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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人物與研究情境介紹 

張曉雯 

  11 歲，台北市人，就讀三三國小六年愛班，來自低收入戶家庭，父母離異，

和母親、母親男友及其他四名兄弟姊妹租屋同住。家中有一名輕度智障，在自助

餐打工的哥哥、高職輟學無業遊蕩的大姊、國中二年級，但因經常缺課已瀕臨轉

學窘境的二姊，及就讀同校四年級的小妹，曉雯排行老四。家裡靠著媽媽資源回

收、在二殯的兼職打掃工作及部分福利津貼維生，因家中食指浩繁，生活上頗為

窘困。在外表上，瘦高黝黑的曉雯經常不合時宜地穿著過大、過短、過薄、破損

或略顯骯髒的衣物，身上也經常有不好聞的氣味，加上在學校生活中不甚良好的

表現，使得曉雯的學校生活面臨不少困難處境。 

 

方老師 

  三三國小六年愛班導師，三十歲，新婚一年，師院畢業後，從代課到正式教

職，教學年資共九年，目前已取得研究所碩士學位，是同事們口中「很溫柔」的

老師。帶班認真、班級經營有條理，理直氣和的風格使得方老師和大部分家長及

小朋友都有良好的互動，在六愛班上，某個小朋友聯絡簿的小日記裡，還「以我

最好的朋友」稱方老師。而本研究個案曉雯，對方老師的溫柔關懷、少以威訓的

態度對待也有良好感受，但方老師對曉雯的家庭、學校生活諸多問題卻有無力之

感，認為自己目前對曉雯採取的是「消極」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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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雯母 

  五十九年次，國中肄業，十九歲生下曉雯大哥後，即使曾面臨丈夫外遇及家

暴問題，孩子仍接二連三誕生，後因丈夫再度外遇及不堪施暴而離婚，五個孩子

皆由其撫養。離婚後，尚屬年輕的曉雯母陸續結交了幾名男友，是孩子們口中的

「叔叔」，而令人震驚的是，孩子們的爺爺—曉雯母的前公公，竟也曾在幾個「叔

叔」之列……。而貧困單親的曉雯母親，除了面臨貧窮的生活折磨，更是多次「遇

人不淑」地遇上暴力男，造成自身及孩子們不安的生活環境。關於曉雯母的負面

傳聞，隨著孩子在學校的諸多問題行為、曉雯母親誇張暴露的穿著、出現在學校

的不同的「叔叔」在三三國小幾個老師間盛傳著。 

 

家庭、學校與社區 

  曉雯就讀所屬學區的三三國小，是位於台北市百貨公司林立、繁華商業區裡，

相對傳統老舊社區的公立小學，民國四十年成立至今，比起某些百年老校，算是

中年資深的老學校，全校共有普通班 57 班、資優班、特教班、資源班各 2 班、幼

稚園 5 班，教職員 148 人，屬大型學校。學區位於較傳統老舊的社區，學校鄰近市

場和著名的觀光夜市，學區內家長不少來自附近的市場和夜市，老師們認為整體

而言，相對於商業區內的其他學校，三三國小家長的社經地位不是那麼高。以曉

雯就讀的六年愛班為例，全班二十四名小朋友中，除曉雯屬社會救助法扶助的低

收入家庭外，尚有多位小朋友家中經濟情況不甚良好（但未申請中低收入補助），

及部分來自新移民（大陸或外籍配偶）家庭。 

  除屬接受政府扶助的低收入戶家庭外，曉雯家尚接受民間福利機構，如：台

灣家扶基金會的協助，曉雯和姊姊、妹妹皆有家扶的「認養人」，每個月每個孩

子有 1700 元的扶助金，偶爾曉雯和姊姊、妹妹也會參加家扶中心舉辦的活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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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曉雯家亦是學校向社會局通報的「高風險家庭」15，接受社會局社工不定

期的訪視。 

  來自經濟弱勢家庭的曉雯，不只在物質生活上有困窘的情形，因為經濟及其

他家庭因素對其學校生活的影響，也使得老師們頭疼不已。而這樣的情況，曉雯

在手足之中，並非特例，不論是曉雯的哥哥或姊姊、妹妹，多年來，在三三國小

的老師們間，流傳著許多負面傳聞。因兒童在校的學習與成長難以脫離家庭因素

影響，故部分資料兼及個案家庭故事。為維護當事者隱私，個案及故事中相關人

的姓名均為假名。 

  本章依據田野蒐集資料，呈現一個經濟弱勢兒童的學校生活情形，依序呈現

第一節「對學校的態度」—「我不喜歡上學」；第二、三節「人際適應情形」（含

同儕與師生關係）—「班級裡的社會排除」、「師生關係」；第四節「學業適應

情形」—「失敗組的絕望與希望」；第五節「常規適應」—「『盡量』不在學校

惹事」；及第六節「自我概念」—「自我感覺不良好？」。 

 

 

 

 

 

                                                       
15 高風險家庭的界定採內政部所頒布的「高風險家庭評估表」，內政部界定的高風險家庭包括：(1)

家庭成員關係紊亂或家庭衝突：家中成人時常劇烈爭執、互毆、揚言報復、無婚姻關係且頻換同居

人等(2)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不利因素，使兒童少年未獲適當照顧。兒童乏人照顧，或

有疏忽之情形(3)家中成員罹患精神疾病，或酒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4)非自願性失業或

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等(5)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6)

家中成員曾有自殺傾向或自殺紀錄者(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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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不喜歡上學 

一、週休四日 

  首次和方老師聯繫的那週，方老師告訴我這學期曉雯因經常腹痛沒來上學，

有時一週只來兩到三天，最近的一週還因為腸胃炎住院去了，所以不保證到現場

來能得到豐富的資料。掛下電話後，我有點煩惱，也疑惑是怎樣的情況讓一個孩

子一週兩到三天的腹痛，並且無法來上學。 

再隔週的週三是我首次見到曉雯的日子（週一、二曉雯沒來），瘦高黝黑的

曉雯身著略顯寬大的白色短袖上衣、粉紅格子短裙，在這略有寒意的十二月天裡，

班上的孩子們大都穿得厚實保暖，在孩子們之中，曉雯因為穿著單薄而特別顯眼。 

下課後，方老師告訴我，前兩天曉雯沒來上學，也沒有請假，打電話到家裡

是曉雯接的，很虛弱的說她不舒服不能來，而這樣的情況，幾乎是曉雯這學期上

學情形的寫照。 

有時候她沒來，媽媽也沒打電話請假，打到她家，有時候是媽媽接      

的，有時候是那個叔叔接的，有時候還是她們自己接的（曉雯或也沒去上學

的姊妹），有時候打去，姊姊和妹妹都在家都沒去上學……（方老師） 

因為身體不舒服，經常請假沒來上學，大部分的情況，曉雯的媽媽會打電話

向方老師請假。有時，在媽媽也搞不清楚情況的情況下，孩子缺席了，為確認孩

子的狀況，方老師得致電家長詢問原因。「像有一次啊，是段考，結果她竟然沒

來，我趕快打電話去她家，她媽媽在睡覺，根本不知道張曉雯沒來上學，我跟她

說今天是段考，她媽媽說她也不知道，然後才趕快去把她叫起來……」方老師告

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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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只是曉雯，曉雯的兄、姊在三三國小就讀其間，也有類似的情況。資源班

的王老師任教三三國小近二十年，除曉雯外，曉雯的哥哥、兩位姊姊和小妹分別

在特教班、普通班及資源班曾受王老師教導，多年來對曉雯一家的特殊情況知之

甚詳。關於曉雯的經常缺席，王老師則告訴我： 

她媽媽一個人帶五個小孩當然是不容易，她媽媽也常常強調自己很辛苦，一

個人要帶五個小孩，但是我覺得很多部分，她媽媽並沒有做得很好，以前曉

雯的大姊是我普通班的學生，常常不到放學時間，媽媽就提早來帶小孩走，

有時老大生病了要帶走，沒生病的老二媽媽也要一起帶走，這個我很堅持，

跟她媽媽溝通了很多次才改善，現在也是，五個孩子，其中一個生病，會要

另一個請假在家，常常打電話去，都是孩子接的，一堆孩子都在家，她大哥

讀建教班後來中輟沒讀了，大姊讀美髮也是，後來都沒讀了，去工作也是因

為洗頭手會痛所以也學業和工作都中輟了，她媽媽沒有去想，這樣的家庭狀

況，孩子一定要透過教育才能脫離，才能向上流動，她讓孩子有一天沒一天

的上學，不能持續學習，這問題很大……。 

「她媽媽並沒有做得很好」、「她媽媽沒有去想，這樣的家庭狀況，孩子一

定要透過教育才能脫離，才能向上流動」聽得出王老師對曉雯母親教養態度的不

認同，並認為曉雯母親對孩子學習所秉持的態度、習性是曉雯和幾個兄姊、妹總

是未能持續上學，甚至走上中輟之路的主要原因。孫瑩（2005）指出青少年的各種

問題行為往往都與「家庭功能缺失」有關，尤其，貧窮單親家庭長期處於貧窮的

情況會影響單親家庭的子女照顧、子女教養、居住安排、休閒與社交生活的負擔

成本，並且，單親貧窮家庭在親職角色扮演上也普遍有困擾，不管是父代母職或

母代父職，要同時扮演好物質提供者與照顧教養者的角色都不容易。因為面臨經

濟壓力的父母可能因為工作而對孩子疏於照顧和管教，也容易對環境產生無力

感，而這樣的無力感則會影響父母的效能感及管教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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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老師們以各種方式，如電話家訪、鼓勵、甚至利誘，仍無法改善曉雯經

常不來上學的情況，「本來上學期她常常沒來，我跟她說如果她這學期天天都來

上課的話，就要送她一雙新鞋，因為她好像只有一雙鞋，但她還是常常沒來……」

方老師對我說。除了住院請假的日子外，彷彿也有週一症候群一般，每個假期後

的星期一，曉雯幾乎都不會來上學，週二依然，翻閱曉雯的聯絡簿，幾乎是週休

四日。而這樣有一天沒一天的上學情況，也不禁讓老師們擔心曉雯最終是否也會

走向其母、兄、姊中輟的學習之路。 

 

二、多重剝奪的貧窮生活導致經常生病請假 

因為居家環境因素，曉雯經常生病。去年，妹妹染患腸病毒，好一段時間曉

雯和妹妹都沒能來上學，即使聯絡曉雯母親也得不到確切的情況和說明。因此，

即使曉雯母親多次拒絕老師訪問，幾個老師們仍決定到家探訪兩個孩子。然而，

一到曉雯家，老師們恍然明白，孩子為何老是生病…。 

她媽媽是做資源回收的，家裡前面一大部分是放資源回收的東西，媽媽和那

個叔叔一個房間，曉雯她們四姊妹一個房間，睡上下鋪這樣，另外哥哥一個

房間，然後有客廳和廚房、陽台，不算小，但是很亂，東西就一堆一堆的這

樣，整個家裡味道很重，一進去我們受不了只好戴口罩，家裡有洗和沒洗的

衣服就這裡一堆、那裡一堆堆在客廳、房間的床上，實在也分不清楚是乾淨

還是髒的，還有一隻狗就睡在其中一堆衣服裡，桌上有一鍋麵，是早上煮的，

一整天都放在桌上，要吃的人就去舀，那時候是夏天，天氣很熱，孩子又生

病，這樣子真的很不好，難怪孩子會常常生病啊，光是這學期張曉雯就中耳

炎、腸胃炎，還有一次是下體發炎…（王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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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的曉雯母在三三國小幾位曾有過互動的老師們口中，並非是個能妥善經

營家庭、照顧孩子的母親。多次，老師們不住批評曉雯母自身耽溺逸樂、疏於照

料孩子，使得孩子們不僅未能持續上學，就連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飲食和清潔衛

生都發生問題，使得孩子們經常小病不斷。 

上次她下體發炎，我擔心她是不是發生甚麼事，因為我們也不能去碰她的身

體，她到保健室換藥的時候，我請護士阿姨幫我注意一下，應該是沒有被侵

犯…，下體發炎應該是因為衣服不乾淨的關係，她有時候沒洗澡身上味道很

重，來學校到資源班的話，我會教她清潔，買了一些衣服在學校，有她的和

妹妹的，教她們洗澡、洗衣服、鞋子，衣服就晾在學校，幫她洗澡的時候才

知道，原來她們穿衣服都是隨便從家裡一堆一堆的衣服裡抽幾件出來穿，有

一次曉雯還穿妹妹穿過沒洗的內褲，我想下體發炎應該是因為這樣，有幾次

來學校幫她們洗澡都發現，她們內衣褲都亂穿，有時候穿姊姊的、有時候穿

妹妹的，有一次還穿那種黑色、樣式比較像是成人的那種內褲，應該是媽媽

的…，我自己也是單親弱勢家庭出身的，我媽媽也是一個人帶我們好幾個小

孩，我知道那當然是不容易，但是在一些基本生活方面，她媽媽這部分真的

是沒有做好，這些洗澡、洗衣服這些應該在家裡都要教好處理好的，還有交

友情況，對她的小孩都是不安全的（王老師） 

黃雅伶（2008）探究貧窮兒童的成長與機會的研究即指出：貧兒的成長呈現「多

重剝奪的貧窮生活」，除居住環境（便利安全、生活空間、住家品質）的剝奪外，

在生活照顧上，貧兒往往因家庭依賴者眾多，或照顧者能力不足而受到相當薄弱

的家庭照顧（成長照顧的剝奪），此外，也因單親能力不足、父母身心狀況不佳、

父母角色缺乏等因素造成主要照顧者教養能力不足，以致貧兒生活照顧的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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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氣蓬勃的「拒絕上學」孩童
16
？ 

曉雯經常生病請假，有時候是肚子痛，有時是感冒，有時則是頭疼，然而，

不論是缺席後隔天到校，或者不舒服晚到，大部分的情況看來並沒有想像中那麼

嚴重 ─ 嚴重到要請假的地步。 

身體不舒服，真的是曉雯經常不能來上學的真正原因嗎？ 

應該是吧，她真的常身體不舒服，常肚子痛去保健室，但應該說她是有一點

點不舒服就會不來……(方老師) 

資源班的王老師則說： 

通常孩子有一點不舒服，大部分的家長還是會讓孩子來上學，如果不是很嚴

重的話…，但她們家有一點不舒服就不會來了…… 

身體確實經常不舒服，但有一點不舒服就不會來上學，看起來身體不舒服不

完全是不能來上學的主要原因，除了家長的態度因素外，曉雯自己究竟又為什麼

這麼不想來上學呢？ 

我問方老師，是否因為上週住院，請假多日，累積太多作業寫不完而有功課

的壓力？方老師告訴我，對曉雯的功課，並沒有以對其他小朋友的標準要求，只

要曉雯能完成最基本的作業，譬如：國語的生字語詞、國語習作、數學習作，不

會寫可以來學校問老師或抄同學的，沒寫完也不會懲罰她，幾乎沒有功課壓力。

「我也不知道到底要怎麼要求她，怕一要求她更不來上學了…」方老師略帶矛盾

的對我說。 

日本兒童精神科醫生河合洋（2001）和許多拒絕上學孩童的接觸過程中發現：

有些孩子雖然不去上學，但卻能在下課後、假日時，和同儕玩在一起、或一起外

                                                       
16  標題引自「瞭解拒絕上學的孩童」書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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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並且，部分孩子對遠足、運動會、校慶、畢業旅行等學校活動會積極參與，

河合洋醫生稱這樣的孩子為「朝氣蓬勃的拒絕上學孩童」（蕭秋梅譯，2001）。 

常因為身體不舒服請假沒來上學的曉雯，似乎也是個「朝氣蓬勃的拒絕上學

孩童」。誠如前述，大部分的週一，曉雯幾乎不會來上學，而最近幾週，曉雯唯

一一次出席的星期一，是因為資源班期末的「做鬆餅」活動，早在鬆餅活動的前

一週，曉雯已興沖沖的向我提前預告對這個活動的期待。此外，即使常不舒服沒

來上學、生病住院，曉雯仍積極參與學校裡有趣的活動。 

作業功課方面的事她表現的就比較散，可是學校的活動，就算她常常沒來學 

校，她也會很積極參加，像這次畢業旅行，發問卷、回條、繳錢的時候她都

沒來學校，可是卻很積極的跟我講她要參加畢旅，上次學校運動會園遊會也

是，已經好幾天生病沒來，我跟她媽媽通電話的時候，跟她說如果不舒服，

運動會沒來沒有關係，但是運動會那天，她媽媽打電話說曉雯要來…遇到比

較好玩的事情她都表現得很積極（方老師） 

某個段考後的補課日，和曉雯約好放學後在學校旁的麥當勞進行訪談，四點

鐘一到，曉雯準時出現，穿著蕾絲裙裝，外搭亮眼的桃紅色外套，高跟黑皮鞋，

脖子、手上帶著彩色的項鍊和手鍊，梳著一頭俏麗的馬尾，看起來像是刻意打扮

過，精神奕奕的拉著我大叫老師。然而，四點多一些，方老師來電，告訴我曉雯

今天沒來上學，也沒請假，問我下午的訪問曉雯是否赴約，我才知道眼前這個悉

心打扮、精神抖擻的孩子並沒有去上學。曉雯告訴我，因為昨晚睡覺時妹妹「一

直搖床，害她頭痛」，所以今天不舒服沒來上學。結束訪談後，已是傍晚，曉雯

蹦蹦跳跳的鑽上公車，告訴我要先去教會看看，再去公園找朋友。 

走在回家的路上，我想著，曉雯儼然是朝氣蓬勃的拒絕上學孩童，經常請假，

但仍能掌握學校裡有趣活動的訊息，並把握參加的機會，維持部分式上學，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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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曉雯所訴說的各種身體不舒服的症狀不完全是不能來上學的原因，那麼，曉

雯究竟為何這麼不喜歡來上學呢？ 

 

四、天天遲到惹人嫌 

上午九點半，曉雯姍姍來遲，或許同學們早已對曉雯的缺席或遲到感到習以

為常，彷彿透明人一般，沒人多看她一眼。曉雯兀自走入教室，拉開座椅，此時，

有別於全班大部分同學的冷淡，後方的阿明迅速兇猛的朝桌下前方曉雯椅腳踹了

一下，面對如此兇猛強烈的怒意，曉雯一聲也沒吭地坐下。沒有缺席的日子，曉

雯總是姍姍來遲，和其他小朋友八點前到校相比，曉雯大約八點半後到校，有時

甚至第一節、第二節課後才到。 

星期三是一週一次資源回收的日子，這個任務由平常班上整理垃圾的阿明和

曉雯共同負責，將班上一週的資源回收物整理妥當，帶到學校的回收處。今早，

阿明邊整理垃圾，邊唸唸有詞地咒罵著，隨後，提著三大包回收物，帶著沖沖怒

氣離開教室。見狀，方老師告訴我： 

因為曉雯常常沒來，或很晚來，所以倒垃圾的時候都是黃誌明倒，有時一個

人要倒很多，一開始我請誌明體諒，因為曉雯身體不好常生病，剛開始誌明

也可以接受，但是後來曉雯常常這樣，誌明覺得她根本是故意的，就會吵架、

罵她。 

共同負責的任務，因為曉雯的缺席或遲到而總是落在阿明一人身上，看來阿

明的憤怒也不是沒有道理。而詢問曉雯遲到的原因，卻總是令老師皺眉、無奈搖

頭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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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什麼今天晚來啊？」 

「因為早上我要叫我媽媽起床，媽媽要給我們錢，我還要綁頭髮，還要等妹   

妹……」 

一旁忙著改作業，邊聽我和曉雯對話的方老師，微皺著眉，露出無奈的表情。

其他的日子裡，曉雯遲到的理由不外乎是：要叫媽媽起床、早上要綁頭髮、要等

妹妹，今天公車繞來繞去……，不管是叫媽媽起床、綁頭髮，還是等妹妹，似乎

都不是天天遲到的合理理由，而面對自己天天遲到及因為遲到而造成和阿明的糾

紛，無論老師如何勸說、施以利誘，情況仍然沒有改善。 

之前資源班的王老師，還跟她約定，如果她每天來上學而且不遲到，會幫她

準備早餐，可是還是沒用啊……（方老師） 

因為曉雯的經常遲到，輪到她該做的事沒能作好，或得由同學分擔，漸漸的

引起同學的反感，也因此曉雯總是難以擺脫同學對她的負面觀感，導致在班上可

有可無，若有似無般的處境和地位。而曉雯每天不盡合理的遲到理由是否也意味

著曉雯對上學的拖拉、不想來的態度呢？ 

究竟，曉雯為什麼這麼不想來上學呢？ 

 

五、上學是件苦差事 

「教會的老師跟我說至少要讀到高中，但是我不知道，我還在看，因為聽說

國中壓力很大很大，不知道能不能讀畢業，再讀高中，因為聽說國中壓力很大…」

曉雯邊比劃著，邊對我說，不斷地強調「壓力很大、很大」，我有點兒納悶，和

其他同學的情況相比，曉雯的國小生活，幾乎是「只要來上學即可」的最低標準，

從何而來「壓力很大」的想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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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曉雯所指的「壓力」為何，如果對未來國中的生活想像是如此巨大的壓

力，那麼現階段（看似鬆散）的國小生活對曉雯而言，在曉雯心中，又是如何評

價及感受？ 

「就是阿…在學校覺得，很不想來上課，只想要在家裡、悶在家裡，不想要 

來學校，因為會覺得很累，會覺得為什麼每次都要來上課」 

「覺得累是因為？」 

「學那些很累，會覺得只想要玩而已…因為…因為就是壓力太大，就是上課

就覺得壓力太大，因為一直學習會變得很那個……書呆子，覺得很無聊，還

會覺得為什麼要來上課，會覺得很累很累…」 

「很累很累？」 

「然後就覺得隔天不想去上學，然後會覺得腰痠背痛」 

「腰痠背痛？」 

「就是會覺得很討厭來上課，來上課又不知道要幹嘛」 

一小段對話中，提及上學，曉雯不斷地重複「覺得很累」、「壓力太大」，

覺得上學使人「腰痠背痛」，甚至質疑「為什麼每次都要來上學？」。聽起來，

上學對曉雯來說，似乎真的是件苦差事，究竟，令曉雯感覺如此壓力沉重的原因

是甚麼？ 

  「因為…因為有些事情不會阿…她們就會罵我…罵我說低能啊怎樣怎樣   

  的…」 

「她們常常罵我…我會覺得很奇怪，那時候我就想…我那時候被他們罵的時

候有想過要回過去，可是沒辦法，因為我發現我來學校只是要學東西沒有要

幹嘛……」 

 

 



                                    

60 

 

「嗯…因為功課會讓自己壓力太大」 

「壓力太大？有時候覺得很難學不會嗎？」 

「嗯…就是有時候太難了」 

「可是有老師教你不好嗎？」 

「可是就是會壓力太大……然後就會很生氣」 

  「然後都沒有人會理我阿…」 

到學校上課對曉雯而言，彷彿是不得已的苦差事，儘管老師以較寬鬆的標準

對待、施以利誘，仍然無法改善曉雯的上學情形。在學校，學習上的挫折感、人

際關係的孤獨感，讓曉雯覺得很累、壓力大，甚至會生氣。這樣的學校生活對曉

雯來說似乎是個沒人理我、人家罵我、學業失敗，充滿挫折與不友善的環境。 

 

 

第二節 班級裡的「社會排除」 

一、老師，張曉雯算嗎？ 

因為曉雯的經常遲到與缺席，使得曉雯漸漸地被「排除」於班級常規及班上

諸多例行性活動之外。班級公佈欄上公告著營養午餐工作輪值表，全班每位同學

都要輪值，輪流負責午餐的張羅和收拾工作。中午十二點鐘響，小朋友們各就各

位，有的人打菜，有的人盛湯，有的人則負責餐後的收拾整潔工作。然而公佈欄

的午餐工作輪值表上，卻獨獨缺了曉雯的名字。「因為有時候曉雯沒來，有時候

她忘記帶餐具，要去保健室借，輪到她的時候常常沒辦法工作，或者全班要等她，

所以後來乾脆就沒排她了」方老師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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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因為遲到或缺席而被排除於班級活動之外的，還有班上的讀報活動及

課外閱讀活動。曉雯因為經常缺席，或者遺失班上的共讀讀物，造成大家傳遞及

分享上的困擾，漸漸的，曉雯也不再參加。綜合活動時間，方老師和大家一起討

論讀報活動，氣氛好不熱絡，小朋友們熱烈的分享心得，而曉雯身處其中，卻像

個局外人一般。 

沒參與，也就無法融入，漸漸的排除於班級活動之外，而錯失了許多和全班

同學共享的經驗及學習的機會。在團體中，大家逐漸習慣沒有曉雯，每當班上計

算作業本或考卷數量少一人時，同學們總是自然而然的想到曉雯，「啊，一定是

張曉雯啦！」、「這樣對啦！本來就少一人啦！」。或者因為遲到沒趕上考試，

或者因為缺席沒交作業，一次又一次，老師和同學們漸漸習慣曉雯不在這個班級

常規裡。 

而對班上榮譽分組和曉雯同組的同學而言，曉雯的存在和表現，對他們來說

同樣令人困擾。某次數學課的練習時間，除了曉雯外，全班其他同學都完成並且

答對了，唯獨曉雯沒有舉手，仍埋頭寫著，同組後方的阿明大喇喇，毫不客氣的

比著前方的曉雯喊：「張曉雯，老鼠屎！」，曉雯默不作聲，只是低著頭，此時，

同組的小花舉手問老師：「老師～～張曉雯算嗎？」   

見狀，方老師趕緊為曉雯解危，然而方老師對曉雯較為寬容的標準，卻也引

來同學的不滿，經常被方老師勸說包容曉雯的阿明，此時難忍對曉雯的不滿，忿

忿不平的轉頭對我說：「真想把張曉雯給殺了，我發現老師都給她特權！」。 

  曉雯斷斷續續、經常遲到的上學情況，使得曉雯在學校的各項活動上經常缺

席，久而久之，老師和同學也漸漸習慣將曉雯視為特別、標準以外的份子，老師

不再以要求其他小朋友的一般標準要求她，甚至比對待其他小朋友要更寬容，顯

然面對曉雯因為缺席所帶來的影響，老師也不知如何處理應對，只能消極的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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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包容，及以「排除」的方式以使班級活動得已順利進行。而對小朋友來說，一

個需要大家處處包容的特異份子，有時真是令人不耐！而這也使得曉雯在班上的

地位更形孤立，特殊者的身分再度烙印。曉雯在班級裡的社會排除情形，使得她

從學習和人際關係中逐漸疏離，而各面向的交互影響更形成曉雯在學校的邊緣化

處境。 

 

二、他人的輕蔑與欺侮 

因為同學的輕蔑和欺侮，學校對曉雯而言，有時是個令人不怎麼好受的地方。

在六愛班上，大部分的同學對曉雯採取保持距離的姿態。當然，除了少數的欺侮

者例外。 

欣玉一向不喜歡曉雯，和六愛班上其他女生偶爾在老師的勸說下願意嘗試和

曉雯做朋友相比，欣玉對曉雯顯得更加的反感、不友善。不只平日對和曉雯的接

觸、同組顯得厭惡，還曾將曉雯上學唯一的一雙布鞋拿去浸水。而坐在曉雯後頭

的阿明，幾乎是曉雯在班上的頭號敵人，塊頭比曉雯小上許多，但對曉雯的攻擊

力道卻一點也不小。除了和曉雯同組、同個掃地工作引起的糾紛外，阿明幾乎不

放過每個可以攻擊曉雯的機會，不只三不五時攻擊曉雯，更經常特別注意曉雯的

舉動，伺機發動攻擊。 

和平日一樣，第一節下課後，同學們嬉鬧著享受歡樂的下課時光，曉雯則沒

有離開座位，不停的在書包和抽屜間翻找著，並不時的望望身旁作業櫃老師剛收

齊、成堆成堆的作業本，幾番對照後，曉雯拿出數習二號本，並起身到作業櫃抽

了一本，回到座位開始抄寫。 

 「這是昨天的作業嗎？」 

 「嗯…，老師說我不會可以用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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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這邊和這邊（翻前頁）我剛剛對過（答案），都對，我自己寫的」

曉雯小小得意的對我說。 

 「哇，這樣啊！那這邊比較難嗎？」 

 「嗯…這個我不會……」 

此時，阿明見狀，立刻跑到曉雯的座位旁，加入我和曉雯的對話。 

「老師～～～，她作業都用抄的，她甚麼都不會，她以為她抄了就跟大家一

樣了……」，阿明大聲、毫不留情的指著曉雯說，曉雯很是難堪，低著頭沒有任

何回擊，「垃圾！什麼都不會只會抄抄抄…抄抄抄……」阿明不放過曉雯，再次

以誇張的聲調和力道，殘酷的往曉雯痛處戳去，曉雯帶著憤恨又忍耐的表情，力

圖鎮定地繼續抄寫功課。 

 面對自己隱藏不了、又老是被攻擊的弱處，曉雯憤恨又忍耐的表情令我印象深

刻，而同學對她的輕蔑或欺侮也使得她漸漸視上學為畏途。 

 「為什麼不想來上學？」 

 「因為…因為有些事情不會…他們就會罵我…罵我說低能啊怎樣怎樣的」 

 「像有一次阿，就是黃誌明，他就一直說我，我就偷偷瞪他」 

 「黃誌明很愛說你什麼？」 

 「他常常說……說我是垃圾，他有一次還罵我說我是手殘腳殘…耳殘……」 

 而這樣被同學輕蔑以對的情況，不只是在原班，有時就連在資源班，和一樣學

習弱勢的同學共處，曉雯竟也面臨相同的處境。 

  「老師，什麼是『膾炙人口』？」曉雯邊寫國語學習單邊問王老師 

「妳不要再講了啦！再講我就把妳嘴巴封起來……」資源班的同學阿銓極不 

  友善地嗆聲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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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你看他#@$@%!#$@!@#&」曉雯以含糊不清的口吻向王老師告狀 

 「吼！！！妳還講！不會講話妳還講……」功課和曉雯一樣爛的阿銓繼續以 

輕蔑的態度貶損曉雯。 

 

三、「感覺好想打他，可是我一點也不再意
17
」 

面對同學的輕蔑與欺侮，曉雯儘管憤恨，但仍選擇忍耐，似乎意識到自己在

學校、班上的處境和地位，不宜發動任何反擊。 

 「那你覺得很生氣的話…」 

「因為我在學校又不能罵什麼，學校…因為我對學校就是都……比較溫柔，

我不知道，我就是對學校比較有禮貌……」 

 「那在公園跟教會就比較兇喔？」 

 「嗯」  

曉雯自己也說不上來，為何在學校就「比較溫柔、比較有禮貌」… 

「我那時候被他們罵的時候有想過要回過去，可是沒辦法，因為我發現我來

來學校只是要學東西沒有要幹嘛……」 

「我記得有一次黃誌明拿筆戳我，然後我就不管他，我有寫在聯絡簿上跟老

師講…我就想說…我就想說…他再弄我一次，我就找人來打他（笑）」 

若不是在學校，就會反擊，甚至還會找朋友來替自己出氣。但在學校，除了

偶爾寫在聯絡簿告訴老師外，大部分的情況，曉雯選擇盡量忍耐，並找出一些說

                                                       
17  不會「再」意，錯字引用自曉雯日記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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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自己不要對他人欺侮作出反擊的理由，甚至告訴自己：我不會在意、我一點也

不在意……。 

但面對同學的欺侮，曉雯真的不在意嗎？ 

「我有個習慣就是同學或朋友罵我我會回過去，可是不管同學或朋友講我怎

樣，我都不會再意。尤其是黃誌明，我才不原諒他，因為黃誌明常罵我。感

覺好想打他，可是我一點也不再意，我最討厭班上男同學，因為班上的男同

學只說我，他們自己都做不好還說我，他們說看什麼？我最記得的是黃誌明，

因為他有一次用我背，我好想轉學喔！我好生氣喔！而且我覺得他只會說別

人都不會說自己」（摘自曉雯聯絡簿小日記） 

不能原諒、想打人、生氣想轉學，是曉雯面對同學欺侮時的心聲，「感覺好

想打他，可是我一點都不在意」，面對同學的欺侮，曉雯是真的不在意，還是沒

辦法在意呢？ Ridge（2007）指出長期受到欺凌的兒童無論是對學校體制，或是對

學校有能力終止欺凌對他們的傷害都失去信心（孫健忠、傅玉琴、吳俊輝譯，2007），

「感覺好想打他，可是我一點都不在意」是否意味著學校和老師未能有效的替曉

雯主持正義、終止欺凌？曉雯說：「可是我沒辦法」，或許正是答案。 

 

四、孤單的學校生活 

教室裡的旁聽生 

  大部分的上課時間，曉雯彷彿教室裡的旁聽生一般，整堂課，除了偶爾起立

回答老師：「這個我沒帶、那個我沒來沒考」之外，無論和老師或同學，幾乎是

零互動。不管是方老師講述某個精彩的故事，或者同學們熱烈的分享自己的經驗，

還是班上進行某個有趣的活動，曉雯的反應總是冷淡，偶爾，幾乎沒有表情的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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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看一下全班，其他的時間，曉雯沉浸在自己的城堡裡，有時候寫紙條、畫卡片，

有時候補功課，有時則是靜靜的趴在桌上。即使，全班正被某個同學的笑話給逗

得哈哈大笑，或者因為猜謎競賽而緊張不已，不管班上的氣氛多麼熱絡快樂，曉

雯總是像個未能融入的局外人。 

 

一個人的下課時光 

第二節下課，下課時間足足有二十分鐘，十點十分下課鐘響，不待幾秒鐘，

小朋友們立刻把教室吵的震天嘎響。幾個女生聚著討論亭羽新買的粉紅色 mp3，嘰

嘰喳喳，不時傳出嬉笑聲；劭郡和瑋捷專注對奕，一向熱心的均誼協助宇宣完成

數學考卷的訂正，絲毫不受教室裡的鬧哄哄影響；而分貝最高的毽子隊管不了教

室裡空間狹小，在勉強找到的小空處比賽踢毽子，踢著踢著，毽子竟飛到正在改

作業的方老師桌上，大伙兒一陣哄堂大笑。混雜著各種笑聲、叫鬧聲，六年愛班

的下課時光，好不熱鬧。然而，對曉雯來說，卻是「一個人」的下課時光。 

大部分的下課時間，曉雯總是一個人在自己座位上，有時抄作業、寫紙條，

有時把玩自己帶來的小東西，有時則是呆呆的站在自己的座位看著大家玩。經常，

整個下課時間都沒有人和曉雯互動，偶爾，曉雯會拿著自己帶來的玩意兒找上學

期從外校轉來的嘉茵攀聊，溫柔的嘉茵是六愛班上對曉雯最和善的同學，也是曉

雯唯一會主動互動的「朋友」，在班上，曉雯甚至只會對嘉茵嶄露笑容。但儘管

如此，好人緣的嘉茵也是女孩們的好朋友，有自己的朋友圈，即使是曉雯在班上

難得的友誼之手，但多數的下課時光，曉雯仍是一個人孤單的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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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令人不知所措的分組活動 

遇到需要分組進行的活動，曉雯在班上的處境即現，沒有隸屬的小團體，老

是怯生生的不知該加入誰。令人期待的畢業旅行就要來臨，不管是畢業旅行相關

的前置作業，或者畢旅行程當天的活動，都需要分組進行。曉雯儘管和大伙一樣

熱切期待畢業旅行，但面對諸多需要分組的活動，則顯得不知所措，尤其畢業旅

行當天的座位和寢室安排。 

對於小朋友熱切期待且在意的畢業旅行活動，方老師也顯得認真謹慎，多年

的帶班經驗，方老師明白為使活動圓滿，必須刻意去協助班上的「邊緣分子」融

入團體，以讓所有同學留下美好的回憶。因此，利用數學課大伙寫完考卷的剩餘

時間，方老師為此問題和全班進行一些討論。方老師講述了過去學長姊的畢旅經

驗，描述過去曾有位患極嚴重皮膚病的同學，在其他同學們應允一起輪流照顧、

協助的情況下，彼此都有很愉快盡興的旅程。方老師以此例請六愛的小朋友們思

考畢業旅行分組一事，在盡可能尊重小朋友意願的情況下，希望小朋友們也能照

顧班上較弱勢同學，讓大家都有美好的旅程和回憶。聽完方老師的故事，小朋友

們允諾能夠在此原則下，和平自主的進行分組。 

於是，在方老師的協調和幫忙下，曉雯有了所屬的組別，幾個女同學願意試

著和曉雯作朋友，資優生亭羽自願和曉雯同寢（雖然做了這個決定後回家難過的

偷哭），薇安和雅璇則在連絡簿裡表示要趁著畢業旅行的機會跟曉雯當朋友，雅

璇在連絡簿小日記裡對方老師說： 

「我和烏龜（薇安）說要和曉雯做朋友，班上一些女生都紛紛加入，昨天烏

龜和曉雯聊過天後發現，曉雯心地很善良，和曉雯做朋友，要一步一步慢慢

來，烏歸決定和曉雯聊天，而我決定用寫卡片的方式打開她對我們的偏見，

還有我們對她的誤會」（摘自雅璇連絡簿小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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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來，在老師的刻意幫忙下，曉雯面對分組活動的尷尬似乎稍稍緩解。但

或許是和同學長期的疏離，曉雯和試圖友好的同學們之間仍有難以跨越的距離。

除了亭羽自願和曉雯同座、同寢卻躲起來偷哭外，多次薇安試圖主動靠近、找曉

雯聊天，但因略帶不安而保持距離，使得兩人間的互動顯得頗為生疏；而想透過

卡片和曉雯做朋友的雅璇，則在耶誕節送了一張不知寫什麼好的空白耶誕卡給曉

雯。更多時後，儘管已經分好組別，遇到需按照分組進行的活動，曉雯仍然顯得

遲疑，直到方老師詢問，同組同學招手才怯生生地加入。 

 

難得愉快的畢業旅行回憶   

一月初的畢業旅行，是小朋友們期待已久的活動，無論是小日記或作文，小

朋友不只期待，也很看重「國小唯一一次的畢業旅行」，曉雯當然也不例外。方

老師告訴我，即使曉雯因為常沒來上學，畢業旅行的問卷、回條、繳費全都錯過

了，但仍很積極的向老師表達參加畢業旅行的意願。在方老師的幫忙下，同學試

著對也對曉雯釋出善意，照顧曉雯的感受，這次的畢業旅行，對曉雯來說是難得

愉快的回憶。方老師告訴我： 

畢業旅行那兩天，曉雯把自己弄得很乾淨，穿得整整齊齊的，本來同學們都

是排斥曉雯的，譬如說不拿她拿過的東西，或拿到她拿過的東西會唉唉叫，

故意快傳給別人，覺得她髒什麼的，但畢旅那兩天都沒有喔，車上麥克風傳

唱歌，曉雯還唱了好幾首，還唱得不錯喔，唱蠻多流行歌，同學們傳麥克風

也沒有吱吱叫，和女生們也都處得很好，很自然一起玩，跟平常很不一樣，

晚上睡衣 party 也是，她把自己弄得比平常乾淨，整整齊齊的那樣，和她們

那組的女生們打成一片。晚上去幫她們錄畢業感言，張曉雯還自告奮勇第一

個講，講到自己畢旅和同學玩得很開心，講到快哭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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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旅行照片分享，全班看得津津有味，曉雯也難得融入，看得哈哈大笑，

轉頭告訴我她在車上也唱了歌，晚上還錄了畢業感言。顯然這次的畢旅在曉雯心

中是頗為美好的回憶。 

「畢旅那兩天你玩得開心嗎？」 

「嗯…我們有那個錄那個…那個畢業感言啊，然後等到畢業後會有發那個 CD 

 ，可是你就看不到了……」 

 「我可以跟方老師借來看啊，那你感言說什麼？」 

「我也忘記了耶…（笑）就是那個第一天來那個來畢業旅行的時候，我要感  

謝那個我們班的女生同學啊…就是對我還蠻好的，讓我還蠻開心的，就是謝

謝她們啊…」 

方老師的刻意疏通協調，讓幾位女同學願意在畢業旅行的過程中對曉雯釋出

善意，嘗試互動，曉雯也接受到這樣的訊息而特別打理自己，讓自己順利融入團

體，而有難得美好的同儕互動經驗。然而，畢業旅行活動結束後，回到教室的日

常生活裡，一切似乎又恢復如常，阿明依舊不放過曉雯地經常對她找碴，沒有了

刻意靠近的理由，同學們對曉雯仍保持距離，不管是上課還是下課時間，大部分

的時光，曉雯依舊難以融入地一個人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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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師生關係 

一、老師的善意關懷 

曉雯和曉雯的其他兄弟姊妹，幾年來接續就讀三三國小，因為家庭狀況特殊，

老師們對曉雯家的情形都有一點了解。即使，在老師們之間，對曉雯家的情況並

非擁有正面評價，但對於曉雯和曉雯家的孩子，老師們多是出自善意的關懷。 

徐老師：那天放學看到她，她這學期抽高很多耶，比她姊還高的樣子，但是     

她那件外套也太大了吧… 

賴老師：就是那件綠色、領子有一圈毛那件對不對？她上學期上我攜手班的

時候就天天都帶那件，那件的味道…我覺得可能都沒有洗… 

方老師：她都穿很少，冬天也是，你看現在天氣這樣，她還是常常穿短袖、

短裙，雖然都有帶那件外套來，可是我看她很少穿 

許老師：她姊的時候，因為她姊長的還蠻清秀的，我會跟她說：你要把自己

弄乾淨，別人才會喜歡你，因為她姓張嘛，我就會故意叫她張妹、正妹（正

妹），同學也會叫她正妹，她就很高興，後來這方面（儀容)她就真的就會比

較注意…… 

對於老師們的善意關懷，曉雯也有良好感受，並清楚的意識到自己因為家庭

經濟困窘而得到老師們的特別照顧。對於在學校生活孤單的曉雯來說，老師一個

親切的招呼、一顆獎賞的糖果、一個比起他人較為寬鬆的處罰標準，都讓曉雯感

到溫暖。 

 「我覺得我一到六年級的老師還不錯，一、二年級的老師是一樣的老師，然後  

   她對我還蠻好的」 

 「怎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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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給我衣服啊 鞋子啊，糖果啊……」 

 「三、四年級的老師呢？」 

「她也是買衣服給我啊，買那個很香的衣服給我啊，現在很多都不能穿了……

其中一件衣服我現在還留著，就是像這樣…就是這邊有點透明的啊……，然

後袖子有一點透明，然後中間是紅色的衣服」 

 「除了這個以外呢？」 

「那個像我一、二年級的時候，老師沒有對我兇，但是她看我那個功課沒寫

的話她會打我幾下，很輕的打，不會很痛」 

 「那現在的方老師呢？」 

「我從三四年級就已經認識方老師了，我常常跟她 hi，她也會跟我這樣子，

hi～～～，然後我記得她好像認識我們家的人」 

對家庭經濟弱勢的曉雯來說，感受到老師的「好」，主要來自老師額外的物

質提供（尤其是曉雯最在意的衣服、鞋子和平常少吃的零食），除此之外，面對

學校生活，老師對待曉雯較為寬鬆的標準、親切的態度也讓曉雯覺察老師對自己

的特別善意。 

 

二、老師替代了部分家庭照顧功能 

除了額外的物質協助和特別親切的善意態度外，老師們還部分替代了家庭照

顧的功能。觀察曉雯的學校生活，經常出現因家庭失能造成的影響，例如：不定

時的三餐、不清潔的食物、不清潔的居家環境引起的個人衛生和健康問題、因家

庭風暴而導致深夜在外遊蕩的生活等，都影響了曉雯的身心健康與學校生活。對

此，老師們在教學之外，亦負擔了部分家庭照顧的功能，特別是身體的清潔衛生、

飲食、兩性和健康教育問題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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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基本生活方面，她媽媽這部分真的是沒有做好，這些洗澡、洗衣服這

些應該在家裡都要教好處理好的，還有交友情況，對她的小孩都是不太安全

的（王老師） 

因為這部分（清潔），是妹妹的老師跟我說，能不能由我資源班這邊來幫忙，

我說：好，這部分我來做。我就買了一些衣服放在學校，有她的和妹妹的，

然後我們資源班是沒有洗澡的地方，就用特教班的，那邊有，讓她們在那邊

洗澡，教他們刷牙、洗澡、洗衣服、鞋子，衣服就晾在學校，然後買了全家

人的牙刷標上名字給她帶回家……（王老師） 

王老師為了鼓勵曉雯來上學，還告訴她，如果她來上學、也不遲到的話，會

幫她準備早餐，因為她們常常都沒吃，但是也沒用啊……(方老師) 

而導師方老師則是對曉雯生活環境裡可能面臨的兩性關係和健康教育問題感

到擔憂，除了注意曉雯的交友情況及生理期外，甚至因為擔心曉雯懷孕而考慮教

導曉雯避孕知識，對此，王老師也有相同擔憂： 

上次曉雯告訴我，公園裡的朋友，有個男生問她要不要當他女朋友，那個男 

生的爸爸也在旁邊笑，我一直告訴她，要懂得保護自己，因為發生事情，家 

長的話都會維護自己的孩子，我不知道她有沒有聽懂…… 

 

三、愛心無用？ 

擔任傳道授業解惑功能角色的學校，面對曉雯這樣因家庭失能而影響學校生

活的經濟弱勢學生，老師們有時不得不負擔起部分家庭照顧的功能。然而，老師

的愛心與付出，在曉雯身上是否發生影響，產生改變的力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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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學校洗乾淨，洗的香香的之後，自己也會覺得說這樣感覺很好、很舒服，

吹完頭，會在那邊一直撥頭髮、甩頭髮啊，覺得很香、很高興那樣，洗完都

蹦蹦跳跳回教室。可是呢，你會發現，她常常就乾脆兩三天不洗，等來學校，

來這邊（資源班）再洗，這點人家她妹妹就好一點，比較有志氣，洗幾次後

就很少說都要來這邊洗澡，但是張曉雯她不是，常常週末放假都玩到沒洗澡，

等禮拜一或禮拜二來資源班才洗……（王老師） 

對此，方老師也有類似感受 

像之前老師也都會送她們衣服，資源班的王老師還幫她們洗澡、買新衣服，

教她們洗衣服，可是她還是常常臭臭的來學校，那次去家庭訪問，她媽媽跑

走了，你知道她家怎樣嗎？她們東西很多，衣服很多，就是一堆一堆的堆在

客廳、房間，到處都是，髒的和乾淨的都分不清楚，還有一條狗睡在她們的

衣服堆中，真的很亂，我覺得她們根本不缺這些東西（衣物），她們東西很

多，但是都沒有好好整理。 

 因此，對於再提供生活所需物質給曉雯，方老師的態度也變得猶豫。尤其，

當曉雯甚至主動向老師索取想要的東西時… 

本來，上學期她常常沒來，我跟她約定說如果她這學期天天都來上課的話，

就要送她一雙新鞋，但是因為她還是常常都沒來啊，所以我就沒送她。結果

她來跟我要，說：老師你不是要送我鞋嗎？唉…如果她就是…老老實實的話，

都沒關係，可是她這樣…我就覺得…唉…不知道到底要怎麼對她才好…… 

顯然，曉雯並沒有因為老師的愛心付出而有所改變，對曉雯來說，老師的愛

心像是某種福利服務（提供早餐、零食糖果、新衣服、鞋子、教導清潔衛生、關

心健康和身體保護），提供當下即刻的需求滿足，而老師們對於付出並未能帶來

曉雯正向的改變，也感到無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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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老師的無奈：消極應對，只有期待曉雯自己想通改善 

除了上述額外的照顧外，令老師感到較為苦惱的是曉雯在班上的人際處境。

方老師表示，五年級時，因為希望小朋友能多照顧、包容曉雯，一度和小朋友們

的關係有點緊張，直到後來，曉雯依然故我的表現和某次難忘的家庭訪問後，方

老師決定不再勉強班上的小朋友。 

五年級的時候，那時很希望小朋友能跟曉雯好好相處、可以幫助她，但同學

常做不到，因為她的表現，還有譬如說身上有味道、髒髒的…後來去她家之

後，我發現，我自己也做不到。她們家是做資源回收的，很多地方堆滿了東

西，衣服到處一堆一堆的，家裡面味道很重，你不得不戴口罩，然後也不敢

坐下，家庭訪問回來還生病了。所以後來我決定，不勉強小朋友了，那時候，

希望小朋友能照顧她，有一陣子和小朋友們的關係蠻緊張的，後來真的想，

有時候大人也不一定做得到，就不能逼其他小朋友了（方老師） 

在學業上，方老師不知道自己給曉雯較寬鬆的標準，到底是不是正確的作法，

在其他學校生活表現上，也不知道現在究竟該如何幫助曉雯，因此，目前對曉雯

採取的是消極的態度。 

現在就是不知怎麼幫助她啊，就是採取比較消極的態度…有些事情如果她自

己可以稍微克服一下，情況會好很多，譬如說因為她常常不洗澡，所以身上

味道很重，同學會不喜歡她…… 

除此之外，在教學場域中也發現，身為高年級教師，方老師的一天，除了教

學，大部分的下課時間都在批改作業及處理班級雜務，幾乎沒有多餘的心思和力

氣再給曉雯特別的處置和幫助，以學業功課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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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功課不好，你有沒有想過怎麼辦？」 

 「功課不好就是…就會…叫老師教啊，可是老師會叫我去抄別人的」 

 「你覺得在學校，老師是不是沒有太多時間分給你？」 

 「嗯…可是我覺得沒關係，因為老師太忙了太辛苦了…」 

姜添輝討論教師的教學事務與空間限制問題認為，教師並非不願意探索複雜

事件的其他可能解釋，而是在教學場域中，存在由許多固定與瑣碎事務所形成的

構造性限制，教師必須花費可觀的時間，來處理班級規模、教學大綱、考試、課

程表、教學資源與學生行為等事務，因此進行反省與思考的時間變得相當有限（姜

添輝，2005：316）。歐用生（1989：263）的研究也指出，由於教師的一天生活已

經相當緊迫，使得教師發展出一套套的「應付策略」，省略、忽視、造假、逼迫

學生…。 

對學校的老師來說，儘管有心協助曉雯改善學校生活，然而教師緊迫、繁瑣

的教學事務，使得老師對經濟弱勢兒童在學校的處境問題思考有限，更無餘力對

曉雯作較深刻的處理與協助。 

 

 

第四節 失敗組的絕望與希望 

一、欲振乏力：半放棄的學習狀態 

月考結束了，經過幾天較為輕鬆的上學日後，終於來到令人緊張的一刻─方

老師要發月考考卷啦！六愛的小朋友悉悉囌囌，既期待又緊張，「唉呦…啦，我

一定退步很多、第一名一定又是郭亭羽、我這次數學如果再退步會被我媽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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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此時的曉雯，趴在桌上，和平日一樣，安靜、無語、看不出什麼情緒

的看著大家。 

在小朋友們的驚呼、哀嚎、鼓掌聲中，方老師依序發完考卷，不出大家所料

的，郭亭羽果真再度勇奪第一名寶座，而同樣在預料之中的還有曉雯，和往常一

樣，沒有意外的是最後一名，而懸殊的分數，更是遙遙落後倒數第二名的同學。

在學期總成績單上，各科的等第，除了社會為甲等外，國語、數學和自然科都為

丙和丁等。在學業成就表現上，曉雯無疑的是班上的「失敗組」。 

曉雯六年級上學期期末段考成績 

            國語：31 分 

            數學：31 分 

            自然：45 分 

            社會：54 分 

            總分：161 分 

在六愛班上，和全班一起的學習，曉雯幾乎和班上進行的活動零互動，每當

同學們熱絡地進行討論或發表意見時，曉雯總像個冷靜的旁觀者一般，冷淡的看

著大家，或做自己的事。國語課或社會課此類文科項目，曉雯會跟著大家一起朗

誦課文、抄寫筆記、劃重點，儘管鮮少和他人互動或發表意見，但仍默默的跟著

大家一起學習。然而，愈到較難的數學課，曉雯發呆、分心的時候也就多了。不

只一次，發現曉雯在課堂之初，會跟著老師課程的進行聽課或作練習，但也許是

感到困難、聽不懂，或不會寫，往往在課程中，曉雯便呈現發呆、放空、作自己

事的放棄狀態。而經常請假、一週約莫上學兩～三天的曉雯，斷斷續續的上學情

況，難以養成和其他小朋友一樣持續累積的學習狀態。不只因為缺席，而少了許

多課程的學習機會，連帶的許多功課，曉雯也越來越沒有能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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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數學課，方老師發數學考卷，統計分數和人數 

「老師，我沒來所以我沒有…」 

「好，妳坐下」方老師示意曉雯坐下 

「考卷收起來，把桌上的東西收乾淨，數學練習卷拿出來，沒帶的站起 

 來」三個小朋友起立，包含曉雯。 

 「老師，我沒來沒考」曉雯略帶理直氣壯的對方老師說 

 「好，妳坐下」 

再次，方老師請曉雯坐下，而沒有數學練習卷的曉雯則側著身沒有正對黑板，

時而翻抽屜找東西，偶爾抬頭看一下黑板，沒有練習卷，也沒作過那張練習卷，

沒法跟全班一起檢討數學練習題，曉雯只好作自己的事。而這樣的情況，因為曉

雯的經常缺課而時常上演。久而久之，曉雯已習慣這樣的標準，每回班上收作業、

考卷、或任何其他功課，曉雯也就理所當然的以「我沒來，所以我沒有」輕鬆過

關。 

面對回家功課，曉雯的態度也顯得消極，因為老師對其較為寬鬆的標準，曉

雯除了基本的功課（如：國語的生字生詞本、國語習作、數學習作）外，其餘的

功課，曉雯幾乎是直接放棄。某次陪曉雯一起寫作業，她指著連絡簿裡其中幾項，

理直氣壯的告訴我：「那些我可以不用寫！」。更多時候，曉雯甚至根本沒收書

包，沒帶功課就回家了。 

除了在原班的學習之外，因為學習落後，曉雯也參加學校的「資源班」，每

週一的第二節課、週四、五的第一節課到資源班上課，由一位老師以類似家教班

的方式教導三個小朋友，學習最基本的課程（國語、數學）。方老師告訴我：「小

朋友跟我說，曉雯對資源班的同學會笑，跟在我們班上課不一樣」。聽說曉雯在

資源班的情況和在原班不同，我也好奇的請曉雯帶我一起去資源班上課。 

這是星期五早上的第一節課，一到資源班教室，另兩位同學還沒來，資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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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老師到原班找人去了。不用人吩咐地，曉雯到置物櫃取出自己的卷宗夾，拿

出國語學習單，自動自發的開始寫著，邊寫邊對我介紹道：「寫這個是…王老師要

讓我們把課文『背起來』！」曉雯邊翻課本找答案，一邊大聲唸出課文。隨後的

整節課，曉雯除了翻課本，填空學習單外，遇到不懂的詞或成語也會主動問老師，

尋求老師的解釋。在這裡，曉雯會主動發問，和老師自在交談，和另兩名同學儘

管偶有口舌紛爭，但卻有較自然的同儕互動，就在這偶有說笑氣氛及王老師的鼓

勵和利誘下，曉雯順利的完成了今天的學習單。下課鐘響，王老師從教室的食物

櫃中拿出今天的獎賞—一顆糖果，僅只是一顆糖果，曉雯卻顯得很開心，高興滿

足地離開資源班教室。一顆糖果的甜蜜鼓勵，對曉雯而言，或許是自己學習的一

點小成果累積，是在學校裡難得得到的一點點肯定，是在原教室裡卑微的她，在

教室外一點點的不卑微，是歡欣的嘗著「我也可以」的努力後的喜悅，是灰色的

學校生活裡，一點點的彩色與甜蜜。 

有別於在原班看起較來消極、放棄的學習狀態，在資源班的曉雯，心情明顯

自在許多，在學習上也顯得較投入。然而，儘管如此，大部分的學習時光，曉雯

仍被強烈的習得無助感深深打擊著。 

 

二、習得無助感 

持續的學習落後、補也補不完、學不會的功課，在鮮少協助的情況下，讓曉

雯對學業有強烈的習得無助感，總是最後一名的難堪，長期累積的挫折感，對她

而言，上學不只讓她感覺「壓力很大很大」、「會很生氣」外，還會生氣的想打

人、自暴自棄，甚至，曉雯告訴自己：「一直讀書會變書呆子」、「功課爛沒關

係，不要學壞就好了！」。當我問及是否覺得學業上有協助的需要，曉雯告訴我… 

 「嗯…還好耶…因為功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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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不是說你功課很爛？」 

「因為功課爛的話就是……會不想學，因為就是會很累，就是覺得上學都要

一大早就起來，然後都沒睡飽就要上學…」 

 「那功課不好沒關係嗎？」 

 「嗯…因為只要不要學壞就好，就是覺得自己不要學壞就好啊」 

 「所以你覺得只要不要學壞就好，功課不是那麼重要？」 

 「嗯…因為功課會讓自己壓力太大」 

 「壓力太大？有時候覺得很難、學不會嗎？」 

 「嗯……有時候就是太難了」 

 「可是有老師教你不好嗎？」 

 「可是就是會壓力太大……然後就會很生氣」 

 「感覺很挫折？」 

「嗯…就是會覺得壓力太大……然後那個就是會自己去那個……自暴自棄，

然後就………覺得很不快樂，會去想要找個人然後打他這樣」 

對曉雯來說，似乎不完全是「功課不那麼重要」，而是令人難以招架的功課

壓力讓曉雯不得不告訴自己：「一直學習會變得很那個……書呆子，覺得很無聊…

還會覺得為什麼要來上課，會覺得很累很累……」。然而，在學習上，曉雯真的

全然放棄自己了嗎？ 

 

三、「老師，你教我這個好嗎？」 

某日數學課，全班一起作數學評量的練習題，方老師讓沒趕得上買數學評量

的轉學生嘉茵和曉雯一起看。這節課練習的是畫比例尺放大、縮小圖，方老師大

略解釋後，讓同學們自行作題，共用一本數學評量的曉雯和嘉茵也開始作答。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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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拿著三角板當直尺，開始畫著，但似乎老是畫錯，一旁的嘉茵不斷教導，曉雯

在紙上擦了又擦，沒有不耐煩，一邊拿出課本翻閱查看。此時，班上的同學們早

已完成，也讓方老師批改過了。下課時間，座位上剩下耐心漸失的嘉茵和不斷來

回塗擦的曉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曉雯終於正確地完成了練習，儘管是最

後一個拿給方老師批改的人，在方老師一聲「張曉雯不錯喔！」的鼓勵下，曉雯

露出難得的笑容。 

這樣的曉雯，看起來並沒有完全放棄學習，在有人教導、陪同一起克服的情

況下甚至很努力試著學習。和方老師商量後，我決定放學幫她課輔，陪她一起寫

功課，曉雯略帶羞赧微笑的點頭答應。中午休息時間，曉雯拿著一本全新的數學

講義來找我，指著最近方老師不斷反覆檢討、複習的圓面積進階計算題對我說：

「老師，你教我這個好嗎？」。 

  我心裡暗自驚喜，高興曉雯並非全無學習動機，更驚訝曉雯指著她每次上課

上到這裡都放空、發呆的課程（較進階的圓面積計算題有一點難）要我教她。對

學習看似無助絕望的曉雯，其實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 

 

 

第五節 「盡量」不在學校惹事 

一、規則之外：書包裡的限制級成人漫畫 

曉雯那個略帶成人款式的「書包」一向都沒帶齊學校的功課、書本回家，更

多時候，不斷變換款式的書包更是經常空空如也，乾癟癟的來，乾癟癟的回家。

然而，近日，連著好多天，書包都沉甸甸的落卡在椅背的空處，抖落出幾本漫畫

書，一看，竟是限制級的成人漫畫。在學校一向安靜乖巧的曉雯，也許不喜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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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但在行為上並不是乖異份子。因此，帶著些許訝異和疑問的心情，趁著小朋

友們到其他教室上科任課的時間，方老師請曉雯留下，詢問此事。 

那是我二姊放的，不是我的，我都沒有看，我也不知道…… 

曉雯告訴方老師，幾本成人漫畫，是讀國二的姊姊所放，並非她所有，而她

自己也沒有看，也不知道為何姊姊要把漫畫放在她的書包。然而，這樣的解釋，

方老師和我都抱持著懷疑的態度。方老師向曉雯解釋這是不適合她看的漫畫後，

沒收了這幾本限制級漫畫書，並請曉雯以後要注意自己的行為。 

曉雯離開教室後，方老師感嘆，曉雯家的孩子們沒有得到家長的適當管教，

放任著家裡不成熟的大孩子影響家裡的其他小孩，說著說著，方老師不禁也擔心

起曉雯在校外的生活安全。 

 

二、安靜無聲的低調分子 

除此之外，觀察曉雯的學校生活，在常規表現上，除了遲到、未能按時交功

課及偶爾常規之外的表現外，大部分的情況，曉雯是個安靜無聲的低調份子，鮮

少和他人互動，幾乎不發表意見，也不會惹事冒犯別人，而曉雯對自己在學校的

常規表現也感到自信。 

  「我覺得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了」 

 「那你覺得在學校自己表現最好的事是？」 

 「就是不會跟他們鬥嘴啊……」 

然而，面對學校裡的人際互動，曉雯卻多次表達「如果他不是學校的人，我

就可以打他了」，甚至，姊姊們的流氓朋友可是可以替她們出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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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家…我們家就是…姊姊他們就是有流氓那些朋友，就是認識我們

啊，會幫我們啊，所以…我想說就是誰敢欺負我妹妹他們就完蛋了，因為他

們還不知道，所以…我盡量不想在學校惹事…… 

 

「因為我在學校又不能罵什麼，學校…因為我對學校就是都…比較溫柔，我

不知道我就是對學校比較有禮貌……」 

 「那在公園跟教會就是比較兇喔？」 

 「嗯」 

除了遲到及因遲到導致無法慣常的參與班級事務，及偶爾的常規外表現，曉

雯並沒有太令老師傷腦筋的常規問題，而曉雯也自認在「不會惹事」這件事情上

自己表現得很不錯。然而，所謂的不會惹事、把自己做好，卻也包括被欺侮時不

反擊，對於不能反擊的隱忍，曉雯自我安慰般的告訴自己：「我那時候被他們罵

的時候有想過要回過去，可是沒辦法，因為我發現我來學校只是要學東西沒有要

幹嘛，然後我又聽我媽的話說，他們罵我他們自己也會被罵，打我的人也會自己

被打…」。在安靜低調、不想惹事的背後，其實也隱含了些許不得不的忍耐吧。 

 

 

第六節 自我感覺不良好？ 

        「謝謝老師教導，雖然我什麼都不會 

         但是老師有教我們很多，我們要謝謝老師 

        祝老師教師節快樂」 

       （摘自曉雯給方老師的教師節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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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方老師的教師節卡片上，曉雯說自己「什麼都不會」，但有趣的是「老

師有教我們很多」，老師教我們很多，但我什麼都不會？顯然，曉雯對自己在學

校的表現，並不是很有信心，以「什麼都不會」評價自我。自我概念是個人對自

己的看法、態度及信心（趙曉美，1989），前述文獻已指出，家庭社經地位對子女

的自我概念有影響，家庭社經地位低落，對青少年的自我觀念發展有不良的影響。 

  在學校生活的人際關係處境上，長期處於孤單、被排除、或面對同學輕蔑和

欺侮的曉雯，偶爾面對同學的善意，竟也產生自我質疑。 

「我們上一次不是有那個……畢旅啊（笑），我們晚上就是在自己房間，然

後大家就在講，一直講那個徐婉怡的事情啊…說她很奇怪怎樣怎樣，然後其

他女生也來跟我講徐婉怡她都怎樣怎樣的……」 

 「講徐婉怡的不好嗎？」 

 「對啊…我就在想說，怎麼可能變成徐婉怡，不是我嗎？」 

 「你是說，大家討厭的不是我嗎？怎麼變徐婉怡喔？」 

 「對啊……」 

  早已習慣是「被大家討厭的人」，偶然參與同儕「講其他人壞話」的過程，

難得被「屬於」團體，竟也產生「咦？！大家討厭的不是應該是我嗎？」的自我

質疑。 

此外，學習上的「習得無助感」也深深困擾著曉雯，持續的學習困難，使得

她喪失對自己能力的信心，導致情緒和自尊心低落。 

嗯…就是會覺得壓力太大……然後那個就是會自己去那個……自暴自棄，然

後就………覺得很不快樂，會去想要找個人然後打他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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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玲（2000）的研究即指出，經過一連串的學習失敗經驗後，學童將導致學

習上的習得無助感，而女童在受失敗的打擊後，較容易有自我貶抑的表現，造成

個人的低自我概念。 

然而，在學校同時面對人際關係及學習問題困難處境的曉雯，對其在校外的

生活，卻顯得較具自信。曉雯告訴我，不管是在教會還是公園18，「都沒有人會那

樣對我」。 

我就覺得說很奇怪……在教會或公園，從來沒有人會這樣說我…… 

曉雯對我訴說在學校和學校以外場所，同儕的差異對待，談起校外的生活，

曉雯明顯自信許多，在教會，曉雯是孩子群中的「副班長」，「我在教會當那個…

副班長…，我要負責點名還有要關地下室的門…」，而在公園，則沒有人敢欺負

她，並且，對於教會和公園裡孩子們活動，曉雯也顯得自信奕奕。除了不斷力邀

學校老師和我去看她耶誕節在教會的舞蹈表演外，曉雯還告訴我… 

鋼琴我會，在教會有，畫畫我也會，跳舞我會自編…，像有時候，我們（曉

雯和教會或公園裡的朋友）要練什麼，就會自己練，或一些朋友，念國中的

會教我們，上次我們就練那個很難的…… 

  顯然，在學校和校外的場所，曉雯的處境和自我感覺明顯不同，在校內抑鬱

且自信低落的曉雯，到了校外，卻擁有不同的人際關係處境和能提供良好自我感

覺的表現空間。 

   

 

                                                       
18  教會和公園，是曉雯學校以外的主要生活場所，放學後曉雯會先到家附近的教會聚集，和其他

小朋友（大部分是類似處境的弱勢家庭兒童）一起寫功課、玩耍或吃點心，直到七、八點再回家，

或和姊姊、妹妹到公園和其他朋友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