生甚麼事情，都要立
即回報、立即反映！就有點像情資那種感覺，我就覺得... 其實心輔不是做這些。」
M5 語重心長的表示：「專業倫理真的比專業能力重要啦！不論如何還是要幫個案
保密…但是很難」。
總而言之，在軍隊執行助人工作受限於組織環境的特殊性，因為官僚組織和軍
隊組織文化特性 (Sásik, 2021) 讓心輔人員必須貫徹上級長官命令與指導(黃新福、
呂宗哲，2014)，加上軍隊的集體主義文化，會將團體目標置於個人目標之前來定
義自己(Bryan et al.,2012)，導致心輔人員面臨雙重角色的倫理困境。
(四)替代性創傷
專業服務不可避免地涉及傾聽並在某種程度上吸收與個人、家庭或群體相關
的痛苦（Rothschild and Rand,2006），助人者長期接觸受助者所遇到的痛苦會造成
情感上的負擔，從而導致替代性創傷(Palm et al., 2004)，甚至可能出現類似於遭受
創傷受助者的生理、情感和認知症狀（Pearlman and Saakvitne,1995;Sexton,1999）
，
例如：憤怒、恐懼、悲傷、焦慮、羞恥、做噩夢、失眠和嗜睡等情況（Blome and
Safadi,2016;Sexton,1999)。此外，工作上容易有缺勤率增加、判斷力受損、低生產
力、與人產生摩擦和高離職率(Osofsky,2012)，甚至個人信念或是對生命的態度與
看法改變，進而影響到 助人工 作(Palm et al.,2004;Ursano, Fullerton, Vance, and
Kao,1999)。
本研究發現，心輔官若發生替代性創傷會有嚴重的情緒負荷。S1 就描述自己
因處理自傷已遂案件而受到嚴重影響：
「那段時間每天都忙到半夜，很累呀！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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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床上也沒辦法睡著。」M2 則是在處理重大災難事件後難以脫離悲傷情緒：
「我
覺得情緒是一直累積的，任務完成後，…晚上睡覺我就做惡夢，…夢到我在殯儀館
裡面，…整個很黑，我的感覺有點無助。」S2 也因擔任單位心輔主管期間處理多
起重大災難事件和自傷案件，而長期處於擔心和恐懼之中：
「到了晚上我很害怕聽
到電話響，…有一次衛哨晚上打電話給我，我說：你不知道晚上打電話過來很恐怖
嗎?但是我後來是有意識到，是因為我的恐懼。」S2 的身體健康也受到影響：「吃
不好、睡不著，然後免疫系統不好，就是會長些濕疹啊！…反正什麼都來就對了。」
M6 則是無法排除工作壓力而去就醫：「我連續失眠三周，情緒起伏很大，非常容
易生氣、憤怒，甚至晚上作夢都還會夢到我在罵人，我就去看醫生」。
可見，助人工作可能為助人者帶來危機。更令人焦慮的是，助人者在協助受助
者時，雖然會感受到處理這類事件是具挑戰性的。但是，如相關研究指出，助人專
業教育課程和培訓嚴重忽略助人者在提供服務時，亦會遭受情感和心理創傷 (賴奕
菁，2015；Courtois, 2002;Cunningham, 2004)。在本研究中，也看到替代性創傷對心
輔官的危害，若不加以處理，心輔官的職業發展、個人成長、整體幸福感，以及信
任他人的能力都會受到影響。
二、職場壓力的應對
過往文獻探討助人者的壓力因應，主要聚焦於兩個部分：其一是自我照顧，另
一是組織因應策略。在本研究中，心輔官對自我壓力處境的覺察與因應，也可區分
為「自我照顧」與「組織因應策略」兩個方向進行討論。
(一)心輔官自我照顧
自 我 照 顧 就 是 對 自 己 的 關 愛 ， 以 健 康 的 方 式 為 自 己 補 充 能 量 (Kissil and
Niño,2017; Myers et al.,2012)，透過可以維持和促進身心健康的行為，以減輕工作
壓力、焦慮或情緒反應(Williams, Richardson, Moore, Gambrel, and Keeling, 2010)，
讓自己不會處於工作倦怠，或經歷任何替代性創傷的症狀(Flint,2018)。在本研究中，
大多數受訪者在面職場壓力最立即的因應策略就是透過「自我紓壓」和「專業同僚
協助」。
1、自我紓壓
良好的自我紓壓是促進助人者生活平衡的一種方式，過去研究指出，不論是個
人因應或是尋求親友的協助，都是心輔官在覺察自身情況後的正向應對作為，讓心
輔官積累的情緒得以宣洩(邱保龍，2007；陳晏琮、丁華，2014；黃勝為，2005)。
在本研究中，心輔官也大多選擇自我調適或自我紓壓，如 M2 提到：「放假我就去
看電影呀！搜尋哪裡有好吃的！吃完就很滿足！」M1 是透過運動：「覺得自己不
對勁會找一些幫助自己修復的活動，例如：跑步、健身呀！」M4 則是做家事來紓
壓：「做家事會讓我忘記工作…也可以思考未來怎麼做。」至於 S2 則是：「壓力
太大我就捶枕頭。這個效果還不錯！」另一個紓壓管道就是和親友訴說心事，S1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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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會跟家人說…覺得跟他們講很安心…而且他們不認識當事人，可以找個安
全的人說出來就會好一點。」S2 和 M5 的配偶也同樣都是軍人，更能同理處境，
都願意適時給予心理和實際行動的支持：
「我先生覺得我壓力很大時不會多說甚麼，
就帶我去爬山。（S2）」、「我太太也是軍職的，比較能夠相互包容啦！她多少會抱
怨…但是就默默承受，應該也習慣了！（M5）」因為心輔工作關乎個人隱私要極為
小心謹慎，跟信任的親友抒發一下，就成為心輔官持續在心輔工作上堅持與努力的
動力。雖然親友的輔導專業度不夠，卻是心輔官最願意傾訴心事的對象。
2、專業同僚協助
專業同僚協助(peer collaboration)介於專業和個人支持之間，是一種平等的、無
階級的關係，或許彼此在輔導知識、技能上有所不同，卻都是為了實現共同目標而
努力(Barlow and Phelan, 2007)。相關研究指出，專業同僚協助可以提供高品質的社
會支持(Laffaye, Cavella, Drescher, and Rosen, 2008; Pietrzak et al., 2010)，可以防止
助 人 者 偏 離 治 療 模 式 ， 並 減 輕 倦 怠 和 焦 慮 產 生 的 影 響 (Waltman, Frankel, and
Williston,2016)。在本研究中，心輔官在單位內可獲得的專業諮詢對象，莫過於是
心輔員(亦稱心輔老師)和大心輔官，就像 S2 所述：
「我有問題就問心輔老師，這樣
比較能夠協助我跳脫原有想法的框架。」因為專業同僚同樣從事軍隊心輔工作，容
易理解軍隊心輔工作樣態，加上具有專業倫理概念，心輔老師和大心輔官是心輔官
可就近獲取專業諮詢和心理支持的對象。S1 提到：
「有一位我常碰到的心輔老師常
會關心我好不好，我就覺得有被支持的感覺。還有大心(輔官)也都會常來關心我的
工作狀況。」
專業同僚更是工作上的導師，可以運用專業和多年的工作經驗幫助心輔官解
決工作難題。如 M2 和 S1 有問題就會請教他/她們：「一件案件講出來，心輔老師
就會給建議啊！這樣就有不同看法可以綜合在一起。（M2）」、「重大事件之後都會
進行團體，但我一開始不太會，就有請心輔老師幫忙，我也是試著參與其中。
（S1）
」
心輔實務工作的「訣竅」是無法從準則、相關做法中全然領悟的，這時候就需要有
「師傅」引領進門。在本研究中，就看到專業同僚間的相互扶持，如 M1 所述：
「光
是看規定、做法，你沒辦法了解，…心輔老師就會教我怎麼做才對或者是規定要怎
麼去執行，然後會給我一些建議。」透過專業同僚間的心理支持、工作經驗交流，
除了減輕心輔官的工作壓力，更可以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分享知識和對事件
不同的見解，相互學習成長，善用彼此的專業知能去處理複雜案件。
(二)組織因應策略
在機構因應策略上，國防部辦理各項課程及投入相關資源，包括：心輔在職訓
練、專業督導團體、碩博士進修教育等課程，以及辦理證照研習班、鏈結民間輔導
資源等。研究結果發現，對於大部分受訪心輔官而言，碩博士進修教育、證照研習
班這兩項屬於自我持續進修的資源，在心輔實務工作上並無太大助益。如 M1 就提
到：「證照不等於能力啦！要看一段時間後，如果這些有證照的(心輔官)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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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要看跟之前比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進步。」S2 也表示：
「我覺得專業能力
沒那麼容易(培養)…像我讀完研究所，我也不覺得我有什麼專業能力啊！還是要有
實務經驗啦！」M4 和 S1 也認為：
「不用再受一次完整教育啦！我只是想要在需要
的那個時間點，可以獲得協助就好了（M4）」
、
「念書完又要歷練，研究所要讀很久
耶！（S1）」因此，對於大部分受訪心輔官而言，仍以「心輔在職訓練」
、
「專業督
導團體」
，以及「鏈結民間輔導資源」這三項更符合輔導實務工作需求。
1、 心輔在職訓練
心輔在職訓練採每半年辦理一次，每次為期二天的密集式課程設計，由於一
年課程只有短短幾天，所以部分受訪者並沒有參與經驗，如受訪者 S2 和 M3 並
沒參加過心輔在職訓練。有參加過在職訓練的 M4 和 M2 均認為在職訓練有將焦
點放回心輔官個人需求上，讓心輔官身心修復後再持續從事助人工作：
「可以把我
們從工作焦點轉移、脫離，再做一個教育和自我修復工作，我是覺得這樣子就很
好了。
（M4）」
、
「參加在職訓，(心輔官)去那邊可以休息、脫離一下工作環境。…
像最近自我傷害那麼多，心輔官每個都是壓力極大。
（M2）」M1 則提到在職訓練
有多種課程設計：
「會請民間機構老師來上諮商輔導課程，我覺得很有幫助。」S1
認為在職訓練透過課程引導思考，以及活動設計，可以讓心輔官回歸自我省察：
「戶外探索課程…有高空繩索、高跳台、團體合作遊戲等，都讓我們獨立操作完
成，我覺得這些課程可以帶領我們去覺察自己的狀態。」S2 則是很期待自己可以
參加在職訓練：
「我們在單位都是幫助別人，人家會覺得：你也需要幫助喔?... 所
以我覺得在職訓練真的還滿好的，可以有專業人員來協助我解決一些心理上的問
題。」可見，在職訓練的確讓心輔官可以短暫獲得喘息的機會，在課程設計上也
有輔導技巧精進與覺察自身情緒等功能，唯課程時數過少，難以強化心輔官個人
身心調適，以及心輔工作技巧的精進。
2、專業督導團體
專業督導團體是由國防部及各地區心理衛生中心每 2 個月辦理一次（重大演
訓期間暫停辦理）
，遴選具諮商輔導專業及實務經驗豐富之心輔人員、民間專家學
者擔任專業督導老師(國防部，2017)。專業督導團體在過往研究並無太多討論，在
本研究中則發現，專業督導團體深受心輔官的喜愛，因為課程內容多元，還可以依
照成員實際需求進行課程規劃，如 S1 就提到：「老師會問我們有沒有比較希望教
授哪些課程、處理比較特別的個案？有甚麼困難需要提出來討論？…老師還會提
供一些諮商背景知識。」M2 覺得課程很豐富：
「會有個案討論，還有教我們使用一
些牌卡、桌遊，也有轉介醫療程序跟需要注意的細節等課程。」M4 更善用機會學
習專督老師的輔導技巧：
「我會去揣摩專業老師的輔導方式，學完之後內化成自己
的功力！」
。
除了心輔知識增強之外，專督團體也具有同僚支持效果。如 M4 提到：「去專
督的時候都會提到自己單位或是自己本身的一些問題…真的啦！我覺得我好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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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一點了。」專督團體也是一種同伴支持團體，M6 認為：
「我覺得專督對心輔官
有非常好的幫助，團體成員的支持真的很重要。」就如 Horwitz（1998）指出，當
助人者有機會運用非正式的時機相互分享工作經驗，並與同儕一起思考如何處理
創傷事件，對助人者的心理復原很有幫助。然而，較為可惜的是專督次數過少，M4
就提到：「每 2 個月可以跟專業老師上課，我覺得是一個(學習)機會，但是要解開
生活當中這麼多問題，不是幾次課程就辦得到的」，M3 也認為：「一年才五次，
平均兩個月一次，大家去頭掐尾嘛！12 月也沒有，1、2 月又沒有！」可見，專業
督導團體課程豐富且符合心輔官實際需求，規律的聚會討論也讓心輔官獲得同儕
支持，只是次數上仍稍嫌不足，對於輔導實務工作的支持也略顯單薄。
3、民間輔導資源鏈結
國防部為有效提升軍隊心輔工作效能，引進民間專業心理諮商資源，2018 年
於北、中、南、東部地區與 20 家心理諮商機構簽約，以提供心理輔導協處方案、
擴展國軍人員求助管道(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18)，至民國 111 年簽約的心理諮商
機構已達 105 所(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2022)。過往研究並無相關討論，在本研究
中大部分受訪心輔官都持肯定態度，如 M2 提到：「支援重大災難事件後，救災人
員會安排至民間諮商所進行團體，像心輔官也是支援的人，也會有創傷。我覺得找
外面的人輔導會比較好。」S1 也表示：「剛好我們主任也蠻認同這個做法，我就
充分運用，弟兄反應也都很好。」S2 則是有實際使用經驗：「我是心輔官，在部
隊有偶像包袱，所以不能在其他人的面前顯露出脆弱，但是出去就不用擔心…我自
己有用過鏈結民間資源，我自己覺得效果很好。」M4 和 S1 也表示自己有使用需
求：「不知道有沒有現任心輔官在使用民間資源鏈結...我真的覺得心輔官也該去使
用一下（M4）」、「我自己其實也想去試試看…很想要嘗試一下。
（S1）」可見，
引入民間專業心理諮商資源的確可以增加求助意願，也可以避免個人因擔心隱私
外洩、求助汙名化而不對外求援。
總而言之，心輔官長期投身於輔導工作中，甚至還要兼任其他業務，經年累月
的壓力累積卻因受限於輔導專業形象而難以向外求助。雖然期待軍事組織能提供
足夠的資源用以促進心輔官的身心平衡、提升心輔官專業知識與技能，並且鼓勵心
輔官觀照自身情緒，進而提升軍事組織心輔服務的品質。然而，就現況而言，心輔
官的壓力因應仍大多仰賴自我照顧方式，即使心輔在職訓練、專業督導團體可以短
暫紓解工作壓力和充實心輔專業知能，或是民間輔導資源可以擴展求助管道。事實
上，現有資源仍是治標不治本，軍事組織應該正視心輔官兼職、專業自主性不足，
以及輔導支持網絡不足等問題。
肆、結論與建議
專業助人工作者在工作中承受相當大的心理壓力，尤其專業助人工作者容易
因為當事人身心所遭遇的威脅，或當事人本身承受到的痛苦、焦慮或憤怒，透過陪
伴當事人的過程而同樣身陷龐大的壓力中(王昭惠，2010；黃聖桂、邱佳琦、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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媛、許卉家、林欣彥，2011；Hendin, Haas, Maltsberger, Szanto, and Rabinowicz,2004)。
過去研究顯示，募兵制推動下，軍隊成員於服役期間所呈現的問題類型多元 (丁華
等人，2012；王秋鳳，2017)，加上軍隊投入救災工作後，舉凡空難事件、大規模
傷亡事件，都需要心輔官第一時間投入救援行動期間的輔導工作。長此以往，心輔
人員就容易出現情緒問題和健康問題(丁華等人，2012；林妘珊，2008；邱天鴻，
2018；邱保龍，2007；邱發忠、鍾成鴻，2021；Ballenger-Browning et al., 2011)，替
代性創傷、工作疲勞與職業倦怠的發生風險也較高（胡正申等人，2009；陳晏琮、
丁華，2014；Linnerooth et al.,2011）。
本研究也同樣發現，隨著心輔個案問題日益複雜，加上軍隊從事救災工作多年，
舉凡空難事件、大規模傷亡事件，都需要心輔官第一時間投入救援行動期間的輔導
工作，部分心輔官也出現災難救助後的替代性創傷問題。不僅如此，大多數心輔官
的心輔業務繁重，卻在單位人力不足的情況下仍須兼任其他政戰業務。長時間工作、
高壓力、高負荷，都考驗著心輔官內在平衡能力。過去研究就指出，心輔業務繁重
加上兼任政戰業務，造成心輔人才流失(丁華等人，2012；邱保龍，2007；許志偉，
2021；龔書逵，2015)，甚至有工作耗竭的情況(丁華等人，2012)。在本研究中，也
感受到心輔官被多重業務壓到喘不過氣的無力感。除此之外，心輔官因同時具有軍
職與助人者的雙重角色，在確保軍事任務順利遂行與遵行長官命令的前提下，維護
個案權益與自主性的工作倫理要求更難落實。就如多位學者所述，在軍隊官僚組織
和軍隊文化的特殊性中，會將團體目標置於個人目標之前來定義自己(黃新福、呂
宗哲，2014；Bryan et al.,2012; Sásik, 2021)，尤其心輔官在專業倫理與階級服從的
兩難下，時常為了兼顧組織利益與個案權益，而陷入倫理抉擇的困境之中。
至於心輔官應對上述這些壓力的方式，在過往研究中並無太多討論，以邱保龍
(2007)研究發現，心輔官多以正向思考、調整心態的方式因應；而陳晏琮、丁華(2014)
研究指出，救災心輔人員若出現替代性創傷會以自我調適為主，軍事組織在正式支
持與專業督導上仍顯不足。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心輔官會透過運動、休閒旅遊，
或是和專業同僚、親友訴說心事等自我照顧方式紓解壓力。與過去研究的差別，在
於現行的心輔在職訓練課程有更貼近心輔官的實際需求，包括：特殊個案研討、戶
外自我探索訓練、專業諮商輔導課程等，最重要的是「專業督導團體」的組員已形
成支持網絡，可以在工作上相互支持。較為可惜是，每半年一次的「心輔在職訓練」
、
一年舉辦五次的「專業督導團體」終究是不足夠的，大多數時間還是仰賴心輔官自
我保健，或是尋求身邊信任親友和專業同僚的協助。
總而言之，心輔官所面臨的職場壓力不僅來自複雜的心輔案件，更多壓力是來
自於軍事科層體制下的專業自主性不足，加上組織提供的壓力因應策略有限，都容
易造成心輔官因耗竭而離開工作崗位。有鑑於此，作者有以下三項建議：建立獨立
運作的軍隊心輔專業服務體制、完善心輔官專業教育訓練，以及持續擴充民間輔導
資源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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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獨立運作的軍隊心輔專業服務體制
國軍心輔制度的建立就是要協助軍隊成員適應部隊生活、促進身心健康發展，
並且有效防範自我傷害，是長期性且全面性的工作，故從國防部到基層群、營級都
有心輔官的編制(國防部，2017)。然而，現有的編組方式卻讓心輔官的工作推展受
到侷限，例如：因為編制於政戰部門而須兼任政戰業務、心輔官被視為單位危安事
件的代罪羔羊，以及心輔專業建議與專業倫理規範易與指揮系統產生矛盾等問題。
相關研究指出，當助人者覺得自主性愈低、組織愈是科層化，專業耗竭的情形就越
嚴重，工作滿意度也較低(Huang, Chuang, and Lin, 2003)。為有效解決上述這些問
題，作者認為國軍應建立獨立運作的軍隊心輔專業服務體制，在此專業服務體制中
必須建構完善的心輔督導制度、獨立心輔回報系統，如此才能強化心輔專業定位，
讓心輔官心無旁鶩地專注於心輔工作，軍隊成員也得以獲得更完整的心理輔導資
源。
2、 完善心輔官專業教育訓練
軍隊助人工作者除了需要實務經驗，更需要充足的培訓，持續強化教育的深度
與廣度，以滿足軍事組織的多樣性需求(Odom and Duchac, 2013;Wooten,2015)。本
研究的確發現，隨著社會環境日趨複雜，以及募兵制推動後，個案輔導期程拉長，
還有重大災難救援工作，都讓心輔工作困難度增加，心輔官面臨倫理困境和替代性
創傷的風險也增加。然而，現有的心輔在職訓練、專業督導團體均採「定期、短期」
的訓練模式，實在難以滿足需求。因此，為了建構更專業化的心輔機制，未來在規
劃心輔專業訓練課程時應該採取「長期、密集且持續性」的方式，以逐步提升心輔
官專業知能，並結合實務需求增減課程設計。另外，心輔官應該參與課程設計規劃，
才能更貼近實務工作現況。同時，課程設計除了專業輔導知能課程之外，更應關注
心輔官自我探索、壓力紓解的相關課程需求，以同步提升專業素養和心理素質。
3、 持續擴充民間輔導資源鏈結
當個體出現壓力反應，卻無法獲得需求與資源的平衡時，被認為是造成壓力
損傷的主要原因(Bates et al.,2010)。此時，必須透過生理、心理、社會和精神資源
來應對壓力挑戰(Westphal and Convoy, 2015)。目前，國防部與民間輔導資源網絡
的連結並不緊密，雖然國防部與民間心理治療所簽訂每週定期提供諮商輔導、教
育訓練課程，以及駐點服務等，都增加軍隊成員可用的輔導資源。然而，僅增加
個案諮商輔導資源並不足以因應軍隊成員多面向的問題，未來應該拓展民間社會
福利組織的合作契約，才能更全面地協處個案問題。除此之外，民間資源的引入
也可以解決軍隊成員因擔心隱私外洩、求助汙名化而不對外求助的顧慮，進而提
高隊成員的求助意願。
總而言之，國軍心理衛生工作在「三級防處」機制下已有相當基礎，也開展
更多元的心輔專業人員訓練。下一階段的工作執行重點，應該致力於建構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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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隊心輔制度。本研究提出了三項建議，在建立獨立運作的軍隊心輔專業服務
體制方面，作者希望藉此強化心輔專業定位，避免指揮體系的過多干擾；至於完
善心輔官專業訓練課程，作者認為，唯有提升心輔官專業能力，才能有效降低工
作壓力與焦慮感，並透過相關培訓課程提供心輔官自我成長、自我探索的心靈舒
壓管道；最後，在持續擴充民間輔導資源鏈結方面，則是希望心輔資源能確實回
應軍隊實際需求，給予軍隊成員更全面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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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Pressure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Military Counseling
Officers

Chiao-Shan Yen*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inner feelings and emotional stress of the
work experience of the military counseling officers, as well as their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Methods: In this study, 8 military counseling officer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units were interviewed by means of purposive sampling, and
individual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and the "thematic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as the method of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e workplace stress of
military counseling officer is mainly due to the conflict and powerlessness of multiple
professional work, plus the pressure of zero self-injury case expectations, the ethical
dilemma of dual roles, and vicarious trauma. Coping with workplace stress is based on
"self-care" and "organizational coping strategies". Conclusions: The counseling work of
the military is a long-term and comprehensive work. The counselor is an important pivotal
role in the network of counseling. How to maintain their counseling energy is an
important issue.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counselors' stress
coping.
Keywords: military counseling officers, work pressure, vicarious trauma,
zero self-injury case, self-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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