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析國民中學學生中輟成因，了解中輟學生復學的過程，探討中輟復學

生的需求及探析穩定中輟復學生的輔導策略，就其相關的文獻略做分析探討，共

包含四個小節：第一節、分析國民中學學生中輟原因；第二節、則剖析國民中學

中輟學生的復學過程與所面臨之問題；第三節、探討中輟復學生之需求、支援系

統與學校安置之困境；第四節、探析成功輔導中輟復學生之輔導策略。 

 

第一節 國民中學學生中輟原因 

 

本節謹就研究學生中輟的相關理論、學生中輟成因探討分成兩個部分進行了

解： 

一、中輟的相關理論 

   （一）、中輟概念模式 

依據郭靜晃（民 90）引用 Vincent Tinto所提出中途輟學概念模式指出，當

個體對學校結構道德風氣及價值觀念等，感到不滿時，尤其是在個體無法與學校

生活統整時，往往會破壞個體與學校系統的連結，中輟行為也就容易發生，學生

會藉此疏離行為，來表達對學校的不滿與拒絕。中途輟學的概念模式將學校系統

分成兩子系統：當學生無法做好學業系統的統整時，則易造成在課業上的挫折

感，導致課業上的失敗；另一子系統則是，當學生無法做好社交系統的統整時，

在人際交往上就會遭受到孤立與無助感，進而產生疏離的情形。當學生有了上述

情形就容易發生中輟行為，Tinto 的中途輟學概念模式，取決於學生個體對學業

系統和社交系統的交互作用歷程。由於每位學生的家庭背景不同、成長經驗不

同、個人人格形成不同、入學前生活學習經驗和成就也有所不同，所以對自我的

期許及對學校生活的期望也會不同。所謂的「目標承諾」指的是學生對自我期望

的層次與強度；而「學校承諾」指的是學生期望的學校型態。這兩種都涉及學生



的心理層面，進而影響學生社交及學業的表現，而學生對學校的表現及其社交行

為的認知，是一段不斷修正的學習歷程，如果學生發現：當他在校外生活投入更

大精神，而且可以獲得更大成就時，學生就容易發生輟學的行為。 

 

 

 

 

 

 

 

 

 

 

 

圖 2-1   中途輟學概念模式圖  Tinto,1975 

資料來源：郭靜晃，民 90，第 10頁。 

郭靜晃（民 90）引用Miller的研究，他修正了 Tinto的中輟概念模式圖指出：

學生中輟因素除受家庭背景、個人特質、入學前經驗與成就等相關因素，影響學

生的目標承諾及學校承諾外，學校以外的外在因素，也會對學生的學業綜合表現

及社交綜合表現產生影響，進而促使學生發生中輟行為。所謂的「外在因素」指

的是學校以外影響的因素，例如：吸毒、懷孕、廟會活動及就業市場的工作機會

等。 

 

   （二）、一般系統理論輟學模式 

王麗雯（民 89）引用 Barrm與 Robert提出之一般系統理論輟學模式，將學

生中輟之問題焦點放在外部環境因素（包含工作機會、政府政策、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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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背景及特質（包含家庭背景、目標、態度及成就）、學校的特質（包含學校

氣氛、政策、結構、標準、領導及其他同學）等三方面的交互作用。以上三方面

的交互作用，會影響學生對整個教育環境的知覺、表現及經驗（包含滿足感、課

業表現、人際關係及智能發展）；以上的覺知、表現及所經歷的經驗，將會影響

學生是否決定中輟的重要因素。 

由 Barrm與 Robert一般系統理論輟學模式的中輟模式圖，可以了解影響學

生決定中輟的因素，可謂是錯綜複雜，每一種模式的著眼點都不盡相同。有的強

調學生入學前的經驗和成就，有的是重視學生個別屬性個內在心理因素，有的重

視家庭背景和支持系統在學生心中的地位，有的更強調學校環境以外對學生的影

響。不管是哪一種中輟模式，都難以將所有的中輟生型態，盡皆收納解釋，但卻

無損於其對研究中輟學生的貢獻。 

王麗雯（民 89）從上述模式歸納出影響學生中輟的因素包含：1、學生屬性：

每位學生入學前即已有了個人具有的特殊特質（如：能力、生活經驗所帶來不同

的價值觀、對事務的理解、對人事物的態度、自我概念….等等）；2、家庭背景：

（包含親子關係、手足關係、父母態度、個人成長歷程….等等）；3、學校環境：

（如：教學安排、課程設計、校園氣氛、管理方式、教師任教態度、行政領導風

格、同儕關係….等等）；4、學生在校學習經驗：（如：經由學校學習所產生的行

為、成就感、學習態度）；5、外部影響因素：（如：社會風氣、家庭教育支持系

統、社會環境、整體環境）。 

從上述三個中輟模式中可以了解， Tinto及Miller對於學生中輟模式重點皆

放在學校，雖說中輟前的家庭背景、個人屬性也會影響，但影響最大的仍是學校

生活中的課業表現，智能發展，學業成就，同儕關係，師生關係，及學生對自我

期望的層次、強度和期望的學校型態，而Miller 更看到外在因素對學生中輟的影

響。 

在 Barrm與 Robert提出之一般系統理論輟學模式，則是將學生中輟之問題

焦點放在：外部環境因素（包含工作機會、政府政策、家庭支持）、學生背景及



特質（包含家庭背景、目標、態度及成就）、學校的特質（包含學校氣氛、政策、

結構、標準、領導及其他同學）等三方面的交互作用上；此三者與目前臺灣文獻

上研究的資料，國民中學學生中輟的型態略有不同。臺灣國民中學學生因較少受

到政府的政策，工作機會等影響，反而是受到個人因素、家庭所產生的問題這兩

大因素造成學生中輟的原因居多，而因學校因素而中輟的學生比例反而只是居其

中的部份而已；另一方面令人擔心的是：在臺灣現今國民中學學生中輟原因，受

社會負面影響而中輟的比例有升高趨勢。 

總之，學生發生中輟行為，是由於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諸多因素，交

互作用結果所產生的結果，絕對不是單一學校因素所造成的。要解決學生中輟的

問題，也必須從多方面的角度去因應、了解和預防，真正看清問題根源，對症下

藥，才能根本解決學生中輟的問題。 

 

二、國民中學學生中途輟學原因之探討 

學生中輟原因大致受到學生個人、學生家庭、學校因素、同儕之間及社會因

素等五大層面的影響。 

謝麗紅、郭雅真針對苗栗縣 24位國中中輟復學生訪談所得結果，中輟的原

因是學習動機低落、與家人關係緊繃、受同學影響、對於學校管教方式、課表內

容多表不滿、或是對到校上課感到極大壓力、外在環境的誘惑與迷思讓學生難以

抵擋為最多。（謝麗紅、郭雅真，民 93） 

吳芝儀研究發現在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不同層面危機因素中，對課程

不感興趣、師生衝突、同儕疏離等學校因素，是導致學生中途輟學的最重要根源。

（吳芝儀，民 89） 

謝秋珠針對九十一學年度全台灣省公立國中及善牧學園中輟復學生，抽出

179人作問卷調查及訪談發現：中輟原因，在個人層面方面是想玩，沉迷網咖；

在家庭層面方面為父母管太多，與家人處不好；在學校層面方面，不想上課、不



想讀書；在同儕層面方面，人緣不好，和同學處不好；在社會層面方面，參加八

家將。（謝秋珠，民 92） 

張紉針對臺北市中輟預防及處理體系的執行者取樣 220人作調查，發現他們

認為導致中輟的重要成因有父母關係不良，個人學習習慣不良，結交不良同儕及

老師教學管理態度不良。（引自馬信行，民 93） 

歸納上述文獻資料，可以了解造成學生中輟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五種因素，

以下分別就各個層面再加分析說明： 

 

   （一）個人相關因素 

學生的自我期望、自我概念、自尊心或是心理需求未被滿足，及對學校缺乏

動機與興趣等因素，都會是造成學生中輟的原因。邱騰緯（民 91）近三年來就

相關文獻及前人研究發現，個人因素影響個人決定中輟與否的比例是最高的約佔

37%。而教育部於九十二年八月的統計資料顯示，九十一學年度學生因個人因素

而中輟的比例約佔 41%，包括對所有學科均無興趣、意外傷害或重大疾病、智慧

不足、身體精神異常等。在影響國中生中輟行為相關因素方面，茲將前人研究整

理如下： 

 

1、在性別方面 

男性中輟學生數約佔 55.44%，女生學生佔 44.56%。（黃木添和王明仁，民

87）依教育部統計資料顯示，從八十四學年至八十七學年度，中輟學生均以男生

佔大多數，男生的中輟率比女生多出 10% 至 20%左右。 

 

2、在心理部分 

黃德祥（民 83）研究具有較低自我概念或低自尊、較相信命運與運氣者及

外控型人格者，容易因自暴自棄而輟學。自覺家庭背景、經濟狀況、容貌、功課

行為表現不如人者易產生畏懼、退縮、逃避等行為。（蘇惠慈，民 86） 



 

3、在生理方面 

由於外在的或天生的身體殘障，智能偏低，慢性疾病纏身、或視力、聽力的

障礙，造成學習上的困擾而輟學。McMillen和 Kaufma等人研究資料指出：身心

障礙學生比一般學生要面臨更多的身體、情緒、學習上的障礙與挫折，因此輟學

率也相對高於一般學生。（黃德祥，民 83） 

 

4、在人際關係方面 

生性孤僻、不合群的個性無法結交朋友，對學校無法產生吸引力，當其受挫

折或學習不如意時，易逃學中輟。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研究者發現學生中輟與其個人特質有相當關係，如果可

以了解學生特質並進一步去做預防或補救工作，相信在學生中輟預防上必然更可

見其成效。邱騰緯（民 91）歸納以上研究分析認為中輟學生具有以下特質：  

1、自我概念模糊，缺乏信心。 

2、成就意願低落，缺乏學習動機、學業成就差。 

3、人際關係不理想，恐懼、退縮，自我防衛。 

4、對課程、班級活動不感興趣，偏重感官刺激之滿足 

5、自律性差且反抗法令規範，不適應學校規律生活 

6、對讀書考試備感壓力，生活沒有重心。 

7、認為自己有太多問題無法畢業 

8、對學校無歸屬感 

    由上述研究可以了解，中輟生所以會選擇離校中輟，究其原因與身心問題皆

有關係，其中又以心理問題所衍生出的偏差行為最為嚴重，包含因自信心不足、

對學業不感興趣，對學習屬低成就，且缺乏同儕的正向鼓勵或是引導；或是受所

結交朋友的不良影響，本身又缺乏判斷能力，進而導致中輟行為的發生；或是學

生本身因愛玩，缺乏學習動機，加上學校以外的社會誘因太大，如網咖、電玩、



八家將等；又因為缺乏生涯規劃，一天混過一天，個性上的偷懶，皆是造成學生

中輟的原因，如果加上其他不利因素，如：家庭失功能、發生師生衝突、學校適

應不良等，則學生發生中輟的可能性將增加。 

 

   （二）家庭相關因素 

因家庭因素所造成之學生中輟行為，近幾年來的統計比例大約佔中輟總人數

的 24%，而教育部九十二年八月公佈的九十一學年度資料顯示，學生因家庭因素

而中輟者約佔 25%，其中包含家庭經濟需其工作補貼，家庭關係不正常，家庭發

生重大變故等等。茲分析其原因如下：1、家庭結構不良或失去功能；2、親子關

係疏離；3、父母管教方式不當；4、家庭社經地位低落。依據（吳芝儀，民 90；

許文耀，民 87；黃德祥、向天屏，民 88）等人的研究發現：父母有良好的婚姻

關係常可以帶給子女和諧、穩定、歡樂的日常生活，並且有助於子女身心健康發

展，對子女的安全感及情緒穩定上亦有助益，因此對家庭生活也較好。相反的，

當家庭中父母關係欠佳，手足感情亦差，或是家中經濟不能滿足需要時，常常會

引起學生偏差行為甚而造成學生中輟。 

研究者以為，一般父母對於子女總是呵護有加，望子成龍，然而現今社會誘

因多，且非父母所能掌控；所以對於子女的管教嚴峻，子女以此藉口說與父母有

代溝，父母如不放鬆，子女就以離家方式，逼使父母讓歩；一旦管教放鬆，子女

又如同野馬般，更不受約束；加上有些父母過度寵愛子女、依順子女，子女犯錯

父母挺身出來收拾善後，造成子女有恃無恐，問題更加惡化；有些父母則乾脆不

管，放縱子女胡作非為；有些則是因為家中經濟不利，或是因債務問題造成學生

中輟。綜合以上，家庭功能是否彰顯，對中輟學生具有相當影響，所以如何成為

稱職的父母，對家長而言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三）學校相關因素 

對青少年而言，學校連接著家庭與社會生活，不但具有教育功能，也是青少



年重要的社會化機構與社會控制機構，學生與學校依附性的強弱，則是影響青少

年輟學行為的重要因素。若青少年對學校依附性、需求性愈強，越在乎老師與同

學的期待和感受，並服從學校校規的規定。在青少年身心發展過程中，老師不僅

扮演傳道、授業和解惑的角色，因著時代社會的變遷，教師尚需挑起管教、輔導

與關懷學生的角色，甚而還需兼帶起褓母功能。如果老師的情緒不穩定，成熟度

不夠，又缺乏耐心和愛心，都會造成學生的學習生活壓力，進而導致師生關係緊

張或師生衝突。另一方面如果學生對於自己缺乏抱負、理想，對於學校也無依附

感的話，在缺乏歸屬感及成就感的情況下，有些學生則會選擇離開學校環境，尋

求更有利的支持及協助。在馬信行（民 93）引用 Jordan,Lara和McPartland研究

資料取美國 1000名中輟生為樣本分析顯示，學生中輟原因前五名皆是學校問

題，由此可見學校問題造成學生中輟的嚴重性。根據教育部九十二年八月公佈的

九十一學年度資料顯示，學生因學校因素而中輟者約佔 11%。依據過去研究的經

驗，學校可能引起學生中輟的原因，大約有以下八種可能性：1、師生關係不佳；

2、家庭與學校文化的衝突；3、學校管教方式太嚴或過度權威；4、學業成就低

落；5、學校未重視學生個別差異；6、智育掛帥升學壓力沉重；7、校園暴力；8、

標籤作用影響。 

學生一天在學校生活的時間往往超過八小時，甚至是十二小時，研究者以為

學生發生中輟常與師生衝突，學校管理失當或是不適應學校管理，對學業不感興

趣，同儕之間人際關係欠佳，課業產生的挫折感等因素有關。如果學校管理可以

多一些人性化作為，多為學生找尋表演舞台，增加學生的學習成就感。在心理輔

導上多給予學生支持、陪伴、包容、接納，並且協助學生作好生涯規劃。在導師

對待上，能多留一些空間及時間給學生，縱使學生因一時的適應問題而離開學

校，但因老師隨時給學生機會，給學生一份希望，學生終究會再返校學習的。 

  

   （四）同儕相關因素 

國中階段正是青少年開始尋求自立階段，父母親的影響力日漸減少，相對的



同儕影響力正與日俱增。由於同儕團體是年齡、社會地位，與人生經驗相仿的結

合，容易成為青少年在徬徨、無助、不滿、挫折、抗拒和缺乏信心時，獲取慰藉

及認同的對象（吳芝儀，民 89）。若青少年結合的同儕特質不佳，青少年可能從

其中習得不良習性，進而造成偏差行為，如集體逃學、抽煙，吸毒，吃搖頭丸…..

等等，所以同儕團體對學生偏差或中輟行為有著相當程度的影響。而教育部九十

二年八月公佈的九十一學年度資料顯示，學生因同儕因素而中輟者約佔 10%，就

前人的研究歸類分析，大約可分成二類：1、 缺乏支持性友伴或欠缺正向模範朋

友 2、與同學關係不佳。 

    學生在國中學習階段最在乎的是同儕，而受同儕影響也最大，如果與同儕之

間相處關係不佳，則很容易遭受排擠，或是受到欺負，進而產生中輟情形；如果

此時受到不良同儕的影響，則產生偏差行為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如學生參加八

家將團體，學會抽菸、喝酒、嚼檳榔、打電玩等等，更嚴重者甚至參加幫派、打

架、偷竊等發生危害社會的問題。所以，研究者以為如何引導學生結交正向同儕，

做好在學校、與同儕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是現今國中生應學習的重要課題。 

    

（五）社會相關因素 

工商業化使得人民經濟力提升，受教育機會亦大大提升，但由於功利主義抬

頭及社會價值觀改變，社會不良風氣亦吹進校園內。使得學生莫名追趕流行，崇

拜偶像，追求名牌，只為一臺可以向同學炫燿的機車，或是一臺酷、炫的手機，

或是名牌服飾，寧可中輟賺錢，甚而不惜進入色情行業。一些在學學生禁不起誘

惑而被吸引，自學校輟學，甚至犯罪。雖然教育部並沒有明確指出因社會因素，

而造成學生中輟的比例，但可以了解的是：學生受到社會不良風氣影響，而發生

中輟行為的問題，的確是一股潛在、不可忽略的負面因素。探究其原因如下：1、

社會風氣敗壞及大眾傳播媒體之影響；2、不良場所引誘；3、幫派介入校園影響；

4、其他如參加八家將，出陣頭亦會造成學生短期中輟。 

    國中校園近年來受到社會追趕流行，崇拜偶像，追求名牌等風潮的影響，對



學生價值觀影響甚大，近來學生勒索、偷竊、援交等事件層出不窮，「只要我喜

歡，有何不可以」，是現今青少年的口頭語言，網路文化，參加八家將，喜歡個

人崇拜，愛耍酷、耍帥，對家庭、學校而言，都造成相當壓力及負擔；加上幫派

侵入校園問題，學生用藥，沉迷網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日後都將付出沉重的

社會成本。 

周愫嫻（民 88）及彭懷真（民 84）的研究指出；官方所獲得的中輟學生數

應低於真實數字兩倍半左右，中輟學生問題遠比社會所瞭解的更為嚴重，這確實

是處理中輟學生的一大隱憂。由相關文獻（吳芝儀，民 89；馬信行，民 93；郭

靜晃、民 90；謝秋珠，民 92）資料了解，學生中輟的相關理論及學生中輟成因，

可以發現學生中輟的原因不一而足；其中輟成因有因家庭因素而中輟的、有因自

我概念因素而中輟的、有因受同儕的負面影響而中輟的、有因學校課業壓力、管

理問題而中輟的，有因受到社會不良風氣吸引追求名牌、追求流行而中輟的，或

是諸多原因交互作用產生。然不管中輟生是因何種因素而選擇中途輟學，其實質

的含義是：文明愈進步，人的價值、人文涵養、人本情懷、道德觀念本應隨著提

升，然從學生中輟的問題看，社會真的病了，今天如果不能正本清源去了解問題，

並提出正確而有效的的解決策略，學生中輟的問題將會是國家邁向已開發國家的

一大障礙，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也將因此而付出代價。 

當然，並不是每一位來自家庭不健全，或是家庭功能不良的學生，都會有中

輟行為，也不是每一位在學校遭受挫折、師生關係不佳、課業低成就的學生都會

中輟。學生選擇中輟還需依其個人特質傾向，個人特質的形成非是與生俱來的，

而是個人在自身學習經驗中，和環境因素互動所逐漸形成的。家庭、學校、社會

經驗的不如意、挫折感，也逐漸消耗學生的學習意願，及自我肯定與自我價值感。 

研究者再將學生中輟原因歸納成兩大部分： 

 

（一）一部分是外在吸引力 

當學校以外的外在誘因大於學校的吸引時，學生容易發生中輟行為。學生在



此年紀，因心智尚未成熟到足以判斷，孰是孰非，孰優孰劣，在正確價值觀念尚

未建立，而社會又充滿誘惑之下，對於是非分辨能力尚弱，自律亦差，加上喜好

名牌、新鮮，追求流行、刺激的心理作祟，只要他人可以提供物品、金錢、權力、

玩樂等供其享用，或是滿足其個人的虛榮心，學生很容易就會掉入社會的陷阱。

由實際案例中可以看到許多實證：例如參加地方宮、廟的八家將，參加幫派，當

檳榔西施。劉上民（民 90）研究的個案可以發現：如尋求刺激的阿強，沉迷網

咖的阿山、及虛度光陰的阿次。從張淑瑩（民 87）的研究個案中也可發現如曾

因偷竊、吸毒被關的小黑及庫哥，曾因誤傷他人而入獄的游哥，或是因追求刺激

而中輟的原原。 

 

（二）一部分是學校內在推力 

根據教育部統計：學生因學校因素（內含與同學關係不睦）而造成學生中輟

比例，遠遠超過 20%上，當學生在校無法適應學校校規，學校的管理方式、制度

上的要求；或是導師的帶班風格、管教態度、教育理念，對待學生的公平性，進

而產生的師生衝突；或是因智力掛帥的學習目標、升學第一的學習環境，所形成

的生活上、學習上的壓力，及學業上的低成就感；或是學生在校受到同學長期的

排擠、欺負，造成學生不敢也不願來校上課；或是因校園的暴力事件；或是因標

籤作用所產生的的負面影響，將學生推出校園，造成學生的輟學。 

 

第二節 國民中學中輟學生的復學過程與所面臨問題 

 

本節探討中輟復學生相關的概念，了解中輟復學生復學的原因、探析復學契

機，及復學後中輟復學生可能面臨的問題。共包含三個部分：一、中輟復學學生

定義；二、中輟學生復學原因及其過程分析；三、中輟學生復學後所面臨問題。 

一 、中輟復學學生（reentry）定義 



陳任廣、楊義民研究指出：教育學辭典中指出復學學生乃「經一段相當時間

的缺席後，再度回到教育系統、機構方案中的學生而言」（引自王麗雯，民 89）。

鄭夙芬（民 77）研究指出所謂復學學生指的是：「經過復學手續的辦理之後，再

度回到同等級的教育機構系統中上學的學生」。陳秋儀（民 88）研究中復學學生

的定義為：「國民中學階段的學生在完成該段教育以前，除死亡原因外，曾因故

提早離開學校達一定期限，造成中輟事實者，且目前尚未獲得國中文憑，經追蹤

或自願返校就讀者」。王麗雯（民 89）研究中輟復學學生為：「國民中學階段學

生，在未完成該階段的教育之前，除死亡、移民原因外，曾經因故提早離開學校，

達一定期限（含逃學三日以上），造成中輟事實者，且目前尚就讀於班級式管理

之學校或機構者」。汪昭瑛（民 91）則定義復學學生為：「曾經中途輟學，經辦

理復學手續，目前又回到國中教育系統，持續接受國中教育者。」 

經由上述定義，對復學學生之共同認定看法乃離開教育系統一段時間，再返

回教育系統就讀者。研究者綜合上述，將復學學生界定為：「經一段時間缺席，

造成中輟之事實，經追蹤輔導或自願返校完成復學手續，再回到教育系統就學

者」。而復學成功之個案則界定為：「中輟學生復學後，穩定在校內上課達一個月

以上，而目前仍正繼續到校上課者。」 

 

二、中輟學生復學原因及其過程分析 

中輟學生離開教育系統一段時間後，通常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會再返回教育

系統就學，由相關研究發現中輟學生返校就讀的原因如下：張淑瑩（民 86）研

究台中市縣、市十七位中輟復學生發現：中輟生會考慮復學主要原因乃是為了父

母的關懷、鼓勵或催促，師長的關心與重視，或是校內好同學的吸引；而學生輟

學期間的生活安排亦是復學重要因素之一；因為中輟之後的生活，如果不符合原

先想法可以那般輕鬆、自在，中輟生會企望重回學校；或是考慮未來的工作問題，

因為有了文憑以後可以找到更好的工作；更重要的是除了他人的鼓勵及支持外，



自己是否能夠堅持下去；基於上述研究，張淑瑩（民 86）將中輟復學生復學型

態歸納成六種復學模式：接受期待型、避免被放棄型、避免無聊型、脫離犯罪型、

充實自我型、取得文憑型，而以上六種型態非是可以截然分開的，並進一歩將以

上六種復學模式作成一覽表： 

表 2-1中輟學生復學模式一覽表 

模式 復學原因 輟學時間 與重要他人 情境 

接受期待 滿足被愛需求 半年內 關係良好 重要他人鼓勵 

避免被拋棄 滿足被愛需求 半年至一年 情感依賴重要

他人 

重要他人放棄 

避免無聊 脫離環境 一年 鼓勵安排 校外玩膩、辛苦 

脫離犯罪 脫離環境 不一定 鼓勵、協助 被抓被關不自

由、身體副作用 

充實自我 考慮未來 一年以上 鼓勵 知識、學位不足 

取得文憑 考慮未來 一星期 關心、接納  

資料來源：張淑瑩，民 86，第 84頁。 

張淑瑩（民 86）的研究發現，學生中輟以後，如果要返校復學一年內是重

要的關鍵，加上重要他人的勸說或期待、或是有重要事件的衝擊、關鍵事件的發

生與他人的勸說，對中輟生的復學將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鄭夙芬（民 77）則針對八名復學生的訪談紀錄，發現中輟學生在復學的決

定上，一半是由於自己的決定，一半則是父母及師長的促成；復學原因在個人因

素方面：為避免保護管束期間鬧事、拿文憑、在家沒事。在師長方面：為父母及

師長鼓勵。善牧基金會針對善牧學員學生調查分析：多數中輟生返校復學，只是

為了國中畢業證書，或是想回學校找朋友，並不是每一位都是真的想回學校復學

讀書。（天主教善牧基金會，民 88） 

王麗雯（民 89）歸納全省四類中途學校與高關懷彈性課程教學班，中輟復



學生 120份問卷時發現：中輟復學生想回學校學一技之長所佔的比例最高，約佔

60%；擔心沒有文憑，怕日後找不到工作，約佔 57%；覺得生活無聊，在家沒事

作，約佔 38%；同學或朋友勸說，約佔 38%；自己想通，想回來用功，約佔 36%。

而學生中輟時，父母對子女的態度皆希望子女復學；復學生最信任的是同儕，其

次是父母，值得注意的是信任老師的比例非常少；表示中輟學生與老師之間有很

大的距離感，最信任的人其他欄填自己的約有二成，表示最信任的是自己，由此

可見這群中輟復學生，會以較不信任別人的態度面對生活，學校管理過於嚴格對

復學具有負向的影響，在學校課業上中輟復學生顯得對自己沒信心。 

在研究中顯示，對中輟復學生有正向影響的是：中輟復學生在人際支持上是

較有信心的，也就是對自我的人際關係，是相當有自信的；對於中輟復學生而言，

返校後如果學生能選擇住校，則其留校時間加長對復學後的生活將有助益。學校

想留住復學生必須針對復學生的人際支持加強輔導，試圖單純加強課業輔導，只

會促使復學生再次中輟，其實學生復學後並不在乎成績或生活常規，人際關係的

支持是協助其適應學校生活的動力來源。Kolstad和 Kaufman研究發現：因為外

面生活經驗的影響，復學生在中輟之後，對於完成學業及對文憑意義的了解有不

同看法，而使他們願意回到學校繼續完成學業。（引自王麗雯，民 89） 

陳秋儀（民 88）則認為：中輟時間長短會影響學生復學後的適應，在一學

期內復學的，適應較一學期以上者為佳，中輟復學生所覺知的生活壓力，會因中

輟時間越長而壓力越大。尤其以學校課業及學校常規的壓力，顯著高於中輟時間

短者，但所有復學生普遍感到壓力大的都是學校課業、學校常規的壓力及師生關

係，而同儕關係是感到較少壓力的部分。Tinto研究指出：外部因素對輟學影響，

如果輟學者將時間、精力投入在學校以外的活動可以獲得更大效益時，則會有輟

學傾向（引自陳秋儀，民 88）；反之，如果輟學生發現校外的活動，沒有比先前

在學校的經驗，更能滿足或更有效益時，則會興起復學意願。 

劉上民（民 90）研究指出：中輟學生因生活中發生了某一關鍵事件，或是

重要他人的勸說，或是中輟學生原先因逃學、逃家因素而中輟者，返家也是中輟



學生復學原因之一。中輟學生在自己復學的歷程中有較多的考量，如：對自己復

學後適應的能力、對自己未來的考量、對所處環境的考量，對重要他人或自己的

承諾，此外他人勸說的內容也是提供其復學決定的重要資訊。依據上述研究，劉

上民所提出之復學決定歷程模式圖，由其中我們可以了解，中輟生決定復學的心

理掙扎過程，及其對事件所做的評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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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復學決定歷程模式圖 

資料來源：劉上民，民 90， 第 77頁 

程秋梅（民 89）的研究歸納認為：中輟學生之所以復學，多半因為輟學一

段時間後自覺生活無趣，或輟學後的生活經驗讓中輟生重新省思，對完成學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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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不同得看法，尤其是在外工作知能不足，需要文憑學歷時，所體驗到的經驗，

以及因為接收到重要他人的期待而有復學打算。 

Saleem和Miller的研究資料指出：學生輟學前的學業水準較高，經濟狀況較

穩定的中輟學生，加上較多師長或父母壓力及勸說，較易重返校園；該研究並強

調，加強與中輟生之間的溝通，是增加復學意願最好的方法〈引自程秋梅，民

89〉。  

歸納以上研究可以了解學生中輟之後，希望返校復學的原因，大致可從以

下五個方向探討： 

 

 1、個人因素 

學生選擇離開學校，原先對中輟後的生活充滿憧憬，以為中輟之後就可以擺

脫學校沉重的課業壓力、煩人的學業、囉唆的老師；真正中輟後，才發現現實生

活並不如自己所想像的精采、有趣，生活壓力仍然存在，有時社會上的生活比在

學校時更加無聊、難過，甚至處處隱藏陷阱，發生大欺小情形。因此，可見個人

對事務的認知、態度，有了轉變與修正是中輟生復學的因素之一。 

 

2、家庭因素 

大部分的家長皆不願其孩子中途輟學，不管其子弟因何種原因而中輟，父母

總希望其儘速返回學校，加上各縣市強迫入學委員會執行罰款之政策漸趨強硬，

家長壓力較前更大，此外，中輟學生父母所面臨的社會壓力，包括面對親友的面

子問題，及各縣市強迫入學委員會，於是對其孩子施加更大壓力，學生復學的壓

力因此增加。當中輟生強烈感受到父母之關心，或是迫於無奈時，中輟生也會返

家，返家後再返回學校，也是受到家庭因素影響。某些中輟生其中輟原因是因為

家庭失去功能，當家庭的功能漸趨回復時，中輟生返校的可能性亦大。 

3、社會因素 

學生輟學後多數會選擇出外工作，在外頭擔任臨時工或是學徒，常是一件辛



苦的工作，並不比學校生活輕鬆，相互比較之下，輟學生常會因工作辛苦緣故，

而選擇回來過學校生活。加上外在社會環境複雜，中輟生常會被欺負或到處吃

虧，工作並不順利，而在找尋工作的過程中，體會到學校文憑的重要，凡此種種

更願意重新思考返校就讀，以便能拿到文憑，讓未來尋找工作能更加順利。 

 

4、學校因素 

學生因課業壓力、同儕或是師生衝突、學校管教方式而選擇離開學校，當以

上因素消失或是獲得改善時，學生也會重返校園。例如學校因應學生需求設置技

藝班、高關懷班、中輟資源班、慈輝班等；因任課老師對學生具有更高的包容、

接納與支持，讓學生感受到老師的溫暖、愛心，學生對該班級常規的壓力較能接

受；或因彈性課程的吸引，功課壓力較小；或因某位老師對學生特別關照，學生

受感動而返校復學亦常有之。特殊班級所教、所學，皆是依學生特性、特質設計

的，故而讓學生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學生在其中也可以找到更大的成就感；且管

教方式，如：頭髮、校服穿著、校規管理等等，更能照顧到學生的個別差異。但

是當學校因素改變時，或許又會形成其他令人擔心問題，例如特殊班級學生的同

質性太高，甚而造成負面拉力對學生的學習有不良影響，都是需要了解注意的。 

 

5、同儕因素 

有一些學生因功課、成績、學業問題，或師生衝突而中輟者，常能因同儕之

間的協助與鼓勵，而重返校園；同儕之間的支持力量極大，如果學校能善用這股

力量，學生復學意願將可以再獲提升。另外在中輟生決定復學的歷程上可以發

現，中輟復學生的適應能力較差，需要更大的人際支持力量，對同儕的人際需求

尤其高。 

 

三、中輟學生復學後所面臨問題 



依據陳秋儀（民 88）引用黃武鎮研究指出：中途輟學學生在復學返校後的

適應情形，常出現以下的情形，依出現次序排列，依次為 1、較難適應學校規律

的生活習慣及遵守校規；2、因離校一段時日，功課跟不上，讀書和考試倍感壓

力；3、行為異常，影響班上其他同學；4、因有一些社會經驗或年齡較同班同學

年長，故覺得特殊和不自然，而且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5、復學後希望拿到

的是畢業證書而不是結業證書；6、經老師或行政人員特別輔導後，較能適應學

校生活。 

彭駕騂（民 83）根據過去輔導中輟復學生的相關經驗，指出中輟復學生返

校後在心智方面、言行舉止方面、學習方面、人際關係方面，常有一些適應上的

問題需要克服： 

 

1、心智方面 

復學生在心智上常會出現的現象：自我否定的心理，得過且過、凡事不積極、

意志力薄弱、自信心不足、叛逆性強烈、對別人的看法非常敏感、常以各種不正

當方式，希望引起老師與同學的注意，對學校管理方式，教師及團體生活的要求，

難以接受。對未來充滿徬徨的心態、對自己自卑及對前途缺乏信心，很少平心靜

氣好好自省，常常覺得他人虧欠自己。 

 

2、言行舉止方面 

復學生在言行舉止方面，常以老大哥、老大姐的身分自居，以命令口吻欺負

弱小同學，言語粗暴，會出現違反校規的行為，並常表現出從社會上習得的不良

行為及習氣。但另有一類復學生則表現躲避他人、沉默寡言、敏感態度、過分隨

和從眾，希望贏得其他同儕的好感、或拘謹靦腆、或自我封閉。 

 

3、學習方面 

復學生在學習適應方面，因其在中輟之前課業已有適應不良問題，中輟一段



時間之後，問題自然也就更大；大多數的復學生表現出學習意願依然非常低落，

上課注意力不集中，學業成就偏低、作業無法如期繳交、對考試表示極端厭惡等

行為。加上班級老師，沒有給予復學生個別輔導的機會，學生遇到學習困難時往

往求救無門，更影響其在學校的適應。最值得注意的是少數老師低估了復學生的

能力，使學生將這種觀念加以內化，以為自己縱使不斷努力，還是不免失敗。加

上學校評量方式缺乏彈性、硬性、統一的評量標準，對復學生是極端不公平的。 

 

4、人際關係方面 

從復學生的人際關係來看，復學生在人際關係與同學、老師之間的互動，以

及與校外「老朋友」、「兄弟幫」的糾纏不清，都顯現出不少的問題，進而影響其

復學的穩定度。與同學之間，復學生喜歡回到原來班級與舊同學相處，與新編入

班級同學相處平平，而且視新班級同學較為幼稚、不成熟，班上同學對復學生的

接納程度又常常受到導師態度影響；師生之間：復學生對於教師之間關係，取決

於教師對其態度。 

張景媛（民 85）的研究，亦發現中輟復學生返校之後，將面臨自我心理因

素轉變的適應問題、同儕關係改變、師生關係的變化、社會關係的不同、學習困

擾等因素的掙扎。復學生返校復學後其心理狀態因輟學緣故，而有了不同的心理

變化，個案經過了社會的洗禮之後，覺得讀書仍比學校以外的生活適合自己，不

管是自願的或是被強迫的，中輟生再度回到學校來，但因其已進入成人世界一段

時日，再回到學校來，在心態上的轉變已無法回到過去單純學生時，對事務的看

法及想法，而這些看法及想法的轉變，都將影響到案主日後在學校的學習。復學

生返校之後，可能回到原先之班級就讀，亦可能被編入不同班級，新的班級同學

對其可能無法接受，甚至嘲笑他、排斥他，讓他難以在新班級生活學習，案主亦

可能因自己的敏感，覺得同儕不喜歡和他們交往。 

在師生關係上，可能因老師的價值觀及對中輟生的認知問題，而與中輟復學

生產生對立狀態，認為中輟復學生就是壞小孩，或是因中輟復學生個人的心理因



素、價值觀、學習態度，造成老師對復學生產生無力感。復學生也可能無法脫離

社會上交往的朋友，再次因朋友的鼓勵或引誘而離開學校。輟學生不管是因為何

種因素離開學校，再次回到學校面對課業，多多少少有些生疏感，更何況原先就

是學習落後的學生，復學後在學習的適應上，如無法有效的輔導及處理，必定會

造成學生復學後再次中輟的情形。 

程秋梅（民 89）研究則顯示：中輟生在復學後適應問題出現了，包括學業、

學校常規、自我接納以及人際關係等層面的問題；又其研究指出，目前國內對中

輟生復學適應議題，較缺乏中輟生所處整體環境之探討，雖說中輟復學生復學之

後的適應範疇，應以學校適應為主體，但中輟生與其他環境系統的互動，卻可能

是影響復學適應成功與否的關鍵。陳秋儀（民 88）的研究，顯示當中輟復學生

復學之後，如無法從外界充分感受到支持與協助，中輟復學生多數選擇自己解

決，或是消極逃避的因應方式處理。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了解，復學生在自我肯定、個人價值系統、師生互動、同

儕相處、課業學習、學校校規或班規的適應等各方面，較易出現困難。所以，中

輟學生復學後，比一般學生需要更多的照顧、關心及協助；而學生在不同時間中

輟，返校後因離校時間的長短不同，對返校後的適應程度也有所不同，所需的協

助亦有所不同；所以學校老師或行政人員在制定輔導策略時，應注意個案的個別

差異性，給予不同的輔導措施，如此才能真正解決復學生返校復學的適應問題。 

老師對中輟復學生進行輔導時，態度非常重要，假使帶著異樣的眼光及不信

任中輟生的言行，則彼此很容易造成對立狀態，彼此傷害，最後中輟生極可能選

擇再度中輟，回到社會上去。中輟生從社會上再度返回學校，因其心理已不似從

前未入社會時的單純，外在行為、言行上比一般學生更社會化，如何將中輟復學

生的心從社會中拉回來，對學校工作人員、任教老師實是一大挑戰。所以學校行

政單位及老師對中輟復學生需有一套安置措施，訂定中輟復學生返校後，確實可

實行的計畫，以絕對的耐心及愛心，寬容及包容的態度去面對學生可能犯下的錯

誤，不批評、不武斷，接納學生的行為，唯有如此學生才可能安心留校學習。 



 

第三節  中輟復學生之需求、支援系統與學校安置困境 

 

針對中輟生復學生的需求，支援服務系統，及學校安置困境；本節分別從三

個面向探討：一、國民中學中途輟學復學生之需求；二、國民中學輟學復學生的

支援系統；三、學校安置中輟復學生之困境。 

 

一、 國民中學中途輟學復學生之需求 

依據張貝萍等人所整理中輟生的需求，包含 1、心理支持方面（需要家長、

老師及同儕的認同）；2、經濟補助方面（補助中輟生貧困家庭經濟狀況）；3、生

活輔導技能方面（實施小團體輔導、落實認輔制度、落實導師責任制度等）；4、

技藝訓練方面（給於課業之外的技藝教育，加強技藝訓練）；5、職業方面介紹（提

供各種不同的職業形態，加強學生對於各種職業類型的了解，協助尋得更符合學

生興趣的工作）；6、健康照顧方面（提供健康醫療服務，來協助生理不佳的中輟

學生，得以早日重回學校學習）；7、課業輔導方面（設立資源教室實施補救教學、

統整校內各處室辦理彈性課程，規劃暑寒假潛能開發教育，對於有興趣就業則協

助就讀補校）8、脫離不良少年方面（協助中輟生脫離不良朋友）；9、短期收容

安置方面（可住宿的青少年之家集中途之家，以協助有中輟經驗的少年能適應學

校規律的生活型態）等多方面。（引自郭靜晃，民 90） 

再依據郭靜晃等人於 1999 年針對全國 246位中輟少年進行研究發現：中輟

學生最感壓力的是學校課業、經濟問題、其次是人際關係及情感等問題。他們自

覺需要被協助的項目是經濟支持、升學協助、家人關係互動及就業的輔導等。 

教育部於 1998 年調查中輟生目前所面臨之問題分別是：1、前途問題（找不

到工作，沒有一技之長）；2、團體地位問題（為了義氣一定要替朋友頂罪，為了

爭取同儕團體認同，一定要逞強鬥狠）；3、債務問題（向人借錢債主要債，向朋



友借錢不還等問題）；4、家庭問題（因輟學而引發的親子衝突，逃避父母的暴力

或虐待，逃家後的居住問題等）；5、兩性問題（感情困擾，約會強暴，性交易，

未婚生子或是墮胎等）；6、成家問題（同居，未成年婚姻，如何養家）；7、法律

問題（訊問，審判，保護管束，感化教育）；  

歸納上述研究了解中輟生的需求如下： 

 

    1、在心理支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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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極需同儕、家人、學校、社會

等給予他們無條件的心理支持及肯定，提昇自我概念，及心理社會之自我功效價

值感，在師生互動上不要太嚴厲也不要太過於不管。 

 

    2、在經濟需求方面 

涵蓋範圍可能包括少年本身的花費太大、協助同儕、被同儕勒索，或是因家

中經濟狀況貧困，少年被迫需要外出工作等。因此，經由政府介入，給予家庭陷

入困境的少年經濟上的支持，及教導少年正確用錢觀念，並適時、適度反映個人

狀況讓學校或老師知情，以便適時給予協助都是必要的。 

 

    3、在生活輔導方面 

對於生活困擾或家庭關係不佳的國中少年，應給予生活輔導，藉由小體團體

輔導、認輔制度、或透過學校導師責任制度的實施等，提供少年支持性的福利服

務滿足需求，而這些少年也常需要情緒支持及導正兩性交往的觀念。 

    4、在技能訓練方面 

對於低學業成就或無意向學的學生，應給予課業以外的技藝教育，加強技藝

訓練，運用少年本身興趣、專長，進行相關興趣的職業生涯規劃，以為課業之外



的就業做準備，使其能先一步了解未來職場，進而能學習一技之長，以適應未來

社會生活。 

 

    5、在健康照顧方面 

對於身體狀況不佳、有意外傷害、或吸食毒品的少年，提供健康醫療的相關

服務，來幫助身體狀況不佳的中途輟學生，使其能恢復健康，早日復學或就業。 

 

    6、在課業輔導方面 

對於有志復學者，學校可提供補救教學或資源教室等具體措施，統整辦理相

關課程，並而規劃潛能開發教育、休閒活動等，以為中輟學生復學之準備。 

 

    7、在交友需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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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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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預防少年犯罪的最

佳保障。 

綜合上述研究所歸納中輟復學生的需求，中輟學生因為家庭問題、師生衝

突、課業壓力、經濟問題、同儕衝突、健康問題而中輟。復學後他所需要的協助，

除了因健康問題中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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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所提七個方向外，更需要協助中輟復學生，去

除在社會上所養成的不良習慣，並幫它改善生活習慣，幫他脫離幫派的束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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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民中學輟學復學生的支援服務 

劉秀汶（民 88）研究指出，中輟學生中輟行為來自自身，與外在他人或環

境之影響，所以如要幫助中輟生重新找回自己，需要更大的正向支援力量來協助

之。同一論文引用彭懷真的研究指出：在青少年階段的中輟服務措施上，支援系

統提供預防、適應和處置的功能。另依萬育維（民 83）從社會福利的系統探討

服務網絡概念指出，可包含三個方面：1、非正式資源體系：包含家庭、朋友、

鄰居、同事等。2、正式的資源體系：包含正式的組織與協會。3、社會的資源體

系：透過公共活動或志願人員的行動來提供資源。 

劉秀汶研究指出，國內所能提供給中輟生或是復學生的支援服務相當有限，

雖然法律明文規定，但實際執行上卻出現相當大落差，值得教育行政當局再加檢

討改進。在教育行政上以教育部訓委會為主，進行中輟、復學通報及輔導措施的

實行；在民間則以中華兒童福利基金會的家庭扶助中心，所進行的中輟追蹤輔導

服務網最具有效性。然而所推行的輔導策略及安置措施仍有很大的努力空間，如

果學校不能依訓委會所規劃之行政作為確實執行，而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因

應方式，那中輟生或復學生的輔導措施將只是空談而已。（劉秀汶，民 88） 

劉秀汶（民 88）研究整理有關中途輟學學生的支援服務一覽表，我們可以

了解：在法律部分，有強迫入學條例，讓教育行政單位有一參考執行的依據；而

在中央主管單位教育部成立輔導中途學生專案督導小組，落實通報及復學輔導事

宜；在中央執行單位訓委會則推動防止學生中輟，及增加學校老師輔導知能的支

援系統工作包含有：1、制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通報及復學輔導辦法，進行通

報與輔導工作；2、推動認輔制度；3、推動攜手計畫；4、中輟追蹤輔導協調會；

5、中輟主題輔導工作坊；6、建置輔導網路系統；7、推動生涯輔導活動；8、進

行親職教育活動；9.籌設中途學校；10、落實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11、建

立學生輔導新體制-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方案等十一項工作。 

在第一線的學校輔導處，則針對以下三件事來協助中輟生及中輟復學生 1、



中輟學生之通報事宜；2、結合學校教師和義工進行中輟學生的追蹤輔導；3、中

輟復學生的輔導安置。 

    青少年的輟學行為與環境適應不良有密切關係，青少年輟學的出現是家庭、

學校、同儕與社會交互作用的結果。由於支持系統與個人的人群關係有密切相

關，對中輟生而言家庭、學校、同儕與社會是其重要的人際關係，也是形成個人

未來社會網絡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建立或改善中輟生的支援系統，亦須從家庭、

學校、同儕與法律等方面著手。（引自劉秀汶，民 88）   

然而在第一線的教育行政人員很清楚，認輔制度的推動並不是靠三、兩場的

宣導活動就可以讓老師認輔學生，中輟生的追蹤只能靠著少數老師賣力去追，成

效是有限的。強迫入學委員會也只是徒具形式的作作文章罷了，各地、各區、各

級學校的輔導網絡建立，並不如理想一級、二級、三級個案的管理，是需要被落

實的。而某些需要被經濟救助、緊急安置的個案是否能立即、有效率被協助，亦

正考驗著社政單位。 

中輟生或是復學生的支援服務對學生而言，意義重大，如能真正依個案的個

別需求，做好設計並確實執行，不僅可以減少學生中輟，且因學生中輟後無所事

事而犯罪的情形亦可下降。因學生中輟而帶來的社會成本的損失或浪費，及對社

會所產生無形或有形的沉重的壓力，及負擔也可獲得減輕。有好的輔導策略、輔

導計畫，更需要這些好的輔導策略、輔導計畫被確實執行，如此才不致白白浪費

教育資源。 

 

三、學校安置中輟復學生之困境 

中輟生的問題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每一位中輟生的問題形態不一而足。學

校或老師在因應中輟生的問題常常是以齊一的標準做要求，但並不是每一位學生

皆可順利完成老師或學校的要求，進而再被貼上標籤，如此惡性循環，導致中輟

生問題無法徹底被解決，最後二者皆深受其害。 



人本文教基金會於九十年十月在中輟記者會上，提及學校拒絕中輟學生返校

復學十一招，包含學校行政的老大心態，學校老師的拒絕、排斥，標籤化的作用，

都是不利中輟復學生安置。（人本文教基金會，民 90） 

吳財順、何金針和徐美玲在台北縣國民中學學生中輟成因與復學安置研究中

指出，中輟學生復學輔導安置影響學生無法穩定的因素為，習慣在外遊玩、不適

應學校規律生活、學校老師的管理方式。（吳財順、何金針和徐美玲，民 88） 

謝麗紅和吳偉苓的研究，則指出輔導中輟學生包含教師個人專業知識不足，

輔導中輟生的時間不足；學校的人力、資源、設備不足，無相關配套措施，與導

師協調上有問題；家長無法配合，家庭功能喪失；教育行政機關無良好的安置機

制，與社會局、警察局等單位配合困難。（謝麗紅和吳偉苓，民 93）研究者發現

在安置中輟復學生方面一樣會遇到相同的困境。 

王仁宏的研究指出，學校安置中輟復學生時常會遭遇的困境有：1、班級安

置的問題；2、教師堅持「公平性」的迷思；3、中輟復學生學校生活及學習適應

的問題；4、家長無法配合學校輔導的問題；5、一般教師專業輔導知能薄弱的無

力感；6、學校專業輔導人員不足問題。（王仁宏，民 90） 

帶回一匹狼，帶走一群羊的迷思，強調復學生與班級同學在形式上的公平，

強調學習歷程的統一的規範，都是造成中輟復學生在安置及適應上困境的原因。

（黃韻如，民 88） 

彭駕騂在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復學輔導手冊中提及，中輟生復學後學校

在輔導安置上所遭遇的困境，1、法令規章之有待改善；2、學校教師觀念之有待

澄清；3、輔導室人力不足；4、復學生家庭問題千萬種。（彭駕騂，民 83） 

學校安置中輟生問題常常會遭遇許多困境，依據前人相關研究整理如下： 

 

    1、導師拒收 

人本文教基金會於九十年十月在中輟記者會上，曾提及學校拒絕中輟學生返

校復學十一招，實際上學校在安置中輟復學生，並不是如此順利，甚至經常需靠



個人交情拜託導師接受中輟復學生安置到該班。原因是中輟復學生經常被認知成

是一匹狼，接受他可能要冒著其他學生被帶走的危險。或者是中輟復學生個人品

性甚差、會帶壞班上同學，或是中輟復學生生活常規很差，會破壞班級秩序及學

習氣氛，尤其是特別注重升學的導師，對中輟復學生的接受程度更低，原因是認

為此一學生會拉低班上的平均成績，對班上其他同學不公平。如果被安置的學生

真如導師所預期那般表現不理想，在同事之間更會形成負面效應，各班導師將更

不容易接受中輟復學生的安置，進而增加學校安置中輟復學生的困難。 

 

    2、各處室處理中輟復學生過於本位 

依規定中輟生返校復學，各處室行政人員皆須負起協助個案，生活教育及輔

導個案的角色，但因各自忙於各自業務，經常忽略了中輟生或是復學生的需要。

加上所謂的「全校學生一律公平性」的迷思，嚴重忽略了個案的個別需求，各處

之間也缺乏橫向聯繫各做各的，實是不利中輟生的復學及輔導。 

 

    3、學生不穩定增加安置困難度 

學生參加校外幫派、校外已有穩定工作、或是因為外在誘因仍大復學意願不

高，，回到學校只是因為父母強迫，或規避強迫入學委員會的罰款，學生對學校

課業，老師帶班方式，校規管理方式仍存著觀望或排斥心理。所以學生學會了鑽

法律漏洞，來學校一天便自動放假休息一天，或是來兩天休息兩天。經常藉故不

到學校，只要不再被通報中輟，學生就滿足了。因為學生如此的認知及敷衍態度，

學校要實施輔導實有困難，而且所得成效亦是有限。 

  

    4、家長無法配合學校管理及作息 

有些家長經常因生計而忙於工作，無法放下手邊事務陪伴孩子，一齊度過孩

子的低潮期或是狂飆期，這是令人十分無奈的事。例如學生經常因睡太晚怕遲到

被罰而不敢來上學，學生出現狀況時，協助學生一齊說謊欺騙老師；或是在家無



法協助孩子建立生活常規，讓學生早日適應學校生活；或因家中經濟問題需要學

生一齊工作補貼家用…等等。 

 

    5、升學主義依然是學校及家長最為重視的 

升學絕對不是學生到校學習的唯一目的，但是某些家長或是老師，眼中只有

升學，只有成績，考高分的才是所謂的好學生，未考慮孩子的能力興趣一味逼孩

子爭去高分，久而久之成績不理想的學生內心感受將受到傷害，學生將把來學校

視為畏途，甚而發生拒學、厭學的不幸事情。而中輟生復學返校常被認為會拖垮

班上成績，進而發生拒絕中輟生返校復學的問題發生。 

 

    6、輔導人力不足 

根據國民中小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公員額編制標準顯示，國中每十五班得設

輔導教師一人，以目前每班平均人數 38人計算，每一位輔導老師至少需輔導 570

位學生。實際上每一位輔導老師每週尚需要上課十八小時以上，加上研習備課時

間，平均每位輔導老師能空下的時間實在有限。而中輟生返校復學經常伴隨著諸

多問題，非是一時三刻，短時間內所可以解決的。輔導處除了編制內的行政人員

外，只有若干的輔導老師，如果所接案子屬於性侵害、自殺、憂鬱症等三級個案，

則輔導人力將更顯不足。以研究學校 93 年九月份為例導師共提報三十多位個

案，加上學生因犯錯記過受罰，而送至輔導處作罰後輔導之個案共計達六十多人

次，以三位輔導老師的編制，要輔導如此龐大的個案量時，實在有所困難。 

 

    7、任課老師過於注重成績 

成績仍然是目前學校辦學優良與否的重要指標，而家長更是以學生成績是否

達到理想，而認定學校老師是否認真，或是這位老師是否是學校的明星老師。學

校同仁之間的比較，更是以班上考上建中、北一女多少人？前三志願多少人為規

準。卻從來都沒有聽說哪一位老師去比較，我輔導了多少位中輟生讓其復學，而



在復學後仍接受其輔導且能穩定上學，使其用心參與學校生活。故而令人有如此

之感嘆：輔導十位中輟生不如教導一位班上同學考上建中、北一女。 

 

    8、學校管理制度過於僵化 

依教育部的統計數字，因學校因素而中輟者約佔 11%左右，其中包含師生衝

突，無法適應學校管理，課業壓力過重等等。當中輟生返校復學後，卻發現其重

新回到的校園與原先離開時並無兩樣，校規依然僵化不通、課業壓力仍舊沉重，

復學生很容易又選擇了再次中輟，如此惡性循環根本就無法解決中輟學生問題。 

 

    9、中輟復學生標籤化問題 

中輟生就是壞學生，中輟生就是麻煩的代名詞，中輟生就是問題的製造者，

中輟生是一匹狼。因為學校老師、班上同學家長甚至同班同學對中輟生有著很深

的偏見，讓中輟復學生復學之後，在心理上、人際上，懷著很深的恐懼感久久不

能釋懷。甚至有少部分的中輟生因而自暴自棄，也自以為我就是壞小孩，那就壞

到底，實令人深感遺憾。 

 

    10、學校拒絕中輟生返校 

依據人本基金會資料顯示，有一類的學校行政人員完全拒絕打開心胸，不願

意接納中輟學生，經常以權威管理學生，無法接受差異存在，以為學生行為是無

法改變的，是主觀上的惡，是人性上的惡，讓人無法接受。 

在中輟復學生安置問題上，學校是站在何種角度來處理或協助中輟復學生，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學校老師是懷抱著「找回一匹狼，帶走一群羊」的畏懼心態，

來處理復學生問題，則中輟復學生的復學之路將註定失敗。不可諱言的，學校的

確會面臨兩難的價值衝突問題：是關心少數案主權利或是重視多數一般學生的權

利；是少數學生受教權重要呢？或是要保障多數學生學習的利益？但學校是教育

單位，也是一個小型社會，面對學生應是一視同仁，而非只講功利，只講升學。



學校立場應是教導學生如何與他人相處，遇挫折時如何去超越與克服，安排適合

學習之情境，讓在學習及生活適應有狀況的學生，也能安心順利的學習，這才是

學校設立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符合學生、社會的需求。 

 

第四節  成功輔導國民中學輟學復學生之策略 

 

郭靜晃（民 90）研究指出，對於中輟生或是中輟復學生並沒有那一項輔導

策略，或措施是最有效的，國內各國民中學配合中輟復學生之不同需求，所實施

的輔導方案種類繁多，最重要的是多元方案的彈性。而在輔導策略方面包括有：

中途資源班、高關懷彈性分組教學、慈輝班、住宿型慈輝班、寄讀補校，以及春

暉與璞玉等專案的實施，皆是希望學生能順利返回到學校來。然而學生會選擇中

輟其形成原因是多元的，而中輟生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學校唯有因應中輟生的需

求，設計多元且有效的輔導方案，並結合社區及社會民間社團力量，積極介入中

輟生的家庭，或是針對中輟生本人給予協助及輔導，才能減少中輟生發生的機會。 

在郭靜晃（民 90）整理國內外研究中輟學生的輔導策略發現：Self Peck和

Nancy及 French和 Nellhaus等人指出，輔導中輟學生的策略上應以學生為中心，

採用個別化的指導方式，增加學生的基本閱讀技巧，幫助學生發展對學校正向的

態度。學校部分，應提供學生多樣性的選擇，增進師生關係，協助學生參與課外

活動，及尋求社會各界的支持。 

教育部（民 93）編印中輟學生輔導手冊--不信春風喚不回一書中，整理中輟

學生復學輔導策略，認為並沒有單一而有效的方法，而須有良好而多元的配套措

施，方能符合其個別需求。相關的輔導策略如下：1、推動多元學習方案即彈性

教育課程；2、加強學校法治教育；3、推動親職教育；4、結合社區資源協助中

輟業務；5、設置學校社工及教育替代役，優先輔導中輟學生。 

依據相關文獻（汪昭瑛，民 91；教育部，民 93；郭靜晃，民 90；彭駕騂，



民 83；謝秋姝，民 92）針對中途輟學之輔導策略，再整理成由家庭、同儕、學

校、社會及行政等各方面著手： 

 

1、在學生部份 

應加強學生的倫理道德觀念，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建立學生正確的學習觀

念，培養學生正當興趣。 

 

2、在家長部分 

強化親職教育，適度關心與協助子女。 

 

3、在學校部分 

發展多元化成就管道，去除升學主義的戕害，落實常態分班政策，實施個別

化教學，簡化課程教材、並增強其應用性，配合學生興趣及需求推展社團活動，

實施生涯規劃方案，加強人際關係與社會技巧訓練，校園安全及防止藥物濫用，

加強學校及家庭的溝通與聯繫，提供補救教學服務。運用同儕團體關心有中輟之

虞的學生，擴大設置慈輝班，導正休閒生活，輔導學習困擾，提供學習低成就學

生適性學習的機會。簡化復學條件與手續，接納中途輟學生返校，給予復學上的

輔導與補救教學，整合社區輔導資源網路等。 

 

4、在老師部分 

落實導師責任制度，教師對學生有適當的期望，用鼓勵代替責罰，充實教師

輔導專業能力。 

 

5、在教育行政資源方面 

設立專責機構，增加經費，以有效解決中途輟學問題；設置中途學校或是街

頭學苑，提供中途輟學生多元就學機會；成立輔導工作坊，協助學校輔導中途輟



學生。修訂現有課程教材，兼顧不同族群文化，順應多元文化教育趨勢；改進原

住民教育機會平等，促進原住民社會流動等政策的制定；另對低社經地位國中生

提供急難救助、對有復學意願的輟學生給予協助、提供多元的福利服務、制定輟

學高危群測量工具、整合輔導相關體系。依法設置少年福利促進會，確實執行少

年福利法之規定，寬列少年福利經費，改善強迫入學委員會功能，推行學校社會

工作制度等等。 

綜觀上述研究所整理國內外所提出的輔導策略，分別從以下各個向度再討

論： 

 

1、學校部份 

對於學校部份的建議都非常好，但是中輟學生的人數卻沒有下降多少，甚至

中輟生人數有不降反升的現象，這意味著甚麼？是否我們的陳義太高，並不能針

對中輟生或是復學生的問題對症下藥，抑或是所實施的輔導策略並不符合當今社

會的需求，故而雖然耗費諸多人的心力及社會資源，對輔導中輟生或是中輟復學

生仍是無效？ 

在多元彈性課程方面，唯有打破以分數為主的迷思，多加強學生各種能力，

包括自我探索、自我了解、人際溝通、情緒管理、時間管理、休閒能力。升明星

高中並不是學生唯一的路，或許職業學校的一技之長更適合學生的生涯規劃。 

在學習方面，學校應肯定多元價值，多提供機會讓學生獲得學習的成就感，

而不是一味以升學為唯一的教育目標。 

此外，導師絕對是影響學生最多也最長久的人，但他也是一位平凡人，一味

的要求導師付出，其結果就是中輟人數遲遲無法下降。唯有學校行政單位充分協

助導師，讓人人都能樂於擔任導師，而不是每一年八月到了，學務處就要傷腦筋，

又要強迫一群沒有意願的人擔任導師，其結果將導致中輟復學生再次中輟。所以

如何增加老師擔任導師的意願，並協助導師提升其輔導知能，當導師有所需要或

是求助時，行政人員、教師會、家長會能真正挺身替導師解決困境，如此因管理



問題造成師生衝突而使學生離校的問題或可減輕。 

 

2、家庭部份 

針對家庭部份，我們似乎看不到強而有利的建議方案，臺灣社會已由過去的

農業社會進步到現今的工商社會，家庭組織也由過去三代甚至四代、五代同堂的

大家庭轉化而成現在兩代同住的小家庭。家中子女因缺乏長輩的照顧，加上社會

變遷快速，外在誘因大量增加，造成父母在子女管教上甚大的困擾。又因近來經

濟不景氣父母忙於生計，對家中子女缺乏管教，故而造成甚多的社會問題，卻又

無法處理。另一方面，父母因經濟不景氣而失業在家，導致學生需輟學出外找工

作者；或是因失業問題而造成親子之間關係緊張；或因社會快速變化，離婚率提

高，外籍新娘所衍生出來的子女教育問題，都是令人感到憂心。因家庭問題而發

生學生中輟的現象，學校如何去因應，對學校而言，將是一大考驗。如何協助父

母親善盡親職，與子女能有良性的溝通，並了解其子女的想法，建立良好的親子

關係，則是現今社會上最為重要的家庭課題。 

 

3、社會部份 

社會變化太快了，這是大家都可以認知、了解的，而學校教育的保守卻又是

不爭的事實，一如髮禁、制服等問題，耗費了多少歲月方才稍稍獲得改善。而現

今網咖造成的學生問題，尚不知要花費多少時日，方能獲得解決？相關文獻建議

增加輔導老師，社工人員編制，以現今國家財政現狀似乎很難達到理想。或許可

以以服務學習的概念，借重社會民間輔導專業背景的社團，如救國團義務張老師

的人力、生命線的義工或是觀音線的義工，進入校園協助學校，進行學生問題的

輔導；或是引進家庭教育中心、家庭扶助中心的資源，協助有需要幫助的家庭協

助處理其面對的問題；或是邀請退休老師擔任認輔志工，讓熟悉目前國中生問題

的退休老師，能再利用其專業背景及其豐富的輔導經驗協助學生；或是與大專院

校合作，讓心輔系、心理系、應心系、輔導科系、社會系或社會工作系等輔導相



關科系或是有熱誠、有愛心、有理念的學生進駐校園，以補人力不足。 

 

4、其他 

其他諸如社會輔導網絡的建立、民間團體人力、物力、財力的支持協助，醫

療體系的支援、教育相關法令的完備、警政單位的協助、社福單位的支援協助、

家庭教育機構的功能發揮，都是我們所需要、期待的。唯有全體一齊動員起來，

學生中輟問題方能獲得根本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