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之策略 

 
本節分別就第一節、學校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之策略；第二節、家庭及其他

系統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之策略；第三節、本章討論等三部份做探討。 

 

第一節  學校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之策略 

 
           在學校成功輔導中輟學生復學的策略方面，研究者訪談發現，從案主本身，學

校方面，老師方面，同儕方面，都是輔導中輟復學生成功返校的重要因素。 

           茲將以上各角度問題歸納成以下九點的看法：一、家訪的力量；二、學校行政

單位的配合；三、師生平日感情建立；四、隨時給學生留一條路；五、行政、導

師及輔導老師充分對話、密切配合；六、陪伴、契機、目標等輔導策略的運用；

七、善用同儕的支持；八、擔任班級幹部；九、協助中輟復學生進行輔導專案安

置。 

 

一、家訪的力量 

家庭訪問是了解學生最直接，也是最全面的輔導方法，具有多年帶班經驗的

註冊組長，就做了以下成功輔導學生的經驗談： 

「⋯對學生來說，學生最怕老師到家裡去⋯」〈TM13〉  

進入學生家中與其父母見面、閒話家常，不僅可以知道學生的生活習慣、交

友情形、生活背景、在家學習情形、生活作息、家中的經濟狀況、學生家中成員、

是否有特殊嗜好、或是學生身體情形有否特殊疾病，父母的管教態度，學生與兄

弟姊妹相處情形，也能儘早發現問題，並作好輔導工作。導師也可以讓家長了解

其帶班情形、教學理念、聯繫管道，以達到充分溝通之目的。具有多年輔導中輟

復學生成功經驗的督導分享說： 

「⋯其實老師是需要做家訪的，可是怎麼樣讓老師去體會到說，其實家訪對 

我們學生有幫助，…還有讓老師⋯願意去做家訪，⋯透過行動以後他有一個 

不錯的經驗，然後他就願意去做，這才是重要的。」〈CL11〉 

    老師作家庭訪問，無形中也會造成家長的壓力，讓家長更重視孩子中輟的這



件事，也是導師與家長溝通共同商議，如何協助孩子，提供策略的最好時機；家

訪也會讓老師更加了解學生的問題，生教組的經驗告訴大家： 

「…學生就算沒有來上課，我也會去他們家裡面把他找出來…基本就是說你要 

了解他住哪裡？他生活習慣是什麼？你有沒有聯絡到他？當然我不是要完全改 

造他，讓他從不好的家庭環境、從不好的性格改變到很好，但是我的想法是說 

，不是完全的改造，而是片段善念的累積，⋯」〈TM22〉 

    因為對學生家庭狀況的了解，將可增加老師的包容及接納的心；行政單位也

應從旁協助，陪同老師一起進行家訪，如有需要，學校社工師、輔導志工，皆可

一同前往協助。 

 

二、學校行政單位的配合 

學校行政單位如能發展多元化成就管道，提供學生展現自己的舞台，例如一

位導師就提到關於學生社團部分，是學生可以發揮的最好舞台： 

「對！社團是蠻好的…」〈TL21〉 

讓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充分展現自己，在學習方面具有成就感，當學生課業需

要協助時，提供補救教學服務，不致因課業問題產生過度壓力，而發生中輟行為；

開設人際關係與社會技巧訓練的相關課程，使學生擴展人際關係，獲得友伴的支

持與協助。實施生涯規劃方案，使學生對自己的生涯發展可以充分掌握，讓學生

到校學習是有方向、有目標的。另簡化教育課程內容，增強其實用性，及生活化

的意義、運用同儕團體力量，多關心高危險輟學生，配合學生興趣，及需求推展

社團活動，導正學生休閒生活，加強校園安全及防止學生藥物濫用；輔導學習困

擾、成就低落的學生，協助其解決問題。提昇老師輔導知能，落實學校導師制度，

加強學校及家庭的聯繫的管道。簡化復學條件與手續，接納中途輟學生返校，給

予中輟復學生在復學上的輔導與補救教學，設計、安排給中輟復學生表演的舞

台，並適時給予肯定，給予鼓勵等。如研究學校一位導師的經驗所陳述： 

「…，學校在辦什麼活動的時候，都會特別讓這些孩子去當服務隊或什麼，給 

他們一些成就感…他們在服務的時候，可能還受到滿多讚美的，…，你讚美， 

他會肯定他自己，…」〈TL21〉 

協助中輟學生復學及安置，避免其再次中輟，發展多元學習管道，並加強中

輟復學生自我學習，提供中輟復學生具成就感的教學，及補救教學措施（如教育



部實施之潛能開發班）、協助其發展自我的生涯規劃方案（如技藝教育）、及自我

情緒管理課程、提升與人溝通能力，或輔導中輟學生就讀學校補校，使其能順利

畢業，以上種種都是學校行政單位所可以協助配合的事項。 

 

三、師生平日感情建立 

    導師是第一線接觸中輟復學學生的生活示範者，唯有加強導師與中輟生復學

生的接觸，讓導師充分了解中輟復學生的困境及需求，並協助導師及中輟復學生

建立良好的溝通管道，和良好的關係，使導師不致排斥中輟復學生，且能適時給

予協助，積極對其輔導，如此才可減少學生中輟行為的發生。研究學校輔導主任

分享他的看法： 

    「…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我覺得他最在意的是導師，導師對他的看法怎 

     麼樣比任課老師那個份量重太多，…」〈TM11〉 

    研究者發現，中輟復學生與導師之間關係，常取決於導師對待中輟復學生的

態度，假使導師與中輟復學生平日即能建立關係，彼此有足夠的熟悉度，老師對

學生有足夠的了解，能有較大的包容度，包容學生的錯誤，並不批評學生的生活

態度、學習、交友、家人，試著與學生打成一片，更重要的是老師對待每一位學

生的公平性。由研究學校老師的經驗中，可以以看到一位老師的用心： 

    「…我也對他的標準會稍微低一點點，…他慢慢就能夠聽進去一些，…那我覺 

    得他會留在學校，…他也沒有帶著同學跟他一起翹課什麼的，這一點我就比較 

    能夠包容他，其他那種比較懶散的…，但至少我覺得就是留住他了。」〈TL21〉 

    從訪談資料發現，教師成熟態度、認真教學、對學生一視同仁、鼓勵多、少

責備、多為學生著想、教學生動活潑者，較能為中輟復學生所喜歡接近。班上同

學對復學生的接納程度，又常常受到導師態度影響，所以導師對中輟復學生能穩

定到校，學習具有重大的影響。當然行政單位的支持與協助，導師輔導知能的提

升，也是能使導師能接納中輟復學生重要的因素之一。 

導師的關心是建立在平時的，對於班上同學的關心，是不分彼此的，不因成

績高低，不因家中背景，那份是用心可以打動中輟學生。學生雖然因一時的貪玩，

或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中輟，當中輟原因消失時，很快就會重回學校來。研究學校

一位導師曾有過如此的經驗： 

「…我要讓他知道說你看看，你離開以後老師都還是擔心你，…！那像我班上 



第一次我送他們禮物是一個小小的印章嘛！中輟的我照樣刻給他，…」〈TL23〉 

「…你的份還是沒有把你少掉，老師還是把你當作我們班的學生，…」〈TL23〉 

導師永不放棄的精神，讓中輟學生深受感動，由於師生平日就建立深厚的情

感，老師可以要求學生，規範學生的行為，除了疼愛、照顧、溫暖接納之外，還

有規矩的養成，遵守法令的信念，老師扮演的角色不僅有溫暖、接納，也有依附

力量。其中更有控制的力量，讓學生可以依循正軌的力量，使其不致有偏差行為，

當有不當行為時，也能在最短時間導正過來。教育替代役男分享其輔導中輟復學

生的案例； 

「⋯，那可是我相信一定有，有老師的力量在，才有辦法說⋯小朋友說ㄟ本來 

是有一個這麼大的衝突，可是卻能夠跟⋯就是再去跟老師ㄟ我邀請你來，然後 

參加我的技藝成果展什麼的…。」〈TM14〉 

輔導組長就其輔導的經驗，認為老師真正對學生的關心，學生一定會知道，

哪怕在過程中師生曾發生衝突。 

「我們是真正關心他⋯，當他發生問題的時候我們是先解決他那些問題，而不 

是先去責備說，…他可以感受到說ㄟ其實雖然老師對他要求很多，可是真正還 

是很關心他，還是包容他⋯所以最後他跟老師就會發展出一個不錯的關係。」〈TL11〉 

    研究學校有一位隔代教養的學生，因家庭因素造成學生偏差行為，平日在學

校喜以老大自居，常欺負其他同儕，又不喜讀書，在學校被視為頭痛人物，後因

案被送去少觀所一段時間，學校老師去探視過他，關心他、鼓勵他、幫他打氣，

從少觀所返校後明顯改變許多，雖然還是不愛讀書，但已不會主動去欺負同儕，

可以明顯感受到，學生心中的恨意不似之前嚴重；後來又因細故與他人發生衝

突，被人砍傷，導師是第一個到醫院去探視的，導師沒有因為學生的偏差行為，

或是因為他是中輟復學生，更沒有因為他曾經到過少觀所而放棄他，因此種種學

生更能感受到導師的那份關心。從此之後，該生在學校絕少鬧事，因為行為上的

改正，及生活上的用心，在學校召開的國三畢業生綜合成績考查會議上，導師極

力爭取讓此位中輟復學生領到畢業證書。這個成功的案例，就是因為導師對中輟

復學生平日的用心所致，加上導師一視同仁、不貼標籤的作法，不僅自己肯定他，

也使同學接納他，讓其他老師一起關心他。 

研究者在學生訪談時，此一學生也曾表示，國中三年最感謝的是導師。 

「我最謝謝的是我們導師。」〈sb1〉 



另一位導師對中輟復學生的觀念、作法也是令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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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隨時給學生留一條路 

國中學生因限於生活經驗、生活背景及成熟度，行為上難免有偏差，老師正

可以利用生活教育的機會，教導他而不是放棄他，唾棄他。一如第一章緒論，研

究者所提到的，每一位中輟學生他們之所以會中輟，背後都有一段故事，在國中

年紀就要讓其承受如此沉重的壓力，這責任不應單單由學生一個人來承擔，他的

父母、學校、老師、社會都有責任協助他，讓他脫離不正常的生活，早日回到正

軌上來學習。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就看到某位學生如果沒有老師細心的呵護，不斷的給

予他正確的引導，精神上的鼓勵，學生可能早已離家出走了，哪裡還能成為交換

學生到美國去學習。 

    由於老師的關心，及隨時留一條路給發生問題學生的用心，他雖然一時中輟

了，但他仍能感受到老師那份處處為其設想的心。當學生在社會上流浪累了、疲

倦了，隨時都可以回到學校；因為老師的關心，學生雖然中輟了，還是會利用各

種管道與學生聯繫，讓中輟學生了解班上同學生活情形，上課情形，讓中輟學生

對學校是不陌生的，如此一來更能加強學生返校復學之後的穩定程度。團體督導

進一歩說明導師的作法是： 

    「所以這樣聽起來我是覺得說如果你可以留住一個學生，第一個是你有一個很 

    清楚的紀律，妳慢慢有形成一個妳的要求跟紀律，然後在這個信念之下呢！再 

放一條訊息給他，有一條線跟他接起來的一條線，你一直把這條線留著就是妳 

即使學生中輟了，你還是會想辦法留下一條路讓他回來。」〈CL21〉 

    「雖然他已經走了，可是你還是一直把持著一個讓他可以不是斷了線。…還有 

    一個重要的是你一直留後路給他，而你留後路的方法是從這個網絡，讓他可能 

    有一個網絡留訊息給他，告訴他你還要等他回來，…其實他可以感受到這些。」    

   〈CL21〉 

    平日導師對班級學生的要求及紀律，是不可缺少的，當學生因事發生中輟時，

導師還會想辦法留機會給學生，透過各種管道隨時與學生聯繫，讓學生知道老師



隨時歡迎他回來，這份用心學生一定可以感受到。所以不管哪位學生中輟了，老

師必然會想辦法抓住輔導學生的機會點，以便抓住孩子的心，讓學生可以順利返

校復學，復學後再想辦法讓學生穩定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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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改變學生的觀念，導正學生處世態度，

使其能以正確的人生觀來面對其人生，而不是自暴自棄。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也

看到老師如何利用機會協助學生，恢復其親子關係，及協助一時起貪念的學生，

及時導正其錯誤觀念，並重拾信心重新再起的故事。 

「…去偷這個卡，…就被店主逮到了，逮到以後就送警察局…，保出來以後我 

又帶他去店家跟他道歉，…，後來他考空軍官校，那我也贊成他…，那個學校 

滿不錯的，家人也都去參觀啊！媽媽也蠻高興他去。」〈TL23〉 

老師不但能接納迷途知返的中輟學生，並能抓到機會點改變學生，更能發揮

同儕力量，給予正面的支持及照顧，讓同儕去接納他、照顧他，使中輟復學生進

入班上，不致成為特別來賓。如此一來將可增加班上同學的接納程度，中輟復學

生可以安心、穩定的來校學習，這些都是老師的用心給學生留一條路，給學生再

一次的機會，重塑他的信心及人生。輔導主任分享另一位導師的作法也值得參考： 

「第一部分留原班的部分，…他會心先安在這個地方，再來去求發展，…第二 

個部分就是說…能不能包容這是一個，第三個部分是你能不能讓他留一線希望 

，把他的線留住，就是你跟他交往的線不要斷掉，我覺得那個蠻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就說老師的包容度夠，然後你對他的關心是持續，不管他中輟是在 

外面怎麼樣，我都是很關心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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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是很高。」〈TM21〉 

從以上敘述中，可以知道老師對中輟生也好，對中輟復學生也好，老師能隨

時留一線希望、給學生機會，隨時與學生保持聯繫，掌握學生的訊息，此份用心

學生可以感受得到，雖然學生未必立刻返校復學，或是復學後又中輟，但是他對

老師、對學校、對社會正向想法必然增加。 

「…其實有時候我用另外一個角度，他只是輟學，可是他在班上，他跟同學都 

很好耶！…所以同學很能接受他。」〈TL23〉 

 

五、行政、導師及輔導老師充分對話、密切配合 

輔導學生最怕的是，各作各的，各有各的標準，讓學生難有依循標準，不然



就是讓學生有機可乘。惟有行政、導師、輔導老師三方面充分溝通，達成一致的

共識；除了了解彼此的立場外，對於彼此作法更能獲得充分的理解及諒解，避免

造成在輔導學生的立場上有不同的看法，而傷了和氣，或是造成對學生的傷害；

所以三者之間的對話，是非常必要的。行政單位會跟導師談，導師會跟輔導老師

談，導師會跟行政單位談。研究者覺得彼此之間的對話非常重要，讓每一個人知

道彼此的立場，讓每一個人知道對方在做什麼？為個案做什麼？無形中很多事情

就會被釐清。像督導所講的被學生操控那個部分，自然可以減低，且很清楚的知

道困難的那個點，大家在自己的角色上應如何去處理，怎麼樣去幫助個案。 

一如督導在焦點團體所言，每一個人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之外，對話是很重

要的，沒有對話很容易產生誤會。導師可能會對行政有不同的看法、不同的觀點，

因為站的立場不同嘛！導師和輔導老師之間也是一樣，或者輔導處和生教組間也

會有不同，但有了對話之後，很多東西就會很清楚： 

「不過今天這樣談起來，我們從導師談到輔導老師，然後談到生教組。其實之 

間可以看到每一個輔導學生之間的關係是環環相扣，而且不同角色發揮不同的 

功能，都要相互的溝通…不是老師一個人在單兵作戰，…是三方面的一些合作 

跟連結…」〈CL21〉 

導師立場：中輟復學生最好不要安置在班上，因為來了一頭狼，可能會帶走

一群羊；因為來了一位中輟復學生，可能帶來社會上的惡習，擔心班上同學有樣

學樣，也染上不良習性，造成自己帶班上的困擾；因為來了一位兇神惡煞，造成

同學人人畏懼，引起家長恐慌，讓自己難以向其他家長交代；因為同學成績很差

擔心影響班上成績；因為要帶中輟復學生會讓自己分出太多心力，以致無法照顧

好其他同學；因為中輟復學生上課不能專心，又常常不交作業，傷害自己帶班標

準，以上種種是導師經常會提到的認知及擔心。實際上真是如此嗎？其實導師是

可以扮演給予學生陪伴、依附的角色，在學生訪談中可以知道，中輟復學生最在

乎的是導師，一位中輟復學生是否能穩定留校，導師是佔最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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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老師的立場似乎是與導師對立的，其實那是錯誤的看法；因為輔導老師

與導師的立場都是一樣的，都是為學生好，希望給予學生照顧，協助其建立正確



人生觀及價值體系。所以輔導老師經常使用同理心，給予學生溫暖、接納、陪伴

學生度過其人生的低潮期；輔導老師也應將輔導學生的過程，隨時與導師討論，

使導師了解學生狀況，給予學生適時的協助，如此輔導學生才不致陷入本位立

場。從生教組的一段話更可以感受到輔導老師的功能： 

「…我們能把我們的角色堅持下去，是因為有他們在我們後面。我們這麼做之 

後他們能夠幫我們把很多正確觀念給他們。所以我們是覺得說很謝謝他們，讓 

我們跟學生跟家長也是比較沒有衝突。」〈T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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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學校行政的立場，扮演著控制力量的

角色，它規劃出學校的教育目標及方向，制定學校師生遵守的校規，給予師生遵

循的方向，控制學生不能逾越的部分；另一方面學校行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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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輔

導組長所敘述的； 

    「因為生教組會先給他們一些規範，…生教組在這邊是扮演像框框一樣的角色 

    ，就是把他們限制在這個框框裡面，然後我再來幫他們解決這些細節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做起來就是輕鬆很多。」〈TL22〉  

    督導進一歩詮釋行政架構的重要性： 

    「因為生教組有個框框嘛！那輔導老師跟導師就在這個框框裡面，萬一你跑錯 

    那個框框也沒關係，你可以再回來，那就是依附的東西。可是沒有那個框框， 

    他就不知道他該在哪裡，那個框框還是很重要的。因為有這樣一個東西，輔導 

    老師和導師才知道說，我們在這個框框裡，你跑出去了以後沒關係，我也不會 

    罵你，可是你要記得回來喔！那個框框你就是建構了那個安全堡壘的那個硬體 

    ，然後老師和輔導老師就在這邊發揮點軟體的功能，讓他們回來。」〈CL21〉 

所以，以上三者是相輔相成的，對於學生具有陪伴、依附的功能，也有柔性

關懷的功能，更有約束控制力量的功能，讓學生在設計好的教育架構下學習，安

排適當的情境，給予照顧及呵護，卻可避免溺愛及錯誤引導。所以，以上三者間

平日的對話、溝通、了解及體諒是非常重要的，由於每一位教育工作者，都能了

解其他人的工作內涵，除了了解外，更重要的是隨時補位，讓學習失利的學生有

再一次的機會；讓曾經在生活上受傷的學生，可以有再次尋求成功的舞台。 

 

六、陪伴、契機、目標等輔導策略的運用 



老師在訪談過程中，分享他們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的策略有：（一）、把握契

機，（二）、耐心陪伴、等待個案成熟，（三）、與案主一起設定目標。 

 

   （一）、把握契機 

要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順利、穩定回到學校就讀，在契機上的把握，也就是

輔導的黃金時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了解中輟復學生生活狀況，為何學生

會選擇中輟，受到校外何種負面因子的影響，進而發生中輟行為，在學生的觀念

上是否出現偏差？學生中輟復學後，此一負面因子是否依然存在？如果仍然存

在，有何輔導的點可以切入，進而去打動學生的心。 

在輔導中輟復學生過程中，當機會點來臨時，輔導老師以尊重、不批判、不

責備的態度來面對案主，與案主一起面對問題，並適度引導復學生去思考，對復

學生具有哪些影響，協助他去釐清一些觀念及想法，當正向因子漸漸影響復學生

時，復學生主自然能作出較為正確的判斷，進而學習自己去承受最後結果，如此

的輔導策略即是在帶領復學生，作自我成長，釐清觀念；以便當下次再作決定時，

復學生將可作出更正確的決定。一位輔導老師就輔導學生的案例中提出看法： 

「…那個契機就是譬如說：他去出陣的時候，然後跟他們那些出陣的同伴，然 

後他被某些人出賣，或者是說他遇到哪些瓶頸。那我抓到那個機會之後，我就 

會去跟他討論說那個部分對他的影響是什麼，然後再讓他自己決定。那我發現 

這樣的一個輔導策略還不錯還蠻成功的。」〈TL24〉 

一位老師提出分享：當輔導老師得知，某位中輟復學生想離家出走此一訊息

之後，即抓住此一契機，讓學生學習如何為自己的行為負責，並做出正確的判斷。 

「…我覺得我就是抓住那個契機，…了解之後我就跟他討論你做這些事情的後 

果會怎樣，跟他討論先各想一下，…結果他和我討論到最後的結果後，他才知 

道他的恐懼的心情，就自己就知道自己那個後果的話是很可怕，…那我就趁這 

個機會，我在跟學生討論的時候，通常都是站在就是也算是陪伴，陪著他去想 

所有的結果，抓到他自己會害怕或是想找另外一條出路的機會，…，可是第二 

天早上，早自習他就來找我就滿高興的！表示他自己做一個決定了，…」〈TL24〉 

團體督導將輔導老師的分享，更進一歩的分析説： 

「…那個扮演的角色是怎樣讓他走到這條路上來，有一個比較細膩的也是陪伴 

，有一個比較更細膩的陪伴過程 我比較會聽到的就是你大概會先做不去批判 

判所有違反社會道德，…他現在在找尋外面的推力，把他推回來的力量，你就 



開始在找那個力量，你找到那個力量以後，他就回來了，…」〈CL21〉 

  

   （二）、耐心等待、等待個案成熟 

    輔導一時之間往往難以看到成果，常需要一段時間的等待，等待中輟復學生

的成熟，如果急切希望看到學生的改變，反而會造成反效果。當中輟復學生還沒

有準備好要復學，就急切要其復學，學生很容易又會中輟。所以輔導老師要有耐

心等待，個案自願返回學校，在過程中的陪伴、建立關係、協助處理個案問題，

不批判、不責備的等待，如此的關係對個案而言，是較沒有壓力的，如果此次不

成功也還有下一次的機會。中輟復學生其背後，經常伴隨著複雜的問題，絕對不

是一次、二次晤談說說話，鼓勵兩句就可以處理的。 

輔導組長就自己由導師轉變為輔導老師的經驗做了分享： 

「…所以我遇到的挫折可能是找回來，可是他又出去了，所以我會很急著趕快 

把那個學生把他放在我看到的位置，但是等我把他找回來的時候，我發現週遭 

的環境或是他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他就很容易再出去，…」〈TL22〉 

可以了解的是輔導學生，是需要時間等待學生的成長、成熟及信任，過度急

切反而不會成功。 

團體督導就其經驗提出自己的看法： 

「個案輔導不成功也沒關係，再換一條路，個案要輔導成功需具備三個力量： 

一個是很兇狠的控制的東西；還有一個是你用正向的東西去肯定他的東西；然 

後第三個是有人願意做陪伴，輔導過程中給個案一個清楚的是非觀念、肯定他 

知道他的優勢讚美他的好的地方、還有就是經常被忽略的陪伴他。」〈CL21〉 

 
   （三）、與案主一起設定目標 

中輟學生經常伴隨著文化不利的因子，或是家庭結構出問題，或是交友廣闊

過度講義氣，或是課業低成就，生活較為散漫，沒有重心的學生。所以輔導策略

的擬定，可以帶領復學生往日後生活設想，十年後、二十年後，自己想要過怎樣

的日子，而現今的生活，對日後有何影響？是正向的或是負向的？當然輔導老師

與復學生的聯結，需要是緊密的、信任的，其他就是等待與陪伴了。另一位輔導

老師提出其輔導中輟復學生的策略，是與復學生一起設定目標。 

「因為我會覺得，當一個孩子他自己願意去改變的時候，他才會有改變的動力 

，當他沒有改變的動力的時候，你對他說什麼都是沒有用的，…都是帶他們去 



想未來，…」〈TL26〉 

團體督導就輔導老師敘述中，再探尋其細微處： 

「…你也是等在那邊發生了一個讓他不舒服的事情，然後就趁機會把那個對方 

的推力，善用那個力量，然後讓他回來；…，你現在就是幫他找目標，然後你 

就告訴他你這個目標可能會怎麼樣達不成，你要怎麼樣才可以達成，然後剩下 

的就是等，你可以用你的方法，那個東西是你在生活中一個體會，可是不管用 

什麼方法，你還是都成功了嘛！」〈CL21〉 

 

七、善用同儕的支持 

    從相關文獻資料中可以了解，同儕是青少年時期的主要參照團體，所以同儕

團體的行為模式、價值觀及親密感的建立，對青少年具有不可忽視的影響力。因

此，幫助青少年建立正確的交友及生活態度，協助青少年脫離過往的不良團體，

是預防學生中輟甚至是犯罪的最佳保障。良好的同儕關係可以促使青少年心理、

社會健全發展，提升其自尊、自我控制，並因同學之間的扶持及協助，而穩定在

校學習。教務主任就其觀察學生的生活狀況提出他所認為的成功輔導策略： 

    「⋯就是同儕是同學，當他看同學每天來學校都會關心他，而且大家生活得還 

    不錯的時候，那這個同儕力量可以把他帶回來，…」〈TM11〉 

    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部分中輟生返校就讀，是因為其他中輟復學生的勸說，

鼓勵，支持，所以如何善用中輟生同儕的力量，實是輔導中輟生返校復學的一大

利器。而團體督導也就自己的經驗分享說： 

    「學生中輟離開學校後，老師一定想辦法留一條路，而且一定會有個方式，就 

    是說包括放話給中輟學生，然後讓那個孩子找回返校這條路，而回來之後！還 

    要讓班上同學都接受他。」〈CL21〉 

同儕之間，除了心理上的支持、接納之外，其實在生活、課業上的協助，也

是非常重要的，尤其老師並無法時時刻刻與中輟復學生生活在一起，但同學、同

儕就不同了。所以同學之間在生活上的協助，可以補足老師的不足；另在課業方

面，也可以發揮同儕團體的力量，協助中輟復學生補足之前，因中輟而遺漏的部

分，讓中輟復學生的課業早日趕上，作業部分也因有同學的協助，不致發生不知

道如何寫作，或是無從寫作的情形，如此一來也可減輕中輟復學生的課業壓力。

所以導師的設計安排，對中輟復學生的潛在助力，是不可忽略的。有一位導師提

供他的作法： 



「…我說每一個都至少有幾個守護天使，然後每一個人也是好幾個人的守護天 

使。」〈TL23〉 

「…我說什麼叫守護天使，哪天那個沒有來，老師宣布什麼，他不知道，你就 

要告訴他啊！哪一天他生病了，他怎麼樣了，你去打電話關心他啊！你是怎麼 

樣了？所以他每一個人都有很多的守護天使，…」〈TL23〉 

學生擔任彼此的守護天使，是自願而非被迫的，老師的責任只是輔導活動的

進行；在研究學校去年曾發生一件事：即學生因骨癌住院，無法來校上學，該班

導師即發揮極大的同儕力量，他將班上同學分成幾組，每一組負責一週，寫 e-mail

給住院的同學，如此一來學生受到的照顧不會突然太多，一下之又沒人理會，對

住院同學的心理照顧，及功課上的協助發揮了甚大的功效。 

當同學眞的發生中輟問題，有時找同學去尋找會比父母、老師、社工師或是

警察協尋，來得迅速、有效率，原因是他們平時就知道彼此在作甚麼！會在哪裡

出現！從事甚麼活動！網路代碼為何！大哥大號碼！平日交友情形！就研究者

的經驗及訪談結果，可以了解到，同學之間因生活習慣、對事物的認知、生活經

驗、生活背景，都十分相似，所以同儕能發揮的正向力量，是老師可以好好運用

的一股龐大力量。另一位導師的做法也是如此： 

「…所以我常常就是孩子在中輟的時候，…我也會透過同學，他們會跟同學聯 

絡，…那我也會告訴同學說，他們不來學校的嚴重性，然後這樣子找到他們以 

後，他們回來還是回到原班，就是留住的機會會大一些。」〈TL21〉 

研究學校於去年的二二八，發生六個同學離家出走的案例，可以看到同學發

揮的力量，由同學協助打大哥大、發送簡訊，上網搜尋，用這些方式，最後，六

位學生全部找回來；家長找不到，警察找不到，但是同學找同學的方式很有效，

學校用的方式，的確很能切合學生支持學生的力量發揮。 

 

八、擔任班級幹部 

中輟學生需要同儕、老師的接納與肯定，尤其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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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有如此的感覺。反過

來說，當學校或是導師賦予復學生責任時：擔任班上或是學校幹部，復學生常會

表現積極，要求自己，生活上也較易找到重心，因為擔任幹部除了多了一份責任



外，也多了一份榮譽，而且因中輟復學生手邊多了一份工作，經常和同學接觸，

同學對他的熟悉、接納程度也會增加，對於他的努力及付出，同學、老師也會看

得到、感受得到，如此對中輟復學生的協助，將是更加全面而且有所助益。 

從老師訪談資料上，研究者也看到許多成功的案例，例如：有一位中輟復學

生因其對舞蹈社有興趣，老師任命其擔任社團幹部，由其負責上課點名，清點器

具，協助老師訓練社團學生，提早開門，準備器材，幫老師拿茶水，此位學生從

一開始的排斥到後來的完全接納，甚至因此一社團的關係，而穩定留在學校學

習。老師是這樣說的： 

「讓他擔任幹部，賦予他榮譽感、責任心及在工作的過程中，同學自然可以感 

受到他的付出及努力，他在班級的地位自然可以提升，同學自然願意接納他， 

使他成為班上的一份子。」〈TM23〉 

 

九、協助中輟復學生進行輔導專案安置 

依研究者訪談復學生的結果，學生對課業通常不感興趣，對學校課程、功課、

作業覺得壓力甚大，因為上課老師所上的內容聽不懂，所以上課只好睡覺或是做

其他事務。所以如何協助中輟復學生，將心思留在學校，並且穩定來校求學，對

學校老師而言，實是一大考驗；而協助中輟復學生進行輔導專案安置，實施技藝

教育及高關懷班，正可以稍解復學生對課程壓力，及對課業不感興趣部分，一位

班上安置多位中輟復學生導師就分享說： 

「對我現在是覺得說，像那種高關懷班是蠻好的，…我想在高關懷班的這個分 

，應該是可以繼續發展的，…」〈TL21〉 

就研究者訪談老師，及多年接觸技藝教育的經驗發現，技藝教育及高關懷

班，對中輟復學生的安置的確發揮一定的功效，導師也分享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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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緒論上所提，某一位中輟復學學生，返校復學後加入技藝教育班，因其

對技藝教育所教授的課程十分感興趣，自此即穩定留在學校學習，並且因參加全

縣技藝教育競賽，表現優秀，得到相當優異名次，之後更因在校表現出色，榮獲

全校模範生表揚。 

    另外在其他的案例，研究者也發現技藝教育，讓學生有一技之長的訓練，讓



學生返校之後有事可做，因為他學會了同學所不會的技藝，使中輟復學生更加肯

定自己，在同學心目中的份量也大大提升。甚至學生因為學會了某一技藝，協助

學校作義賣，所得全數捐給學校仁愛基金，無形中也增加了學的榮譽感及自信

心，讓中輟復學生覺得自己是有用的，其意義比起課業拿第一名更直接，更有價

值。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因為研究學校皆會每年辦理技藝成果展，學

生有了表演舞台，在學習上更是用心，因為當天會有家人、老師及貴賓蒞校參加，

無形中也讓中輟復學生提升，在家人及老師心目中的份量，對於師生關係，及中

輟復學生與家人關係改善，有一定的助益。而高關懷班不同的課程設計，及完全

接納的課程安排，讓中輟復學的學生在更有彈性、更沒有壓力的環境學習，對中

輟復學的學生留校，也是有一定的幫助。 

 

第二節  家庭及其他系統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之策略 

 
從訪談資料發現，在家庭及其他系統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的策略，可以從家

長的協助，相關法令，其他單位的配合等三方向，了解輔導中輟復學生成功返校

的重要因素，茲將以上各角度問題歸納後，提供以下三點的看法：一、家長的協

助支持配合；二、相關法令的支持；三、警政及社會機構的協助。 

 

一、家長的協助支持配合 

從相關文獻可以了解，中輟生返家是復學的重要契機，如果復學生的父母親

能多給予鼓勵、關懷、協助、支持，則個案穩定復學的可能性將可增加。研究學

校曾有一個案例：學生成績十分優異，但在二年級時，因交友不慎，參加民間八

家將組織，再加上個性衝動因細故與班導師發生爭執，不服導師領導，先是上學、

上課不正常，進而發生中輟，其母親契而不捨，多方努力為其孩子找尋學校就讀，

甚至轉學至高雄某中學，最後終於再轉學回研究學校復學，並順利完成學業。註

冊組長就其多年接觸中輟復學生的經驗，獲得一個結論。 

「（學生中輟復學）…力量就是家長，一定就是家長，家長如果沒有押回來的 

話大概，ㄟ⋯那個⋯出去玩大概很難回來…」〈TM22〉 

    親師間溝通，如果能密切保持聯繫，老師能隨時將學生在校生活，透過家庭



聯絡簿、電話、家庭訪問等方式，讓家長充分了解，而家長也能主動、積極地讓

老師知道，學生在家生活狀況、學習狀況。一則可以讓家長充分了解，學校老師

所教授的內容，二則親師之間相互補足彼此不足，三則可以加強給予學生需要的

部分。如此一來將可加強家長對學生學習的責任，及親子之間的情感，讓家長深

入了解自己的子女，並能參與學生的學習，而不是將學生的學習，及生活管理完

全交給學校老師而已。一位中輟復學生導師分享班上中輟生家長，找尋中輟生的

經過： 

    「在這當中他爸爸為了找這個女孩到台中去…，然後借摩托車大街小巷去找 

    ，…他爸還發生車禍受傷回來…」〈TL23〉 

    教務主任也分享他輔導的一位中輟復學生的故事： 

    「我覺得那就是他家庭扮演重要角色…，就他媽媽很關心每天陪著，一直陪著 

    這個孩子，所以他家庭的因素我是覺得是個支持的⋯支持的力量，沒有沒有沒 

    有回去從來沒有沒有罵過，ㄟ只是說沒辦法控制這樣。」〈TM11〉 

    教務主任更強調學生因家長的用心，雖然效果不是立即呈現，但學生終免淪

入黑社會。 

    「…很多環境像他媽媽他阿嬤的支持都還是回家，選擇回家那最起碼他不是太 

    離譜吧！可是那個傢伙就是黑社會老大。」〈TM11〉 

    督導的分析，更可見到家長無條件付出的力量，對中輟生具有一定的助益。 

    「他阿嬤那邊發揮的是一個就是無條件一直這樣⋯那是屬於溫暖的那個那個 

    力量是夠強的。」〈CL11〉 

    

二、相關法令的支持 

    強迫入學委員會的功能，雖然並未如預期設計那般發揮功效，但是當家長收

到強迫入學委員會所寄發的公文書時，對家長及學生仍會造成相當程度的壓力，

進而促使家長帶孩子到學校辦理復學，註冊組長的經驗最可以參考了： 

    「因為可以回來喔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強迫入學的通知單最有效…因 

    為他們還是怕那個⋯類似法院那種傳票的那種東西啊，⋯」〈TM13〉 

所以，我們還是相當肯定強迫入學委員會存在的價值，在中輟學生復學的個

案中，有相當數量的中輟生當初復學原因，即是因家長、學生擔心被強迫入學委

員會罰款，而復學的，所以如何再加強強迫入學委員會的作為，也是日後協助中

輟生復學的一大利器。亦可利用罰款部分，辦理親職講座，協助中輟生父母成長，



可謂是一舉兩得。 

但強迫入學委員會常常只是寄發公文書，對於學生家長並沒有真正進行罰

款，也甚少協助中輟學生的追蹤、輔導。所以中輟學生家長一開始會在乎、會害

怕，收到強迫入學委員會寄發的公文書，但次數多了對於學生家長也就失去效力。 

強迫入學委員會功能，是唯一使家長畏懼的強制力量，但是除了寄發返校復

學通知單外，似乎應發揮它更強而有利的功能，如果此份通知單，由警察親自送

達，並由家長親自簽收，將可增加其震撼力；雖說處罰性法令對家長而言意義不

大，對處理學生中輟問題，也只能收到一時嚇阻的效果而已，對於真正解決中輟

生所衍生出來的問題幫助並不大，但是強迫入學委員會的公文及罰款，對家長、

學生而言，仍是最為有效且立即的利器。 

 

三、警政及社會機構的協助 

警政單位的協尋，讓中輟學生免於流落街頭，或是留連不良場所，讓中輟學

生能在最短時間內回到家中及學校學習；加強警察單位取締不良娛樂場所功能，

讓學生可以早些回到家中，或是回到學校上課，警政系統的協助對中輟生的追蹤

具有一定幫助： 

「二二八當天就是我們放假回來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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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21〉 

教務主任也分享他所經歷一位社工師協助中輟生的經驗： 

「⋯一個年輕弱女子，才 20幾歲出頭，就跑到那裡跟人家開黑社會會議，⋯ 

那個被輔導人就⋯參與整個過程完回來喔⋯再繼續用他的輔導專業那一塊，我 

不是非常清楚，但是這樣子才會有意義，把他鎖住。」〈TM11〉 

近來可以發現政府也漸漸感受到中輟學生的壓力，尤其是國中國小學生將近

一萬人中輟的事實，而中輟學生中的四千多個，還是失聯的，這些學生失蹤在社

會中會發生甚麼事，造成何種傷害，是誰也無法預知的。 

所以臺北縣自本學期開始，推動未來一年半重大創新施政—高關懷青少年計

畫，希望至九十四年十二月止，臺北縣中輟學生可以自 1099人減少至 600人；

在此一方案中就明令警察系統，及社政系統盡力協助中輟生協尋，其中包含上課

時間加強列管廟宇的巡邏，加強網咖重點時間的巡邏，配合學校進行重點場所訪

查及巡邏，確實掌握社區幫派動態，建立與警察局聯繫的單一窗口，定期與警察



局，檢討失蹤不明之中輟個案協尋成效。以上這些都是針對會造成學生中輟原

因，如：幫派問題、社區宮、廟所形成八家將問題、電動場所、學生迷戀網咖等

等的問題，由警察局協助作防範及規範。 

在家庭清寒或家庭變故，而中輟之個案方面，社會局也規劃對個案進行家

訪、調查及協助復學安置寄養，提供家庭生活扶助，及申請各項社會福利服務等

等。另再建立學校與社區間的聯繫、媒體協助作正向的宣導、提供家庭及個人之

社會福利援助等。透過媒體宣導以導正家長對子女的教育價值觀念，對於中輟學

生也可以透過媒體廣播、照片放映的方式代為協尋。一如研究學校偶而也會協

助，臨時從社會局轉來安置的學生，透過學校在生活上、學業上的協助，讓這些

學生不致因發生某些事情，造成學業上中斷。 

以上種種措施對於中輟生的協助，將有正面且直接的協助，對於學校人力的

不足，及經費上的短缺都有直接的幫助，假使能有社會局及警政單位長期的協

助，學生涉及不正當場所，及加入幫派的處理，和社會福利的救助問題，學生安

置問題都能獲得一定的助益。 

 

第三節  本章討論 

 
在學校、家庭及其他系統成功輔導中輟學生復學的策略方面，依研究者與受

訪中輟復學生及相關導師、行政人員訪談的結果，及參考過去中輟生成功復學案

例，從案主本身，家長方面，學校方面，老師方面，同儕方面，相關法令，其他

單位的配合，都是輔導中輟復學生成功返校的重要因素，茲將以上各角度問題歸

納後，獲得以下十二點的看法：一、家訪的力量；二、學校行政單位的配合；三、

師生平日感情建立；四、隨時給學生留一條路；五、行政、導師及輔導老師充分

對話、密切配合；六、陪伴、契機、目標等輔導策略的運用；七、善用同儕的支

持；八、擔任班級幹部；九、協助中輟復學生進行輔導專案安置；十、家長的協

助支持配合；十一、相關法令的支持；十二、警政及社會機構的協助。 

以上的研究發現，與文獻上所提及的輔導策略有相當一致的看法： 

 

1、在復學生個人方面 

協助復學生做好心理建設，凡事以正向目標為追求導向，遇到挫折能學習解



決問題方法，養成良好習慣、建立正確人生觀、價值觀及兩性關係，尤其在交朋

友觀念方面，經常是中輟復學生能否穩定留校的重要因素。在相關文獻上也有相

似的看法，如提昇中輟學生多元知能及潛能，提供多元學習方案（郭靜晃，民

90）；老師如何幫助他們穩定心情盡快適應環境就顯得很重要（汪昭瑛，民 91）；

讓學生生活得自主、有自尊，相信自己能對自己的人生作一些改變（吳美枝，民

90）。 

 

2、在學校方面 

則是發展多元學習、評量管道，提供讓中輟生具成就感的教學，開發復學生

的潛能，並加強中輟學生自我學習，提供補救教學措施，實施生涯規劃方案（如

技藝教育、生涯發展教育），提供復學生表演的舞台，增加復學生對自己的肯定；

加強復學生在人際關係學習，提升與他人溝通能力，教導中輟復學生如何選擇朋

友，增加自我情緒管理課程，藥物、毒品的認識，及協助中輟復學生加強法律常

識的認識。增加專任輔導教師員額與老師輔導知能研習，簡化課程並增強其應用

性（如成立高關懷班），輔導中輟學生就讀學校補校使其能順利畢業。在相關文

獻上也有相似的看法，如建議增設技藝班，加強休閒輔導教育（陳秋儀，民 88）；

有效結合社區資源，改善學校教育方針及學習環境（謝麗紅，民 92）；以生涯規

畫為理念，結合法規建立中輟少年的支持系統（郭靜晃，民 90）；提供適性多元

的談性教育課程，吸引其學習意願（教育部，民 93）。 

 

3、協助中輟復學生作好生涯規劃 

為復學生建立個人生涯檔案，透過導師、輔導老師、認輔老師、家長找出復

學生個人專長、興趣，瞭解以後想走的路，或是升學的方向，對復學生將具有正

向引導的作用。在本研究中可以明顯發現中輟復學生，一則對於生涯規畫能力不

足，二則缺乏收集資訊的能力，三則不願多花心思在未來人生規劃上。所以學生

容易中輟，復學之後也沒有一個人生努力目標，來學校只是為了交差了事，很容

易又會再次中輟。 

4、同儕團體方面 

學校及家長應確實協助，復學生建立交友的正確觀念，及協助復學生建立正

向楷模的同儕關係，對於復學生與校外的聯結，學校要想辦法協助復學生斷絕，



其他諸如與宮、廟八家將、出陣頭等團體的聯結，學校應盡量勸阻，不然需要作

有效的防堵，避免問題的擴散。由本研究的訪談資料可以看到，許多中輟復學生

之所以復學，是受學校同儕的關心才又返校復學的，所以班級導師應建立學生彼

此聯繫管道，及相互支持系統，由此可知學校協助復學生，經營正向同儕團體是

非常重要的。在文獻上也有類似的看法，如建立少年建立正確的交友及生活態

度，脫離過往不良團體是預防少年犯罪的最佳保障（郭靜晃，民 90）。 

 

5、復學生與導師之間關係 

常取決於導師對待中輟生的態度，假使導師與中輟學生平日即能建立情感，

彼此有足夠的熟悉度，老師自然對學生有足夠的了解及信任度，能有較大的包容

度，容許學生的錯誤，不批評學生的生活態度、學習狀況、交友、家人，試著與

學生打成一片，更重要的是老師對待每一位學生的公平性。班上同學對復學生的

接納程度，又常受到導師態度影響，所以導師對中輟復學生能否穩定到校，具有

重大的正向影響。 

 

6、在復學生家庭方面 

建立學校協助父母的諮詢及輔導管道，讓父母了解相關教育的法令，當家中

孩子出問題時，可以向誰求助，有何資源，支援在哪裡？學校成立經常性的父母

成長團體、辦理親職講座、家長成長讀書會、提供諮詢管道，及聘請心理及醫療

專家協助家長作諮商，教導復學生父母作一位夠好的父母，而不是凡事要求或是

放縱子女行為；在文獻上也有類似的看法，如強化親職教育，適度關心與協助子

女（郭靜晃，民 90）；落實家庭教育法規，加強親職教育的宣導與推廣（劉秀汶，

民 88）；親子良好互動關係是建立在平日，父母要能真正了解關心子女的需求（張

淑瑩，民 86）。 

在本研究訪談資料裡，可以瞭解到導師對待復學生的態度，對中輟復學生留

校的穩定度具有相當關鍵的影響，所以如何協助復學生導師建立有效的輔導策

略，學習其他老師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的經驗，作好最佳準備，找出中輟復學生

共通可行的輔導模式，再依每一位復學生特殊的行為狀況給予協助輔導，相信必

能達到最大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