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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回中輟生，你我皆有責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隊長許正道
今日台灣的青少年問題複雜而多元，國中生因中輟所衍生的問題又一直是當今教
育極為需要重視的課題，另外，中輟學生成為犯罪少年的可能性極高，對社會的危害
與社會成本損失難以估計。因此，學校、警政、司法、家庭及民間單位都應正面且積
極的看待中輟學生問題，共同努力建立有效的解決方法。
整理本隊中輟生協尋工作及各區少輔組輔導工作等經驗，輔以相關研究發現，青
少年中途輟學的原因如下：
一、個人層面：曠課太多，跟不上學校的學習進度而缺乏學習動機，低自我肯定。
二、家庭層面：家庭系統過度封閉（如家長較少與學校接觸或較不參與學校事物
等）、家庭功能不良（如少年在家得不到父母支持，本身有生心理上的問題、
少年需要出門工作或需照顧家人等）。
三、學校層面：課業壓力大且失敗經驗多、師生衝突、受同學排斥、校園霸凌。
四、社會層面：不良同儕之煽動與引誘、同儕也有中輟經驗而相互影響。
然而，在我們輔導中輟學生復學的成功經驗中，也歸納了以下幾點建議：
一、個人部分：運用輔導關係找出少年的復原力因子，從內改變學生的認知、想
法、性情；從外改變學生的適應行為，增強中輟學生的學校適應能力。
二、家庭部分：連結適當資源以增補家庭系統及功能的不足，運用充權技巧提升家
長自我親職功能。
三、學校部分：建立適當的溝通平台化解學生與師生之間的衝突，多跟學校老師相
互交流，以激盪出輔導學生的點子，提供相關多元課程，增加中輟生學習興
趣，減少缺曠課現象。
四、社區部分：媒介社區相關資源，包含認輔志工、大專院校學生等，協助學校輔
導人力的不足外，也讓中輟學生能有更多元的典範學習，評估中輟生的適要
性，提供中途學校的相關資訊，讓中輟學生有多元另類適性的課程來選擇。加
強協尋失蹤的中輟生，以減少中輟生因中輟而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
輔導中輟生不是一個單位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依賴團隊力量，包含學校、家
庭、社會大眾來一起幫助這些學習中斷的學生，健康順利的回到學習的場域，來獲得
平等的學習教育。所以，中輟生復學人人皆有責，讓我們一起為這些學生來努力。

★ 不要讓自己一“輟”再“錯”
--拒絕與中輟畫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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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少年兒童犯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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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8年1-12月（以下稱本期）少年犯罪人
數1,218人，與去年（97年1-12月）同期
1,177人比較，增加41人（+3.5％）；與前
年（96年1-12月）986人比較，增加232
人（+23.5）。
二、本期少年犯罪以傷害、毒品、暴力犯
罪（以故意殺人、強盜、共同強制性交
為主要增加案類）為增加較多之犯罪
ൂՏǺΓ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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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中輟生有問題！ 從教育心理與輔導的角度談中輟生的需求與輔導策略
◎文／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林正昌

★中輟錯了嗎？
中輟是一種校園學習適應弱勢的問題現象，值得我們重視與關懷，因
此，對於中輟行為的成因瞭解，比責備產生中輟行為的少年來的更重要。
從學習教育的觀點，學習是有因人而異的情形，在現行義務教育的體制
內，一定會有無法適應的弱勢孩子，因此，中輟的議題，是可以從體制外
的現象來反思主流體制的問題，也就是說，目前的法定義務教育，要如何
來照顧這群校園外的學子，滿足其不同的需求，讓每個孩子能真正受到量
身訂做的精品式教育，才是做正確的事，而非以學習管理的思維去評價對
錯與成效。

★中輟生對當前國中教育與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與意涵？
中輟成因很多，影響也有不同，如果單純是貧窮因素，目前的福利與
救助的相關措施就可解決，然而，如果是學習與行為失序的問題，是需要
體制內外的補救和輔導方案，否則中輟生很容易彼此慰藉形成偏差的次文
化。由於現今的教育主流價值觀仍偏重智育，遊蕩在校園外的中輟生多數
是課業成績低落，以及和老師、同學相處不佳，學習無成就感，生活無重
心，導致挑戰學校合理的權威，形成校園與班級經營的問題，相對影響其
他的同學學習，造成其他家長與學生的負面評價及推力。此時，學校的德
育、群育和其他較不偏重智育的學習就應高於智育的知識傳授，讓每個學
生都有適性的學習發展機會，以及學習自重
與尊重的群我和諧關係，而非將中輟生
貼上學習瑕疵的標籤，從教育體系中
退貨。

★中輟生需要什麼方式的教育
中輟生需要反思自省的教育，
學習如何做正確的選擇與對自我
負責，這種訓練要從兒童期的認
知發展開始，此時，家長的身教十
分重要，面對孩子學習挫折與行為
失序時要和孩子平心靜氣的討論，讓

其體認被尊重的教育過程，而非執著其考試成績是多少分數，引導孩子自
己能訂定學習目標與生活規劃，畢竟學習是一輩子的歷程，自我教育與自
我管理是終生有效的教育模式。

★家有中輟生的父母怎麼辦？
家長要理性面對，情緒性的責備，只會將問題更嚴重，因此，需先接
納與同理孩子，讓孩子產生信心，願意將內心的困難與問題說出來，才能
給予孩子有效的幫助。中輟生的主要成因一部分是在家庭，尤其是父母自
身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尤其情緒管理），如果孩子發生中輟，家長能先
自我反思，對孩子有示範性影響。家長將中輟的問題當作是家人共同的問
題，針對事件與孩子一起溝通討論，而不是否定和責備孩子，這對當下的
危機處理及日後長期的親子關係是有幫助的。

★班有中輟生的老師怎麼辦？
學校老師尤其是導師，是學生在校學習的貴人，需接納與發覺孩子的
優勢，而非以智育成績評斷學生，讓每一個學生樂於來到學校，就是教育
成功。因此，教育工作者面對學習弱勢的中輟生，更應給予多元的空間，
讓其相信課業並非學校唯一與最重要的目的，將每個學生都視為好學生，
都有被肯定的機會，協助學生建立快樂上學的動機；目前中輟復學都有一
套復學觀察流程，如果在此重要的階段能讓孩子感受到關懷與尊重，而非
懲罰與隔離，孩子學習到反思與自覺，重新回到體制內的主流教育才有成
功的可能。

★如何建構社區資源平台共同輔導中輟生
社區除了學校，還有社政、警政、衛生、就業等相關單位，以及熱心
的民間基金會與居民一同關懷成長中的少年，當然也包含中輟生，這就是
所謂的「社區的孩子，社區一起照顧」；對於中輟生的輔導是需要社區資
源一起合作，這種理念已是共識，然而，硬體的輔導團隊建置之外，很重
要的就是確認共同的目標，畢竟是否以回到學校為唯一的最好選擇，從不
同服務輸送系統及個案的最佳利益及需求中，所尋找出的答案可能不同，
因此，以學校為中心的中輟輔導平台，應強調合作單位的專業溝通、協調
分工，讓多元社區資源充分整合、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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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輟風力預報測驗
「我越來越不了解孩子」
、
「孩子又沒回家了」
、
「為什麼孩子不愛念書」
、
「孩子又在學校惹麻煩了」…
◎文／萬華少輔組李宗昇

親

愛的家長們，上面的陳述是不是經常困擾著你，每天都要被動的接受孩子所投出來的變化球而感到無奈與無助嗎？由於孩子受到許多不良因素影
響，在求學階段經常有就學不穩定，甚至是中輟行為。透過下面有趣的小測驗，家長們可以測驗看看，孩子目前的「學習態度」、「親子關係」、
「交友情形」和「學校適應」等層面，看看孩子屬於哪一種類型的「風」，用來做事前預防和因應策略之參考。

學習態度

親子關係

1. 經常無故向學校請假
（經常是指「每月2次以上」，
以下同解）
2. 經常不抄寫聯絡簿
3. 經常抱怨學習無趣
4. 經常賴床遲到不
願上學
5. 經常沉迷上
網而荒廢學業

1. 經常不服管教與您頂嘴
2. 經常深夜未歸讓您擔心
3. 經常花費無度使您生氣
4. 經常作業不寫勞您費神
5. 經常因上學與否和您爭執

☆ 計分方式：『第四部份，每個選項2分；其他部分，每個選項1
分』，總分分為0分、1-5分、6-10分、11-20分、21-25分
★ 0分---無風：持續穩定親子關係，並肯定孩子在學習上的成就，
共同與孩子一起解決生活與學習的困境。
★ 1-5分---微風：孩子可能面臨學習困境或同儕交友問題。可以透
過主動關心，了解孩子的想法，鼓勵孩子早日回到學校穩定就
學。
★ 6-10分---清風：除積極關心外，教導孩子具有正確的學習態
度，發掘孩子的優勢，給予肯定和鼓勵，建立其自信心與自
我價值感，引導其復學與穩定的作息。
★ 11-20分---強風：這時孩子需要一位「生活模範者」，學習
正向的價值觀；家長可反思在管教上的限制，並提供不同學
習管道讓孩子抉擇，增加親子相處與溝通的機會，讓親子關
係加溫。
★ 21-25分---颶風：此時您要更多的能量及耐心與孩子相處，以
不放棄的態度與孩子一起解決問題。若仍無法改善，建議可以
主動求助各少年輔導單位，如臺北市各區的少年輔導組，一起改
善孩子就學不穩定的問題。

交友情形

學校適應

1. 經常與中輟同儕相邀出遊
2. 經常參加廟會陣頭活動
3. 經常與有觸法行為之人相處
4. 經常與異性密友約會
5. 經常結交不明網友

風力觀測站
服務類別
協尋服務

1. 經常遲到
2. 經常曠課
3. 經常被同學欺負
4. 經常受校規處分
5. 經常與老師發生衝突
（如惡言相向）

◎文／萬華少輔組賴芳渏

服務單位

連絡電話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02)2346758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各區少輔組

(02)23467585

臺北張老師中心

諮商專線:(02)27166180
行政專線:(02)27172990

經濟扶助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02)27221839
(02)27256972∼4

醫療與心理衛生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
生中心

(02)33936779

親職教育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諮商專線:(02)25419981
行政專線:(02)25419690

行為輔導

「終輟」防風林∼〝四要〞百寶箱

◎文／萬華少輔組張佳欣

當不安、責罵孩子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親愛的孩子逐漸對學校產生抗拒，不想去學校的時候，甚至最後被通報中輟，身為家長的我們除了焦慮

就我們實務社工人員處理少年朋友及其家長在面對「中輟」時，孩子希望父母可以持有的態度及家長在面臨孩子
學業上不順遂時良好的處理方式，提供「四要」百寶箱〝撇步〞讓關心孩子的家長做參考喔！
1.要〝主動觀察〞：當孩子回到家時，心情不佳已累積許多天，容易易怒、突然對生活許多事不感興趣等，做為家
長的我們，要開始隨時注意觀察孩子與平常不一樣的變化。
2.要〝細心詢問〞：若孩子在學校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影響上學的狀態，這時孩子心中可能有許多的矛盾與擔憂的事
情，但又剛好面臨到青春期情緒起伏不定的心情所影響，家長的關懷詢問就需要特別的小心謹慎，以免讓孩子認為
父母的擔憂是在苛責自己。
3.要〝有積極態度〞：面對孩子發生中輟後，家長儘量先不責備孩子，可先告訴孩子做為家長知悉孩子中輟的感受，並讓
孩子了解父母是關懷孩子的，願意與之一同解決問題，讓孩子有被同理的感覺。
4.要〝共同討論〞：孩子中輟後，除了上述先了解、關懷孩子中輟原因的步驟後，後續在學校方面就需著手辦理復學手續。家長
可與孩子討論復學後的心情調適，面對師長、同學的態度該如何因應，讓孩子做好心理調適，重拾返校就學的準備。
孩子在就學過程中，難免會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影響就學狀況，我們無法隨時陪伴在孩子身邊保護他、照顧他，所以需要經常關懷、注意孩子
的言行是否與平常不一樣；倘若孩子遇到令人困擾的事，可先表達關懷之意，願意與之解決問題，未來若再發生類似事件，孩子就會主動與父母討論、
分享，親子關係距離更能拉近，孩子也能從中學習到解決問題方法，未來成長更順暢，中輟因此就能「終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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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自己 一“輟”再“錯”-- 拒絕與中輟劃上等號
◎文／內湖少輔組王文惠、廖瑋琳

你上學的時候有以下狀況嗎？猜猜看後續可能會發生哪些事情呢？

★ 老師總是看我不順眼

不

★ 同學不喜歡我

蹺家，住在朋友家

寄住在男友家，懷孕了

結果：A

躲在家裡玩電腦

因為好奇心而使用毒品

結果：B

認識傳聞中的大哥

變成宅男，一事無成

結果：C

流連於網咖及撞球
場等不良場所

大哥要求幫忙打架

結果：D

想

★ 上課內容聽不懂

上

★ 玩電腦到天亮，上學

學

好想睡覺
★ 學校制服好俗，我想
打扮的更帥、更正

☆ 你一定要暸解的結果…
結果A：不知道如何面對懷孕及撫養孩子等重大人生課題；況且雙方可能觸及妨害性自主罪，最嚴重要關十年喔！
結果B：使用毒品除了危害自己的健康之外，也觸犯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最高可處以死刑，超恐怖的。
結果C：長期當宅男，除了會不知道如何與外界互動之外，也可能讓自己有網路成癮等相關精神、心理疾病，你一
定要知道。
結果D：與人打架，除了傷害對方之外，也讓自己有被傷害的機會；另外觸及傷害罪：可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讓自己的大好青春白白浪費掉，還有…還有想當大哥？沒這麼
容易！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中，其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台幣二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所以呀！要輟學前還是得要好好的想一想
唷！

中輟對於少年的影響
1.容易發生觸法行為：中輟學生無所事事、四處遊蕩，容
易被幫派分子利用，從事不法行為，加上中輟少年正是
容易衝動的年紀，容易因為在外流連時間過長而與人發
生衝突導致傷害等觸法行為發生。
2.成為就業市場中的弱勢力：中輟學生因未滿法定就業年
齡，無一技之長，很難謀求一份工作。中輟生所從事的
工作，容易被利誘從事非法工作，或是工作條件惡劣，
而遭剝削。
3.容易接收到錯誤的價值觀：學校以外的複雜人際關係，
可能會讓少年們接受到錯誤且負面的價值觀，且也可能
讓少年們學習錯誤的社交技巧；另外，可能必須面對困
難的兩性問題或是未婚懷孕等棘手的情形。

給少年的建議
1.嘗試溝通：當發現學校的生活難以適應，可以試著告
訴父母親或是與輔導室老師，一起討論可行的解決
方法，每一行政區都有少輔組，少年朋友們也
可以到少輔組找大哥、大姊們討論唷！
2.勇於拒絕：當你的好朋友向你邀約蹺課或是
去做不好的事情時，可以婉轉找藉口拒絕，千萬
不要為了義氣相挺，而讓自己有了觸法行為發生。
3.多花時間觀察自己的優點：學校除了知識的學習更是品格的養成
的場所，成績並非代表一切，找出自己的優點，在學校中發揮出
來，也一樣有亮眼的表現。
4.培養正向的舒壓活動：能夠擁有正向的舒壓管道，可以減輕對於
就學的壓力，練習正向問題解決方法，才能避免因為輟學而接踵
而來的問題及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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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電索閱或至http://jad.tcpd.gov.tw上網瀏覽，索刊專線：27599996；如有其他意見亦歡迎來電或上網告知！

溫 馨 情

其實，緣份從這裡開始⋯
◎文／內湖分局港墘派出所警員吳欣鴻

跟

少輔組的緣份結的很早，初調任內湖時，協助支援少輔組活動，
透過活動讓我有機會與少年們接觸及互動；會跟少輔組有較多互
動的少年，大多是比較需要輔導或者是說不論是在課業上或生活上比較需
要關心的少年，在多年的警察工作裡，總是習慣以工作的角度去看少年，
也因為工作上接觸的多是問題較多的少年，心態上其實是排斥與少年相處
的，總覺得他們怎麼會這麼不聽話、怎麼會這麼皮，卻忘記自己也曾經年
輕過，也走過一樣的路。
然而在活動的過程中，陪著少年們歡笑，讓我跟少年有了許多溝通
的機會，也讓我發現，現在跟少年相處的方式跟以往是有很大的不同，以
前總是覺得少年不過就是唸書當個乖學生，然而在社會開放進步之下，少
年們的世界跟大人的世界已經沒有差別，大人有的煩惱，少年也一樣會
有。再加上父母親有的是嚴加管教、有的是疏於管教、有的則是自顧不暇

社區交流道

過去的我

過念又愛管，加上朋友的關係，常會邀約我一起跟他們去一些是非
去的我非常叛逆，根本聽不進去爸媽、老師說的話，因為他們碎

之地，例如：網咖、撞球間、夜店等，所以愛玩的我選擇蹺家和蹺課，不
顧爸媽、老師的擔心，漸漸的我往糊塗之路走；一開始真的覺得很好玩，
去到什麼地方都不愁吃不愁穿，以為有朋友可以照顧我，所以當時的我根
本沒有想回家的念頭。
某一天因為厭倦了在外頭一直走路，碰巧在半夜的小巷裡，看到一輛
摩托車的鑰匙沒拔，一時起了歹念，沒有顧慮到太多而把車騎走，沒想到
因為這樣進了少觀所，當時我想要回頭，但已經來不及了。在少觀所裡，
我想了很久，心裡想著，我絕對不要再來這種地方，所以我決定要好好聽
爸媽、老師的建議，加上當時有少輔組的社工姊姊和觀護人不斷的糾正我

有獎徵答
親愛的讀者：
看完本期的內容，回答下列
問題，於99年3月22日前傳真
至（02）2346-7545，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信義
路5段180號9樓「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收，我
們將抽出10名回答正確的讀者，贈送精美禮物一
份，提醒您個人資料與答案需填寫完整及正確，以
免影響您的抽獎資格喔！
（ ）1. 受到不良同儕之煽動與引誘，是中輟的可
能原因之一。
（ ）2. 連續五天無故未到校，就是中輟。
（ ）3. 發現學校的生活難以適應，可以試著告訴
你的父母親或是與輔導室老師討論。
（ ）4. 家長在面對孩子「中輟」時，要主動觀
察、細心詢問、有積極態度以及共同討論

；種種的情況，也衍生出許多少年不同的面向，無法統一而論。所以有的
少年用外放來保護自己，有的少年卻選擇高築心牆，這些都需要耐心跟愛
心來跟他們溝通。最重要的是尊重少年的想法，在相處之中嘗試用少年的
角度看事情，再提供少年不一樣的想法跟作法；在這過程中除了能夠幫助
少年，相對的其實也幫助自己成長。回到工作崗位上，處理有關少年的事
件，同事偶爾會好奇詢問為什麼我總是能跟少年溝通，我想這是跟少輔組
合作活動帶給我最大的收穫吧。
很高興在警察的生涯中能夠有這麼不一樣
的體驗，也期許自己在工作崗位上能夠有機會
與少輔組繼續合作，共同陪伴少年。那將會是
我很快樂的事情。

◎文／少年阿中

往正途走，好不容易才又讓我回到正確的軌道
上，且爸媽的刻板觀念也為了我改變許多，讓我
們的親子關係變的更好，家讓我覺得很溫暖，不
再是我不想回去的地方。
現在的我是三位董事長的助理，而我不再覺得這樣穩定
的生活不好過，反而覺得以前的生活怎麼會如此艱苦，盲從的跟
隨朋友去任何地方，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也不覺得外面的生活會比
現在更好、更快樂。現在走在正途之路的我輕鬆又自在，靠自己的努力賺
錢，學會更珍惜工作的每一刻及自己賺的每一分錢，住在家裡不用煩惱吃
住問題，與父母相處融洽，這樣的生活反而越過越快樂，我想，這才是16
歲的我該走的路。

好 康 報 報

「少年問題More法通」
∼協助您面對少年問題的萬用寶典！！

歡迎來電踴躍索取…
面對e世代青少年，血氣方剛，心性未定，抱著「年輕
就是本錢」、「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想法行事，一
旦涉法，輕則人生留下污點、重則毀掉大好前程，對此作
為青少年父母、老師，實有事先預防輔導之必要。
本手冊作為青少年家長、學校訓輔人員及執法同
仁面對少年問題之工具書，內容以Q&A方式回答青春
少年困惑問題，作為法令宣導及親職問題溝通橋樑，讓
青少年朋友及家長、老師不再對於生硬法條完全無知，
從簡淺文字中對於法律規定有初步了解，並時時提醒，避
免誤觸法網。歡迎大家踴躍索取。

等四要。
（ ）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可以提供中
輟失蹤少年的協尋。
請留下您的姓名、聯絡電話、地址：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140期有獎徵答正確解答：
1.（○）2.（×）3.（○）4.（○）5.（×）

徵 稿 啟 示 ～就是你！！
1.徵稿對象：臺北市的少年、家長、學校人員、鄰里長、分局、派出所及社區相關資源單位等。
2.徵稿內容：少年相關議題、少年工作經驗、親子互動分享。
3.字數：300至600字。
4.文章凡獲入選，將致贈圖書禮券與精美獎品喔！
（投稿請寄：11080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80號9樓－少輔簡訊收；來信請附真實姓名、地址、聯
絡電話；稿件經入選，本隊擁有刪修及版權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