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探討中輟復學生之需求 

    本章分別就第一節、中輟復學生學校方面之需求；第二節、中輟復學生個人

及家庭之需求；第三節、本章討論。 

 

第一節  中輟復學生學校方面之需求 

 
    中輟學生返校復學，返校後還要重新適應學校規矩，課業壓力，生活要求，

導師的帶班方式，面對新的同儕關係，他人的眼光及老師的對待方式，對於中輟

復學生而言處處都是壓力；所以協助中輟復學生重新建立信心，適應學校團體生

活，與老師及同學相處是重要且必須的。以下就訪談內容分成四個項目，來了解

中輟復學生返校之路的需求：一、學校課業的協助；二、學校老師的關心及公平

對待；三、與同儕人際關係的適應與改善；四、他人的認同、尊重、關懷與包容。 

 

一、學校課業的協助 

學生之所以會中輟其原因常常是，在教室聽不懂老師上課內容，功課跟不

上、老師交代的作業不會寫，或是懶得寫，所以他選擇了中輟。當他必須要返校

復學時，同樣的問題又會再次重演；而且中輟這一段時間，他的課業將更形落後，

對課業更是沒有興趣、沒有信心。所以對中輟復學生而言，課業的壓力是一份不

可承受的重。帶班經驗豐富的註冊組長分享他所了解的復學生： 

「…他不能因為你中輟生就不讓你寫⋯不寫作業，但中輟生⋯他課業上跟不上 

了⋯他根本沒辦法寫作業，或者說，他可能不喜歡讀書，所以⋯他對寫作業還 

是最頭痛的事情，所以他老師只要一要求他寫作業，他就落跑了⋯」〈TM13〉 

    老師如果願意對中輟復學生的課業要求，保留一些彈性，讓中輟復學生剛回

到學校，不致因課業壓力又中輟；甚至可以有一些策略、方法主動協助中輟復學

生，使其可以將課業產生的畏懼，及將課業壓力減到最低。 

在學校課程上，除了制式的一般課程外，學校尚可以開發如高關懷班、才藝

班、特殊技藝班、讓課程變的更加活潑化、多元化、趣味化、才藝化，讓課程更

具吸引，使中輟復學生更願意回到學校來。教務主任反省學校課程： 

「…就是課程，教務處的課程是不是吸引他繼續留下來？這也是一個因素之一 

，他這幾天在這個地方，對他來講是低成就的，然後你又不能發揮，一個孩子 



要讓他在那裡慢慢欣賞其實是高難度的，…」〈TM11〉 

督導針對教務主任的話回應說，課程對中輟生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如果

中輟生返校沒有一個吸引他的課程，他就會再跑掉，而在課程的吸引力營造上，

不單單只是導師的責任，各科老師也要協助幫忙，才能達到留住中輟復學生的目

標。班上曾經成功安置中輟復學生的一位導師就作了經驗分享： 
「…那我覺得應該不會是一種放縱他，而是讓他慢慢適應的時候，某一些部分 

我們不要抓那麼緊，某一些部分我們會提醒他，然後他如果願意留下來，假如 

說最基本的目標先是讓他留在學校，然後再慢慢跟他開導，那才有用。」〈TL21〉 

 

 二、學校老師的關心及公平對待 

在學生訪談資料發現，中輟復學生對導師對待的態度是最為在意的，假使復

學生返校之後，學校協助安置班級的導師，如能接納中輟復學生，並能給予尊重

及包容，協助復學生恢復對自我的信心，建立與同儕間的人際關係，那中輟復學

生穩定留學的機率將大大增加。輔導主任就學校最近發生的案例作了分享： 

「⋯那怕是寒假之前他被人家砍殺喔！但是最後，他還是拿到畢業證書，我覺 

得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也非常特殊的一個案例，那可能導師的那個包容 

力跟關心的程度，在這裡就展現得非常非常的⋯展露無遺。」〈TM12〉 

    當中輟復學生重新返回學校時，導師是擔心的，原因是憂慮復學生已染上社

會上的惡習，行為上變得油條，擔心他不服自己的帶領，擔心他破壞班上的班規。

所以當班上出現中輟復學生時，導師的心情也是困擾、緊張、不安的，他更擔心

的是回來一匹狼，帶走一群羊，如此將造成日後帶班的困擾及挑戰。 

因為彼此的陌生與不信任，導師容易採取過當的措施預作防範：比如說在班

上先打預防針，但卻將話說得過重，或是作人身攻擊，或是要求過多，或是因不

信任而先採取切結書約法三章，內容卻不能尊重中輟復學生。如此法極易造成中

輟復學生的反感，進而選擇再次中輟。所以，中輟復學生回到學校第一個接觸的

是導師，最在乎的也是導師，如果能得到導師的善意回應，及日後不貼標籤的公

平對待，對中輟復學生返校之路將有莫大的助益。 

導師關心並沒有因學生中輟而中斷，反而更加了解學生的需求，留機會及希

望給學生，一如之前的分享經驗的導師學生雖然中輟了，他隨時都會觀照到中輟

學生，給學生的禮物中輟生也有一份，一位導師就分享她的作法：    



「…你的份都還是有啦 沒有說你離開，你的份就沒有，我還是把那份平安符 

拿給他們說，我說老師很擔心你耶！」〈TL23〉 

讓學生充分感受到老師的關懷及愛，老師並不排斥學生中輟後返校，而是以

接納，更適當的標準來對待學生，讓學生覺得來校並不孤立，還是有朋友的。而

老師營造一個安全、不排斥、有希望的環境來協助他，如此中輟復學生留校的機

會自然可以增加。 

學生雖然中輟了，但導師對他的關懷卻未中斷，仍一直放訊息給他，有一條

線跟他接起來的線，一直把這條線留著，當學生再回到學校時導師的接納、輔導

策略、對待方式更是重要。 

「我覺得標準不要太高，一下子你設的太高，他也會吃不住這樣子。」〈TL21〉 

「…就是教室的相處不會讓他們孤立，不會排斥他們，就不會說用言語來刺 

傷他們：我看你們也待不了兩天阿或什麼之類的。做很多努力也不見得成功啦 

！只是說試看看而已啦！增加留住他的機率而已，只能這樣說。」〈TL21〉 

從以上敘述中，我門可以看到導師的用心及成功的輔導策略，先讓復學生留

在原班，讓他在熟悉的環境中生活學習；另一方法則是讓他留一線希望，把他的

線留住，就是導師跟他交往的線不要斷掉，那個蠻重要的。就像風箏飛的再高，

但在那個線在你手上，那個線你只要往下拉，他就會回到你身邊一樣。所以我覺

得老師的包容度夠，然後對他的關心是持續，不管他中輟在外面怎麼樣，都是關

心他，這個訊息拋出去，讓他可以接收到你的訊息，他會再回來的可能性應該會

很高。所以老師在處理這個部分，很能夠切合學生的需要。 

緣於研究者過去的經驗，中輟學生與學校、與老師的關係都不是太好，他們

也習慣被貼上標籤，說是壞小孩、壞學生，雖然他們並沒有他人口中的壞，但是

因不服從或是賭氣的個性，造成學生本身與環境對抗的事實，進而產生排斥社

會、排斥他人的現象。其實老師只要給予適當的機會、場合，以真誠對待及出自

內心關懷，用行動表示，是可以打動這些學生桀慠不馴的心。當這些學生感受到

老師那份溫暖、溫柔、真誠對待的心之後，也就是改變這些學生的契機。一如長

期擔任輔導組長的老師所提： 

「我覺得這些小朋友都很容易被感動，…那當有老師對他們釋出善意的時候 

，而且他感受到那是真的關心，是真正關心的時候，⋯我自己的感覺我覺得他 

們都很服貼很順這樣，…」〈TL11〉 



老師如果用行動表示如：協助學生申請仁愛基金給予學生經濟協助，學生必

然能感受到老師的真意的，他也會回饋的。 

「⋯我只跟他講說，下次不要再讓我找不到你，然後之後呢？他有一天要換 

手機，他就自己把手機號碼拿來給我，我說我現在有你的手機號碼，下次不要 

再讓我找不到你，結果他換手機的時候他把他新的手機號碼拿來給我，他說老 

師免得等你以後找不到我這樣，手機號碼先給你，⋯」〈TL11〉 

老師不僅給予中輟復學生關心、愛心，更重要的是指引學生未來生活的方

向，讓學生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復學生生活有了重心之後，學生自然會為

自己的興趣去努力，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機會。就如之前所提，研究學校就有一位

學生，中輟復學後，加入技藝班學習，在那裡他找到了自己的一片天，不僅不再

中輟，反而用心在技藝教育課程上學習，甚至獲得全縣技藝競賽優異成績，榮獲

學校、縣府表揚，最後因表現優異，得到全校模範生的殊榮。 

輔導中輟生復學生並不是單屬誰的責任，學校是一個團體，每一個在此工作

的教職員工，都有他該盡的責任，及負責的工作；導師陪伴、關心、照顧、為學

生指引一條人生未來的路，班上任課老師做好知識傳承的工作；輔導老師則照顧

好學生心理發展，給學生穩定、健康、安全的心理照顧；生教組給予學生規範的

學習；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等行政單位，協助學生找尋舞台表演，給予學生有

表演機會、及找到成就感，讓他感受到學校學習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在學習

的過程，犯錯是可以被接受的，學習如何適應挫折，如何克服困難，這就是來學

校學習的價值及意義。 

 

 三、與同儕人際關係的適應與改善 

在國中求學階段，同儕佔有重要的地位，同學之間彼此是在乎，且具影響力

的，當學生選擇要中輟時，同儕無形中就會形成一股拉力，讓想中輟學生心中產

生不捨的情懷，進而選擇繼續留在學校就讀。中輟中的學生也常因學校同學的聯

繫，及關懷、鼓勵，加上校外拉力減低時，再次回到學校上學。或是老師常借重

同學聯繫的機會及力量，掌握中輟學生的訊息，與失聯學生再取得聯繫，進一歩

協助中輟學生復學。研究學校之前就曾發生學生離家出走，靠學生力量尋回的例

子： 

「…六個同學離家出走，印象好深刻，六個，然後我們就開始找，找警察協尋 



等，後來我們就一一找回來，就是你講的，都是同學的力量。」〈TM21〉 

    當中輟復學生重新返回學校時，心中是懷著忐忑不安的心情，此時的他更需

要同儕的接納及支持，尤其是認同的問題，因其離開班級，離開學校已有一段時

間，對於班級、同學的認同已不往昔，相對的同學對於他而言亦然。所以如何協

助中輟復學生，重新找回他在同儕之間的定位，及與學校同儕之間的關係，將有

助於他留在學校的穩定度。一位中輟復學生的導師分享說： 

    「…就是教室的相處不會讓他們孤立，不會排斥他們，…」〈TL21〉 

    學校學生雖然因一時受到外在誘因而中輟，但是老師仍能處處留一線希望給

學生，讓外在誘因消失時，學生仍然可以順利回到學校就讀，學校同學仍能像以

往一樣接納他、肯定他，導師是需要付出一番心血及努力的。 

 

 四、他人的認同、尊重、關懷與包容 

    中輟學生離開學校，中輟時間有些是一週、有些是一個月、有些長達一個學

期，有些甚至更久；所以，當中輟學生再回到學校及教室時，他需要一段時間去

適應學校環境，去適應班級，去適應同學、同儕、老師。同學、老師對於中輟復

學生的認同、包容，對於中輟復學生穩定留校求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中輟復

學生常帶著不安、惶恐、緊張的心情返回學校，暨熟悉卻又陌生的感覺，的確需

要一段時間的適應。此時，老師及同學需要給予的是支持、協助，與中輟復學生

慢慢建立關係，等待復學生接受學校、老師、同學、上課的感覺時，也就是穩定

的開始。一位曾安置復學生的導師如是說： 

    「…中輟生返校要讓他有認同的感覺，給他工作，他也接受的工作，他去做這 

    件事情他有歸屬感，覺得他在替這一團體做些事情。讓他獲一些認同感，基本 

    上他在作事情同學也會感受到他的付出，人家認同他的復學之後，漸漸的在他 

    的社會地位就慢慢抬高，此時就可以要求他。」〈TM23〉 

    「認同中輟復學生所作的一切事情，認同他、包容他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與中 

    輟復學生建立好的支撐，那種關係但不是刻意去討好他，讓他感受到重視， 

    讓他覺得被關懷，等於是社會的支撐，算是學校給他的支撐，讓他覺得有受到 

    尊重，而且在這個環境是可以付出的，讓他感覺上是一個有能力的人，只要不 

    是太大的偏差行為暫時忽略掉他，然後再關係搭理好之後慢慢再作要求，他會 

    願意改變的。」〈TM23〉 

    從以上的談話中可以了解，中輟復學生所需的是團體的認同，當團體的一份



子，在團體中有參與感，與中輟復學生建立好的支撐，但不是刻意去討好他，讓

他覺得有受到尊重，願意為這個環境是付出，讓他感覺上是一個有能力的人，然

後在彼此關係建立好之後慢慢再作要求，復學生會願意改變的。 

 

第二節  中輟復學生個人及家庭之需求 

 
    中輟學生返校復學就讀，個人心理上是要極大的勇氣，並且需要外在環境，

給予極大的鼓勵及協助，在家庭問題改善及家人的支持方面，個人的生活成就感

方面，都是中輟復學生所需求的；以下就訪談內容分成四個項目，來了解中輟復

學生的個人及家庭需求：一、心理支持與輔導；二、生活的成就感；三、家庭問

題的改善；四、與外在誘因的斷絕。 

 
一、心理支持與輔導 

學生中輟離校，經過一段時間，重新又回到學校來，他內心是陌生的、惶恐

的、不安的，因為他不知道未來學校生活將是如何，過去因學校因素而離校的，

促使其中輟原因是否已經獲得改善了，一切尚不得而知，所以他的內心極需要被

接納、被照顧、被支持。 

   中輟學生需要同儕、老師的接納與肯定，尤其當他因事中輟重新再回到班上

之後，更有特別來賓的感覺，班上的生活他更是融不進去，每天來學校對中輟復

學生而言，只是一個形式而已；從中輟復學生的生活觀察中，研究者有如此的感

覺，此一時刻學校老師營造一個溫暖、關懷的環境是必須且重要的，中輟復學生

再回到學校，通常學校的作法，是安置回原來班級，主要原因在那是他最熟悉的

地方，同學接納他也是最為容易的，中輟復學生要重新適應班級，及班上同學也

是最不費氣力的。研究學校註冊組長從過去安置中輟復學生的經驗，有以下的心

得： 

    「⋯中輟復學生能不能持續喔⋯那我覺得能夠持續的導師是最重要的關鍵，因 

    為導師⋯ㄟ很多失敗的案例…，是因為導師沒辦法接納，⋯」〈TM13〉 

    「那我覺得導師也很重要啦！…因為我覺得⋯就是平常你有一個彈性在喔⋯ 

    讓他不會~對~來學校很排斥，…」〈TM13〉 

在導師立場上：可以扮演包容、陪伴、讓學生依附的角色，對於中輟復學生



不要過度的反應，以對待一般學生的心態來對待之，不拒絕中輟復學生，因為此

一時刻的學生，心理上特別的脆弱，要求的標準可以依學生的程度再降低一些，

等待學生適應了再慢慢提升標準，隨時學生留一條路，給學生再一次的機會，學

生是可以感受到的。一位班上安置多位中輟復學生的導師提出以下的經驗談： 

「…有一些另外的成就感給他，像做服務或是怎麼樣，有的人就會覺得說，他 

們還蠻有用的，我想可能會留住他們也不一定。」〈TL21〉 

輔導老師的立場：協助復學生建立正確人生觀及價值體系，所以輔導老師需

用同理心，給予學生溫暖、接納、陪伴學生度過其人生的低潮期。一位用心的老

師除了處處留機會給學生外，還能抓住機會點協助輔導學生，真正進入學生的生

活世界，去影響、去改變學生的人生觀，對事物的看法，導正學生的人生觀及處

世態度，使其能以正確的人生觀來面對人生，而不是自暴自棄。在輔導過程中注

重關係的建立，協助處理個案問題，以不批判、不責備的方式對待，如此的關係

對復學生而言，是較沒有壓力的，對復學生的支持、輔導則是復學生所需要的。 

    在行政的立場上，則希望建立一個溫馨、健康、安全、快樂，豐富的教學及

學習環境，為師生尋求教學資源。學校行政也積極為學生找尋表演的舞台，創造

學生學習上、生活上的成就感給予學生生命中的高峰經驗。 

 
 二、生活的成就感 

由老師的訪談發現，學生之所以會選擇離開學校中輟在外，除個人貪玩外，

學校生活缺乏吸引力也是一大因素，由於課程的單調，考試頻繁，課程作業多而

雜，對學習意願低落的學生而言，來學校本身就是一種負擔和壓力。研究學校輔

導主任就其接觸的案例分享： 

「…，其實學生第一個就是比較缺乏表演的舞台，沒有成就感，…」〈TM21〉 

所以當學生重新再回到學校來，如何提升中輟復學生的成就感，是一項重要

的課題。 

當中輟復學生返校復學，是否能穩定留在學生繼續就讀的原因之一，乃在於

學生是否有表演的舞台，是否在生活上得到成就感，讓他不再視來校上課為畏

途。因此學校團體活動特別引起學生的重視，因為此一時刻是屬於他們的，學生

不僅較可不受拘束的表現自己，而且表現好的話，又可獲得很大的掌聲及鼓勵。 

「…給他們一些成就感，…你讚美，他會肯定他自己…」〈TL21〉 



學校活動對中輟復學生而言，具有一定的意義及吸引力，因為在學生活動中

他們可以找到認同感、參與感及與同儕共同生活的記憶，更讓復學生在生活群體

中找到自己的一席地位。 

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假使學校有充分的舞台給學生表演，在學校、在班上並

不會因成績問題而失去舞台，反而可能因在技藝教育方面表現優異、社團表現優

秀、學校活動參與上如校慶、運動會，替自己及學校爭得更高榮譽。因為學校內

已經有了表演的舞台，中輟復學生自然而然不會因上課無聊而中輟，反而因在學

校的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才能，獲得成就並得到及其他師生的掌聲與肯定。一位導

師的經驗談就說： 

「因為要去隔宿露營了…他想做很棒的活動，…所以就變成讀書以外的某個活 

動吸引他的時候他回來，…」〈TL23〉 

如此每一位學生在學校皆有自己的定位，自然而然不會因上課無聊而中輟；

如研究學校，特別重視學生的技藝表現，每一年皆會辦理一到兩場的學生技藝成

果展，當天除邀請各班導師外，尚邀請學生家長、社區人士、學校家長會委員、

鄰近小學老師、及民意代表、還有相關媒體的報導，對技藝班學生而言，這一生

中今天是最被看重的一天，學生的表現也是格外的賣力；另一特殊班高關懷班學

生也是，因為學校重視他們給他們表演舞台，他們的表現更是令人刮目相看。如

此的活動對學生，尤其是中輟復學生而言，意義實是重大。 

 

 三、家庭問題的改善 

有些學生會選擇中輟離開學校，主要是家庭因素造成，可能是因為父母管教

的方式太嚴，或是太鬆；可能是家庭過度貧窮需學生中輟賺錢養家；可能是因為

與家人關係欠佳，發生衝突而選擇離家進而發生中輟；或是因家庭關係不正常引

起學生中輟。所以因家庭因素而選擇中輟者，當其復學時，學校即需協助其處理

與家庭的關係，及家中的經濟問題，如此案主才能安心穩定留在學校學習。一位

導師就班上案例作分享： 

「他們是問題家庭…孩子不回家，因為孩子跟爸爸有衝突所以不回家。」〈TL23〉 

學生會選擇中輟有時候是因為家中經濟狀況不佳，父母親無法提供足夠的生

活所需，故而造成學生中輟；一如輔導主任的分享： 

「…你真的找他，沒兩天就跑掉了，就說經濟有困難，經濟有困難要幫忙看水 



果攤什麼之類的，…」〈TM21〉 

再有一種情形則是研究者所經驗的，那就是學生父母經商失敗，承受不起負

債的壓力，進而舉家搬遷，逃離現在住處，不知去處，進而也會影響學生的就學

權益；或是因家中經濟問題造成家庭衝突的來源，進而形成不佳的親子關係，久

而久之學生也不喜歡回家，最後也因離家而中輟了。 

對於孩子的教養，如果父母親過度溺愛，一昧的聽從、依順，不管孩子所作

所為，將造成孩子觀念上的偏差，進而導致行為上的傷害。或是因錯誤的觀念允

許學生吸煙、打牌、賭博。其傷害將造成學生思想上的偏差，並造成學生錯誤想

法，以為我做錯事也沒有關係，自然有家長可以幫我處理，犯錯者也不需要被處

罰；如此的家庭，也增加了學生發生中輟的機率，及傷害學生返校復學的穩定狀

況。生教組長就這樣表示： 

「我們學校說你不能抽煙，要處罰她；她回去，阿媽覺得沒什麼了不起。她的 

觀念就會偏差了。學校老師說不行，我阿媽說沒關係。」〈TM22〉 

「…事實上也是爸媽寵過頭，因為不管什麼事情，頭髮沒理還是怎麼樣，他就 

說：你去跟我爸媽講。我要處罰他，他就說：你跟我媽媽講…」〈TM22〉 

父母的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忽略，日後可能要付出加倍，甚至更多力量才能

挽回孩子。當家庭失去他該有的功能，產生漏洞時，學生就會鑽此漏洞，並且讓

漏洞愈來愈大，由研究學校案例發現，學生家長為了怕其子弟因違反學校規定被

處分時，竟選擇與學生一起欺騙學校，或是假借諸多理由欺瞞學校，以達成學生

翹課的目的，或是對孩子的事莫不關心，連孩子參加基測的大事都不知道。 

「…她可以為了留他們在那邊，讓他們抽煙，讓他們打麻將。她的理由是什麼 

？他們想抽煙阿！沒錢買煙，那你如果不買給他們抽，他們去外面去偷、去搶 

怎麼辦？打麻將呢？你要留這些人在這邊阿！沒有事情做很無聊，他們不太想 

留下來，大家想出去外面。理由是這樣。所以給他們打麻將阿。」〈TM22〉 

「…連學校這麼重要的學測，他媽媽都不知道，然後他媽媽就跟我說，從昨 

天晚上他就沒有回家…可是家庭那個部分對他們的影響力是很小的。」〈TL23〉 

「…我覺得在我來看，以我們班的這些孩子的狀況喔！我自己是覺得說家庭 

給我蠻大的無力感，就是家長的配合度，或是家長的這種認知。」〈TL21〉 

家庭經濟問題，一直是研究者所以為難以解決的，就學校所接觸的個案，尋

求中央餐廚補助的學生就超過一百人以上，有的家庭學生生病了甚至沒錢看醫

生，因為繳不起健保費，或是需補繳之前積欠的健保費二十多萬元，這常是學校



所難以處理的；當中輟學生遇到生活費需要補助時，研究學校曾經的做法是：發

動全校師生募款協助學生度過難關；研究學校的案例是，曾有一位學生平日表現

十分優秀，侍親至孝，在校表現懂事乖巧，成績非常優異，後因母喪家中，無力

擔負起喪葬費，學校老師即發動募款，並請愛心團體幫忙，協助學生順利處理此

一危機，不致因此一經濟問題而中輟，甚至由老師主動捐款協助他籌措高中學

費，讓他可以繼續升學。在其他學生方面，則透過學校社工師，循社會局系統，

或是請社區人士出面，協助案主父母找尋適當工作，使其生活所需無虞；如果在

日常生活上能穩定供應給學生，使學生不用因生活所需去奔波、去操心，學生能

穩定留在學校的可能性將可增加。 

家庭功能的健全與否，也是影響學生能否穩定留在學校求學的重要因素之

一，也是中輟復學生重要需求；因社會的價值觀隨著時代民主的開放，舊社會的

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三代同堂的折衷家庭體系，已漸被兩代同堂的小家

庭體系所取代，加上工商時代父母忙於生計，一個家庭父母往往皆需要同時外出

上班，以謀家中經濟改善，所以對家中孩子的日常生活、交友情形、教育、養育

等問題常常是忽略的；當小孩出問題時才會被重視，才會被照顧，如此往往只是

解決一時地問題，終究不能了解學生心中的需求。 

學生因一時之間觀念偏差，迷失了自己，走錯方向，這時父母所扮演的角色

極為重要，因為此一時刻的孩子需要用更多的耐心及關懷，去導正其偏差行為，

尤其在學生因一時的貪玩而迷失自己時，此時父母要作的不是指責，打罵，反而

是隨時留一盞燈給他，等他在外面不如意時，就是他返回家中協助其導正錯誤及

偏差行為的契機。當家成為孩子溫暖需求的補給站，隨時接納他，歡迎他回家，

那孩子返家的意願將增加，學生的生活穩定了，內心需求受到家人照顧、重視、

滿足了，自然留在家中、學校的穩定度將可提升。 

 

四、與外在誘因的斷絕 

學生選擇中輟，除與家人發生衝突因離家而造成中輟，或是發生師生衝突，

在校人際關係上有嚴重問題外，校外誘因造成學生中輟，經常扮演著極大影響

力。曾經擔任生教組長的教務主任分享說： 

「就是他一回家就面對很痛苦的⋯⋯還是逃離，⋯像這樣的因素還有他同儕， 

可能就是黑道的一分子啊，旁邊每天都有同學在等你，你一放學就回去了，很 



難拔出來，⋯」〈TM11〉 

學生剛開始可能只是貪玩、對學校課程不感興趣、不喜上課，起先是偶而翹

課，後來發現學校外的世界比學校圍牆內，更自由，更有趣，又沒人約束，也沒

校規規範，儀容隨順己意，抽煙、打牌、玩樂，時間都是自己的，更嚴重者，還

有人提供吃、住、玩樂、毒品；所以，學生就跟著社會朋友參加幫派，到宮、廟

參加八家將。當發現不對要脫離時，又要付出極大代價，造成脫離的困難度，教

務主任的親身經驗告訴大家： 

「…你知道你要離開這個團體就一人給你一拳，喔一共十幾拳，打下去沒有死 

大概也差不多了，然後兩條路，所以他們有一些黑社會的規則，你要脫離代價 

很高，⋯」〈TM11〉 

    另一類型，雖然他們沒有參加幫派，八家將，卻迷戀線上遊戲、愛上網咖，

喜留連撞球間、電動玩具，進而上癮，也是造成學生長期中輟無法正常上學的重

要因素。雖然要中輟復學生重新回到過去的單純是困難的，但唯有協助中輟復學

生斷絕外在誘因，讓學生重新找回過去生活學習經驗，重新找回留在學校軌跡，

不然再次中輟的可能性仍是令人擔憂的。 

中輟復學生願意與外在誘因斷絕，家長的認知及協助，經常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如果復學生家長能以積極，用心，配合學校作為的態度協助中輟復學生，那

麼中輟復學生穩定留在學校的可能性將可增加。 

 

第三節  本章討論 

     

由學生訪談資料可以了解：中輟學生的問題及需求，個別差異甚大，每一位

中輟生可能伴隨一種或是二種以上的的需求。中輟學生返校復學就讀，在心理上

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尤其返校後還要重新適應學校規矩，課業壓力，生活要求，

導師的帶班方式，面對新的同儕關係，他人的眼光及老師的對待方式，對於中輟

復學生而言處處都是壓力。所以協助中輟復學生重新建立信心，適應學校團體生

活，與老師及同學相處是重要且必須的；本研究依訪談內容分成八個項目，分別

是：一、學校課業的協助；二、學校老師的關心及公平對待；三、與同儕人際關

係的適應與改善；四、他人的認同、尊重、關懷與包容；五、心理支持與輔導；

六、生活的成就感；七、家庭問題的改善；八、與外在誘因的斷絕。來了解中輟



復學生返校之路學校方面及個人、家庭的需求。  

將學生訪談資料與文獻比較，研究者發現研究學校學生復學返校的需求，與

文獻上對中輟復學生返校復學後之需求大致吻合。而學校在復學生返校之後，可

以更加用心經營以協助中輟復學生的部分計有： 

 

1、導師帶班狀況上 

謝麗紅（民 93）研究提出，老師適宜的管教，當學生的朋友及用愛的教育；

由訪談資料發現，導師對待的態度，是攸關復學生能否穩定留校的重要因素，如

果導師能以不貼標籤及凡事公平，一視同仁的方式對待，在生活常規及學業要求

方面，能以降低標準、接納、包容的態度，處處陪伴，留一線希望給復學生，待

導師與復學生建立情感及信任，且能穩定、習慣導師帶領方式之後再作要求，如

此復學生通常能因為導師的接納、關懷而穩定留校學習。導師是第一線接觸中輟

學生的生活示範者，也是最了解中輟生的需求，唯有加強導師與中輟復學生的接

觸，了解中輟復學生的困境並適時給予協助，積極對其輔導，如此才能減少學生

發生中輟的情事。 

 

2、在課業方面 

郭靜晃（民 90）認為有志復學者，學校可提供補救教學，或資源教室等具

體措施，來統整辦理相關課程。進而規劃潛能開發教育、休閒活動等，以為中輟

學生回歸學校之準備。謝麗紅（民 93）則認為減輕課業壓力是重要的；研究者

則認為建立學生學習的興趣及學業成就感，讓課程活化具有彈性，使學生的學習

不致產生畏懼，增加其成功經驗，適時給予肯定，降低課業標準及要求，唯有如

此學生才能避免拒學及懼學現象的發生。 

 

3、在交友及同儕關係處理上 

郭靜晃（民 90）認為同儕是青少年時期的主要參照團體，所以同儕團體行

為中的行為模式、價值觀及親密感的建立，都對青少年具有不可忽視的影響力。

由學生訪談資料發現，學生交友關係越複雜將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分心，同學成群

結黨形成一個團體之後，學生的負面影響將更加嚴重，加上交友的範圍又擴大到

校外的話，那學生可能中輟的機率將會增加，如果學校班級同學的凝聚力，及彼



此關係及熟悉度高的話，學生縱使中輟了，都可能因班上同儕的力量讓中輟學生

再返校，所以學校應善用此份力量，加強校內學生對學校及班級的吸引力。 

 

4、在增加復學學生表演舞台上 

正值青少年時期的學生正是活潑、好動時期，如何協助學生發揮創意，展現

生命活力，培養與他人相處的能力，以及溝通協調的辦事能力；更重要的是幫學

生找到專長發揮的表演舞台，使學生獲得成就感及自信心。學生將因為有事可

做，而且做的是感覺有興趣的工作，如此將可加強學生投入學習的程度，吸引學

生來校學習。 

 

5、在他人的認同、尊重、關懷與包容方面 

因中輟復學生心理上較為脆弱，挫折忍受力較低，因不常來學校，或是來學

校同儕關係也較差，所以更需要他人的的認同、尊重、關懷與包容。學校方面，

導師或是輔導老師，應多家協助復學生建立人脈，協助其與正向朋友多接觸，尊

重其對事情的想法、看法，偶有犯錯不宜立即處罰，反應多接納、勸導，待彼此

關係建立，信任感穩定之後，再加要求，如此才能留住中輟復學生在校學習。 

 

6、加強學生的心理建設上 

在相關文獻張貝萍（1999）提出中輟復學生在心理支持方面需要家長、老師

及同儕的認同；及郭靜晃（民 90）指出許多中輟生因學校課業成績低落、人際

關係差或學校適應不良，得不到家長、導師及同儕間的認同與支持，因而使其心

裡蒙受陰影，產生極大的壓力及高度的挫折感，有不被重視及關懷的失落感。謝

秋珠（民 92）則認為改掉不好生活習慣對中輟復學生是重要的。研究者以為協

助學生作好價值澄清、自我探索工作，了解兩性教育內涵，自我情緒管理，釐清

個人價值觀，了解個人性格、特質，教導其如何進行人際關係溝通，並建立其生

涯發展觀念，有了人生奮鬥的目標，自然可以激發其潛能及增加其自信心。 

 

7、在親子關係建立重建方面 

天主教善牧基金會（民 88）曾提出復學生常會面對家中親子衝突、家庭暴

力或家庭虐待、居住問題等問題。研究者則認為學校可以協助辦理親職教育講



座、親職成長團體，針對有需要協助的家長，協助尋求社會之資源，學校家長會

力量，給予家長觀念的修正，或是經濟上的協助，或是溝通子女教育上的觀念。

協助家庭失功能的父母能有學習機會，讓家長重新學習與孩子的相處，或習得對

孩子正確的管教方法，或有一諮詢管道，使親子之間不致因緊張關係而導致學生

中輟離校，進而產生遺憾的事。 

 

8、在與外在誘因斷絕上 

從學生訪談資料了解學生中輟原因，常與外在社會誘因有很大關係，中輟之

後常有社會朋友提供吃、住、提供金錢供其玩樂，因校外生活自由、不受約束，

有吃、有玩，學生因想法單純，不小心常被有心人利用作為犯罪工具，當憾事發

生再制止就來不及了。而且外在誘因如不斷絕，學生常會藉故再中輟，對於學生

復學學習將造成諸多不利因素。 

綜合上述所歸納中輟復學學生的需求，中輟學生常因為家庭問題、師生衝

突、學校課業壓力、家庭經濟問題、同儕衝突、健康問題、法律問題而中輟了。

於今，中輟學生復學後他所需要的協助，除了因健康問題而中輟，需要醫療體系

協助恢復其健康後復學外，其餘各項需求，皆有學校可以著力之處。除以上所提

八個方向外，中輟復學生另需要協助其去除在校外所養成的不良習慣，及養成良

好的生活習慣。幫助其脫離外在社會的誘因、幫派的束縛，協助其將中輟期間的

課業補齊，並培養其良好的讀書習慣；協助其去除入班恐懼感，以及幫助他學習

如何與老師及同儕的溝通及相處。情緒管理更是中輟復學生所必修課程，良好用

錢習慣的養成，自信心的培養，兩性教育正確觀念教育。凡此種種皆是中輟復學

生，復學後的需求，也是學校對復學生返校後教育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