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醫療服務品質與心理師專業素質--為全民心理健康把關」
懇請 立法委員暨 衛生福利部
支持心理師維持取得碩士以上學歷的應考資格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臺灣諮商心理學會
共同聲明
103 年 1 月 6 日

◎背景說明：

《心理師法》第二條規定略以：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
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立學院臨床心理所、系、組
或諮商心理所、系、組或相關心理研究所主修臨床或諮商心理，並經
實習至少一年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臨床或諮商心理
師考試。
依 101 年 9 月 15 日公布之《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立法院院總字
第 1558 號、委員第 13833 號提案，擬修改《心理師法》第二條文應考
資格將原碩士改為學士案(以下簡稱本案)。一年多來，台灣輔導與諮
商學會、臺灣諮商心理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公會全國
聯合會(以下簡稱三會)曾彙整相關團體、人員與師生的看法，多次拜
訪有關立委並表達反對立場，取得「再提案前將召開公聽會或座談會
以聽取專業社群與各界人士意見」的共識。
今本案擬於 103 年 1 月 9 日依程序再度排入立院衛生福利暨環境
保護委員會議程(後因故暫緩)，衛生福利部先於 1 月 3 日 13 時 30 分
召開[心理師考試資格共識會議]，邀請諮商心理師與臨床心理師之相
關學會與全聯會表達意見。當天應邀出席之三會代表為：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理事長徐西森、臺灣諮商心理學會理事長王麗斐及公共政策
與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林麗純、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公會全
國聯合會理事長徐西森及公共政策與法務委員會召集人侯南隆，以及
三會常務監事王文秀等五人；與會代表分別從立委提案原由、諮商心
理師教考訓用、醫事人員素質、醫療服務品質與全民心理健康等觀點
表達我們的憂慮、理由與反對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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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委擬提案修法放寬心理師應考資格為學士案 – 我們的立場與聲明：
一、感謝立委關切心理師人力與重視全民心理健康。本案立委提案原由為：(1)
衛生署增加醫院應配置的心理師人力，使全國醫院心理師的缺額達 146 人，
特別是區域醫院心理師配置人力符合新標準的醫院僅達 50%；(2)心理師可
以設置獨立的心理治療所或心理諮商所；(3)企業聘任專任心理師推動員工
心理健康，使得市場的心理師需求更為擴大等原因，導致「心理師人力出現
嚴重不足的現象」，故提案擬將「心理師法」第二條文心理師應考資格由現
行「…研究所…碩士以上學位者…」修改為「…科系…學士以上學位者…」。
二、本案思慮欠週，配套不足，後續衝擊及影響效應甚大，除嚴重影響人才培育、
專業自主、系所教育目標、學生職涯規劃、機構實習機制、心理師考試制度、
人力供需平衡、醫事人員素質及醫療服務品質之外，更加影響社會大眾福祉
與全民心理健康，令人極為憂心。一年多來，諮商心理界與臨床心理界之心
理師、專家學者、相關系所師生、公學會團體與關心本案後續發展之社會人
士皆已紛紛表達反對立場，亦曾多次拜訪提案立委與相關立委，對本案後續
發展至表關切。今再度表達反對修改《心理師法》第二條文之立場與理由如
下，請 衛生福利部了解並反映我們的看法與心聲，懇請 立委諸公詳閱、慎
思、尊重，並支持我們的專業意見與社會大眾的民意。
三、本案立委提案原由三點均不成立，三會分別敘明如下：
(1) 衛生署增加醫院應配置的心理師人力，使全國醫院心理師的缺額達 146
人，特別是區域醫院心理師配置人力符合新標準的醫院僅達 50%。
諮商心理師部分，自民國 90 年通過《心理師法》迄今(103 年 1 月 3 日)
已取得證照者計 2,490 人，辦理執業登記者計 1,606 人，其中約 67%執
登於各級學校、約 23%執登於社區單位(含自行開業與行動心理師)、約
7%執登於政府部門(含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及約 4%執登於醫療
院所。目前國內符合培育諮商心理師應考資格者之心理與諮商相關系所
計 32 校、每年招生人數約計 450 人；每年兩次通過國家考試取得證照
人數達 300 人以上。依前衛生署公告之「醫療機構設置標準-心理師部分」，
中華民國諮商心理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與中華民國臨床心理師公會全國聯
合會(以下簡稱兩全聯會)於 102 年 6 月初估，全國醫院精神急性病床與
一般急性病床所需心理師員額約計 473 人(含綜合醫院 357 人/精神科醫
院 47 人/精神科教學醫院 69 人)。
依三會上述數據資料顯示(尚不含臨床心理師部分)：有關「醫療機構人
力設置標準」須增加的心理師員額，無論是兩全聯會初估的 473 人或提
案立委所提 146 人，醫療場域之心理師人力供給面(含目前已取得證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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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執業登記 884 人、系所招生與培育人數約 450 人、每年考取證照人
數 300 人以上，以及可能轉換職場執業者等)皆大於人力需求面，也顯
著多於「醫療機構設置標準-心理師部分」所規定的基本人力。因此，本
案所提區域醫院招聘不到足額心理師人力，應與人才培育和放寬應考資
格無關。根據學者研究或學會調查發現，醫院環境的福利待遇或勞動條
件亟待改善提升，才能吸引更多心理師投入醫療場域工作。若醫院有招
聘心理師之需求時，三會將在合理的勞動條件下，全力協助招聘諮商心
理師。
(2) 心理師可以設置獨立的心理治療所或心理諮商所…，導致「心理師人力
出現嚴重不足的現象」
。
如上所述，目前取得諮商心理師證照者已逾 2,490 人；然開業之心理諮
商所卻非常少(迄 102 年 5 月止計有 43 所)且部分經營困難，任職之諮
商心理師僅佔全部執業登記者(1,606 人)之 4.5%。究其主因乃諮商心理
師目前尚未納入健保給付範圍，且國人自費求助心理諮商與心理治療的
觀念仍待強化與普及化，因此在可預見的將來，不會出現因心理諮商所
與心理治療所大量成立而需要大量人力之現象。現階段醫院仍為心理困
擾或精神疾患之民眾就診的主要場域，為期健全醫院醫療服務品質，並
照顧低收入戶、弱勢族群與偏鄉民眾(難以自費尋求心理諮商與治療者)，
達成政府施政促進全民心理健康的目標，醫療院所更應落實心理師的聘
任，且衛生福利部應責成中央健康保險署，儘速將諮商心理師執業項目
納入健保支付範圍，以提高醫院聘任諮商心理師的意願，充實心理師的
人力資源。爰此，本案所提本點原由應無關「心理師人力出現嚴重不足
的現象」。
(3) 企業聘任專任心理師推動員工心理健康，使得市場的心理師需求更為擴
大…，導致「心理師人力出現嚴重不足的現象」。
企業係以營利為目標，每一企業機構對員工身心健康皆有不等程度的關
心與不同機制的作法。現階段企業已聘任相關人事人員或輔導人員協助
照顧員工，因其工作性質多為一般的員工協助、生活輔導、人際輔導與
職場適應輔導，故大學校院之應用心理系、工商心理系、人力資源系或
輔導諮商學系等科系的學士學位畢業生已可勝任。又研究調查發現企業
員工即使有心理困擾或精神疾患，因擔心同事眼光、雇主歧視或工作權
益受影響，其求助企業單位內心理諮商與治療的意願非常低，絕大多數
員工會對外求診於醫療院所，以維護其病患隱私權與工作權。基於前述
理由，加上人事成本等考量，目前企業聘任心理師的人力意願非常低，
此亦無關心理師培育及放寬應考資格的提案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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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所教育目標不同，心理師人才培育應有更高標準的修業年限與專業素養：
精神疾患與心理困擾有其複雜成因與專業處遇，因此心理師應接受更為嚴謹
且修業期較長的養成教育，如醫師與藥劑師等；考選部對醫師等職類更設有
臨床能力測驗(OSCE)等證照考試機制，以求落實專業培育之宗旨。今若修
法放寬心理師應試資格，將碩士以上學位改為學士即可，因大學校院之心理
或輔導等相關科系的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皆非定位於培育醫事人員，故難以
培養職場所需心理衡鑑與諮商、心理治療的專業能力，並處理精神疾患或危
機個案；此外，對於在學生、畢業生的職涯規劃，以及長久以來準備心理師
考試的考生也將形成嚴重衝擊。
又依《心理師法》
、
《心理師法施行細則》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心理師考試規則》等規定，心理師的養成培育除須接受研究所層級的專業訓
練，亦須有一年的全職駐地實習並接受臨床督導，方能報考專技人員心理師
的國家考試。若放寬至大學學歷即可應試，現有大學校院相關系所課程與教
學勢必受到衝擊，考選部心理師考試制度亦需大幅變動；另未來每年教育心
理、輔導與諮商等相關系所學士(約計 28 校系、1,120 人)與碩士（如前述
32 校/所、450 人)的畢業生，以及臨床心理相關學系與研究所的畢業生將逾
3,000 人(尚不含未來修法通過前逾三十倍已畢業的相關系所學士)以上，現
階段符合心理師法等相關規定之醫療院所及實習機構能否每年提供逾
3,000 位實習生一年全職實習的需求更是一大問題，也嚴重增加醫事人員的
工作負荷與督導責任，以及病患的就診權益與醫療環境，不可不慎。
五、心理師應有更明確的職涯定向與更成熟的人格涵養：除專業素養的要求外，
心理師的人格成熟度與生活歷練，亦為處理心理困擾與精神疾患的重要條件，
以期能高度同理並洞察當事人的需求與感受，並適切的介入處遇策略與技能，
提高心理諮商與治療的成效。今大學生的素質經常引起國人關注，大學畢業
生平均年齡約 23 歲，大多生涯未定向，處於生涯發展的探索期，且生活歷
練相對單純。基於前述考量，大學畢業生進入醫療場域能否勝任處理精神疾
患或社會適應障礙等病患或危機個案，令人憂心。
經兩全聯會及諮商三會理監事或教師會員初步訪談大學生，大多表示大學層
級的課程學習欠缺足夠之專業知能進行心理諮商、治療與衡鑑之任務，遑論
自殺等危機處理與精神疾病處遇。民眾與機構對本質為基礎教育之大學心理
系相關課程訓練承擔《心理師法》所定職業項目甚有疑慮；甚至學生還建議
若要將應考資格下修為學士，則應將修業年限延長為 7 年，方具有應考心理
師之資格。目前諮商心理相關系所的研究生平均年齡約為 28 歲，較大學生
年長、生活歷練多，多數人(含在職進修者)已有工作經驗，較有人格成熟度
與職涯穩定度，且修讀諮商心理相關專業多為個人的志趣或志業，較能專注
投入且具備精熟的心理衡鑑、諮商與心理治療等專業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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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歐美先進國家心理師多為博士/碩士以上層級人才：國外實施心理師制度的
國家(除中國大陸外)其資格大多規範為碩士層級；美國與加拿大等國之心理
師資格甚至規範須為博士學位。國內十二年前訂定《心理師法》以碩士以上
學位作為應考資格之要求，係經過許多立法委員、專家學者、公部門人員及
相關人士多次討論、深思熟慮的結論與共識；今未徵詢專業人士意見，也未
經公聽會等方式討論，僅著眼於粗估的三點原由與提案立委的推論，即誤以
為心理師人力不足支應醫院員額所需(然此並非事實已如前述)，卻不慎思人
力品質要求之重要性而將心理師之應考資格改為大學畢業，如此將嚴重損及
全民醫療權益，衝擊心理諮商與治療品質，也違背諮商心理專業發展的國際
趨勢。
七、降低應考學歷要求，有違國家對於專門職業人員之期許：憲法第八十六條特
別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此因
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職業涉及社會秩序與公共利益。再依《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第二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
練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識或技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利益或人民
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利有密切關係，並依法律應經考試及格領有證
書之人員」之立法精神與實質內容，有鑑於精神疾患或心理問題之複雜性與
嚴重性，有時往往涉及自殺或攻擊等社會議題與生命安全緊急狀況，因此，
《心理師法》對於心理師責任與執業的要求，等同於對醫師或遠較其他醫事
人員更為嚴格。準此，對於心理師養成教育及應試資格的規範，應更為嚴謹
而非寬鬆，如此方不違背國家授與此一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證書之本意與初衷。
若修法放寬心理師應試資格將碩士以上學位改為學士，未來報考心理或諮商
等相關研究所的人數與意願必然大為降低，
「量增/質降」的現象必然發生，
屆時再修法調回碩士以上應試資格，恐為時已晚。
八、應提升醫事人員的素質與醫療服務品質，以回應各界的心聲與訴求：提昇競
爭力與促進全民健康已是國家重要的政策，亦是社會各界人士普遍的共識。
近來年，包括護理師、醫檢師、職能治療師等醫事人員，乃至禮儀師、社工
師等各行各業無不提昇其業界專業人員之學歷要求，如今，卻發生降低心理
師應考資格學歷之修法提案，不僅與國家提昇人力素質之政策及社會各界之
期望相違背，且短時間內心理師人數將快速增加，造成下列嚴重之負面影響
與後果：1.將目前已然偏低之心理師薪資待遇水準更拉低，未來將難以吸引
優秀人才投入與選擇此一專門職業；2.降低心理師自我要求、提升專業知能
與在職進修之動力；3.降低國人對於心理師之專業信任感與求助意願，斲傷
諮商與心理治療的專業形象與地位；4.嚴重影響國人心理健康之照顧，激化
目前已然日益嚴重的心理健康影響社會安全的隱憂；5.損及弱勢族群、低收
入戶與偏鄉地區民眾的醫療權益，影響全民的心理健康與醫療服務的品質。
九、未經仔細思考的修法舉動，將造成國家社會付出更大的成本與資源的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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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一旦完成修法，將直接造成的衝擊有：1.心理與諮商相關系所大學部課
程結構與內容勢必大幅修改，造成學生未來出路的限制與窄縮，不利於畢業
學生於心理學科其他領域之發展；2.無足夠的合格實習機構及適切的督導人
力以應付龐大的實習需求，造成學生必須面臨爭奪學習資源的壓力與挑戰，
不利於學生的學習品質；3.心理師人才品質之確保重點在於良好的養成教育，
而非依靠考試制度的窄化篩選。一旦調降為大學學歷，將完全扭曲人才培養
的正確作法；4.為避免短時間內心理師人數急速增加造成的就業衝擊，勢必
以提高考題難度，降低及格率的方式來因應，造成學生得虛擲歲月於一年又
一年的應考，耗費國家社會資源與成本，並與修法之本意更加背道而馳。5.
將衝擊現行社區心理衛生的三級預防體系及校園的三級預防輔導機制，二級
與三級人員的角色與功能勢必混淆，影響學生及病患的權益與諮商治療品質。
6.每位適任的心理師需要具備充足的專業知能、人生閱歷及成熟穩定的人格
特質，修法的結果最嚴重的影響便是心理師人力品質的降低，損傷全體國人
的心理健康福祉。
基於以上之考量，請 衛生福利部了解並支持，亦懇請 立委體察民意與尊
重專業意見，依《心理師法》第二條規定，維持心理師報考資格為碩士以上學歷，
以維護醫事人員的專業水準、社會大眾的醫療權益，
「確保醫療服務品質及心理
師專業素質--共同為全民心理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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