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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廣泛且深入地瞭解高雄市中途離校學生之現況、離校歷程及其原因、離

校後之生活，以及現行輔導制度下所面臨的困境，俾利精進中途離校學生預防

及輔導策略，本研究檢視研究文獻，藉由深入訪談具中途離校經驗之學生 10

名，以中離學生角度出發了解其需求、離校後生活經驗以及未來生涯之規劃。

依據訪談結果編製問卷，針對高雄市具中途離校經驗之復學生與未復學生 520

名進行問卷調查。此外，本研究最後透過焦點團體座談，綜合專家學者及第一

線輔導人員之經驗與看法，瞭解現況下中途離校學生追蹤輔導之現況、方案、

困境及解決之對策。 

研究發現中途離校的成因具有多元且複雜性，而身心健康狀態、課業壓力

及學習志趣的不相符、校園生活的不適應與經濟與交通的不便尤為關鍵。中途

離校決定乃是一段時間累積負面因素後做出的決定，惟中途離校對於學生而言

不一定全然是負面效應。另一方面，對學校之歸屬感與受肯定為學生穩定就學

的重要因素。此外，有關可供協助的資訊與方案宣導略顯不足，亦缺乏對離校

安排及生涯規劃的積極輔導。而離校期間工作因自身條件的限制亦恐面臨困境

與壓迫，因此需要更廣泛且深入的協助。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建議將實際輔導案例分享納入教師增能研習及

師資培育課程，強化教師覺察學生生活適應不良、課業學習不佳與家庭重大變

故等危險因子之能力，並協助學生融入校園生活。另外，透過教育局綜整校內

外現有資源，促進各校資源共享及有效運用，並積極與各大專院校相關輔導教

育系所合作，以解決輔導人力不足的燃眉之急。第三，將中途離校學生離校後

的生涯規劃納入協助重點，並於復學後協助調整生活作息。第四，提供中途離

校學生勞動就業法規知識及可用資源，以充實其勞動知識。第五，落實轉銜機

制，使輔導人員得以充分掌握學生狀況。最後，依據高雄市現有資源與狀況，

編製分別可供學生與教職員參考之標準指導手冊。 

關鍵字：中途離校、離校成因、離校經驗、預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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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ain a broad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rop-outs in Kaohsiung City, the course and reason for leaving school, life after 

leaving school, and the plights faced under the existing counseling system, and 

improve the prevention and counseling strategies targeting drop-outs, this study 

examined various literatur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0 students who all 

dropped out of school and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drop-ou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students’ needs, life experiences after leaving school, and future career planning were 

learned. Based on the interview results, a questionnaire was formula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target 520 readmitted students in Kaohsiung 

City with drop-out experience and students not readmitted. In addition, through a 

focus group discussion, the experiences and viewpoints of experts, scholars, and 

front-line counselors we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rop-outs, tracking and counseling of drop-outs, the plans, plights, and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asons for leaving school are diverse and complex.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academic pressures, mismatched learning interests, 

campus life inadaptability, and economic and traffic inconvenience are particularly 

crucial. The decision to drop out is a decision made considering the negative factors 

accumulated over a period of time. As far as students are concerned, the decision to 

drop out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only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ness and recogni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students’ stable schooling. Additionally, assistive information and plan advocacy 

remain inadequate. School-leaving arrangements and career planning-related 

counseling remain scarce. Limited by one’s own qualities, plights and persecution at 

work after leaving school are feared to be inevitable. Therefore, more extensive and 

more in-depth assistance i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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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actual counseling cases be 

shar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teacher empowerment workshops and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This will strengthen teachers’ ability to detect students’ life inadaptability, 

poor academic learning, major family changes, and other risk factors, thereby 

assisting them to blend in campus life. In addition, the existing on-campus and off-

campus resources have been integra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resource sharing and effective use among schools. It has also actively cooperated with 

related departments of counseling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essing issue of staffing shortages. Thirdly, incorporate the career planning 

for drop-outs after leaving school as a focus of assistance, assisting them to adjust 

their routine after re-admission. Fourthly, provide drop-outs with labor and 

employment regulations-related knowledge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ir 

labor knowledge. Fifthly, implement the transition mechanism to enable counselors to 

fully grasp a student's status. Finally, based on Kaohsiung City’s existing resources 

and situation, prepare a standard instruction manual for reference by students and 

faculty. 

 

Keywords: drop-out, reason for leaving school, school-leaving experience, 

prevention,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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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主旨 

一、 研究背景和動機 

學生中途離開學校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除了其受教育中斷以外，離

校後生活脫離了學校的正當規範，隱藏在社會各個角落，就像一支火柴，隨時

都有被引燃成為危害社會的火苗（林興根，2009）。依據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出版

的《中華民國 108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9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針對司法處

理階段的少年就業情形進行分析，108 年交付保護處分 7,829 人中，輟學未就

業有 1,362 人；刑事案件 236 人當中，輟學未就業有 78 人；虞犯/曝險少年 

638 人中，輟學未就業有 179 人，由上述統計資料可以看出，實際發生的許多

少年犯罪案件，其加害人或被害人，均係輟學生身分，或曾有輟學之經驗(鄧煌

發，2000)，學生在應接受學校教育的階段，離開校園向外尋求，不管是心靈上

的支持或是金錢來源，很可能就因此加入不良組織或是結交不良友伴，偏差友

伴亦是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Scott, J. E.，1989；Sampson & Laub，1993)，影響

日後所做的抉擇。多項研究亦證實中輟行為與青少年犯罪間具關聯性(吳芝儀，

2000；楊士隆、吳芝儀、董旭英、林獻情，2003；宋宥賢，2017)，因此，學生

中途離校之議題非常值得被關注。 

學生中途離校依照教育階段又可分為兩類，根據「高級中等學校穩定就學

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要點」定義，學生未經請假、請假未獲准或不明

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或是休學者則可定義為中途離校，國中小階段

學生中途離校稱為「中輟生」，高中職階段則被列為「中離生」。國中小階段

屬義務教育，學生中途離校相關處遇依據《強迫入學條例》執行，若 6 歲至 15

歲之國民中小學校學生有中途離校情形者，強迫入學委員會必須協助學生復

學，家長亦須配合執行，否則須負相關罰則，此外，《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

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亦明定許多提供中輟學生穩定就學

之作法，包括通報及多元教育輔導措施（慈暉班、資源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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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在學校教師以及各單位的努力下，國中小中輟生的人數除了逐年減少

外，復學率亦上升，108 學年復學率更達到 86.88％，漸漸顯露出成果。 

然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中離生，雖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範疇，但實際

上相關處遇辦法並無強制力。《高級中等學校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

制實施要點》和《學生輔導法》雖敘明學校應辦理中途離校、長期缺課或其他

有輔導需求學生之追蹤及輔導事項，協助學生穩定就學，但相關處遇辦法卻欠

缺明確授權依據。此外，高級中等學校依照其設立主體不同，管轄之主管單位

分屬教育局或教育部國教署，不同單位管理方式和強度不一，使得中離生輔導

與關懷不夠到位。綜合上述因素，使得中離生復學只能靠校方苦口婆心勸說，

鼓勵返校，執行上有其困難性，成效也十分有限。根據統計資料（教育部，

2020），107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階段學生休學者有 16,079 人，另又有 11,301

人放棄學籍，也就是說全國中離生逾 2 萬人，當中屬失學又失業的「雙失」族

群更高達 7 成 7。相較於國民義務教育的中輟生輔導機制幾近完善，中離學生

人數眾多，但相關復學機制和輔導措施以及研究探討都相當缺乏，因此有必要

針對高中中離生成因、中離學生的需求以及追蹤輔導方案做討論，學校以及社

會可以如何來協助這群離開學校的青少年，使其重新回歸校園，中離學生相關

輔導策略的探討確有其必要。 

特別是 2021 年初發生於高雄市鳳山地區的學生霸凌事件，參與此事件九人

且皆為青少年，年紀最小的是 16 歲，年紀最大的也僅 19 歲，除一名已成年，

其餘都未成年且多名都已休學，屬於中離生。此事件引起社會各方關注，更加

凸顯中離學生議題的重要，值得各界關注。新聞報導及媒體摘述如下： 

【記者黃旭磊／高雄報導】 

全案為一高職女生遭 9 名男女集體霸凌，不僅遭黑衣男、帽 T 女摑

掌 9 下，還遭不明黃色飲料澆頭，被害人親友 po 出 56 秒影片震驚

社會，高市教育局及警方查出，被害人借宿帶走衣物，賠款 3 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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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還不夠，對方竟糾眾霸凌洩憤。 

施暴男嫌曾於臉書社團敘述經過，男嫌表示，「⋯⋯那個女生偷了我

們東西，已經一年沒還了⋯⋯我打她是因為我幫我女友打的⋯⋯」。 

全案引發社會震驚，被害人家長已經提告，暴行涉及恐嚇、傷害及

公然侮辱等罪嫌，其中恐嚇為公訴罪。【2021 年 2 月 5 日自由時

報】 

 

此新聞發生後引起社會震驚，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應在學校上課的青少年

男女，卻成為遊蕩於校園外無所適從的個體，彼此聚集並成為使用暴力的加害

人。此外，事件後又衍生另一起暴力事件。網友要求在霸凌影片第一個動手的

黃姓少年對被害者父女道歉，相約出來後，卻是動用私刑，黃男遭圍毆痛打導

致他右手肘、無名指骨折、頭部擦傷。警方後續調查發現參與者約 20 多人，當

中亦有多名中途離校學生，過去並不相識，僅透過網路邀約使用暴力執行其所

謂的正義，由上述事件可看出青少年在處理衝突或是判斷是非對錯時容易受同

儕友伴影響，而做出不成熟的決定(Akers，2009)，社會上所發生的中輟學生事

件，中輟生似乎都扮演加害於人的行為主體（鄧煌發，2000）。若在此階段，

沒有良好和正確的引導，則容易發生加害於人的行為或是發生無法挽回的憾

事，青少年偏差行為或犯罪有更高的比例會延續到未來，成為成年犯罪者（楊

士隆、程敬閏，2001；吳芝儀，2003；Steinberg,Blatt-Eisengart, & Cauffman, 

2006）。因此，如何追蹤中離生使其回到校園繼續接受教育，減少其在外遊蕩

之機會，回歸正常的生活是當務之急。 

有鑒於上述案件，本研究以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含附設進修部）中途離校未結案學生為研究對象，深入了解目前高雄市中離

學生之現況、探討其背後成因及其需求，以及目前執行之預防和輔導方案的現

況和困境，研究結果將作為完備後續輔導和預防方案之建議和參考。 



4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 探討高雄地區中途離校學生之現況、離校原因及需求、離校後的生活

情況、生涯規劃以及期待被協助之事項。 

(二) 分析目前高雄地區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及預防方案實施現況與困境。 

(三) 根據研究結果，擬定改善之建議，提供高中職及教育局等相關單位做

為完善中離學生服務方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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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因上述研究背景所述，中離生議題須要被多加關注，再加上近日來發生許

多起與中離學生相關的社會案件，更加凸顯了該議題的急迫性。本研究之文獻

探討將從全國性中輟中離相關文獻及數據分析，聚焦到以高雄市公私立高中職

之中離生重點學校為案例，進行關於中離生輔導現況之深入研究與探討，以期

了解中離學生之基本資料、離校原因、離校後生活經驗以及輔導需求。 

然而，因目前對於中途輟學以及中途離校的相關研究數量相差甚多，且大

多聚焦在針對國中小中輟學生上，較少針對高中職中途離校學生進行的研究，

故本文獻回顧所探討的文獻將以與中輟生議題相關的文獻為主、中離為輔。 

一、 中途輟學相關文獻回顧 

(一) 中輟概況分析 

國中小學生中途輟學的成因、輔導措施、對策以及成效一直以來都是學界

與實務界關注的焦點，其重視程度可從「零中輟」的目標即可了解，如表 2-1

所示，目前國中小中輟比率從 103 學年度起已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從 103 學年

度的 0.21％下降至 108 學年度的 0.17％，且復學率亦有逐漸上升趨勢，由此可

知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與國中小中輟學生相關的議題有日漸改善的現象。 

 

表 2- 1 103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國中小學生輟學率及復學率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輟學人數 4214 3934 3446 3134 3137 3086 

該學年輟學率 0.21% 0.2% 0.19% 0.18% 0.18% 0.17% 

復學人數 3638 3373 2922 2690 2657 2681 

該學年復學率 86.33% 85.74% 84.79% 85.83% 84.70% 86.88%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0)。教育統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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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中輟議題受到較多關注的原因之一，可能與國中小階段是義務教育

有關，因為過去有相關法律之規定，使學生回歸校園為當務之急；高中職階段

目前是屬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範疇，由於中離生是否回到學校並無強制規

定，故在追蹤輔導上有諸多困難之處。另外，近年來發現青少年犯罪年齡多為

高中職階段之青少年，顯示目前對於中離生族群之輔導處遇是須要被重視的議

題之一。 

 

(二) 中輟成因 

許多學者皆將中輟成因分為個人、家庭、學校以及社會因素（吳芝儀，

2000；吳宜真，2013；吳姿樺，2019；周愫嫻、張耀中，2005；陳嘉雯，

2008；陳白汶，2012；許舜賢，2015；劉治忠，2003），以下針對中途離校及

輟學相關的文獻進行回顧及整理： 

1. 個人因素 

陳嘉雯(2008)從國內外眾多文獻中整理出個人因素之定義及內涵，是指學

生因生理、心理、認知、人格等易導致學生產生中輟的因素，常被提及的項目

有自我概念低、自我期望低、缺乏學習動機、好逸惡勞、退縮逃避與衝動性

格。吳芝儀(2000)提到學生中途離校的個人因素分為生理與心理因素，生理因

素包含性別、年齡、種族、健康狀況、懷孕與藥物濫用等；心理因素包含低自

我肯定、缺乏學習動機等。 

青少年個體因生理或心理因素造成迷失與偏差行為，個體在與外在環境產

生交互作用時，個人的人格特質也會決定是否會受影響。其中包括：青少年時

期的迷失，對網路成癮、對非行文化、價值觀和兩性觀念的迷失；因生理疾病

或心智障礙、懷孕因素；心理上低自我概念及低自尊、缺乏正向角色建構、混

淆的價值觀、疏離感，以及意志力薄弱缺乏自我實現的期望。 

影響中輟的個人因素包含：生活作息不正常、學業成就低落、對學科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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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意外傷害或罹患重大疾病、智能不足、精神異常和身體殘障等。根據表 2-2

教育部全國中輟統計數據分析(2020)資料顯示，106、107 以及 108 學年度的中

輟學生的輟學成因最高者皆為個人因素，且都超過 50%以上。 

 

表 2-2 106學年度至 108學年度中輟學生類別與輟學原因比率 

學年度 

輟學原因 

個人 家庭 學校 社會 其他 

106 

人數 1655 776 317 3316 70 

比率 52.81% 24.76% 10.11% 10.08% 2.23% 

107 

人數 1656 707 322 380 71 

比率 52.81% 22.54% 10.27% 12.12% 2.26% 

108 

人數 1704 675 289 363 55 

比率 55.22% 21.87% 9.36% 11.76% 1.78% 

資料來源：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取自

https://reurl.cc/e9bG9W。 

 

陳白汶(2012)提到學生作息不正常的可能原因包含受父母或監護人職業或不

良生活習性影響、沉迷網路遊戲而熬夜，上述原因導致學生容易遲到與缺席，

而不健康的作息也可能導致學生學習力下降，使得學業成就低落。近年來隨著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青少年更容易因為使用手機而熬夜，加劇生活作息不正常

的情況。如表 2-3 所示，生活作息不正常導致中輟的比例三年來皆是最高，且

高達七成以上，可以見得對於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而言，穩定的作息對於學

習有著重大的影響，一分面也表現出父母的管教是否對於青少年具有約束力，

或是放任青少年的生活作息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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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中輟成因個人因素內涵分析 

個人因素內涵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生活作息不正常 73.72% 73.13% 75.12% 

其他個人因素 19.03% 19.26% 17.02% 

精神或心理疾病 4.23% 5.19% 5.28% 

觸犯刑責罰法律 1.57% 1.39% 1.76% 

智能不足 0.66% 0.36% 0.41% 

肢體殘障或重大疾病 0.42% 0.24% 0.23% 

懷孕生子或結婚 0.12% 0.24% 0.06% 

遭受性侵害 0.12% 0.18% 0.06% 

從事性交易 0.12% 0.00% 0.06% 

資料來源：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取自

https://reurl.cc/e9bG9W。 

 

相較於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則是個人受自我概念影響其對自我認知、行

為、自信心、自尊的不足，其人格特質容易產生逃避心理，而造成中輟。而亦

有學者提出當學生的心理特質有自卑、退縮、焦慮、沮喪、長期情緒困擾、注

意力不集中、負向的價值觀、壓力容忍度較低以及與人互動關係欠佳時，遇到

課業壓力時容易選擇逃避，進而產生負面情緒，最終導致中途輟學。劉治忠

（2003）談到中輟學生在心理行為上會有的表徵包括：缺乏正向情緒體驗、認

知扭曲、人際／社會依賴、自我感的掌握低，許多中輟學生不斷的經驗內在挫

敗以及社會給予的負向信念。亦有研究顯示中輟生之所以會選擇中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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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自我概念或是適應能力及挫折忍受力的不足，容易使其產生逃避心理，

而選擇自暴自棄的中輟行為。正如吳芝儀(2000)的研究顯示，中輟少年充滿挫

折的經驗，容易使其將自我形象定位在「壞學生」，以至於產生負向的自我概

念、自暴自棄心理而輟學。 

長期的學業成就低落容易導致學生陷入無助感，進而對學校生活產生無

趣、反感等想法。另外，在升學主義的觀念下，學生也容易在潛移默化之下認

同「成績能夠代表一個人」的價值觀念，因此對於在學業上無法取得成就的學

生而言，容易導致自我價值感低落、低自尊的心理狀態，此時若學生感覺只有

在校外才能夠感受到自己的價值以及他人的肯定，就更加提升學生中輟的可能

性。 

2. 家庭因素 

陳嘉雯(2008)根據國內外文獻整理出家庭因素之定義與內涵，是指涵蓋與

學生家庭有關的不利人際關係、生活安定條件與受教養方式等易導致學生中輟

之危險因子，主要有家庭結構不全、父母失和、父母收入低、父母關係不和

諧、父母之間凝聚力低、受到父母較多疏忽情形、父母不關心、缺乏管教、父

母期望過高、責罰嚴格、父母管教不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與家人關係

不良等。 

家庭對於青少年而言有著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其中一個原因是青少年正在

自我分化的過程，同時也在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而在這動盪的階

段擁有一個功能良善的家庭系統是非常重要的。吳芝儀(2000)提到從家庭系統

理論觀點來看，青少年的中途輟學行為可能是在反映整個家庭系統壓力之信

號，亦是為了穩定家庭平衡的一種適應性行為，藉由輟學行為減輕或調節家庭

的壓力，同時也將家庭因素分為家庭結構改變、親子關係不良、父母管教方式

不當、手足關係疏離以及家庭社經地位低落。 

家庭和父母常是教育工作者視為學生主要問題的歸因。其中包括：家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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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不正常，父母離婚或父母一方逝世、隔代教養；親子關係不良，父母管教方

式不當、父母對孩子期望太高、缺乏管教或缺乏良好的溝通管道與時間、手足

關係疏離；家庭社經地位低落，家庭經濟困難、經濟不景氣造成的父母失業及

低收入、生活受經濟壓力帶來的不愉快；家庭環境不良，家中成員有藥物濫

用、暴力犯罪、家庭暴力、心理異常、色情交易等不當行為。當家庭系統發生

改變時，容易影響青少年的穩定及青少年對家庭的依附關係，而導致青少年對

學校教育的不良適應行為。 

根據表 2-4 的統計資料顯示，其他家庭因素、受到父母或監護人職業或不

良生活習性影響以及父母或監護人管教失當分別為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的

家庭因素前三名，且總和皆佔了超過 60%，可以得知若是家庭成員並未給予青

少年足夠的關懷，或甚至是給予不好的學習榜樣則容易使青少年選擇中輟，另

外是往往這樣的高風險家庭的監護人也會忽略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可能不會

積極的配合學校或是社工師的協助，促使中輟生回歸校園，也使得中輟輔導工

作更加困難。 

 

表 2- 4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中輟成因家庭因素內涵分析 

家庭因素內涵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其他家庭因素 22.29% 23.76% 26.52% 

受父母或監護人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 20.88% 18.53% 21.63% 

父母或監護人管教失當 21.13% 21.78% 21.04% 

親屬失和 8.76% 9.05% 8.74% 

需照顧家人 1.93% 1.56% 1.93% 

父母或監護人去世 1.93% 0.85% 1.93% 

居家交通不方便 2.45% 2.40% 1.19% 

父母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 2.06% 1.98% 1.04% 

父母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0.39% 0.28% 0.59% 

資料來源：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取自 https://reurl.cc/e9bG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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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父母的管教方式方面而言，當管教過於放任或疏於管教時，容易使學生

感到父母的漠不關心；而管教過於嚴厲，會讓學生感到不被信任，上述兩種截

然不同的管教方式，都可能使學生對學習產生消極的態度、無心學習（陳白

汶，2012）。 

吳姿樺（2019）表示許多個案有父母離婚重組家庭、或隔代教養等家庭特

徵；許舜賢（2015）亦提到在學童的成長過程中，家庭結構的「變動」也是一

個影響中輟的重要因素。如表 2-5 教育部全國中輟統計數據分析(2020)資料顯

示，106、107 以及 108 學年度的中輟學生皆將近 60%是來自單親家庭，由此可

知不穩定的家庭結構也是使青少年中途輟學的原因。 

 

表 2- 5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中輟學生背景與身分比率 

學年度 

背景 

雙親 單親 失親 

106 

人數 1207 1868 59 

比率 38.57% 59.60% 1.88% 

107 

人數 1233 1846 58 

比率 39.31% 58.85% 1.85% 

108 

人數 1169 1849 68 

比率 37.88% 59.92% 2.20% 

資料來源：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取自

https://reurl.cc/e9bG9W。 

 

近年來離婚率逐年上升，單親家庭的數量增多，單親家長為了養家活口而

疲於奔命，可能使得與孩子的互動減少，使得孩子感受不到關愛，因此經濟問

題也是一個影響學生中輟的原因，可能是因家長的要求而外出打工，也可能是

因為學生認為待在學校還不如打工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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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不論是管教方式或是家庭結構，影響學生中輟的原因仍是家庭

氣氛以及緊密程度，不論是單親家庭、重組家庭或是新住民家庭等，若是能夠

營造一個有利學生成長的氛圍以及環境，仍是可以鼓勵學生學習或是發展出良

好的適應能力，使得中輟的可能性減少。 

3. 學校因素 

陳嘉雯(2008)根據國內外文獻整理出學校因素之定義與內涵，是指學生在

學校中與學習有關的不利結果、人際互動或其他有關現象等易導致學生中輟之

危險因子，主要的項目有考試壓力大、學業成就低落、學習表現差、師生關係

不佳、跟不上進度、對課業無興趣、同學疏離、同儕關係不佳、受同學排斥與

欺壓、教師責罰、學校管理嚴格、受校內不良同學的引誘等。吳芝儀(2000)將

學校層面因素分為學業成績低落、操行成績不佳、師生關係不良、中途輟學之

社會或同儕因素；根據差異接觸理論之觀點，偏差或犯罪行為的發生是透過與

違反社會規範者的接觸而習得，學習的內容包含犯罪技巧、犯罪動機、趨利、

態度以及合理化犯罪行為等，可以得知不良友伴對於青少年的影響巨大(Scott, 

1989；Sampson & Laub，1993)。 

學校是在家庭之外的主要學習環境，學生在此若無法滿足其需求，也會造

成學生離校。其中包括：升學主義為導向的迷失、師生互動關係的不良、缺乏

多元化與適性化的教育方式、對課程沒興趣、找不到學習重心、同學的疏離或

受到同學的欺凌、義務教育對學生缺乏約束力、有轉學的經驗、缺乏對學校的

認同感。如表 2-6 所示，超過七成的學生中輟的學校因素為對學校生活不感興

趣，由此可知，若學校教育可以更注重個別差異，透過了解學生的需求給予幫

助，或是增加學生在校的成功經驗、提升參與動機，就有機會減少學生選擇中

輟的想法及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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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中輟成因學校因素內涵分析 

學校因素內涵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對學校生活不感興趣 71.61% 73.29% 76.12% 

缺曠課太多 17.35% 17.39% 15.57% 

對同儕關係不佳 3.47% 4.04% 3.46% 

不適應學校課程、考試壓力過重 4.73% 2.48% 2.42% 

其他學校因素 1.26% 1.86% 1.73% 

觸犯校規 0.63% 0.62% 0.00% 

師生關係不佳、教師管教不當 0.95% 0.31% 0.00% 

受同學欺壓不敢上學 0.00% 0.00% 0.00% 

資料來源：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取自

https://reurl.cc/e9bG9W。 

 

前文提及因升學主義影響，導致學生及教師常把成績與個人價值劃上等號，

可以得知學業成就對於學生中輟有著重大影響，而學業表現與學習興趣和動機也

有所關聯；另外，校園生活中讓青少年特別在意的是人際關係，不論是與同學的

互動或是與教師的關係亦都會影響學生對於學校的感受。 

在人際關係的部分，陳白汶（2012）的研究結果顯示有些學生出現問題行為

後遭到師長的標籤化對待，師生衝突導致學生開始翹課後跟不上課業進度，進而

失去就學興趣，同時也因在校內無法建立良好的同儕關係、難以融入班級生活、

對學校也無歸屬感，最終產生從校外生活學找樂趣的想法。 

根據上述的論點可知，若是學生對校園生活感到無趣、不知道學習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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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缺乏成就感，再加上沒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作為將學生留在校園裡的動力，更

甚是他們在校外生活中感受到接納以及自我價值感，學生就極有可能選擇中途輟

學、加入校外的團體。 

4. 社會因素 

陳嘉雯(2008)根據國內外文獻整理出社會因素之定義與內涵，指的是學生所

處的不利社會環境或社區條件，這些危險因子易導致學生中輟，主要項目有受不

良同儕影響或引誘、經常出入不良場所、受校外不良朋友引誘、參加幫派或青少

年組織、社區缺乏支持系統等。 

社會是大環境，整體社會變遷和社會不良現象也會影響孩子的學習。其中包

括：扭曲的社會價值觀、社會文化不利因素、受不良娛樂場所誘惑、受黑社會不

良幫派的吸收、傳播媒體內容缺乏淨化等。青少年逐漸成長追求自主，社會和同

儕的影響力會大幅增加。表 2-7 資料顯示，超過八成以上的青少年中輟社會因素

是受校外不良朋友以及已輟學同學影響，可以了解到青少年最終選擇輟學，也是

受到同儕的影響，可能因期待受到接納與歸屬感，而這些心理上的滿足是在校園

內無法獲得的，同時也憧憬著輟學後「刺激」的生活，因此選擇了離開校園，轉

而加入校外同儕團體。 

表 2- 7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中輟成因社會因素內涵分析 

社會因素內涵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受校外不良朋友影響 72.15% 70.79% 72.45% 

受已輟學同學影響 14.24% 17.63% 16.80% 

加入幫派或青少年組織、廟會 4.75% 4.74% 3.31% 

其他社會因素 2.53% 1.84% 3.03% 

流連或沉迷網咖、網路 2.85% 3.42% 2.75% 

流連或沉迷其他娛樂場所 3.48% 1.58% 1.65% 

資料來源：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取自

https://reurl.cc/e9bG9W。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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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當學生自覺無法符合社會的期待時，就會產生挫敗感，而當

前的社會期待正好與成績有所關聯，因此學生因為學業成就低落而產生挫敗

感，就容易因此決定離開校園；然而，有些青少年並非因為學業跟不上或是無

法達到教師的要求，而是渴望得到同儕間的歸屬感，但因為在校內無法滿足此

需求，故向外尋求之（陳白汶，2012）。 

(三) 中輟離校後生活情況 

中輟/中離生離校後的生活樣態會根據其離校之原因而有所不同，例如因恐

懼上學中輟的學生，可能將自己關在家中、足不出戶；需要分擔家計的離校學

生可能開始外出打工賺錢，雖然中輟/中離生經常被認為會涉入犯罪行為

(Steinberg,Blatt-Eisengart & Cauffman, 2006)，但這可能是一個標籤化的想法，因

為並非所有的中輟生都會開始犯罪。 

吳芝儀(2000)將中輟學生輟學後生活經驗分成三類，一是待在家裡，二是

和朋友玩，三是做工作。待在家中的中輟學生主要的活動是看電視、漫畫、玩

電動或是幫忙做家事，然長期待在家中感到無趣則會開始外出與朋友一起活

動；在外和朋友到處遊玩之中輟學生，活動內容則十分多元，從事活動較單純

者主要是打電玩，而較複雜多樣者則舉凡唱歌、跳舞、喝酒、飆車、打架等十

分多樣化；做工作的中輟學生，部分是與家人一起從事勞力工作，另也有中輟

女學生從事美髮、檳榔西施等對於教育程度較不要求之工作。 

陳白汶（2012）歸納、整理出中輟學生離開校園後的去處，分別為鄰近社

區、夜市、廟宇、朋友家、打工場所、幫派、觀護所和少年感化院等。輟學生

活會出現的正向心理狀態包含歸屬感、成就感、支持與陪伴、刺激、好玩、新

鮮、好奇、威風、受人矚目、獨立自主、自由等，而負向的心理狀態包含：懊

悔、負面的自我認同、負向情緒感受（害怕、焦慮、緊張、無奈、被欺騙與背

叛、無助、孤寂等）。 

在正向心理狀態的部分，使中輟學生產生歸屬感的原因主要是幫派組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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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中輟學生一個安全的庇護場所，當受到威脅時有人出面幫忙、有靠山撐腰，

感到安全的同時亦產生了歸屬感，在校外所結識的同儕、朋友和兄弟也在一定

程度上滿足了其支持與陪伴的需求。在學校生活中總是缺乏成功經驗的中輟學

生，在參與八家將等團體演出的過程中，感受到掌聲與鼓勵，可以很直接的增

加個人成就感與自信，同時也使其感到被人矚目、很威風的感覺，而參與表演

或工作所獲得的演出費或打工費則讓其感到自己是能夠獨立自主、自食其力

的。另外，嚮往刺激好玩、新鮮的生活也是常出現的正向心理狀態，卻也常因

此而好奇嘗試毒品，最終染上毒癮(陳白汶，2012)。 

而在負向心理狀態的部分，產生懊悔的情緒主要是當中輟學生犯下憾事

後，體會到生命無法重來的沉重、失落；負面的自我認同主要與標籤化有關，

因爲常常被認為是「壞孩子」、「流氓」等負向標籤名詞，影響了中輟學生的

自我認同。另外，中輟學生在校外流連時，也要時常擔心被警察抓到，而幫派

內的鬥爭也會使其心生恐懼，害怕被敵對幫派尋仇、危及生命安全等；雖然中

輟生活看似是自由、無拘束的，但是內心仍潛藏著對於未來的焦慮與緊張，因

心裡明白陣頭無法成為長久性的職業，所以對生涯的發展亦會有擔憂。無奈是

中輟學生最明顯的負面情緒，對家庭失功能、對自己的無力改變感到無奈，同

時也對幫派生活感到無奈，因為雖可得到幫派成員的保護，相對地也必須付

出、賣命，甚至是替老大頂罪。有些中輟學生也經歷了欺騙與背叛，因為缺少

文憑、工作經驗，因此經常受到雇主的欺騙與壓榨，而最痛苦的還是來自於朋

友和幫派的背叛，真心的付出卻換來如此下場，使中輟學生感到悔恨與不信

任，在家庭、學校皆無法得到歸屬的中輟學生，在失去了社會同儕的關係後最

終封閉自我、充滿了無助和孤寂(陳白汶，2012)。 

綜上所述，中輟生的中輟生活並非都是有趣且刺激的，也經常伴隨著許多

壓力，且多曝露在危險的場所，增加其涉入犯罪行為或是被害的風險，同時那

些負面的狀態也可能成為促使中輟學生復學意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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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途離校相關文獻回顧 

(一) 中離現況分析 

根據教育部(2020)統計資料顯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休學人數從 98 學年度

的 10,055 人增加至 107 學年度的 16,079 人，休學率亦從 1.33%上升至 2.31%。

從表 2-8 統計資料可發現，從 103 年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正式實施

後，高中職休學人數居高不下，又因今年初所發生的社會案件，使得該群數量

眾多的中離學生未完成學業便離開學校的原因、離校後生活狀態以及其需求為

何，成為了重要的探討議題。 

 

表 2- 8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休學人數 

學年度 

休學人數(單位：人) 

休學率 

(單位：%) 
總計 因病 

因志趣

不合 

因經濟

困難 
因兵役 因出國 其他原因 

98 10,055 1,159 3,989 720 15 1,010 3,162 1.33 

99 10,300 1,176 4,660 610 46 1,000 2,808 1.35 

100 11,008 1,248 5,254 588 26 1,064 2,828 1.43 

101 10,665 1,185 5,225 541 19 918 2,777 1.38 

102 9,765 1,144 4,802 662 38 1,104 2,015 1.30 

103 17,653 1,447 7,412 1,570 123 1,194 5,907 2.16 

104 17,486 1,373 7,530 1,468 96 1,204 5,815 2.21 

105 17,139 1,462 7,310 1,451 81 1,307 5,528 2.21 

106 15,958 1,360 6,973 1,229 45 1,232 5,119 2.14 

107 16,079 1,435 6,963 1,071 40 1,249 5,321 2.31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0)。教育統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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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中途離校的比例大幅成長，但是與國中小中輟議題

不同的是，較少有學者專家將焦點放在針對高中中離學生的輔導措施上。隨著

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民國 106 年 08 月 01

日)的訂定，高級中等學校中離生的權益與需求也逐漸受到重視，因此本研究除

了欲了解中離學生的離校原因以及離校生活經驗外，也期待能夠為中離學生的

輔導工作提供未來的方向。 

(四) 中離成因 

1. 個人因素 

郭靜晃等人(2001)指出個人因素多屬於擁有較負面的自我概念、學習進度

無法跟上學校的頻率，以及對教育體制能夠帶給他的貢獻產生懷疑，或是自己

本身出現無法承擔之責任等。吳姿樺(2019)也提到健康狀況如精神或心理疾

病、生活作息不規律、物質藥物濫用令個人缺乏學習動機與態度，傾向自暴自

棄者易導致中離行為。 

2. 學校因素 

當學校無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時，學生對於學校就會抱持負面的態度，

國中時在校表現不佳者，可能在高中時期產生中離狀況(張高賓、許忠仁、沈玉

培，2017)。郭靜晃等人(2001)提到若是去細究影響學生離校的學校因素，多與

學校及學生互動上的不良有關，或是學校無法及時解決學生心理或實際遇到的

困難，上述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學生中途離校。另外，當學生對於學校的依附

及歸屬感減弱，可能表現出對於校內規範的不在乎，越來越疏離的結果就是最

終決定離開校園(吳姿樺，2019)。 

3. 家庭因素 

促使青少年中途離校的家庭因素可能包括家庭關係不正常、父母疏於管教

或不當管教，家中的親子關係、溝通不良都可能使學生產生離校的念頭。另

外，家庭若發生重大變故、搬家或移民、經濟困難或是監護人讓孩子受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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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低落等，也都是使學生中離的可能因素(郭靜晃等人，2001)。 

    有些個案由於家庭結構不佳，因在家中得不到父母的關愛而感到失望、沒

信心的狀態，進而向外尋求歸屬與支持，結果卻導致中離學生在離校的過程

中，因呼朋引伴的結夥行動，增加涉入犯罪行為的可能(吳姿樺，2019)。 

4. 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包含不良媒體的誤導、不良場所的引誘、幫派組織等，若學生本

身有參加不良團體的意願，或是基於好奇心與幫派成員往來，有可能在潛移默

化下改變自己的認知，讀書就學意願降低、中離意願上升(郭靜晃等人，

2001)。另外，青少年因在校園內無法產生歸屬感，進而轉向校外尋求支持的過

程中(吳姿樺，2019)，此時又有已離校的同儕或校外朋友的帶領與引導，則更

是提高了中離的可能性和意願。 

(三) 中離後生活情況 

對於中離生而言，中離可能並非全然是壞事，因為經歷了中離的這段生活

經驗後，他們可能可以藉此找到人生的目標，或是體認到學習的重要性以及對

於身邊支持系統的感謝等(劉雅婷、簡美華，2018)。 

    郭靜晃等人(2001)在對於中途離校青年之現況分析研究中，提到學生離校

後經常涉足的場所多為電動玩具店、撞球店、泡沫紅茶店、舞廳、社區的廟宇

及籃球場等地。然而，中離學生離校後生活樣態可能隨著文化與社會的變遷而

改變，但與中離生離校後生活相關議題之研究較少且年代較遠，故本研究欲了

解現今其離校生活的經驗是否有所改變。 

(四) 中離生需求 

郭靜晃等人(2001)針對中離青年現況的研究中將規範性需求以及表達性需

求進行歸納整理，提出中途離校學生可能的需求有：增進自我功能的需求、強

化家庭功能的需求以及加強環境提供預防及處理中離問題的需求。 

    在回顧與探討許多與中輟、中離相關的文獻後，發現關於其離校後生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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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需求的相關研究相當缺乏，但在許多文章中都提到輔導策略與措施需根據中

輟、中離學生之需求來制定，顯示了該議題的重要性，故本研究也將針對上述

議題進行深入探討。 

 

三、 高雄市之中離現況分析 

完善中離生之追蹤輔導乃迫在眉睫之需求，然而相關文獻的缺乏以及相關

輔導措施亦尚未完善，故本研究透過量化與質化之研究方法來深入探討其成因

與中離生之需求。 

根據高雄市統計資訊服務網(2020)之統計資料整理出下表 2-9，高雄市高級

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總休學人數為 1,594 人，且男性多於女性，其中休學原因

最大宗為「志趣不合」共有 602 人(37.77%)，與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休學原

因之統計相同，從該結果可知國中學生在選擇升學群科與學校時，需要更多的

引導和探索，避免上了高中後才發現所學與自己的志趣不合，在校學習無興

趣、缺乏動機以及成就感的狀況下，學生有極大可能選擇中途離校。 

表 2- 9 高雄市 108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休學人數與原因統計表 

休
學 

異動原因別 總計 國立 市立 私立 

總計 1,594 206 365 1,023 

男 976 134 205 637 

女 618 72 160 386 

因病 
男 63 7 16 40 

女 101 12 35 54 

志趣不合 
男 405 72 94 239 

女 197 30 52 115 

經濟困難 
男 71 3 5 63 

女 47 4 2 41 

兵役 
男 9 1 5 3 

女 — — — — 

出國 
男 26 6 15 5 

女 47 9 28 10 

缺曠課過多 
男 227 19 42 166 

女 122 8 19 95 

其他 
男 175 26 28 121 

女 104 9 24 71 

資料來源：高雄市統計資訊服務處(2020)。108 學年度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異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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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離學生與中輟學生的離校後生活較為不同的點是，中離學生絕大多數皆

會選擇先行就業，因中離學生在發展上通常已較成熟，對於未來的規劃有自己

的想法，可能因認為在學校中無法對自己的未來有所幫助，不如先到校外工

作、存錢，或是透過不同的管道達成自己的生涯目標。 

對於實務工作者而言，在中離生離開學校後，想找到他們並提供追蹤輔導

實屬不易，即使擁有充分的資源，只要聯繫不到欲服務之對象就無用武之地

了。因此，如何落實追蹤輔導的效用，創建一套系統性的計畫以及策略，讓導

師或個案管理人員能夠確實與未結案之中離學生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並使相

關資源能夠獲得妥善的運用，則可以避免資源的浪費並達到利益最大化。 

由前述統計資料、相關文獻以及社會案件可知，中離生目前是一群需要被

關注的族群。透過了解他們的需求給予適當的協助，不論中離生是否決定回到

學校上課或是開始工作，若相關機構皆能發揮其功能、提供中離學生協助並滿

足其需求，例如提供復學支援或是職業訓練等，就能夠使得中離學生的輔導工

作更加完善且有效，避免其涉入犯罪活動，達成青少年犯罪防治的效果。 

 

四、 風險-需求-回應度模式(Risk-Need-Responsivity, RNR) 

根據前述中輟/中離成因以及離校後生活狀態等文獻回顧中，可以得知中輟/

中離學生的生命經驗中是充滿了挑戰的，本研究欲採取「風險-需求-回應度模

式」(Risk-Need-Responsivity, RNR)來分析中輟/中離生所遇到的風險因子、需求

以及輔導策略如何回應其需求。 

楊士隆(2020)提到風險-需求-回應度模式(以下簡稱 RNR 模式)之概念是由加

拿大學者 Andrews、Bonta 與 Gendreau 於 1980 年代時提出，RNR 模式能識別

犯罪者與犯罪有關的「犯罪基因需求」，並將所獲得資訊與不同等級的治療和

監督互相匹配(Bonta & Andrews, 2010)。RNR 模式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正確

運用以下三項原則，能有助減少犯罪人之再犯風險。三項原則分別為(楊士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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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一) 風險(Risk)原則：確認處遇標的，使處遇強度與風險高低相符。 

(二) 需求(Need)原則：確認處遇內容，處遇應處理導致犯罪行為的需求。 

(三) 回應(Responsivity)原則：確認處遇方式，使處遇方式符合罪犯特性。 

雖然目前 RNR 模式多運用於犯罪風險之評估，但在針對中輟/中離學生的

輔導策略制定上，若能夠分析風險因子、需求以及如何回應其需求，並將評估

的結果做為中輟/中離生的輔導工作方向，能夠使計畫更加具體、周延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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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影響中輟/中離學生之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 

Jessor(1995)提出了保護因子如何與危險因子互相作用，並且影響青少年之

問題行為；陳嘉雯(2008)也特別提到「危險因子」(risk factor)是指個人所擁有的

自身及環境中的不利、不良條件或因素，能增加個人產生某些危機狀況的發

生，例如藥物濫用、輟學、暴力行為等；「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則是指

個人所擁有的自身及環境中的有利條件或因素，能夠調節或降低暴露在危險因

子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輟高危險群學生評定量表」中危險因子與保護因

子分量表之下又各自區分為家庭、個人、學校與社會分量尺，以下表 10 說明各

分量尺之意涵(陳嘉雯，2008)： 

 

表 2- 10 中輟高危險群學生評定量表分量尺之意涵 

 危險因子 保護因子 

家庭分量尺 

1. 高壓力低支持家庭 

2. 父母無效管教 

3. 父母負向教育態度 

4. 負向家庭成員 

1. 正向家庭支持與關係 

個人分量尺 

1. 負向行為與特性 

2. 負向因應與低自尊 

3. 違法行為 

1. 正向個人特性與行為 

學校分量尺 

1. 缺乏學習興趣與學業成就低

落 

2. 同儕關係不佳 

3. 同儕負向交往與師生負向關

係 

4. 低出席 

1. 學校支持與協助 

2. 正向學習經驗與目標 

社會分量尺 1. 不良校外活動與關係 1. 正向社區資源與支持 

資料來源：陳嘉雯(2008)。「中輟高危險群學生評定量表」之編製暨輟學

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之調查研究(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

系統。 

 

吳芝儀(2000)亦歸納中途輟學的危機因素，分為個人層面因素、家庭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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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學校層面因素以及社會群體因素，以下分述各項內涵： 

(一) 個人層面因素：好逸傾向、缺乏動機、低自我肯定。 

(二) 家庭層面因素：家庭結構不全、家庭功能不良。 

(三) 學校層面因素：課業考試壓力、教師歧視偏見、教師責罰衝突、同學

排斥疏離。 

(四) 社會群體因素：同學煽動引誘、朋友煽動引誘。 

蔡亞彤(2011)指出面對中途輟學少年的輔導，救火隊式的病理觀點成效有

限，也易造成輔導人力的耗竭，若從正向與優勢的復元力觀點介入、從正面思

維看待中輟學少年，能更加有效激發中輟高關懷學生的改變動力、提升個人潛

能並預防偏差行為的發生，並依據中輟保護因子相關文獻整理出下列保護因子

之內涵： 

(一) 個人保護因子：人格因素上擁有正向自我概念、有責任感、對自己的

未來有正向期待與規劃、具有自我控制與約束能力、能評估且不涉入

危險情境、重視自主、具有反省力、挫折忍受力；情緒因素上是穩定

的、樂觀、隨和、體諒他人；行為因素上能主動避免涉入危險情境、

尋找正向楷模；認知因素上能了解他人勸阻其危險行為的動機、事前

評估危險行為的後果與影響、具有觀察學習能力能從經驗中學習。 

(二) 家庭保護因子：包含父母能適時扮演促進者角色、家人重視學校教

育、親子關係良好、正向鼓勵的管教方式以及正確的觀念教導、父母

能成為楷模並給予正向示範。家庭能給予青少年溫暖、支持、關懷、

期望、控制等情感連結，使其感到生活是有意義的、可掌控的，促使

其適應生活、免於輟學。 

(三) 學校保護因子：主要包含在學校中有人際情感支持、師長管教方式恰

當、師生關係良好、教師主動關懷、教師為正向楷模、正向學習經

驗、建立對未來的目標、良好同儕互動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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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保護因子：包含能提供服務與休閒的社區資源、鄰里中有成人能

提供家庭與小孩照顧、媒體正向功能、中輟輔導相關政策等。 

中輟學生的生活經驗中充滿危機因子而較缺少保護因子，但依照三級預防

的觀點而言，完善推動初級預防可以降低學生進入二、三級預防的可能性，以

中輟生的輔導工作來看，若能夠增加其生活中的保護因子、增強其自我的復原

力、預防中輟發生才是最佳的解決之道。 

 

六、 小結 

然而隨著近期相關新聞事件出現，中離學生議題亦浮出檯面。根據高雄市

的中離統計資料來看，可以得知目前仍有超過 1,500 名的中離學生需要被服

務，每年都會有新的中離學生出現，而我們應如何因應、預防學生中途離校或

是協助其返校繼續接受教育值得加以探究，據此，本研究將以量化與質化等多

元的研究方法，探討針對中離學生中途離校之成因、離校後生活狀況、生涯規

劃以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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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三階段研究步驟：首先，根據文獻探討結果了解背景，作為後

續量化研究的設計問卷，以及質性研究的訪談大綱之參考依據，並依照量化與

質化資料分析結果進行專家焦點座談。藉由採取質量並重及多觀點之綜合研究

方法針對高雄市中離學生輔導與預防方案進行探討，研究架構圖如圖 1，研究

步驟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 

 

二、 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 

為瞭解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中途離校之現況，並深入了解其離校之原

因，蒐集國內相關研究報告、期刊、論文、著作及官方統計數據等資料，據以

整理歸納，以檢視並瞭解目前高雄市中離學生之焦點問題。 

(二) 質性訪談法 

個案訪談部分選擇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進

行，以開放式詢問、未預設立場的角度進行研究，使受訪者有較大的空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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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和想法。研究者需根據研究目的及主題擬定粗略的訪談提綱，訪談時並非

一成不變的遵循著提綱的順序、內容，而是將隨著受訪者的回答及整體氛圍的

走向而得以隨時調整（陳向明，2009）。本研究受訪者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選取高雄地區高級中等學校中有離校經驗之學生共 10 人，並以文

獻資料與相關局處所列議題作為訪談大綱的擬訂基礎，以中離學生實際經驗的

角度出發，來了解中離學生的內在需求、離校後生活經驗以及未來生涯之規

劃，並從中蒐集資料以編製後續研究施測問卷。 

(三) 問卷調查分析 

根據前階段對中離學生深度訪談之結果，研析內容並據以編製問卷，針對高

雄市過去曾中途離校經驗之學生進行問卷調查，透過問卷來了解中離學生之特

性、離校原因、需求、離校後生活經驗、生涯規劃及期待協助事項等，用以釐清

中離生內在需求以及現行輔導和預防方案實施之現況及其優點和不足，以作為後

續完善方案之參考。 

(四) 焦點團體座談（Focus Group） 

研究團隊將於研究期程間蒐集並彙整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並就前階段

訪談與問卷施測結果進行分析，設計符合主題之焦點訪談大綱，邀請第一線教

育人員 (學校教職員代表、學務主任、專輔教師)以及相關單位（教育局、司法

單位、警政單位之少年隊、社會局、學生輔導中心）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

焦點座談，藉此全面檢視目前高雄市中離學生輔導及預防方案實施成效與困

境，據以提供未來完善中離學生服務方案之建議。 

 

三、 研究對象 

(一) 質性訪談 

研究為探討有中途離校學生經驗之學生，在此歷程當中的生活經驗以及期待

獲得之幫助，期望透過質性研究方式，將參與者的經驗以描述性的內涵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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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藉此能夠了解參與者的個人經驗並依據個人經驗，並作為後續量化研究和

焦點團體座談時之導引。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訪談者之抽樣在人數上，由於

質性研究著重於樣本所提供資料的豐富性(Richness)和厚實性(Thickness)而非樣

本的數量，並以資料的飽和作為判斷依歸。是故本研究以立意抽樣來選取具有

代表性的受訪者，並依普遍研究達到資料飽和的平均樣本數作為參考，深入訪

談 10 名具中離經驗的學生作為本研究的樣本。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協助尋找

「具中途離校經驗」之學生共計十位，取得其受訪之意願，並於約定時間前往

約定地點進行訪談，每位受訪者接受訪談一次，訪談時間約一至一個半小時。 

共計前往高雄地區部分高級中等學校以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訪談有中途

離校經驗之學生，其中包括已復學學生七位，以及未復學學生三位，共計十位

十位訪談者基本資料如下： 

項次 受訪地點 化名 離校的時間 復學年級 狀態 

1 三信家商個諮室 SA 一下學期結束 二年級 復學未滿一學期 

2 中正高中個諮室 SB 一下剛開學 一年級 復學未滿一學期 

3 高雄高工個諮室 SC 一上開學一個月 一年級 復學未滿一學期 

4 高雄學生輔導中心 SD 二上學期結束 未復學 離校超過二年 

5 樹德家商個諮室 SE 一上剛開學 二年級 復學已滿三學期 

6 高雄學生輔導中心 SF 二上剛開學 離校中 離校未滿一學期 

7 高雄女中個諮室 SG 二上剛開學 二年級 復學未滿一學期 

8 道明中學個諮室 SH 二上學期結束 三年級 復學已滿三學期 

9 高雄學生輔導中心 SI 一下學期間 二年級 已畢業，目前就

讀大學 

10 高雄學生輔導中心 SJ 一下學期結束 未復學 

（選擇自

學） 

已畢業，目前就

讀大學 

(二)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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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包含公私立之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以及

綜合型高中)有中途離校經驗之學生為樣本。已復學生以實體問卷方式進行施

測，而未復學生則透過線上問卷方式進行調查，總共回收 520 份問卷，有效樣

本為 415 份，其中已復學生為 342 人、未復學生為 73 人。 

(三) 焦點團體座談 

藉由專家學者及第一線實務輔導人員之觀點，共同研析中途離校學生預防

及輔導之現況、內容與面臨之困境等，透過焦點團體座談激發參與成員之想

法，相互交流彼此的經驗、觀點與看法，獲得深入且詳實廣泛的資料。 

本研究於 2022 年 3 月 1 日邀請兩位大學教授、高雄市警察局及社會局，以

及四位第一線實務輔導專業人員，共八位專家學者於高雄市教育局召開專家焦

點座談，以針對現行中途學生輔導策略與現況進行精進探討。焦點團體座談的

參與者基本資料下表 所示： 

編號 背景 

F1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F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助理教授 

F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F4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F5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F6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F7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F8 高雄市私立立志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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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工具 

(一) 質性訪談 

1.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的編擬是由研究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依據研究目的所欲探討的主

題初步擬定，並經過討論後成形。針對中途離校學生的部分，主要目的為了解

有中途離校經驗之學生其離校前、離校中以及復學後的生活適應經驗以及期待

獲得之協助，以「中途離校之原因」、「生涯規劃」、「中途離校期間的生活狀

況」、「復學/不復學的原因」以及「期待獲得的協助」五部分做為區隔，以維持

訪談架構（參見附錄一）。  

2. 訪談同意書 

根據研究倫理之要求，在訪談開始之先應告知受訪者訪談的目的及內容，

使其清楚明瞭，並將訪談同意書交由受訪者閱讀，說明研究的主題、訪談者的

身分、訪談進行的方式與時間、保密原則等，都一併擬定在同意書內，此外，

由於此次訪談對象未成年，因此，每一份訪談同意書內均須有家長同意之簽名

（詳見附錄二）。受訪者閱讀後表示瞭解且無其他疑問，並確認簽署訪談同意

書，方進入正式的訪談。 

3. 其他研究工具 

由於進行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口述資料相當豐富、龐大，若僅以人工記

憶係無法完整記錄，且無法專心傾聽受訪者的回應，因此需要輔助工具的協

助。本研究在開始正式訪談之前，亦徵得受訪者同意訪談過程中使用錄音筆進

行錄音，但是受訪者若認為該段談話內容不想被錄音時，可隨時提出要求停止

錄音，以維護其隱私與權益。在訪談的過程中，同時利用紙和筆的輔助，隨時

記錄可能出現的語言和非語言等重要訊息。 

(二) 問卷調查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參採中途離校通報系統之分類，並加入質性訪談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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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將受訪學生提到的選項加入其中，形成本次實施之問卷。問卷內容包含

六個部分，分別為 1.離校原因、2.離校後生活經驗、3.復學後適應狀況、4.生涯

規劃、5.中途離校受助狀況及其需求與 6.背景資料，其中未復學生版本之問卷

無復學原因。以下針對問卷之六個部分進行說明： 

1. 離校原因：將原因區分為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以及社會因

素，並詢問家人對於其離校選擇支持的程度。 

2. 離校後生活經驗：包含常去的場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以及常互動的

人，並詢問其是否有就業、工作的類型，最後詢問了關於是否參與雙青

方案以及該方案的幫助程度。 

3. 復學後適應狀況：首先調查其選擇復學的原因，以及其復學後學校生活

適應狀況，並了解其在復學的過程中期待受到何方面之協助。 

4. 生涯規劃：詢問受試學生在高中階段後的短期生涯目標，包含是否繼續

升學、直接就業或是尚不清楚。 

5. 中途離校階段受協助狀況與需求：此部分將整體中途離校階段區分為離

校前、離校期間以及復學後，並分別調查受試學生在各個階段接受到哪

些單位的協助、該服務的有效程度以及期待被協助的項目。 

6. 背景資料：包含性別、年齡、離校時就讀的學校類型及年級、國中就學

狀況、國中畢業證書取得狀況、父母之國籍以及家庭類型。 

(三) 焦點團體座談 

焦點團體則由專家學者及第一線輔導人員觀點出發，聚焦於輔導實施層面

的現狀與面臨困境，並根據參與者自身經驗相互激盪出可供參考之精進建議。

座談討論提綱如下： 

1. 對於校園內具有中途離校考量的同學該如何發覺，以及是否有其他導

致同學選擇中途離校的因素? 

2. 目前校園內具有高中途離校風險的同學是否有相關的輔導策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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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問題的協助資源與方法? 

3. 若同學選擇離校，是否有相關資源或方案協助同學生活與職涯之規劃? 

4. 針對中途離校的同學是否持續追蹤聯繫，並給予輔導與協助；除學校

端外是否有其他單位的資源協助? 

5. 對於已復學的同學，該如何協助其順利融入校園生活，避免其適應不

良或再次選擇離校?是否有相關的措施或方案可協助? 

6. 就目前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上，是否有遭遇執行上的困

境或挑戰?又對於中途離校成因及現況有何看法，並請提供相關改善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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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資料分析 

一、 質性訪談資料分析 

(一) 學生決定離校之歷程 

瞭解十位有中途離校經驗之學生，當初在做出離開學校這個決定之前，他

們離校前的生活適應情形為何，進一步分析其決定離校之因素，分析和歸納訪

談資料後，發現學生會選擇中途離校的因素錯綜複雜無法做單一歸因，往往與

學生離校前的生活適應情形有很大的關聯，而當家長接收到孩子有要離開校園

又有哪些想法和態度，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1. 中離生離校前的生活適應情形 

透過訪談結果發現，多數學生在離校前的生活適應就出現狀況或困難，當

出現問題或狀況時，若沒有被看見或即時處理，往往會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影響其他層面，各層面交互影響，而形成惡性循環，進而影響學生學校生活適

應和出席，以下就學生離校前的生活適應情形，分別為「個人生活」、「家庭生

活」以及「學校生活」三個層面，以下列點說明： 

(1) 個人生活層面： 

綜合十位受訪者的經驗，一位受訪者表示因需賺取個人生活費，而選擇於

課後時間至速食店打工，打工後回到家裡的時間不固定，生活作息混亂，使其

隔天早上爬不起來上學，開始出現遲到、缺課之情形，隨著缺課越來越嚴重，

課業也越來越跟不上，到校意願更顯低落。 

「（還沒休學之前就在肯德基打工？）對啊。所以就常常爬不起

來。」（SF15） 

「我已經……兩個月快三個月就是斷斷續續去學校。就是一個是

太累吧，一個是身體就是不太舒服，啊就一直請假，然後請下去之後

就不想去學校了。」（SF27） 

「……就頭痛啊之類的，因為很晚睡……有時候就 12 點下班，啊

等個人就等到 1 點多。」（SF30） 

「要看幾點，如果十二點起來的話會，如果一兩點的話就……不

會了。」（S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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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聽不懂，然後覺得留在那邊好像也……浪費時間」

（SF56） 

 

一位受訪者則表示，過去在學校交友較複雜，結交到愛玩的朋友，生活重

心不在學習，常常聚在一起玩樂，或是於課後時間群聚而有一些偏差行為，

如：無照駕駛、抽菸、打群架等，進出警局頻繁，嚴重者有進入少年觀護所。 

「就是可能法律啊什麼的問題，就是跟一些……就是那些進進出

出的問題。……就校外啊，就一些行為問題、偏差啊什麼的……就可

能有被……少年隊啊什麼的抓到這樣子。」（SI36-38） 

「反正就是有……少輔院法院啊之類的，啊高中的時候也是。」 

（SI40-41） 

「嗯，那時候我被別人載，那時候就是出事情嘛，然後要趕快回

去跟對方談判這樣。然後就在路上出車禍，然後就腳骨折，所以就要

戒菸了，不能抽菸。……那時候抽很兇啊，一天菸可以抽到三、四

包。」（SF112-113） 

「應該這樣說好了，我其實像是有在ＫＴＶ，我們兩個人那個小

時抽了四包，一個小時，就是大家喝酒然後一直抽、一直抽這

樣。……那種情況下就會抽很多，也不可能我抽了一支就要停了，不

可能。」（SF 119-120） 

「因為你每天……你就是每天聽到警察的聲音，就開始要跑

了。……因為那時候其實碰到的東西很多，而且又很雜。」（SF132-

133） 

 

 另有五位受訪者提到，過去因身心方面的狀況使其在學校適應是困難的，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適應新環境對他來說是個心理方面挑戰，每到一個新環境，

便會有憂鬱的感受出現，若處理得當便可以穩定就學，若沒有，心理壓力的狀

況便會持續增加，嚴重抗拒到校，開始出現不穩定出席；而另外四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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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提到自己因過去的經歷導致本身有身心方面的狀況，例如：無法專心、有

自我傷害的意念、憂鬱症、恐慌等，而影響其學校生活適應。 

「可能就是適應新環境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考驗這樣。我就是到了

一個新的環境我可能會都會有那個憂鬱的感覺出來，所以要去適應，

啊就是適應適應有沒有辦法適應過去就才能決定後面的事情，像我國

中的時候，解除，啊高中的時候，就去年嘛，就沒有就先休學了這

樣。」（SC27-28） 

「（聽起來妳前面已經有很多很混亂的狀況，然後轉到一個新的環

境……）那時候就直接爆掉了。就整個都情緒崩潰了吧……我那時候

就是瘋狂的會想要傷害自己，然後同學都會知道，我身上都有傷，那

都是我自己傷害自己。」（SD129-131） 

「也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沒辦法專心，就是我……我……我

覺得要讀書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就是坐著讀書，我覺得我會很不耐

煩，我會覺得很煩，坐著寫功課……沒辦法。」（SI42） 

「但後來就是一個……我有時候會說要跳樓，然後就是有一次就

是去醫院，去醫院然後救護車載著就去，然後我去了之後好像就住院

啊，然後我住院我媽就說……他如果……醫生就不讓我出院，就是強

制住院。然後就是去凱旋啦，然後所以要強制住院……」（SI87） 

「（那時有得到什麼診斷嗎？）好像就是心理的問題。（SE32） 

「我原本有想要留下來，可是後來跟學校吵架。因為我那時候其

實就是……我那時候，因為我本身有憂鬱症，然後現在很好，然後那

時候我就是每天都蠻不舒服的……」（SH332） 

「我適應得不怎麼好。然後就是因為我國中的時候就有開始吃一

些就是身心科的藥。……然後可能到國中那段、高中那段時間不太適

應這樣……會恐慌這樣。」（SJ19-20）（SJ44） 

 

(2) 家庭生活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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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位受訪者表示，因家庭功能受損或親子關係不佳，當在學校遇到的困

難或挫折時，沒有傾訴管道或討論對象，只能自己忍耐、壓抑，而使得情況越

來越嚴重，最終到自己無法承受的地步，此外，也有受訪者因和父親關係不

佳，而選擇自己在外租屋，需要打工維持自身經濟來源。 

「（聽起來是比較獨立的小孩？）是被迫性的，我也不想（無奈

笑），因為連當初高中入學的時候，也是我自己去辦，然後資料那些，

也是我自己去填，然後簽名也是我代簽，到底要多麼不負責？他們都

說，這事情妳可以自己處理好，那妳就自己去辦。我沒有人可以討

論。因為我那時候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幹嘛，我是完全沒有方向的，也

沒有人可以給我建議。」（SD93-95） 

「發生那些事情我都沒有跟家人講，我沒人可以講。」（SD97） 

「當時回到家裡其實氣氛也不好。我那時候就有一點那種想

說……我乾脆去……就是看可以做一件大事情，我乾脆可以不用住在

家裡，我有在這樣想。」（SI52） 

「因為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家……就是我舅舅也是住在家裡，因為

他沒有娶老婆。可能他就會打人，可能就喝酒打人。打家裡所有的

人。」（SI56） 

「我跟我爸不太合……嗯……見面基本上也講不到話，因為應該

說他小時候就是……都長期在跑船。他之前是做遠洋的，倒貨櫃的那

種。然後現在是每天都在家，對，所以我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搬出去住

的。因為我跟他完全不合。」（SF72-73） 

 

最後，從受訪者的經驗當中，發現部分家庭中有一個現象即是管教事物多

仰賴一方家長，而使得管教力度不足以約束受訪者，導致其不穩到校之現象持

續，影響其學校生活適應。 

「嗯……其實我國小就很常早上不去學校，國小國中都會。家人

是會不開心但也不會特別說什麼。會叫我去學校但是也沒有什麼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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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處，不一定會理他們，就是累了還是睡覺，然後睡醒再去學校」

（SB36-38） 

「家裡剩我跟媽媽。大哥搬到外面住，和女朋友一起住，啊二哥

在唸大學。」「爸爸是去外地工作耶，他假日會回來」(SB55-56) 

「她（媽媽）會送我來，可是我就死不下車這樣。……就是到了

學校，就在校門口啊然後我就死不下車，她也沒辦法就只好再把我載

回家啊。」（SC32-34） 

「媽媽是家庭主婦，然後主要工作的是爸爸。爸爸平常在家的時

間不多……比較忙。……爸爸的話，就是如果我這個決定是好的，那

就這樣。」（SE87-97） 

 

(3) 學校生活層面： 

多數受訪者表示，離校前在學校的生活適應是有困難的，有以下幾種情

形。有四位受訪者表示，離校前與同儕關係遇到挫折，包括被不友善對待、被

針對或被刻意疏離，然而，也有人表示不喜歡班級氣氛，而選擇主動與同儕保

持距離。 

「噢噢最主要原因就是在原本的環境班級是和大家過得不太好，

就是有人就是怪怪的（嘖），就是無條件針對妳，沒有惹他的，噢

對。」(SA14-15) 

「因為我覺得是我……我真的很害怕人（哽咽），因為可能他們上

一秒對妳好，可是下一秒就說妳不好。常常就是在００就發生這種

事，就是覺得很心機，為什麼表面裝得很好，可是私底下就變不一

樣。」（SD139-140） 

「他們也沒有就是真的對我做些什麼這樣子，只是會很明顯讓你

感受到不被歡迎……不被這個班級歡迎，就會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

覺。」「我覺得冷暴力就夠暴力。」（SH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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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建築算是比較工科嘛，就是男生比較多然後女生比較少，

然後女生大部分就是……聚成小圈圈，我就不太喜歡那種感覺。」

（SJ21） 

「嗯……對，但是他們好像也沒有要讓我融入，然後就是可能班

導也有一些問題。」（SJ22） 

「然後就剛好有一次就是我入班的時候，是有就是一群女生在那

邊講話，然後我一進到班上，大家就是……就是互相就是不要講話這

樣子。所以當下你其實就覺得……好像自己……不是很受歡迎」

（SJ43-46） 

 

有四位受訪者表示，離校前與教師關係緊張，受訪者認為當時自己的身心

狀況適應學校生活是困難的，或是在同儕關係中需要被幫助，但是教師沒有看

到自己的需求，只關注到自己行為表面沒有達到學校或教師所設置的標準，當

自己達不到標準時，得到的卻是被教師針對或是懲罰，而使其身心狀況更加嚴

重。 

「（那時候已經在同學這邊已經有點挫折，但是老師這邊好像也沒

有辦法把妳接住）對，所以我就每天都躲在輔導室（笑）。」(SD24) 

「要不是因為那個老師，我覺得我應該會讀完三年的吧」(SD159) 

「因為他會一直盯我！……就我已經不想要成為大眾的目標，然

後他還一直……把我抓起來，所以我就會更痛苦……因為他知道我什

麼都答不出來。他讓我很為難。」（SD160-161） 

「喔我已經集滿三支大過了耶，我一上的時候，就已經集滿 21 支

警告了，我都覺得我自己有點厲害。」（SD56） 

「就是我們導師……是一個……把學生看得非常不平等的人……

他會依家境的狀況來衡量這個學生是好學生還是壞學生……然後她那

個時候公然地把我……可能一些比較隱密的狀況告訴同學，就是感覺

他好像只是想……他自己想要讓班上做的事，然後全部都因為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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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是因為剛好我這個藉口，然後就這樣講出來這樣子。就是我

就變成一個理由這樣子。」（SJ34-38） 

「那時候早上睡覺，睡滿就是一天可以被記 4、5 支警告……所以

可能一節課就被記一支，所以去幾節課就被記幾支這樣……（笑）我

一天好像最多被記了八支。」（SF66-68） 

「我……第二次休學的時候，我那時候曠課是 100 節，理當被記

50 支警告。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是我不想被警告所以想休學，我想說算

了，反正我之後也做不到都來學校，就乾脆……這是其中一個原

因……我後來還是決定休學了，因為我不覺得我(身心)有辦法繼續面

對接下來的情況、考試、人際關係……。」（SH328） 

 

然而，與大多數受訪者經驗到離校前與同儕、教師關係緊張不同，有三位

受訪者表示，離校前和師長、同儕相處融洽，並無任何關係挫折，認為來到學

校是開心的。 

「（那時候是有很多朋友嗎？）嗯……差不多（笑）。從國小就開

始了，很喜歡交朋友。在學校都在玩」（SB12-14） 

「（在學校的時候跟同學、其實都還不錯？）還不錯啊，大家就是

聊天或者玩鬧在一起。」（SF79） 

「啊。……我那時候其實很喜歡去學校，因為我覺得老師會給我

溫暖，就是我一個班導師，我覺得他就是對我很有愛。我是喜歡去，

但我就是不喜歡上課。但我喜歡見到他，因為他會給我溫暖……同學

他們都很包容我。」（SI57-159） 

 

2. 學生決定離校之因素 

當學生在學校生活出現問題和狀況，若問題沒有被解決時，隨著時間推

移，不適應之情形會越來越嚴重，開始出現不穩定出席，嚴重者甚至開始出現

身心問題或症狀加劇情況的產生，當自身無法承受時，最終決定離開校園。分

析十位有中途離校經驗之學生，其決定離校之因素，往往與離校前生活適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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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關，可分為三層面，分別為「個人生活」、「家庭生活」以及「學校生活」，

以下列點說明之： 

(1) 個人生活層面： 

有三位受訪者表示，當初會決定離開學校的原因是由於目前就讀的科別並

非自己的志趣，或是自己的心思沒有放在課業上，到學校往往就是玩樂，覺得

來學校是一件無意義的事。 

「因為那時候的心思完全沒有在讀書上，就只想要玩而已。……

就是跟朋友出去呀，就是不會想要認真上課，或是回家讀書之類

的。」（SB10-11） 

「放學有時候要補習啊，但補習的時候可以跟隔壁的玩（笑），然

後假日的話都會去朋友家，然後就是待在那裡，然後就是混一整天之

類的。」（SB18） 

「那時候就覺得反正在學校也蠻沒有意義的。」（SB23） 

「每天都會想我都要讀這些我不喜歡的科目，然後就沒有很想要

去，然後就會造成每天心裡都會想這些東西，所以就決定休學。」

（SE12） 

「當時會選擇休學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對英文沒什麼興趣。」

（SH50-51） 

 

有四位受訪者表示當時的身心狀態已不適合繼續就學，對當時的他們來

說，學校的環境以及相關人事物已經帶給他們巨大的壓力，而使其身心狀況越

來越不穩定，綜合受訪者的經驗，有開始出現自傷行為者、嘗試自殺者、出現

憂鬱和焦慮的情緒等，使其無法穩定在校生活，而決定辦理休學。 

「就是到了一個新的環境我可能會都會有那個憂鬱的感覺出來，

所以要去適應，啊就是適應適應有沒有辦法適應過去就才能決定後面

的事情，像我國中的時候，解除，啊高中的時候，就去年嘛，就沒有

就先休學了這樣。」（S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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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的身心狀態不太能做譬如說決定跟思考一些事情，那

時候想休學的原因單純說我認為我現在不能來學校。……那個時候的

我是抗拒來學校的，所以就休學了，沒有什麼太精密或縝密的思考這

樣。」（SC27-28） 

「我在學校找不到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我

自己有憂鬱症的關係。」（SD8） 

「那時候我就因為這件事情，因為這些事情，我就壓力很大，我

那時候有在吃藥，我就一口氣把藥都吞了。……我就想死，那時候就

想死。」（SD13-14） 

「可是我都還是……就有持續，但後來就是我有時候會說要跳

樓，然後就是有一次就是去醫院，去醫院然後救護車載著就去，然後

我去了之後好像就住院啊，然後我住院我媽就說……他如果……醫生

就不讓我出院，就是強制住院。然後就是去凱旋啦，然後所以要強制

住院。」（SI87） 

「啊那時候我媽就看這樣，就趕快給我辦出院，可是他就不讓我

出院，說逼到最後一步他去給我……就是社工陪他去，就是趕快辦休

學，這樣」（SI97） 

「就是身體跟心理都有點累，然後請了快兩個禮拜的假，然後想

說那個乾脆就休學就好。……哦……就是剛上高二的時候，突然覺得

身體跟心理都有一些疲憊的狀態。是慢慢累積的。」（SG6-8）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自己生活日夜顛倒，學校出席狀況不佳，因此，決定

離校的原因主要是想改掉自己不好的生活習慣。 

「那時候我休學，原本想要改最大的問題就是會晚睡，然後順便

訓練一下自己那個責任。」（SB164） 

(2) 家庭生活層面： 

  在此次的訪談，有因家庭因素而影響其生活適應情形者，但沒有學生提到

是因為家庭因素而做出離校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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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生活層面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決定休學的原因是因為課業跟不上，在一年級時並沒

有把基礎打穩打好，要升上二年級時，發現上課的內容都聽不懂，感到十分挫

折，而決定先辦理休學。 

「就是……應該就是說我一年級的時候沒有把基礎學好，就是說二年級的

東西全部學不會。然後所以後來有一段時間其實我有在想，就是休學這件事情

我想了半個學期。」（SF53） 

「中間有一段落差之後就接不上去了這樣，就是專業科目的東西其實聽不

懂，但是要我去做，我可以。」（SF83） 

 

  有三位受訪者表示，決定休學的原因是由於不喜歡所處班級的氣氛，包括

學習風氣、師生互動的方式、同儕互動方式等，讓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對所屬

班級沒有歸屬感。 

「就是他們講話都不好聽，但是人講話不好聽，不是一般老師教

得了，那一定都是家裡的家教有關，講難聽一點，就是剛好在這個班

的同學，剛好家裡的家教都不太好。……所以在那個班的氛圍比較不

舒服。」（SA41-43） 

「那時就是心裡想著，我死都要離開這個地方，我覺得就是在私

立學校風氣就是沒有很好，大家都不想努力，雖然有可能是自己的關

係，可是我覺得多少環境也都有影響。」（SD62） 

「嗯……跟同學吧，就是比較合不來。……就有點像＋9 那種，

比較多，所以就想說那就順便休學了。」（SE24-25） 

 

  有四位受訪者表示，離校原因和在校人際關係遇到的挫折有關，包括和同

儕或師生關係緊張、刻意被疏離、被針對、關係霸凌等，讓其認為自己無法再

待下去，而決定離校。 

「就是已經覺得一進去就是一個空氣的存在，就是有沒有這個人

好像都無所謂。……那段時間我有點想不開，加上他們又覺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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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沒有去跟他們接觸，他們就覺得我在耍大牌。只是是因為他們

不來跟我接觸，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們接觸。或是我嘗試跟他們接觸

之後，他們也沒有想要理我，所以我沒有參加學校任何活動。」

(SD11-12) 

「就是……跟班級沒有相處得很好、跟老師也沒有很好。……因

為那時候的導師就覺得，他們班很好，然後我普通班轉來的就很爛之

類的。然後就一直跟其他老師講我怎樣我怎樣……所以說直接導致了

就是，我跟班上相處不好。」（SH94-97） 

「我覺得身心狀況很重要，還有……跟導師，我覺得跟導師是最

大的問題，他讓我身心就是整個大崩潰。」（SJ251） 

 

  最後，有兩位受訪者表示因學校所在地和家裡距離太遠，每日通勤時間過

長，而感到身心疲憊。 

「對我來說到新環境有蠻大的變動，再加上離家也比較遠，就覺

得比較不習慣。」（SC1） 

「因為我家離學校有點距離。……可能最快就要兩個小時，所以

我都要很早起床，我那時就覺得喔好累，每天早上去學校就覺得好

累。」（SD20-21） 

 

3. 家人對於學生中途離校的想法和態度 

  在這十位有離校經驗的受訪者其家長當中，面對孩子要離校的變動時，主

要有以下三種狀況： 

(1) 由家長主動提出離校的想法，支持與鼓勵孩子做此決定 

  有四位受訪者表示，當初是由家長和自己提出離校的想法，有的家長是看

孩子心思不在課業上，而提議其可以先去打工，有的則是觀察到孩子在學校適

應不好而提議離校。 

「（怎麼會想到休學這個選項？）是媽媽，是媽媽跟我講的。她就

說，你都不讀書的話，你就乾脆休學去外面工作好了。」（SB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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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媽就來看我，就說為什麼一個好好的人會突然這樣？連

講話都沒辦法講，就不像現在這樣這麼正常。啊那時候我媽就看這

樣，就趕快給我辦出院，可是他就不讓我出院，說逼到最後一步他去

給我……就是社工陪他去，就是趕快辦休學，這樣」（SI97） 

「是媽媽先提出來問說要不要。可能發現我整個人就是情緒都不

對。」（SE29-30） 

「就是……爸爸媽媽啊還有班導這樣子，還有輔導老師那些……

有到學校開會。……嗯，後來就是決定那就休學吧……就是……等於

說是大家共同做的決定這樣子。」（SJ52-55） 

 

(2) 由學生和家長提出想辦理離校的想法，家長無表示意見 

  有五位受訪者表示，當初是自己主動有離校的想法，決定好後才告訴家

長，而當面對孩子提出要離校的想法時，大多數家長無表示任何意見，讓孩子

自行決定。 

「（家裡的人是怎麼樣的反應？）當然是會先問原因啊，啊我也忘

記了當時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但是也沒有發生什麼家庭革命，他們

就說你自己想好了就好。」（SA69） 

「（休學……他有什麼樣的看法嗎？）他沒有問我，我也沒有跟他

溝通自己決定這樣，因為那時候我不太想跟家裡人聊學校的事情這

樣。」（SC97） 

「我有跟他們講說我想要轉科，但我跟他們講的原因是我覺得這

個我興趣不合。他們就說沒關係，你自己決定。」（SD87） 

「（有跟媽媽討論過？）媽媽應該有跟爸爸講，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我有點忘記。」（SG39-41） 

「（決定休學家人有說什麼嗎？）啊就……他就……他沒有說什麼

啊。他什麼都沒說。（笑）在休學這件事情上，基本上只有我在做決定

而已。」（SH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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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長一開始持反對態度，但經過與孩子溝通後，則妥協同意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當初自己的家長沒辦法接受自己想要離校的想法，甚

至有生氣的情緒，無法理解受訪者要離校的原因，但是經過半年的溝通，家長

最後同意此作法。  

「一開始還蠻生氣，就是說為什麼。他說這是我自己選的啊，然

後怎麼還要休學這樣。我就跟他講，啊就是因為基礎完全沒打好……

他就說啊要不要轉學看看，但是……但是轉學我還是讀不下去……」

（SF55） 

「他剛開始是很生氣，然後我就跟他講說，因為我就是基礎沒有

學好，就直接跟他講，就是沒有學好……。然後，我媽就是很生氣，

所以我那段時間也沒有講。……前後有半年的時間吧，後來就說好

吧，我知道了。」（SF60-63） 

 

(二) 中途離校學生之生涯規劃 

當學生決定離開校園，他們對自己離校期間的生涯有何看法或規劃，經過一段

時間後，有些人會決定重返校園，繼續完成學業，有些則不會，因此，本研究

進一步了解，有過離校經驗的學生，其返回校園後的生涯規劃，以及選擇繼續

離校者的生涯規劃和看法，以下分三階段說明之： 

1. 離校期間的生涯規劃 

(1) 無任何規劃 

  有六位受訪者表示，當初學校生活適應遇到困難，開始出現不穩定出席，

到最後是幾乎不來學校，有過多的缺課紀錄或是警告，因而決定先辦理休學，

做此決定的目的在於脫離學校生活，對於離校期間的規劃並無太多縝密的思

考。 

「沒有啊，那時候是沒有什麼計畫……因為我從休學那一天開始

就是在家裡幫忙啊，因為平常我們要讀書，啊回來還是有一些都是爸

媽要處理這樣啊，啊我就是能幫多少就多少啊，啊我那時就是休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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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全部都是我在做（嘆氣），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打掃啊洗啊丟垃圾

啊，反正我都在家裡啊，就能用就用啊。」（SA67） 

「那時候我的狀態不太能做譬如說決定跟思考一些事情，那時候

想休學的原因單純說我認為我現在不能來學校……」「那個時候的我是

抗拒來學校的，所以就休學了，沒有什麼太精密或縝密的思考這

樣。」（SC17-18） 

「嗯……是最初開始就是不想出門的原因就是遇到很多人的話我

會很緊張，就會不舒服之類的。然後後來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直有

在那個期間有吃藥、有在諮商，就是自己每天都在想啊想，然後

也……比較好一點點，然後可能也不想關那麼久，就出去走走。」

(SG60) 

「（休學前有什麼計畫）沒有，我就是想休學。那時候我沒有幹

嘛。」（SH140-141） 

 

(2) 申請自學方案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原先對離校後的生涯規劃無任何想法，離校一段時間

後，因緣際會下得知「自學方案」的資訊，因而決定申請並採用此方案學習。 

「先休學之後才發現說誒，好像可以去做自學這個申請。」「嗯，

就是休學之後過了一年，然後就是好像因為一直沒有復學，然後就是

學校的輔導室就派一個社工來，然後就是剛好他有認識的朋友的小朋

友在自學，然後他就有跟我們講這件事。然後我們就覺得誒，好像可

以，就是依我那個時候的狀態。然後我們就開始申請。」（SJ58-59） 

 

(3) 有明確計畫 

  僅三位受訪者表示，當初在做離校決定前，就有想好離校期間要做什麼，

並且確實有將計畫付諸實際行動，包括找工作、了解有興趣的工作等。 

「（當初決定要休學的時候，就已經有想法）對呀，就是去工作，

然後我是找早班的，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早點起床。」（SB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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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後要做什麼）可能找工作吧？嗯……怎麼講。我休學那時

候就覺得我不想靠他們，我想要自己工作。因為如果一直靠他們，他

們就會一直說妳沒用。」（SD216-217） 

「在這段時間裡面你就想說，那不如去……找點事情做。賺一點

錢這樣。」（SI121） 

「就我想嘗試碰看看殯葬業的。就可能是跑業務啊，或者是……

在殯儀館的。我覺得都可以，因為其實我不太怕。就一個服務人的感

覺、想法吧！」（SF187-189） 

2. 復學後的生涯規劃： 

    在此次訪談十位有中途離校經驗的受訪者當中，其中七位在離校一段時間

後，重新回歸校園，成為復學生，其復學後的生涯規劃有以下幾種情況： 

(1) 先完成高中學業，畢業後計劃繼續升學 

  有四位受訪者表示未來會先完成高中學業，畢業後計劃繼續升學，但在這

四人當中，僅少數人有明確升學路徑或方向。 

「啊國中國中，國二我就已經規劃好說以後要當殯葬師啊，禮儀

師啦，對禮儀師。」「喔大學可能就是要去找相關的啊，可能是生命教

育或是巴拉巴拉其他相關的，現在還很懶，沒有開始找。」（SA109、

SA115） 

「未來想讀的科系應該就是商業管理，學校嗎學校還不知道。」 

（SB147-148） 

「就讀社工……因為以前就是可能弱勢啊，看到弱勢的話，因為

就是以前可能就是算是善良的，我覺得我算是善良的，可能就是看到

一些比較弱勢就會覺得怎麼這樣，想要去……就是自己能讓他們變更

好。」（SB147-148） 

 

(2) 先完成高中學業，畢業後傾向直接就業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對讀書不感興趣，也沒有信心有能力可以穩定就學

完成下一階段的學業，因此傾向先完成高中學業，畢業後選擇直接就業。 



50 
 

「我沒有很想要讀大學，所以應該，有可能畢業後就是在家裡幫

忙。比較……，我個人是沒有這個意願，因為我個人是沒有很愛讀

書，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去讀大學的話，可能沒有辦法完成，那四年該

有的學業方面的事情。」（SC90-93） 

 

(3) 先完成高中學業，但不確定要繼續升學或是就業 

  有兩位受訪者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是迷惘的，尚無明確想法，也不確定將

來是要繼續升學還是就業。 

「都可以啊。還不知道……現在大學生滿地跑，隨便一個招牌下來都砸死

大學生（笑）。」（SH274-276） 

「嗯……就是這個我……就是我常常會想說就是……最後想出來的是要做

比較有未來的，還是……我適合做什麼。就是這一年級會有生涯探究，但是上

下來還是……還是不知道自己要幹嘛。（笑）」（SG109） 

 

3. 不復學的生涯規劃： 

  此次訪談十位有中途離校經驗的學生當中，其中三位在離校一段時間後，

沒有選擇回歸校園。其不復學的生涯規劃，有以下情況： 

(1) 申請在家自學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離校期間一段時間後得知自學方案的選擇，進而著手

寫計畫申請，申請上後便採取此學習方案。 

「嗯，就是休學之後過了一年，然後就是好像因為一直沒有復

學，然後就是學校的輔導室就派一個社工來，然後就是剛好他有認識

的朋友的小朋友在自學，然後他就有跟我們講這件事。然後我們就覺

得誒，好像可以，就是依我那個時候的狀態。然後我們就開始申

請。」（SJ58-59） 

 

(2) 選擇繼續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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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才剛申請離校，目前離校時間還不滿一個月，因

此，暫時無復學的打算，會選擇繼續就業，在離校期間也會去了解自己有

興趣的工作型態。 

「目前就除了繼續現在的工作外……就我想嘗試碰看看殯葬業

的。就可能是跑業務啊，或者是在殯儀館的。我覺得都可以，因為其

實我不太怕。就一個服務人的感覺、想法吧！」（SF187-189） 

(3) 已失去學籍，選擇繼續就業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當初因為種種因素使其沒有選擇復學，目前因離校

時間超過兩年，已失去學籍，短時間內無復學的打算，而選擇繼續就業。 

「離開兩年了吧，差不多兩年……（蠻長的一段時間）對呀，兩

年到我的學籍都沒了。」（SD5） 

「我要搬去台中，因為去那邊的話可能可以賺更多的錢。去那邊

的話……想要找汽車業務。這樣月入十萬不是夢。」（SD399） 

 

(三) 中途離校期間的生活經驗 

  本研究進一步探究和了解學生中途離校後，脫離校園生活，其生活經驗是

如何，包括時間和生活作息的安排、休閒娛樂、交友狀況、離校期間是否有遇

到困難、離校經驗帶給自己有哪些影響和收穫，身為有離校經驗的過來人，會

給出哪些建議和參考，以下列點說明之： 

1. 離校期間的時間安排： 

(1) 以工作為主 

   有四位受訪者在離校期間有順利找到工作，其離校期間的時間運用、安

排大部分以工作為主，其餘時間並無特別規劃。 

「我是算正職的，領月薪的，每天去呀，就是一天大概就是 6、7

個小時，每個月有固定時數，然後排休。……最早是八點，我們要去

煮茶那些，要提早去用，然後一直到下午一兩點，午班就是大概從 11

點開始，一點……三四點的也有，然後就做到晚上。」（SB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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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回去就是我會先去吃午餐然後會先睡一下睡到六點，然後

再起來吃飯。然後就晚上就看有沒有事情，沒有事情就玩手機，然後

跟同學一起玩遊戲。」（SB89） 

「工作一天大概十個小時，一個禮拜休一天。」（SD318） 

「那其實在第二次的這個八個月裡面就是忙著工作這樣。」

（SH244） 

「嗯……工作就是照勞基法，一個禮拜五天左右。……如果有上

班的時候，就是幾乎都在店裡面這樣子」(SF95-97) 

(2) 以課程學習為主 

  有兩位受訪者則在離校期間安排課程學習，例如按照自學課程的課表上課

或是去私人補習班學習一技之長，並考取證照，其餘時間無特別規劃。 

「我那時候去學那個……AutoCAD。」（SH238） 

「就是那個……機械設計軟體，然後也可以用在空間設計，就是

機械製圖跟空間製圖，然後順便考個證照。……然後跟 ProE 立體製

圖，CAD 是 2D 的，然後 ProE 是 3D 的，Solidworks 也是 3D 的。」

（SH240-241） 

「基本上沒有課我就不會出門。……大部分的時間我就是都跟一

般的學生一樣，就是在學習……上面都還是要按表操課這樣……其他

時間就是在……睡覺」（SJ171-173） 

 

(3) 無特別安排和規劃 

  有四位受訪者表示，離校期間沒有安排工作或是參與課程，生活沒有特別

規劃，大多時間在睡覺、看電視、使用網路、幫忙家務或是休息讓身心復原。 

「沒有啊，那時候是沒有。因為我從休學那一天開始就是在家裡

幫忙啊，因為平常我們要讀書，回來還是有一些都是爸媽要處理這樣

啊，我就是能幫多少就多少啊……就是家裡的工作就是我可以幫忙所

以我就是待在家裡這樣，我沒有去外面打工，我都是待在家裡。」

（SA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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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後……前差不多一兩個月的時間都在讓自己，心理憂鬱的

方面，讓自己休息或調適，讓自己恢復正常，就是無所事事游手好

閒。」（SC42） 

「因為我那時候也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耍廢

這樣。」（SC44） 

「本來有想說去外面找工作就是打一下工，但是最後沒有。因為

找不到，所以最後就是只能在家，幫忙一些家務事而已。……剩下時

間可能就休息或睡覺吧……沒有做其他事情了」（SE54-55） 

「……蠻不固定的耶，不過通常都是在睡覺，然後如果……因為

前半段時間，就是基本上都不出門，然後後半段就是可能如果起來比

較早的話，就可能可以會去美術館繞一繞這樣。」（SG50） 

 

2. 離校期間的休閒娛樂： 

  在十位有中途離校經驗的受訪者當中，提及的休閒娛樂有以下幾種： 

(1) 看電視或使用網路 

「通常……沒有事情就玩手機，然後跟同學一起玩遊戲。」

( SB89) 

「我就在家啊，沒有事情做。就玩玩手機、打打電腦……除了就

是玩電腦玩手機以外，沒有其他休閒娛樂」（SC38-40） 

「我那時候就還是小孩子，就不用上學，就一直玩這樣。」 

（SC51） 

「……可能就是在客廳看電視、看電腦或是玩線上遊戲……」

（SE57-58） 

 

(2) 從事興趣相關的活動，例如練習音樂、舞蹈、畫畫等 

「下班的時間也會練習音樂。……玩音樂……會打鼓也會彈貝

斯……」（SB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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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會在家裡練習韓團的舞蹈，然後就會拍成影片」

（SE46） 

「會用手機畫畫……有時候會讀書。……就想到什麼畫什

麼……」（SG61-63） 

 

(3) 出門走走或安排旅遊 

「我喜歡到處去玩，自從我有經濟能力我就開始到處跑、到處

玩，可能去別的縣市玩、去看看。」（SD291） 

「然後或是我常常會跟朋友出去玩，就是跟同事，可能他開車，

就是去比較遠一點的地方。……像是墾丁之類的……（SI131-132） 

「就是有時候可能安排兩天一夜之類的……到外縣市」（SJ182-

183） 

 

(4) 從事消費性娛樂活動，如：看電影、逛街、桌遊店、酒吧等 

「如果出去玩的話我自己是喜歡待在百貨公司裡面啦，就是玩遊

戲機，不然就是跟朋友約出去逛街之類的，就逛逛吃點東西什麼

的……」（SA87） 

「然後或是跟他們下班就是約看要不要看電影、要不要吃宵夜，

或是要不要吃晚餐我就跟他們一起去，通常都會這樣。」（SI132） 

「……主要我們會去電影院啊、桌遊店，還有酒吧，我很喜歡喝

酒，所以我會跑吧。……或是就唱唱歌、看看電影啊什麼的。」

（SH266-268） 

 

3. 離校期間的交友狀況： 

  在十位有中途離校經驗的受訪者當中，其離校期間的交友狀況有以下幾

種： 

(1) 國中小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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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位受訪者表示，離校期間的互動對象為過去就熟悉的朋友，如國中小

同學，交友圈較單純。 

「……也會跟一些本來就很好的朋友，之前就認識的，偶爾會跟他們一起

出去。……主要是國中小就認識的同學……」（SB106） 

「去年休學的時候都沒有啊，我都是就是自己玩，不然就是跟國中的那一

群。」（SC50） 

「因為我都會找我同學陪我，我們就只有這兩個時間有空。……那個同時

是國中的……」（SE63-64） 

「嗯……也會跟朋友聊天，跟以前的朋友。……國中的」（SG69-70） 

「（那你會跟朋友去哪裡玩嗎？）高中比較多，國中的很少。嗯嗯……會出

去玩啊。」（SH251） 

「（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嗯對……就除非有跟朋友約之類的。……國

中的朋友。」（SJ178） 

 

(2) 道上兄弟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過去在學校交友圈較複雜，常常一下課就一大群聚在

一起消磨時間，其中有不少偏差行為，離校後，僅剩一人是比較常聯絡的。 

訪談者：那所以你會跟其他的朋友出去嗎？譬如說以前學校的朋

友啊，或是在校外認識的。 

SF：不會欸。只有一個，嗯……因為之前是有在玩的。可能就是

在……在外面跑來跑去的那種。（SF103-104） 

 

(3) 工作場合認識的人 

  有兩位受訪者表示，離校期間最常互動的對象是工作場合認識的，如工作

夥伴、面試時認識的人。 

「平常生活……就是只會跟同事出來，那時候很單純。」

（SI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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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啊，有認識一個啊，做手機包膜的。就他現在開手機店，就

是賣手機啊、簽合約。然後還有認識一個，開……車體美容的，車體

包膜、車體包膜，現在 21 歲而已，大我一歲。……投履歷的時候認識

的」（SH166-168） 

 

(4) 課程學習認識的人 

  有兩位受訪者在離校期間有安排課程學習，在課程中認識的同儕為離校期

間主要的互動對象。 

「通訊行那個是我在學 CAD 的時候認識的。」（SH154） 

「對，好像就是交了很多就是……什麼香港來的啊，然後就是可

能……美術老師之類的，然後因為後來就是我有去上衝浪，就認識很

多外面的人這樣。……大部分是推廣大學認識的」（SJ162-163） 

 

(5) 男女朋友 

  有兩位受訪者表示，離校期間有交往的對象，而主要互動對象是自己的伴

侶。 

「那時候有交一個女朋友，就是假日會跟她出去。」（SB102） 

「主要就是……陪女朋友吧」（SF33） 

 

(6) 網友 

  有三位受訪者表示，離校期間主要互動對象是網路上認識的朋友，在這三

位有提到網路交友的受訪者當中，有兩位表示僅會與網友聊天但不會見面，一

位表示會與網友約出來見面，且認為與網友的關係比現實生活認識的同儕要

好。 

「我身邊的所有朋友都是大學以上的。……玩遊戲啊，不然就是

玩角色扮演認識的」（SA153） 

「我認為……是他們講話吸收到的營養成分比較多」（SA15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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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線上遊戲，會不會有認識新朋友？）有幾個。但沒有見

面。」（SE71-72） 

「……有認識網友，有認識網路上的。那就只是聊天，那時候無

聊，因為我看到我朋友在玩交友軟體，我就去下載。」（SI130-131） 

 

(7) 較少認識新朋友 

  有六位受訪者認為離校的期間，較少認識新朋友，主要互動對象除了家人

外，就是過去已熟識的朋友，如國中小同學、網友等，或是幾乎沒有和他人互

動。 

「那段時間比較認識不到新的人。」（SB107） 

「就是我的朋友就是他們都在上課，哦 maybe 晚上回去會一起

玩，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我自己。」（SC48） 

「……這段時間就是一年嘛蠻長的一段時間，比較少交到什麼其

他的朋友，主要是舊朋友」（SE69-70） 

「大部分就……自己一個人啊，朋友都還在讀書，只有我沒有在

上課而已。」（SD293） 

訪談者：那你有在這個過程中，去認識其他新的朋友嗎？可能會

認識一些網友之類的，跟網友聊聊天啊什麼的…… 

SG：沒有。（SG68） 

 

4. 離校期間遇到的困難： 

  在十位有中途離校經驗的受訪者當中，大部分受訪者提到的經驗都是與工

作有關，其離校期間的交友狀況有以下幾種： 

(1) 找工作不容易或是工作變動頻繁 

  有六位受訪者都有提到，離校期間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找工作，由於本身

的年紀或是學歷條件，找工作的選擇和機會都有很大的限制，須要多方嘗試、

不斷投履歷。有部分受訪者被拒絕後，便不再找，而另一部分就算幸運找到願

意僱用的雇主，也有其困難和挑戰，初期工作變動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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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滿 16 歲，所以很難找工作，我找了我去面

試很多家都是因為後來就是因為年紀，所以不能上。」（SB80-81） 

「對。我找的工作就大概是這種的，因為我自己也沒什麼學

歷。」(SD241) 

「……然後那時候我找工作也是一直找不到，因為那時候我才 17

歲。找工作找不到，我已經投好幾間，我幾乎每一間都投，有時候甚

至我覺得我自己不會上我還是投，我只是想說看有誰會用……就是人

力銀行那種。」（SI12-13） 

「中間也換過很多工作啦，可能茶六啊、燒肉啊什麼的，火鍋店

啊什麼的。」（SI18） 

「本來有想說去外面找工作就是打一下工，但是最後沒有。因為

找不到，所以最後就是只能在家，幫忙一些家務事而已。」（SE36） 

「……因為其實我投履歷已經超過 100 多次吧，我記得我有認真

算過，我曾經有一個禮拜都在面試……」(SD230) 

「我做過……誒蠻多的耶，美容美髮，然後再來什麼咖啡廳女

僕、汽車維修、百貨公司的遊樂場，再來是專櫃，專櫃服飾，然後現

在也繼續做服飾。」(SD231) 

「八個月內……跑去做了五、六份工作，換過五、六份工作。夾

娃娃機店、遊樂園、飲料店兩次……然後還有什麼工作我忘記了」

（SH204-206） 

「第一個可能是一個禮拜，第二個可能是一個月，第三個的話，

就是會慢慢的時間會越來越長。」(SD233-235) 

 

(2) 工作較無保障，甚至遭受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對待 

  有三位受訪者提到在工作市場上，會遇到一些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對待，像

是受訪者 SB 則遇到工作內容具有風險，當時是飲料店新手，動作沒有其他人

快，因此被指派去外送，受訪者 SB 本身並無機車駕照，因此騎乘不須駕照的

電動機車，但卻在外送途中發生了車禍；受訪者 SH 遇過雇主未依照勞基法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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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應有的保障、工作內容、排假分配不公平等；受訪者 SJ 則表示在找工作的過

程中，遭遇不合理的對待，在試用期間被安排的工作內容是其他正職不願意去

做的苦差事，而且讓其做超時的白工，甚至不願意提供事先講好的權益。 

「應該是太乖了，還要可能店長也是看我太乖，所以會要求我做

比較多事情，啊我就是只能做呀。」（SB104） 

「因為我是新來的就是要去送外送，因為新來的就是泡飲料比較

慢，就是留在店裡也沒辦法做什麼事情，所以就是會被叫去送外

送。……我沒有駕照啊，是買那種電動的……就是送外送呀，那時候

很趕呀，因為有很多單要送，就是沒有在看路，所以就撞到了，撞到

頭流血這樣。」（SB109-115） 

「飲料店……那間就是沒有勞健保，然後我就不太想做了。」

（SH211） 

「啊另外一家是……就他們就屬於……我就感覺就很差，雖然說

職場上的確是應該菜鳥要做所有的事情，可是總不能我在做所有的事

情，然後你們在旁邊看著我關店，然後玩著手機，而且老闆娘她就在

旁邊也默認這個行為」（SH106） 

「我是覺得菜鳥理應要做比較多事情，這個合理，可是……在客

人很多、很忙的時候，東西都給我用，然後他們都不做事，那我就覺

得那就請我一個就好，把薪水都給我，叫他們滾。然後後來就是排假

的時候就是，他們都說什麼自由寫啦，然後就是也沒有統一規定去排

班，就是先搶先贏。啊那時候我剛到的時候也沒有人跟我講，啊就那

兩天我要休，然後後來人家就說一個要跟男友出去玩就硬要搶，後來

就跟我說如果你不能接受就自己辭職。」（SH211-212） 

「我有去找了一份打工，在寵物醫院。然後他就說試用期一天，

因為他說他們的……就是要負責的東西很多、很累啊，他怕我不能接

受。他說如果去的話，我可以接受的話，那我就上了。但那天我去試

工那一天是沒有薪水的，然後他網路上說有供三餐，但他也沒有供。

然後從早上的九點到晚上的十點半，對，然後後來就是我問他……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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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今天這樣子的就是工作可以嗎？然後他就說你覺得呢？他說我們

今天還有很多事情都還沒有做什麼什麼之類的，反正就是他好像沒有

想要用我的意思，然後後來我就很生氣，你如果覺得我不行的話，你

應該要到我試用到中午的時候你就跟我講說……我不行請你離開，就

是請我離開這樣子，但是我那天幫他們做了什麼，就是幫狗狗浣腸，

然後他們正職的員工反而聽到浣腸就跑去別的地方，然後不想要做、

挑工作，然後我都做了，然後我承受的來，我就跟他講說你當初是說

我如果……試工我可以的話，我就上了，但現在我覺得我可以，然後

你跟我講說我不行真的很不合理」（SJ242） 

(3) 維持自身的經濟獨立 

  最後，有兩位受訪者表示由於家庭因素，家中無法給予其經濟支援，需要

想辦法自己經濟獨立，但這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 

「我覺得靠人沒有用。我也沒人可以靠……」（SD232） 

訪談者：那麼在這兩段的休學過程中，有沒有發生什麼就是你印

象比較深刻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難？ 

SH：喔，有。沒錢真的不好（笑）。（SH243） 

 

5. 離校經驗帶給自己的影響和收穫： 

  在十位受訪者當中，部分受訪者對離校經驗的評價是肯定，認為此經驗有

帶給自己正面的影響和收穫，以下將列點說明之： 

(1) 自我價值的提昇 

  有兩位受訪者提到，在離校期間的工作經驗中，從一開始不熟悉，到後來

漸漸上手，被主管肯定，而使得自我價值感提升。 

「就是他會開始叫我去帶新人……開始給我下任務。就是看他們

笨手笨腳的，就會想到我一開始啊，然後也會覺得被人家肯定。」

（SB85-87） 

「以前工作第一個可能是一個禮拜，第二個可能是一個月，第三

個的話，就是會慢慢的時間會越來越長。……覺得自己終於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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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為一開始做的工作，自己情緒會很不穩。現在……會有成就

感。」（SD234-236） 

 

(2) 認知到學歷的重要 

  有五位受訪者提到，離校期間的經驗，讓其感受到拿到高中學歷的必要，

並找到回學校的意義，回到學校以後，出席和學習狀況較以往穩定。 

「……出去外面找工作，他們很多都有一些限制學歷啊，啊如果

沒有的就只能找那些勞力活，啊不然就薪水很低的，所以就趕快回來

嘛把它讀一讀。」（SA104） 

「那時候也不想要就是休學，不想未來都是一直在做飲料店，飲

料店很累然後又沒有賺很多，站很久腳很酸，然後手都一直泡在那個

水裡面，就一直洗東西呀，然後啊那你還要看客人的臉色做事情，薪

水沒有很多，就算基本時薪，一個月 160 個小時，然後我薪水兩萬

五」（SB125-126） 

「有一個蠻大的轉變，會有比較多重心放在課業上」（SB161） 

「可能我的狀況不一樣了，可能我去年會排斥、會抗拒來學校，

所以沒什麼去深入體驗說課程的在幹嘛，啊今年我變得就是有時間或

會有機會去體驗到那個上課的內容。」（SC15） 

「……對呀就比如說如果高中沒有拿到畢業證書書，啊要去哪

裡，所以就要 care 學校的成績的部分一點。」（SC130） 

「雖然有時候很累，可是我覺得真的是跟以前差太多了，會讓我

真的想要認真。雖然有時候就是會覺得好累喔，可是至少有辦法在課

堂上聽，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SI190） 

「其實在這一整段過程中，確定了學歷真的很重要。」（SH348） 

 

(3) 生活作息變得較單純 

  有兩位受訪者提到，過去交友環境較複雜，離校後生活圈較為單純，生活

作息較為規律。 



62 
 

訪談者：所以像你現在除了……還有哪些娛樂是你比較常去？誒

你現在還會跑店嗎？還是就比較不會？ 

SF：之前幾乎每天。（笑）就這一攤跑完，換跑這一攤，有廟會

馬上到這樣。現在是……其實完全不會欸。（SF195-196） 

「其實離校後那時候生活蠻單純的，也不會到很亂。就是只會跟

同事出來，那時候很單純。」（SI135） 

 

(4) 學習接受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有三位受訪者提及，離校期間發生對個人而言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讓受訪

者學習接受並且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就我覺得比較成熟長大一點，以前比較幼稚不懂事，啊因為我

從小到大，都過得蠻順遂的，然後就是很好命的一個小孩，就是家裡

的經濟狀況也很不錯，可以讓我予取予求，接近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所以沒有受過什麼打擊，啊去年就一次來了兩個大的，啊撐過來之後

就比較成熟了吧……應該」（SC58-59） 

「……休學是讓我慢慢變好的開始，讓我變成熟，我那時候復學

回去的時候，老師都說 00 真的變很多」（SI140） 

「就是每一個教官都說 00 真的差很多……可能就是以前剛進

OOOO 的時候，就可能很兇，就是一個很兇的，就好像我長了一個刺

蝟，身上有那個刺，一個……一個很兇，然後很沒有辦法溝通的一個

人，然後但是我復學回去之後，就比較有辦法了。」（SI141） 

「就……錯過就錯過了，那就繼續讀美容科。從原本可能有點抗

拒的心情，然後變成接受它。」（SE110） 

 

(5) 學到規避法規的技巧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因過去交友圈較複雜，曾過上一段被警察追趕的日子，

認為離校經驗帶給自己的收穫是學到規避法律的生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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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是靠那個，靠出去玩，然後學習到很多……就是法律的知識。

因為你要想著怎麼樣不會被警察攔，或者是就算被攔他也沒辦法搜我身。就會

去查那個法條，但是你被攔檢下來的話，其實他們是不行合法搜身的，就除非

說他已經看到刀子或是看到毒品了，他們才能就是喔我已經看到囉，他這樣才

能搜。要不然都是要搜查令才能去搜的。」（SF208） 

「算是學到……保護自己的方式」（SF209） 

 

(五) 給學弟妹的建議： 

    訪談十位有離校經驗的受訪者，部分受訪者雖表示離校經驗帶給自己正向

影響，但也有部分提及到懊悔的情緒，認為過去在做離校這個決定時，太過倉

促，而沒有仔細思考離校期間可以如何運用，對於時間沒有被好好利用而感到

可惜，因此，認為若在離校前，能事先思考為何要離校，哪裡出現問題，要怎

麼改變以及具體執行措施，或是對於離校後這段時間有什麼計畫，能事先安

排，並在離校期間能確實執行，才能使離校的時間變得更具意義，而非虛度時

光。 

「我會推薦說就是除非你有把握你在外面可以有工作，不然就直

接降轉，就是重新開始，除非你有能力就是有工作已經找好了，都具

備好了，不然就是不要再多浪費一年的時間，在那邊浪費時間，因為

你到時候就是一定還是會回來，前前後後絕對會回來讀書到畢業，所

以……對啊，不要休啦不要休那麼久，不要浪費時間，時間很重

要。」（SA177-178） 

「……就是浪費時間很可恥啊，就是浪費一年的時間。就是人家

畢業的時候是 18 歲，我是 19 歲才畢業啦（SA184） 

「既然都決定要休學了，就好好把它弄完啊，就不管他休學是在

做什麼，那如果是對未來沒想法的話，就還是回到學校吧。」

（SB160） 

「休學就是看能不能改善那種自己的問題，如果都沒有改善的

話，我覺得還可能還是會跟之前一樣就是一模一樣，那他們之後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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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還是會再選擇休學吧，那麼休學就沒有任何意義呀。嗯……對那我

就也不知道要怎麼辦了（笑）。」（SB162） 

「休學前就是休學不能讓它沒有意義呀，就是在做這個選擇之前

就要先想好。」（SB163） 

「我覺得如果你在休學時候，已經有打算要做什麼，那就休學看

看。那如果沒有的話，我覺得還是先不要休，因為很浪費時間。……

不要說我現在就想休就想走，而是要有一些計畫。」（SE163-164） 

 

(四) 決定是否要復學的因素 

  學生決定離校的原因錯綜複雜，無法用單一原因去解釋，然而，不管是哪

一種原因大多與學校生活無法良好適應有很大的關聯。學生離開學校生活後，

經過一段時間有些學生會選擇復學，有些則不會。因此，以下將探討是何種原

因讓中途離校的學生願意再次回歸校園，其中又有哪些關鍵因素幫助其能持續

穩定復學，最後，選擇不復學之學生，又有哪些考量，以下列點說明之： 

1. 決定要復學的因素： 

  訪談十位有中途離校經驗之學生，其決定復學之因素，大約可分為以下四

種，包括： 

(1) 重要他人期待 

  有三位受訪者表示會選擇復學之原因，主要是由於重要他人期待自己能回

歸校園拿到學歷，當中包括家人或是師長，持續鼓勵和勸說，而決定復學。 

「……因為家人跟我說要回去讀書啊，而且再加上我剛剛有解釋

過嘛，出去外面找工作，他們很多都有一些限制學歷啊，啊如果沒有

的就只能找那些勞力活，啊不然就薪水很低的，所以就趕快回來嘛把

它讀一讀。」（SA104） 

「（決定復學的原因）主要也是那群老師也在勸說我回去。」

（SH351） 

「會問我說之前有沒有在讀書之類的。」（SG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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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到預計復學時間 

  有三位受訪者提到當初在做離校決定時，就有決定何時要復學，對於要返

校是有一個預備心理，因此，會重新返回校園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主要是離

校前就已經預備好。 

「對，會期待（回到學校），我原本就有預期休學後，9 月就要再

回來學校。……那時候感覺還好，但就是還是要回去啊，已經預訂好

了。」（SB121） 

「……老師說六月前就可以來寫單子，然後就可以進去。因為我

不確定，所以就晚了。所以到那時候要填的時候，就滿了錯過了。所

以那時候就只能重讀美容。」（SE108） 

「……那時候在離開學校的時候，就決定就是一年的時間，讓自

己休息，然後讓自己調整，然後一年之後就再回來。」（SG76） 

 

(3) 認知到拿到高中學歷之重要 

  有三位受訪者是由於離校期間嘗試找工作或是實際工作後的經驗，讓他們

發現在工作市場上學歷的重要，而擁有高中學歷是最基本的，因此，對他們來

說做出復學決定，主要目的就是要取得高中學歷。 

「嗯原本是沒有想要回來，會回來也是覺得嗯……待在家裡好無

聊喔，就是覺得還是趕快把書讀一讀好了，而且就是看了身邊的同

學，不是說我這邊的同學，就是其他的學生，然後去打工，只能打工

啊，而且很挑，要找很久啊。」（SA64） 

「……有一些工作就是它的條件就是你有手有腳，然後不是這些

就是最低時薪，對對就是很少很好，那時候在逛的時候很多都是你要

有高中畢業啊一定要什麼東西啊什麼東西啊，所以還是趕快把它讀完

好了。」（SA65） 

「……後來我在拾七上班的時候，我就會一直想到我不想再做這

個工作，然後我想回去復學，復學我想要再繼續往上。」（SI16） 



66 
 

「……就那時候也沒想到這麼遙遠，可能就想說還是先把高中完

成，就覺得上班好累喔，我不想上班，可是為了錢。」（SI17） 

「我這次回來主要就是把學歷帶回家」（SH280） 

 

(4) 離校期間發生重大變故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決定要復學的原因，主要是在離校期間發生對他來說

是很痛苦的事件，因此，為了要轉移注意力，避免沉浸於悲傷之中，讓自己有

生活重心，而決定復學。 

「就是從我休學的一兩個月，那時候我在調整心理的那個狀態

嘛，然後就在混，混混混混了半年後，我跟我差不多今年二月三月的

時候吧，那時候心理又開始回到比較不好的狀態。」「……因為這件事

情又回去看心理醫生，然後才開始比較積極地在吃藥，嗯然後就這個

狀態持續了差不多到了到現在吧，就是那還是一個……對我來說是一

個打擊啊。」「……今年比較能適應學校，是因為相較起來，有別種痛

蓋掉了來學校適應新環境的這種痛。」（SC55-57） 

2. 持續穩定復學的因素： 

  在這次的十位訪談者當中，有七位目前都穩定復學，因此，進一步了解是

什麼因素幫助其持續穩定復學，根據受訪者之經驗，大概有以下幾種因素： 

(1) 從班級或學校找到歸屬感 

  在此次訪談中，有六位受訪者皆表示從班級或學校找到歸屬感是穩定復學

的關鍵因素，也是此項目最多人提及的，其中包括：在班級中感受到同學是友

善的、自己是被接納的、在班上有找到談得來的朋友、老師不帶評價的關心、

導師幫助受訪者融入新班級和環境、或是學校教官或老師有看到自己的需求並

提供協助等。 

「（不會想再離開了是嗎？）當然啊，當然不會啊，就是這麼好的

同學，我不待在這裡我要去哪裡？我哪裡還遇的到？遇不到了！」

（SA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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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慢慢的啦，就慢慢的跟班上同學接觸嘛，慢慢的會有來學校

的拉力。……譬如說，我會想交新朋友，或者說學校有些課我會有興

趣這樣。」（SC4） 

「……就是比較有歸屬感這樣。」（SC144） 

「就……之後我有慢慢跟其他人聊天，他們也會跟我聊天，然後

就變成朋友，之後上學的動力都是因為有朋友，才會去上學。」

（SE132） 

「就是我有一個助理老師，他都陪伴我，就是助理老師換過很多

個。有一個助理老師她算是媽媽，她真的很……她真的很懂我。」

（SI167） 

「他一直在學校很照顧我，我去住院他也去買飯來給我吃，他會

關心我。他就這樣一直輔導我，然後陪著我、跟我講一些道理啊或什

麼的。……一直陪伴我，陪伴到我高中畢業」（SI170-171） 

「他可能……就是能給我的資源很多，那時候也是常常唸書，他

都會逼我唸，然後他會教我怎麼讀書的方法，給我方法。不管是我情

緒方面還是說功課方面，他都會，然後他日文也是會，他日文很厲

害，他有檢定什麼的，他就教我日文，這樣教……然後陪著我、教我

讀書的方法。然後我去統測跟特考他都有到場，買飲料給我，就是一

直陪著我。」（SI180） 

「但至少在現在這個班級，導師是努力地想要幫你融入的，然後

也有一群……就是不會這樣另眼看你的同學做你的朋友。……這次

（復學）有比較好……因為至少班導是好的。」（SH309-310） 

「導師也都 OK，他還會就是叫一些人就是……寫一些小卡片

啊，然後中午幫我盛飯啊，或者是寫一些就是課業上的筆記給我之類

的。」（SJ105） 

「所以當時在那邊就等於有比較穩定了……就蠻快樂的」

（SJ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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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校園中經歷成功經驗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回到校園後，在一次課堂中無意被老師看到自己在科

目上的天賦，因而時常鼓勵並肯定他，讓他在這次的經驗中找到學習的動力，

不再排斥學校生活。 

「應該就是……上課時候老師就是突然發現我那個美顏，好像有

興趣，就是畫的還不錯，然後他就有一直……類似在偷偷地栽培我，

就到現在有機會好像可以當選手，……老師也蠻關心我的。就是有找

到歸屬感……」（SE155-156） 

「在這個過程中……就是有成就感」（SE158） 

 

(3) 找到來學校的意義 

  有一位受訪者在離校期間有在飲料店上班，工作歷程當中讓他意識到賺錢

不易，且學歷影響工作機會，而選擇返回校園繼續完成學歷。找到來學校的意

義後，受訪者能以更積極的態度適應和面對學校生活。訪談內容和摘要如下： 

「那時候也不想要就是休學，不想未來都是一直在做飲料店，飲

料店很累然後又沒有賺很多，站很久腳很酸然後手都一直泡在那個水

裡面，就一直洗東西呀，然後啊那你還要看客人的臉色做事情，薪水

沒有很多，就算基本時薪，一個月 160 個小時，然後我薪水兩萬

五。」（SB142） 

「……就是更找到要來學校的意義……」（SB161） 

 

(4) 對課程或學校活動感到有興趣 

  有兩位受訪者表示，經過離校的經驗後，心態轉變，想法也改變，能以全

新的視角看待學習，並開始對課程產生興趣。 

「……原本可能有點抗拒的心情，然後變成到現在可以接受

它。……就心態不一樣了感覺就不一樣了。」（SC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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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就是……上課時候老師就是突然發現我那個美顏，好像有

興趣，就是畫的還不錯，然後他就有一直……類似在偷偷的栽培我，

就到現在有機會好像可以當選手，那就繼續當。」（SE155） 

(5) 學校的社團活動是動力來源 

  有另一位受訪者表示，在學校的社團活動中找到歸屬感和動力，也是促使

其持續穩定復學之因。 

受訪者：……我禮拜六剛表演完（吉他）。 

訪談者：喔真的喔，所以好像講到這個你眼睛就亮起來了，那這

個會是你想要穩定回來學校的因素嗎？ 

受訪者：嗯……可以算是其中之一吧！（SB136-137） 

3. 決定不復學的因素： 

  此次訪談中，有三位中途離校學生目前沒有返回校園的計畫，以下為其不

復學之因素： 

(1) 才剛離校尚無復學的想法 

「只是……我離開學校其實也沒有很長時間，我剛休而已。」

（SF24） 

「就是上個禮拜吧？上個禮拜去休的，但是我已經……兩個月快

三個月就是斷斷續續去學校。……目前就先工作吧」（SF25-26） 

 

(2) 家人不支持，沒有經濟能力負擔學費 

「因為我跟家人講我想復學，可是他們不願意幫我支付相關費

用，不想讓我讀書。我那時候也沒什麼能力，沒辦法負擔自己。」

（SD265） 

「……那我就想說我不讀了，等到我有經濟能力負擔我自己再回

去讀書。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回去因為我後來發現工作之後要回去就會

失去經濟能力，我就覺得那我是不是永遠都回不去……」（SD266） 

 

(3) 多次在學校經歷挫折和打擊，而沒有勇氣回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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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SD 表示過去因有身心方面困擾加上家庭失功能，在學校嚴重適應

不良，但當時的教師並沒有看到他的難處，還被處處針對，即使轉學後，情況

依舊沒有起色，多次在學校經歷挫折和打擊，使其沒有勇氣回歸校園。 

「我覺得我就是這個狀況已經不適合再繼續這樣下去，因為不管

我轉到哪裡，這個狀態就是還是會繼續再發生。我那時候從 XX 轉過

來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會好一點，可是沒想到，我到 00 的時候，我

發現我沒有好一點，反而是又是越來越嚴重。」（SD210） 

 

(五) 離校歷程期待獲得的幫助 

  從上述的訪談，可以看到學生從進入學校到離開學校是一個歷程，而非單

一事件的促發使得當事人做出離校之決定。在此脈絡下，大多人離校前都是遇

到不同層面的困難，無法繼續在學校這個環境下學習，而做出離校決定，離校

後，脫離學生身分，需要的協助勢必會與在校期間是不同的，最後，學生回歸

校園後，各方面都需要有所調整，學校能如何提供協助。透過深度訪談試圖從

學生的角度瞭解其困境以及期待獲得的協助。以下將此歷程分為離校前、離校

期間和復學後三階段說明之： 

1. 離校前期待獲得的協助： 

  有四位受訪者認為離校是自己的決定，「他人沒有什麼可以協助的」，而學

校僅扮演輔助的角色，因此就算遇到困難也沒有想到要求助。除此之外，另外

六人有提到以下期待獲得協助的項目： 

(1) 自己的需求能被看見、被理解 

  有四位受訪者表示，若時間可以倒轉到決定離校前的時光，希望當時自己

的需求能被看見，難處可以被理解。 

  受訪者 SD、SH 提到，當時自己的身心或是處境其實已有狀況，需要被幫

忙，但是學校教師沒有看到自己的難處，而是僅就行為沒有達到教師的標準或

期待，給予謾罵或是懲罰，使其壓力越來越大，最後承受不了而決定休學。 

「……因為我之前也有在００找過輔導老師，可是那邊的老師就

讓我覺得說，他們是我的班導是同一國的，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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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要知道我發生什麼事，他們只是希望我能來學校。」（SD133-

135） 

「就是他們……好像不是真的能想要幫看到我的需求，好像他們

的期待反而擺在比較前面。」（SD154） 

  「……來到一個新環境，同學這邊，老師這邊，沒有真正看到

我的需求，然後沒有辦法接住我，所以讓我想離開……」（SD154） 

「如果他們真的有想要來了解我發生什麼事的話，我可能不會想

要離開那個學校。因為他們只注重在他們的學生能不能畢業、成績有

沒有符合期待，他們不在意你發生什麼事情。」（SD297） 

「我原本有想要留下來，可是後來跟學校吵架。因為我那時候其

實就是……我那時候，因為我本身有憂鬱症，然後現在很好，然後那

時候我就是每天都蠻不舒服的，然後我有開出醫生證明，可是學校就

不理，他們就跟我講說你這樣一個月都沒來學校，中途還是有來一兩

節，那時候會補假卡，我就跟他們講說到底是補假卡重要，還是學生

到底怎麼樣比較重要？」（SH332） 

 

  受訪者 SE 表示，離校前母親有看到自己的難處，而提出休學的想法，讓

自己在離校期間有機會嘗試自己有興趣的領域，讓他覺得很感謝並且認為這是

有幫助的。 

「我休學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成績不好、並不是因為我怎麼樣，而

是你們的老師的作為，間接導致我休學。」（SH336）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家人比較重要。就是如果你的小孩，想要走

哪個方向，那你就盡量地去幫他，就是盡量地去幫他走完……然後學

校的話就是如果能幫的話那就盡量幫。」（SE158-159） 

 

  受訪者 SI 表示復學後，遇到有看到自己需求的教官，給予鼓勵和陪伴，帶

給自己很多的力量，若在離校前就有機會遇到，自己可能就不會做離校的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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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有一個助理老師，他都陪伴我，就是助理老師換過很多

個。有一個助理老師她算是媽媽，她真的很……她真的很懂我。」

（SI169） 

 

(2) 生涯探索與輔導 

  在此次的訪談中，僅少部分受訪者對畢業後的生涯規劃有明確的方向和目

標，知道自己有興趣的科系或是職業是什麼，大部分的受訪者在生涯的選擇和

規劃上是迷惘的，因此，希望能有更多生涯探索的機會，如開設多元選修課程

等。 

「嗯……可能是因為二年級要開始真的再不看自己要幹嘛就來不

及了。」（SG20） 

「……那時候可能會一直催促自己，就是可能一個想做什麼，一

個想做什麼，然後在……矛盾的拉扯這樣？所以可能一直在想這些事

情，然後就好累，但還是不知道要做什麼……」（SG22） 

「然後我覺得會休學可能……會休學排除說身體的狀況，因為有

些人可能是因為身體真的不好要去治療，那真的是身體病弱，或癌症

或什麼。可是幾乎蠻大一部分會休學就是因為唸不下去，真的都沒興

趣，我有一些朋友也是都唸不下去，他們是真的沒興趣求學。我覺得

先到職場上工作可以，或是說這個同學真的休學了，可是……說不定

他們是對課業沒興趣，我覺得可以多開一些多元化的課程。」

（SI196） 

訪談者：因為其實聽起來你在學習方面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耶，

對不對？因為其實感覺學習能力是好的。 

SH：可是對未來也會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SH135） 

(3) 可以轉科 

  有一位受訪者提到，自己的興趣並不在當時就讀的專業當中，因此，一開

始覺得很痛苦，這樣的情緒影響日後的學習以及學校適應，學習沒有動力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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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日益增大的壓力，最後才選擇休學，因此，希望能有管道或機會可以轉到

自己有興趣的科別或是學校可以提供相關課程或活動。 

「可以讓我轉科。不然就是如果有些什麼表演的活動可以讓我參

加也可以，然後繼續留在美容科的也可以。」（SE140） 

 

(4) 能有專業的心理資源介入 

  受訪者 SI 提及專業心理資源的介入是需要的。受訪者表示當時自己的身心

狀況很不穩定，十分影響學校生活適應，雖然當時學校輔導教師介入，但 SI 認

為輔導教師受限於角色定位，輔導效果有限，直到離校期間受到專業心理資源

的幫助，情況才有些轉變。 

「就是說比如說我現在是學校的輔導老師，學生來讓我輔導，可

是我畢竟還是一個輔導老師的……一個以老師的角色啊，可是我真的

是在學校跟輔導老師聊，這樣還是有晤談……這樣還是算晤談，雖然

他們有學諮商，可是他們還是一個以老師的角度、教育的角度，可是

我真的去外面……真的跟單純是心理師，他給我的感覺就是真的不一

樣，他會給我做催眠啊或是做一些治療，就是他是回到你個人，但是

教育就是如果在學校就會又不一樣，跟學校的輔導老師聊或是跟真的

一個是心理師聊，感覺真的差很多。」（SI195） 

 

(5) 能清楚了解離校後的權利義務相關資訊 

  在此次的訪談中，發現有部分受訪者，在離校前並不清楚離校後的權利義

務，包括離校年限規定、何時可以復學以及可以考慮轉科、參加轉學考、重考

會考等制度相關資訊，在不清楚的狀況下，不僅可能會影響其時間安排和運

用，其實也損失相關權益，因此認為離校前能清楚了解離校後的權利義務相關

資訊是重要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辦了休學之後，還可以在那個學年度就

回來繼續復學，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會希望學校告訴我說怎麼做，或

者手續怎麼辦理這樣。」(SC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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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去年休學的時候，就知道如果沒有回來的話，直接回來

辦了復學手續，就是這一屆啊，啊我剛剛說的是如果可不可以在休學

途中，回到上一屆？」（SC78） 

「學校可以提供一些資訊，像是復學前的準備、轉學考之類的，

或是會考，像是我就是忘記那個辦補考會考的那個日期，所以直接回

來這邊。」（SC82） 

 

訪談者：嗯嗯嗯，所以就想說先中斷半學期。你那個時候知道說

休學就是要等下學年才可以回來，沒辦法之後銜接下學期？ 

SB：其實我不知道耶，但是我高一上學期就想回來。（SB24） 

 

2. 離校期間獲得的協助：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離校後已失去學生身分，自己也不是該校的學生，因

此，「不會期待學校能夠提供協助」，就算遇到困難也只能靠自己，或是不知道

能向誰求助，不認為學校還有責任需要幫助自己。 

「不認為學校可以幫什麼……這是屬於自己責任範圍內，就是跟

學校無關。而且，它只是學校而已」（SA172） 

「（那休學的這段歷程呢？）幫助……也沒有。」（SB151） 

「那就那好像就沒有什麼了。（如果是休學期間有老師定期關心

呢？）對我來說不會耶，因為我那時對這間學校就老師啊同學也沒有

什麼太深入的瞭解這樣，就沒有接觸過啦。」（SC79） 

「那就是休學完了之後，學校就沒有再跟我聯絡啦」（SC75） 

「（妳會希望學校說，有沒有什麼協助可以提供？）沒有想到。」

（SE148） 

「可是我覺得都已經……都已經休學了，也不是算學校的事，也

沒有人會幫忙我。」（SI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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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兩位受訪者表示，希望能「有社會資源介入」，受訪者 SD 表示離校前曾

接受過社工協助，對自己很有幫助，但離校後，不具學生身分，原先的社工只

能先將他結案，讓受訪者覺得很可惜，而受訪者 SI 表示，雖因不具學生身分，

且也與原社工結案，但該社工仍持續輔導關心，讓她很感謝也有被幫助到，因

此，期待離校期間能繼續有社會資源的介入。 

「然後那時候，其實中間有個社工，一直在輔導我。」「因為其實

原本我也沒有想去看身心科，因為就覺得……因為那時候其實我也沒

有很信任醫生。」「那時候就是社工陪我去看的……然後後來就是慢慢

地……就是固定吃藥，然後回診。」（SD226-229） 

「我想一下。其實，因為我覺得我一路走過來啊，我不是靠我一

個人在走，那時候也有社工和心理師陪我一起走出來。嗯……我覺得

我最信任的可能就只有他們了，因為他們是真的……真心想要幫我

的，因為雖然一開始，我也不怎麼信任他們，一直在排斥他們。但是

他們就像什麼……我越推他們越……就是一直關心我。就慢慢得放下

心防。」（SD405） 

「而且因為我一直就是覺得自己還沒有什麼能力，一直到現在還

是會常常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但是他們就是會覺得說……我可能我

已經很努力了。」（SD406） 

「可能因為我失去學生這個身分，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就是只能

結案，然後後來就是已經休學，所以老師就也沒去我家了，因為我已

經就算是休學。……他也沒辦法，可是他還是持續會關心我，現在還

有他的 line」（SI155） 

 

3. 復學後期待獲得的協助： 

  相較於前兩階段，此階段僅有兩位受訪者認為「沒有可幫忙的」，學校僅是

一個輔助的角色，大部分受訪者提到期待獲得的協助，大多與學校適應有關，

包括以下幾點： 

(一) 融入新環境或新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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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受訪者表示離校後要回歸校園前，心中不免忐忑，一方面是擔心自己

比新班級的同學都大一歲無法融入，另一方面也受過去不成功的同儕或師生關

係經驗影響，而擔心無法順利適應，因此，復學後協助其融入新環境或班級，

從中能感受到被接納、找到歸屬感十分重要。 

「（認識新環境是怎樣的挑戰？）就因為……當時候進來的時候，

就以為只有我一個人比他們大，擔心會處不來……但是到班級的時

候，才發現還有兩個人。所以那時就有慢慢適應，就覺得年紀好像就

無所謂了。」（SE121-122） 

「嗯……就我前陣子就是會……剛回來的時候會有一種……就是

自己不屬於這個班級的感覺。就是我人在裡面，可是感覺又好像自己

像是不在的感覺。」（SG87） 

「嗯……現在比較少了。就是剛來的時候會一直覺得自己是比他

們大一屆的學姊這樣。」（SG89） 

 

(二) 課業能跟得上進度 

  有受訪者表示離校後再復學，適應和跟上課業進度是有挑戰的，對課程內

容不熟悉，跟不上班級進度、發現自己的程度跟同儕有落差等，因此，在此部

分是需要被協助的。 

訪談者：就是說，妳說妳回來一年多了嘛，其實我們這個問題很

簡單，就是想了解妳回來的這一年多，妳過得怎麼樣？然後還有妳回

來復學之後，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呀，有沒有需要哪些協助的地方？ 

SE：回來的時候，困難就是在，因為對美髮還是不太熟悉，所以

要一直去了解，然後上課就要很認真聽，對所以……可是到那之後如

果真的不會，同學都會還是會主動教。（SE120） 

訪談者：了解，所以你現在復學回來啊，有覺得在學業或是什麼

方面有比較吃力嗎？ 

SH：有哇我覺得學業超吃力的，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班老師教

得特別爛。聽不太懂老師教的。（SH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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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涯探索與輔導資源 

  部分受訪者表示，雖然決定要回歸校園，但是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仍是迷

惘的，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也不清楚自己有哪些能力，或是雖然有一些目

標，但是究竟要如何達成，其升學路徑為何，仍是一片模糊，因此，期待能有

生涯探索或是相關輔導資源協助。 

「嗯……就是這個我……就是我常常會想說就是……最後想出來

的是要做比較有未來的，還是……我適合做什麼。就是這一年級會有

生涯探究，但是上下來還是……還是不知道自己要幹嘛。」（SG109） 

「所以會覺得說在這一塊，就是到底要選自己喜歡的還是自己適

合的，還是比較有未來的科系啊或是職業方面，也是希望可以被幫助

到嘛？這一塊。因為好像一年上下來，還是沒有辦法釐清這些。」

（SG111-112） 

訪談者：你說你國小就規劃好的是? 

SA：啊國中國中，國二我就已經規劃好說以後要當殯葬師啊，禮

儀師啦，對禮儀師。喔大學可能就是要去找相關的啊，但還不知道可

能是生命教育或是巴拉巴拉其他相關的，現在還很懶，沒有開始找。

（SA115） 

 

(四) 合宜的時間安排和規劃 

  有受訪者表示，回歸校園後，開始要適應學校生活作息，與過去離校期間

有很大的不同，一時之間無法適應，因此，如何合宜的安排和規劃時間，是其

想要學習和克服的。 

「嗯……我是覺得主要還是就是時間規劃那部分。」「就是說自己

會不知道該怎麼樣去做這一塊。」「希望有人可以協助我、告訴我怎麼

樣去安排會對我比較好這樣，希望有學習到怎麼樣去規劃自己的時

間。」（SG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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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資訊能更透明清楚，相關承辦人員能更積極應對 

  受訪者 SJ 離校後，選擇自學方案，但在過程中，與行政承辦人員在接洽上

遇到很多問題和困難，遇到問題時該承辦人員會踢皮球，讓受訪者感到困擾和

不便，或是在行政流程和制度上，承辦人員的錯誤訊息，直接影響受訪者 SJ 的

權益，因此，希望相關行政資訊能夠透明清楚，承辦人員能積極應對。 

「對，他的業務就是非常地緩慢。然後就是有時候就是金錢比較

緊急的時候，就會打電話去問他這個學期的經費撥下來了沒有，然後

他可能就會一直扯別的，但他就是不會跟你講說他到底去付，他到底

去匯款了沒有」（SJ218） 

「我們上一位承辦人，就是……現在在這裡的督導。就是他對我

們自學生就是……也是還蠻看不起的，就是要請他處理一些事情，他

都一直踢皮球、一直踢皮球，然後都會講一些很無關緊要的事情。」

（SJ221） 

「那個時候我很急著要申請大學，因為他就是在幾號之前我一定

要拿到我的同等學力證明，但是他就是一直在踢皮球，說那是什麼教

育局的什麼東西我沒有辦法幫你決定什麼什麼之類的，然後我就說那

你好歹也……他沒有每個學期都給我們註冊章，就是他覺得說註冊章

對我們來講不重要，但是我那時候很急著需要證明我的註冊，我的學

生證後面六個註冊章他之前都沒給我們……」（SJ231） 

「在這個過程中其實花費了很多心力在這個行政業務上面。」

（SJ235） 

「對，因為在我一開始的時候，那個時候好像法規還沒有改變，

所以我是可以設籍在教育局的。但是在我畢業那一年，他們突然就一

直跟我們講說……沒有設籍在教育局，那是以前的法規寫錯了，我們

是沒有在學學籍的，他們就是說改了，我們就是沒有學籍……沒辦法

拿到畢業證書，只有同等學歷。」（SJ237） 

 

(六)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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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研究階段，透過訪談十位有離校經驗的學生，了解其在離校前、離校中

以及復學後的生活經驗、需求以及期待被協助的地方。此次訪談者當中，大部

分學生在離校一段時間後即選擇重返校園，重新適應團體校園生活，僅兩位學

生目前仍在離校中，皆選擇進入職業市場，另外一位則選擇自學方案，並透過

特殊選才，目前在大學就讀。 

    此階段研究發現，學生決定離校往往不是一時衝動的決定，也無法做單一

歸因，情境也因人而異，然而，訪談發現十位受訪者之共同經驗顯示學生在離

校前往往是遇到不同程度的困境，當困境沒有被看到或被處理時，漸漸地，來

學校對學生來說便是一股巨大的壓力或推力，讓不適應的學生，無法在這當中

學習，而選擇離校。每位學生身處的處境不同，需求也不同，因此，學校若能

在學生因困境而決定離校前，看顧每一位學生需求，對學生來說會是莫大的幫

助。 

    大部分學生是由於在學校待不下去而選擇休學，僅少部分是有計畫、有目

標而做此決定。若在離校前有所規劃者，往往能比較善用離校時間，並從當中

獲取經驗，並得到成長，對離校期間也給予較高的評價，反之，則容易虛度光

陰，時間大多在睡覺、使用網路中度過，回頭看往往容易感到懊悔。此外，也

有部分學生反應，離校期間的職場經驗，由於自身條件的限制，容易吃虧或沒

有得到應得的福利和權益，因此，幫助學生釐清離校原因、思考離校後的生涯

及生活規劃、知悉離校後的權利義務、職場上的相關資訊和法律規範，是有其

須要的。 

    此次的訪談對象中，有七位學生選擇復學，大部分學生目前皆穩定復學當

中，且表示會繼續持續下去，促使其願意持續穩定復學的原因包括：從班級找

到歸屬感、校園中獲取成功經驗、對課程或活動感到興趣、離校經驗中找到來

學校的意義，此外，在復學後期待獲得的幫助當中，大部分受訪者提到的項目

包括：課業跟得上進度、融入班級、生涯探索和輔導、合宜時間規劃、輔導資

源等，由此可見，受訪者不管是在持續穩定復學之因素或是期待獲得之協助，

學校在學生是否能穩定復學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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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學生中途離校是一個極為需要被關注的議題，學生決定離校

前，要如何避免和預防學生離校，學生離校後，由於身心方面尚且不成熟，可

以提供其何者幫助，避免其虛度光陰，或是處於潛在危險，最後，若學生決定

復學，要如何協助其穩定復學，避免其重蹈覆轍，是教育和各單位須面對和一

同研議的。研究團隊將根據此階段研究發現，分析訪談資料，編製「中學生生

活適應量表」，在後續研究中，全面了解高雄地區中離生離校和生活經驗，希冀

後續學校或政府相關單位在制定方案或策略上，能有一些方向可循，對症下

藥，將處遇方法發揮到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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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調查資料分析 

(一) 背景資料描述 

       本研究旨在了解高雄市中途離校學生之現況及其需求，以高雄市高級中

等學校(包含公私立之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以及綜合型高中)有中途離校經

驗之學生為樣本，總共回收 520 份問卷，有效樣本為 415 份，其中已復學生為

342 人、未復學生為 73 人。 

    本研究之對象分為已復學及未復學兩種身分別，由表 4-2-1-1 可見已復學生

342 位之中男性為 172 人(50.9%)、女性為 166 人(49.1%)，未復學生 73 人中男

性為 34 人(46.6%)、女性為 39 人(53.4%)。年齡的部分由於包含進修部學生，故

年齡區間為 16 歲至 50 歲，已復學生平均年齡為 18.77，未復學生平均年齡為

17.68(參見表 4-2-1-2)。離校前就讀學校之學校類型，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分別

為普通型高中 79 人(26.8%)、13 人(19.4%)；技術型高中 197 人(66.8%)、51 人

(76.1%)；綜合型高中 18 人(6.1%)、3 人(4.5%)；五專則僅有已復學生 1 人

(0.3%)。另外，已復學生原就讀公立學校者為 103 人(36.9%)、私立為 176 人

(63.1%)，未復學生則分別為 13 人(19.1%)、55 人(80.9%)。在學制的部分已復學

生及未復學生分別為，日間部 239 人(88.8%)、62 人(93.9%)，進修部 30 人

(11.2%)、4 人(6.1%)。 

  最後在離校時年級的部分，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則分別為一年級 182 人

(58.9%)、32 人(50.0%)，二年級 108 人(35.0%)、26 人(40.6%)，三年級 19 人

(6.1%)、6 人(9.4%)。由上述統計數據可知，本研究發現不論是在已復學生或是

未復學生的樣本中，技術型高中學生離校狀況最多，而私立學校則多於公立學

校，日間部亦多於進修部，且將近半數學生於一年級時便決定離校(參見表 4-2-

1-3-1、表 4-2-1-3-2、表 4-2-1-3-3 及表 4-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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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性別 

性別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男 172 50.9 % 34 46.6 % 

女 166 49.1 % 39 53.4 % 

總計 338 100.0 % 73 100.0 % 

 

表 4-2-1-2 年齡 

年齡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8.77 2.964 17.68 2.571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6歲 9 2.9 % 11 16.2 % 

17歲 67 21.5 % 29 42.6 % 

18歲 111 35.7 % 19 27.9 % 

19歲 61 19.6 % 7 10.3 % 

20歲 28 9.0 % 0 0 % 

21歲 13 4.2 % 1 1.5 % 

22歲 10 3.2 % 0 0 % 

23歲 4 1.3 % 0 0 % 

24歲 4 1.3 % 0 0 % 

25歲 1 0.3 % 0 0 % 

37歲 1 0.3 % 1 1.5 % 

44歲 1 0.3 % 0 0 % 

50歲 1 0.3 % 0 0 % 

總計 311 100.0 % 68 100.0 % 

 

表 4-2-1-3-1 原就讀學校類型 

原就讀學校類型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普通型高中 79 26.8 % 13 19.4 % 

技術型高中 197 66.8 % 51 76.1 % 

綜合型高中 18 6.1 % 3 4.5 % 

五專 1 0.3 % 0 0% 

總計 295 100.0 % 67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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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2 原就讀學校公私立 

原就讀學校公私立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公立 103 36.9 % 13 19.1 % 

私立 176 63.1 % 55 80.9 % 

總計 279 100.0 % 68 100.0 % 

 

表 4-2-1-3-3 原就讀學校學制 

原就讀學校學制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日間部 239 88.8 % 62 93.9 % 

進修部 30 11.2 % 4 6.1 % 

總計 269 100.0 % 66 100.0 % 

 

表 4-2-1-3-4 離校時的年級 

離校時的年級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一年級 182 58.9 % 32 50.0 % 

二年級 108 35.0 % 26 40.6 % 

三年級 19 6.1 % 6 9.4 % 

總計 309 100.0 % 64 100.0 % 

 

    本研究亦調查了已復學生在復學後穩定就學的時間長短，請受試者填寫從

其復學後到填寫問卷時，已經穩定就學的時間長度(以月為單位)，由表 4-2-1-4

可見回應範圍從 1 個月至 30 個月，平均數為 10.94，其中以穩定就學 5 個月的

人數 53 人(19.8%)為最多，18 個月 31 人(11.6%)次之，6 個月 30 人(11.2%)為第

三。其中復學後穩定就學未滿半年(6 個月)者占了總體的 40.3%，可知在填寫問

卷的當時，受試者多為剛復學未滿一學期之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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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3 復學後穩定就學時間長度 

復學後穩定就學時間長度 

(單位：月) 

已復學(n=342) 

平均數 標準差 

10.94  7.887 

次數 百分比 

1個月 10 3.7 % 

2個月 4 1.5 % 

3個月 17 6.3 % 

4個月 24 9.0 % 

5個月 53 19.8 % 

6個月 30 11.2 % 

9個月 2 0.7 % 

10個月 1 0.4 % 

11個月 5 1.9 % 

12個月 28 10.4 % 

13個月 5 1.9 % 

14個月 3 1.1 % 

15個月 3 1.1 % 

16個月 8 3.0 % 

17個月 8 3.0 % 

18個月 31 11.6 % 

19個月 2 0.7 % 

21個月 1 0.4 % 

23個月 1 0.4 % 

24個月 15 5.6 % 

25個月 3 1.1 % 

27個月 1 0.4 % 

28個月 2 0.7 % 

29個月 2 0.7 % 

30個月 9 3.4 % 

總計 268 100.0 % 

 

    在國中就學狀況的部分，已復學生國中時穩定就學人數為 245 人占了已復

學生的四分之三，而未復學生有 53 人為穩定就學，也是將近四分之三的人數，

國中時有輟學的狀況者在已復學生以及未復學生中僅分別為 3.3%以及 1.4%，

以本研究數據可發現，高中時決定中途離校與國中輟學與否並無直接關聯(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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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另外在是否領取國中畢業證書的部分，從表 4-2-1-6 發現不論在已

復學生或未復學生皆有達九成學生有領取國中畢業證書。 

 

表 4-2-1-5 國中就學狀況 

國中就學狀況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穩定就學 245 73.1 % 53 72.6 % 

有缺課經驗，但未達輟學標準

(連續3日無故未到校) 
79 23.6 % 19 26.0 % 

輟學 11 3.3 % 1 1.4 % 

總計 335 100.0 % 73 100.0 % 

 

表 4-2-1-6 是否領取國中畢業證書 

是否領取國中畢業證書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領取國中畢業證書 286 88.5 % 64 92.8 % 

無領取國中畢業證書 37 11.5 % 5 7.2 % 

總計 323 100.0 % 69 100.0 % 

 

    父母之國籍由表 4-2-1-7-1 及表 4-2-1-7-2 可見，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父親

為原住民者分別為 52 人(15.9%)、11 人(15.3%)，母親為原住民者分別為 49 人

(14.9%)、10 人(13.7%)；父親為本國籍非原住民者分別為 273 人(83.2%)、58 人

(80.6%)，母親為本國籍非原住民者分別為 244 人(74.2%)、56 人(76.7%)；父親

為非本國籍者皆為 3 人(占已復學生 0.9%、未復學生 4.2%)，母親為非本國籍者

分別為 36 人(10.9%)、7 人(9.6%)。由本研究數據可發現，不論是已復學生或是

未復學生，其父母之國籍有超過四分之三為本國籍非原住民，且非本國籍之母

親皆較非本國籍父親之人數多。已復學生非本國籍母親以越南籍 17 人為最多、

中國籍 11 人次之，未復學生中則是越南籍 4 人為最多、中國籍 2 人次之。 

最後，在表 4-2-1-8 家庭型態的部分，可知已復學生中以 133 人(40.2%)屬於核

心家庭為最多、111 人(33.5%)屬於單親家庭者次之、47 人(14.2%)屬於三代同堂

者為第三；未復學生中以 30 人(41.1%)屬於單親家庭者為最多、21 人(28.8%)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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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核心家庭者次之、13 人(17.8%)屬於三代同堂者為第三。 

 

表 4-2-1-7-1 父親國籍 

父親國籍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本國籍(原住民) 52 15.9 % 11 15.3 % 

本國籍(非原住民) 273 83.2 % 58 80.6 % 

非本國籍 3 0.9 % 3 4.2 % 

總計 328 100.0 % 72 100.0 % 

 

表 4-2-1-7-2 母親國籍 

母親國籍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本國籍(原住民) 49 14.9 % 10 13.7 % 

本國籍(非原住民) 244 74.2 % 56 76.7 % 

非本國籍 36 10.9 % 7 9.6 % 

總計 329 100.0 % 73 100.0 % 

 

表 4-2-1-8 家庭型態 

家庭型態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三代同堂 47 14.2 % 13 17.8 % 

核心家庭(父母與子女) 133 40.2 % 21 28.8 % 

大家庭(與其他親戚同住) 17 5.1 % 4 5.5 % 

單親家庭 111 33.5 % 30 41.1 % 

繼親家庭 

(與繼父或繼母同住) 
7 2.1 % 0 0 % 

隔代教養 

(與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住) 
9 2.7 % 5 6.8 % 

其他 7 2.1 % 0 0 % 

總計 331 100.0 % 73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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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途離校學生之離校原因分析 

在中途離校學生決定離校原因的調查中，本研究將因素分為個人因素、家庭因

素、學校因素以及社會因素，在填答過程中請受試者依據其經驗將所有符合的

項目勾選，並最後請受試者將最主要因素做出標記，透過此來了解影響中途離

校學生決定離校的最主要因素為何。 

1. 個人因素 

  由表 4-2-2-1 可見在決定離校的個人因素中，不論在已復學生或是未復學生

中，前三名皆為「生活作息不規律」(占已復學生 28.9%、未復學生 28.8%)、

「健康狀況」(占已復學生 21.9%、未復學生 23.3%)及「就業」(占已復學生

20.5%、未復學生 21.9%)，而「精神或心理疾病」 (占已復學生 14.9%、未復學

17.8%)雖並非在個人因素之前三名中，但是也占有一定比例值得被關注。另

外，個人的其他因素中，受試者的回應包含疫情原因、出國遊學或交換學生以

及個人生涯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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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1 離校原因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1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2 

情感交往 37 10.8 % 6 8.2 % 

健康狀況 75 21.9 % 17 23.3 % 

精神或心理疾病 51 14.9 % 13 17.8 % 

懷孕生子或結婚 3 0.9 % 0 0 % 

生活作息不規律 99 28.9 % 21 28.8 % 

觸犯刑罰法律 6 1.8 % 2 2.7 % 

突發重大事件 24 7.0 % 3 4.1 % 

就業 70 20.5 % 16 21.9 % 

使用物質(菸、酒) 14 4.1 % 5 6.8 % 

使用非法藥物 1 0.3 % 0 0 % 

滿足物質需求 17 5.0 % 1 1.4 % 

其他 37 10.8 % 3 4.1 % 

總計 434 - 87 - 

 

2. 家庭因素 

    由表 4-2-2-2 可見在決定離校的家庭因素中，以「經濟因素(協助家中經

濟)」為最多(占已復學生 17.5%、未復學生 20.5%)，「居家交通不便」為第三(占

已復學生 9.6%、未復學生 11.0%)，而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離校原因家庭因素中

的第二名則分別為「家庭關係疏離」(占已復學生 10.2%)以及「需照顧家人」

(占未復學生 13.7%)。經濟因素在已復學生以及未復學生中皆為最高，與前項個

人因素的「就業」相互對應。此外，家庭因素相較於個人因素以及學校因素被

勾選的次數相對較低。 

 

 

 

                                                      
註1：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2：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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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2 離校原因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4 

經濟因素(協助家中經濟) 60 17.5 % 15 20.5 % 

需照顧家人 11 3.2 % 10 13.7 % 

親屬失和 6 1.8 % 4 5.5 % 

家庭關係疏離 35 10.2 % 4 5.5 % 

家人不支持就學 4 1.2 % 3 4.1 % 

受家長職業或生活習性影響 19 5.6 % 3 4.1 % 

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家長或監

護人重殘或疾病、離婚和分居、

去世、失蹤) 

21 6.1 % 2 2.7 % 

家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3 0.9 % 0 0 % 

居家交通不便 33 9.6 % 8 11.0 % 

其他 6 1.8 % 1 1.4 % 

總計 198 - 50 - 

 

3. 學校因素 

    在學校因素的部分，由表 4-2-2-3 可知在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中占比最多的

項目皆為「不喜歡目前的學制或科別」(占已復學生 30.7%、未復學生 37.0%)。

在已復學生學校因素位列第二的項目為「缺曠課過多」(26.3%)，此外「記過、

警告過多」(16.4%)、「課業壓力」(17.8%)以及「班級氣氛」(17.3%)三者的比例

十分相近，可知在學校生活的適應方面以及對於班規校規的制度上皆有所影

響。而未復學生的部分則是以「班級氣氛」(20.5%)為第二，但是「課業跟不上

(缺乏基礎)」(19.2%)、「缺曠課過多」(17.8%)、「課業壓力」(16.4%)以及「同儕

關係」(16.4%)等項目之比例也十分相近，同時也說明了對於校園適應方面的不

良可能使學生選擇離校。此外，學校因素不論在已復學生或是未復學生中都是

被勾選次數最高的因素。 

                                                      
註3：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4：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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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2-2-3 離校原因學校因素 

學校因素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5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6 

不喜歡目前的學制或科別 105 30.7 % 27 37.0 % 

課業跟不上(缺乏基礎) 41 12.0 % 14 19.2 % 

缺曠課過多 90 26.3 % 13 17.8 % 

記過、警告過多 56 16.4 % 5 6.8 % 

課業壓力 61 17.8 % 12 16.4 % 

師生關係 31 9.1 % 7 9.6 % 

同儕關係 46 13.5 % 12 16.4 % 

班級氣氛 59 17.3 % 15 20.5 % 

校園霸凌 9 2.6 % 2 2.7 % 

其他 11 3.2 % 0 0 % 

總計 509 - 107 - 

 

 

4. 社會因素 

    離校原因之社會因素的部分由表 4-2-2-4 可發現，在已復學及未復學生中占

比最高的皆為「喜歡待在家裡」(占已復學生 36.5%、未復學生 31.5%)。在已復

學生中位列第二及第三的分別是「喜歡待在特定場所(圖書館、健身房、百貨公

司、網咖、KTV、桌遊店、撞球館、宮廟等)」(12.3%)以及「受校外同儕、朋

友之吸引」(11.7%)，兩者之比例十分相近；在未復學生中則是以「受校外同

儕、朋友之吸引」(15.1%)位列第二，而「喜歡待在特定場所(圖書館、健身房、

百貨公司、網咖、KTV、桌遊店、撞球館、宮廟等)」(8.2%)位列第三。由上述

結果可知，中途離校學生選擇離校與校外人事物或特定場所的吸引力有關，其

中自家的吸引力最大。 

 

 

                                                      
註5：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6：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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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4 離校原因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7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8 

受校外同儕、朋友之吸引 40 11.7 % 11 15.1 % 

加入校外團體或組織(運動競

技、直銷、宗教等) 
6 1.8 % 2 2.7 % 

喜歡待在特定場所(圖書館、

健身房、百貨公司、網咖、

KTV、桌遊店、撞球館、宮

廟等) 

42 12.3 % 6 8.2 % 

加入幫派 1 0.3 % 0 0 % 

喜歡待在家裡 125 36.5 % 23 31.5 % 

其他 9 2.6 % 2 2.7 % 

總計 223 - 44 - 

 

5. 離校最主要因素 

    在受試者勾選所有符合其經驗的選項後，再請其在被勾選的項目中標記出

最主要的離校原因，結果可見表 4-2-2-5。已復學生離校的最主要原因最高者為

「不喜歡目前的學制或科別」(36 人，占 15.2%)，其次為「健康狀況」(23 人，

占 9.7%)，「精神或心理疾病」(21 人，占 8.9%)則位列第三。而未復學生最主要

離校原因的部分則由「就業」及「精神或心理疾病」皆為 7 人(占 13.7%)共同位

列第一，「健康狀況」(5 人，占 9.8%)次之。然而可發現除了上述幾項以外，其

他的項目比例都十分接近，可見得中途離校學生選擇離校的原因十分多元，且

隨著個人的特殊經驗而有所不同，離校的決定經常伴隨著許多不同的因素，因

此成為中途離校輔導工作中的一大挑戰。 

  

                                                      
註7：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8：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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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5 離校主要原因 

離校主要原因 次數 

已復學 未復學 總計 

1. 情感交往 9 3 12 

2. 健康狀況 23 5 28 

3. 精神或心理疾病 21 7 28 

4. 懷孕生子或結婚 2 0 2 

5. 生活作息不規律 11 4 15 

6. 觸犯刑罰法律 1 1 2 

7. 突發重大事件 3 0 3 

8. 就業 19 7 26 

9. 使用物質(菸、酒) 1 0 1 

10. 經濟因素(協助家中經濟) 4 4 8 

11. 需照顧家人 4 2 6 

12. 親屬失和 0 1 1 

13. 家庭關係疏離 4 0 4 

14. 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家長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離

婚或分居、去世、失蹤) 

2 0 2 

15. 家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1 0 1 

16. 居家交通不便 5 3 8 

17. 不喜歡目前的學制或科別 36 3 39 

18. 課業跟不上(缺乏基礎) 8 1 9 

19. 缺曠課過多 7 0 7 

20. 記過、警告過多 10 1 11 

21. 課業壓力 10 2 12 

22. 師生關係 1 2 3 

23. 同儕關係 9 3 12 

24. 班級氣氛 9 0 9 

25. 校園霸凌 4 1 5 

26. 受校外同儕、朋友之吸引 3 0 3 

27. 加入校外團體或組織(運動競技、直銷、宗教等) 1 0 1 

28. 喜歡待在特定場所(圖書館、健身房、百貨公司、

網咖、KTV、桌遊店、撞球館、宮廟等) 

1 0 1 

29. 喜歡待在家裡 15 1 16 

30. 其他 13 0 13 

總計 237 51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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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人支持離校程度 

    除了離校原因以外，本研究亦調查了中途離校學生之家人對於其離校決定

的支持程度，由表 4-2-2-6 可發現，在已復學及未復學生中占比最高的皆為「沒

意見」(占已復學生 34.7%、未復學生 58.3%)，其次則為「支持」(占已復學生

24.6%、未復學生 20.8%)。整體而言是偏向「沒意見」到「支持」，然而不論家

人支持的程度如何，最終結果仍是中途離校學生申請離校成功，顯示出高中職

青少年在學習自主度上已經高於國中階段青少年。 

 

表4-2-2-6 家人支持離校的程度 

家人支持離校的程度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非常支持 37 11.0 % 6 8.3 % 

2=支持 83 24.6 % 15 20.8 % 

3=沒意見 117 34.7 % 42 58.3 % 

4=不支持 71 21.1 % 7 9.7 % 

5=非常不支持 29 8.6 % 2 2.8 % 

總計 337 100.0 % 72 100.0 % 

 

7. 小結 

   中途離校學生選擇離校之原因十分多元，整體看起來是以學校因素(總計勾

選 616 次)為最多，個人因素(總計勾選 521 次)位列第二。而在已復學生的所有

選項中，占比例最高的項目為 36.5%的是社會因素之「喜歡待在家裡」，在未復

學生中則是占比 37.0%的學校因素「不喜歡目前的學制或科別」。 

如同前述中途離校學生選擇離校原因十分多元，也導致在辨認學生需求的方面

會碰到許多挑戰，想要有效地了解學生的需求並給予其需要的協助，唯有從其

個人的經驗中著手，從日常生活中去觀察學生的生活學習適應、人際交往以及

家庭狀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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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離校生活狀況 

    本研究的另一個研究重點在於中途離校學生在離校後的生活狀況，因此在

問卷中調查了其在離校期間常去的場所、常從事的休閒娛樂、常互動的人、從

事的工作類型、遇到的困難、離校生活滿意度以及是否參加雙青方案，用以了

解其在離校期間的生活樣態。 

    由表 4-2-3-1 可見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在離校常去的場所中，前三名皆為

「待在家」(占已復學生 82.7%、未復學生 76.7%)、「工作場所」(占已復學生

30.4%、未復學生 37.0%)以及「朋友家」(占已復學生 17.8%、未復學生

30.1%)。此外，「其他」的部分則包含了「健身房」、「圖書館」、「超商」、「咖啡

廳」、「美術館」、「球場」以及「練團室」等回應。 

 

表 4-2-3-1 離校期間常去之場所 

離校期間常去之場所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9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10 

待在家 283 82.7 % 56 76.7 % 

朋友家 61 17.8 % 22 30.1 % 

工作場所 104 30.4 % 27 37.0 % 

宮廟 9 2.6 % 1 1.4 % 

醫院 29 8.5 % 3 4.1 % 

公園、廣場 24 7.0 % 3 4.1 % 

購物中心 35 10.2 % 6 8.2 % 

娛樂場所(KTV、桌遊

店、酒吧、電子遊藝場) 
35 10.2 % 6 8.2 % 

父母的工作場所 19 5.6 % 3 4.1 % 

其他 23 6.7 % 1 1.4 % 

總計 622 - 128 - 

 

    而在常從事的休閒娛樂前三名則是「觀看網路影片」(占已復學生 50.6%、

                                                      
註9：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10：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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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復學生 52.1%)、「使用社群媒體」(占已復學生 43.6%、未復學生 47.9%)以及

「網路遊戲」(占已復學生 46.8%、未復學生 34.2%)，而「逛街」、「戶外活動」

以及「繪畫、跳舞或音樂」之比例也都十分相近(參見表 4-2-3-2)，可知休閒娛

樂仍會隨著個人的興趣而有所不同，故除了日常使用 3C 產品及社群媒體外，

其他的休閒活動則各有所好。另外，在「其他」的部分則包含了「都在工作，

沒有休閒」、「睡覺」以及「讀書」等回應。 

 

表 4-2-3-2 離校期間常從事之休閒娛樂 

離校期間常從事之 

休閒娛樂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11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12 

逛街 90 26.3 % 21 28.8 % 

至娛樂場所唱歌 52 15.2 % 9 12.3 % 

旅遊 48 14.0 % 7 9.6 % 

網路交友 50 14.6 % 10 13.7 % 

網路遊戲 160 46.8 % 25 34.2 % 

觀看網路影片 173 50.6 % 38 52.1 % 

使用社群媒體 149 43.6 % 35 47.9 % 

繪畫、跳舞或音樂 78 22.8 % 19 26.0 % 

戶外活動 85 24.9 % 15 20.5 % 

運動 66 19.3 % 14 19.2 % 

其他 41 12.0 % 7 9.6 % 

總計 992 - 200 - 

 

    而在離校期間常互動的人，表 4-2-3-3 顯示出不論是已復學生或是未復學

生，其最常互動的人為「家人」(占已復學生 67.5%、未復學生 69.9%)，其次為

「校外朋友」(占已復學生 42.1%、未復學生 42.5%)，「校內朋友或同學」(占已

復學生 37.1%、未復學生 30.1%)則位居第三，常互動的人與常去的場所互相呼

應，經常待在家以及朋友家，故常互動的人亦為家人以及校內外友人。而「其

                                                      
註11：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12：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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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部分則包含了「寄宿家庭家人」、「都獨自一人」、「教會的人」、「律師」

以及「醫生」等回應。 

 

表 4-2-3-3 離校期間常互動的人 

離校期間常互動的人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數

百分比13 
次數 

占學生人數

百分比14 

家人 231 67.5 % 51 69.9 % 

同事 65 19.0 % 20 27.4 % 

伴侶 49 14.3 % 16 21.9 % 

網友 47 13.7 % 10 13.7 % 

校內朋友或同學 127 37.1 % 22 30.1 % 

校外朋友 144 42.1 % 31 42.5 % 

專業人員 

(社工師、心理師等) 
13 3.8 % 4 5.5 % 

老師(學校、家教或

補習班老師) 
23 6.7 % 1 1.4 % 

其他 19 5.6 % 3 4.1 % 

總計 718 - 158 - 

 

    已復學之受訪者及未復學受訪者，在離校期間有從事工作的比例分別為

48.7%以及 59.7%(參見表 4-2-3-4)。而由表 4-2-3-5 可知在有從事工作的人之

中，從事餐飲業者在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中皆為最多，已復學生有 57.3%從事

餐飲業，而未復學生中則有 58.1%。其次則為工地粗工，占已復學生 14.0%、

未復學生 16.3%。另外，已復學生中亦有 12.2%從事便利商店的工作。「其他」

的部分則包含了「服務業」、「營造業」、「服飾業」、「科工館駐展人員」、「攝影

後製」、「牙助」、「會計」、「電機工程」、「職業隊隊員」、「職業軍人」、「防水工

程」、「工程清潔」以及「不方便透漏」等回應，由「其他」選項的占比可知，

中離學生離校後所從事的工作五花八門，但是仍是以餐飲服務業等較不要求學

                                                      
註13：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14：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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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及專業技能門檻的行業為大宗。 

 

表 4-2-3-4 離校期間是否有從事工作 

離校期間是否有從事工作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從事工作 164 48.7 % 43 59.7 % 

無從事工作 173 51.3 % 29 40.3 % 

總計 337 100.0 % 72 100.0 % 

 

 

表 4-2-3-5 離校期間從事之工作類型 

離校期間從事之工作類型 

已復學(n=16415) 未復學(n=4316)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17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18 

餐飲 94 57.3 % 25 58.1 % 

美容美髮 7 4.3 % 0 0 % 

便利商店 20 12.2 % 1 2.3 % 

水電工程 10 6.1 % 4 9.3 % 

製造業 8 4.9 % 0 0 % 

夜市攤位人員 4 2.4 % 1 2.3 % 

娛樂場所服務人員 4 2.4 % 3 7.0 % 

協助自家事業 12 7.3 % 3 7.0 % 

網路行銷 12 7.3 % 3 7.0 % 

工地粗工 23 14.0 % 7 16.3 % 

喜慶、殯葬禮儀 4 2.4 % 0 0 % 

車體美容、加油站 7 4.3 % 1 2.3 % 

汽機車修理、改裝 4 2.4 % 0 0 % 

其他 21 12.8 % 7 16.3 % 

總計 230 - 55 - 

 

    從表 4-2-3-6 中可得知，在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中，認為在離校期間「沒有

                                                      
註15：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期間有從事工作的164位已復學生。 
註16：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期間有從事工作的43位未復學生。 
註17：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164為母數計算。 
註18：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4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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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困難」的比例分別為 40.4%、52.1%，是占比最高的選項。其次則是「不知

道如何規劃未來」的 30.7%、27.4%；占比第三及第四的選項為比例十分相近的

「時間作息安排困難」(21.9%及 17.8%)以及「身心健康不佳」(20.2%及

15.1%)。至於離校後生活滿意度整體而言(參見表 4-2-3-7)，對於已復學生及未

復學生皆是「普通」(占已復學生 48.7%、未復學生 42.3%)至「滿意」(占已復

學生 23.7%、未復學生 26.8%)，但在已復學生中有將近一成的學生對於離校後

生活感到「不滿意」，而未復學生則有四分之一對於離校期間生活感到「非常滿

意」，此一狀況可能與已復學生在離校期間遭受到困難的比例較未復學生高有

關。中途離校學生有高達三成的人在離校後對於未來感到茫然、不知如何規

劃，若能在其決定離校前協助規劃好離校後生活，或許能降低不確定所帶來的

焦慮感，而在時間作息及身心健康上的比例則顯示出，中離生在離校期間的生

活適應上也是需要協助的部分。 

 

表 4-2-3-6 離校期間遭遇到的困難 

離校期間遭遇到的困難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19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20 

找不到工作 24 7.0 % 3 4.1 % 

不知如何規劃未來 105 30.7 % 20 27.4 % 

與家人關係不好 44 12.9 % 6 8.2 % 

人際關係困難 25 7.3 % 7 9.6 % 

工作適應困難 17 5.0 % 0 0 % 

時間作息安排困難 75 21.9 % 13 17.8 % 

身心健康不佳 69 20.2 % 11 15.1 % 

沒有任何困難 138 40.4 % 38 52.1 % 

其他 1 0.3 % 2 2.7 % 

總計 498 - 100 - 

  

                                                      
註19：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20：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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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7 離校期間生活滿意程度 

離校期間生活滿意程度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非常滿意 55 16.3 % 18 25.4 % 

2=滿意 80 23.7 % 19 26.8 % 

3=普通 164 48.7 % 30 42.3 % 

4=不滿意 28 8.3 % 3 4.2 % 

5=非常不滿意 10 3.0 % 1 1.4 % 

總計 337 100.0 % 71 100.0 % 

 

    最後本研究調查了對於高雄市為「雙失青少年」(失學及失業)所進行的

「雙青方案」，中途離校學生的了解及參與程度如何，由表 4-2-3-8 可發現在已

復學生中僅有 5.7%知道並且參加過「雙青方案」之計畫，而未復學生中亦僅有

8.5%。表 4-2-3-9 則調查了有參加過「雙青方案」的中離生認為參加該方案對於

他們的幫助程度，已復學生共有 19 名、未復學生 6 名，其中已復學生有 47.7%

覺得普通、26.3%認為有幫助及 10.5%認為非常有幫助，而未復學生中則高達

66.7%認為非常有幫助，由此可知參與該方案對於學生普遍而言是有所幫助的，

然而了解且參與的比例較低，無法讓所有潛在需要該方案的學生獲得被協助的

機會。 

 

表 4-2-3-8 對於雙青方案的了解及參與狀況 

對於雙青方案的了解及參與狀況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不清楚，沒有參加 287 85.4 % 61 85.9 % 

清楚，沒有參加 30 8.9 % 4 5.6 % 

清楚，有參加 19 5.7 % 6 8.5 % 

總計 336 100.0 % 71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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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9 參加雙青方案的幫助程度 

參加雙青方案的幫助程度 
已復學(n=1921) 未復學(n=62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非常有幫助 2 10.5 % 4 66.7 % 

2=有幫助 5 26.3 % 1 16.7 % 

3=普通 9 47.4 % 1 16.7 % 

4=沒幫助 1 5.3 % 0 0 % 

5=非常沒幫助 2 10.5 % 0 0 % 

總計 19 100.0 % 6 100.0 % 

 

 

(四) 復學生活適應狀況 

    在復學後生活適應的部分，僅針對已復學生進行調查。由表 4-2-4-1 可知已

復學生決定復學的原因，以 46.5%「已到原預計復學時間」為最多，其次為

28.9%「體認到學歷的重要」，第三則是 22.5%的「家人期待」。該結果顯示在決

定離校之前，將近五成的學生已經規劃好何時要回到學校繼續學業，中途離校

除了是給自己一段休息的時間以外，離校的生活過程中也讓其體悟到學歷的重

要性，同時家人也往往會期待中離生們可以回歸校園生活。另外，「其他」的部

分則包含「身體恢復健康」、「轉入理想學校」以及「確定志向」等回應。 

  

                                                      
註21：本題填答人數為有參加過雙青方案的19位已復學生。 
註22：本題填答人數為有參加過雙青方案的6位未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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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1 決定復學的原因 

決定復學的原因 

已復學(n=342)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23 

已到原預計復學時間 159 46.5 % 

已達休學年限 21 6.1 % 

家人期待 77 22.5 % 

體認到學歷的重要 99 28.9 % 

不想工作 5 1.5 % 

不想待在家裡 39 11.4 % 

社會適應不良，想要重回學校生活 9 2.6 % 

其他 21 6.1 % 

總計 430 - 

 

    在復學後生活適應上，表 4-2-4-2 顯示有 43.5%學生覺得普通、30.9%覺得

適應、18.2%覺得非常適應，可知大多數學生認為回歸校園生活是可以適應的，

僅有不到一成學生感到不適應及非常不適應。但在復學後生活所遇到的困難則

比例都十分相近(參見表 4-2-4-3)，最多的是為「生活作息調整」(33.6%)、其次

是「課業學習」(28.1%)、第三是「時間規劃」(26.3%)、第四是「未來升學與就

業的規劃」(24.3%)、第五則是「體力、專注力」(22.8%)。由上述結果可知，大

多數復學生回歸校園生活後，在生活及學習適應上常遇到阻礙，包含如何調整

作息以及運用時間，使自己能有足夠的體力及專注力去面對課業上的學習，也

希望能妥善規劃自己的時間讓自己能達成升學或生涯的目標，且因為校園生活

有固定的作息及規範，相較於離校期間生活的步調有所不同，故需要花較多的

力氣去重新適應。 

  

                                                      
註23：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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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2 復學後學校生活適應程度 

復學後學校生活適應程度 
已復學(n=342) 

次數 百分比 

1=非常適應 62 18.2 % 

2=適應 105 30.9 % 

3=普通 148 43.5 % 

4=不適應 20 5.9 % 

5=非常不適應 5 1.5 % 

總計 340 100.0 % 

 

 

表 4-2-4-3 復學後遭遇的困難 

復學後遭遇的困難 

已復學(n=342)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24 

課業學習 96 28.1 % 

師生關係 19 5.6 % 

同儕相處 49 14.3 % 

時間規劃 90 26.3 % 

經濟來源 42 12.3 % 

身心狀況 45 13.2 % 

生活作息調整 115 33.6 % 

家庭關係 22 6.4 % 

體力、專注力 78 22.8 % 

未來升學與就業的規劃 83 24.3 % 

其他 42 12.3 % 

總計 681 - 

 

(五) 未來生涯之規劃 

    在未來生涯之規劃方面，已復學生與未復學生則出現了較為不同的狀況，

已復學生中有 50.5%希望繼續升學，而未復學生中僅有 29.4%；但是選擇「先

完成目前學業，對未來還沒有想法」的人數則十分相近，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

                                                      
註24：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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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21.3%、23.5%(參見表 4-2-5)。由此數據可發現，對於已經復學的學生而

言，有一半希望可以再繼續去往更高等的教育進行學習，而對於未復學生而

言，他們對於未來的規劃則更偏向直接就業，但是在生涯未定向的狀況上，已

復學生及未復學生則是人數相當，這也代表了有許多學生對於生涯規劃的不確

定是值得被關注的議題，以了解其需求為何及各單位可以提供何種協助。 

 

表 4-2-5 對於未來生涯之規劃 

對於未來生涯之規劃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繼續升學 168 50.5 % 20 29.4 % 

職業訓練 12 3.6 % 6 8.8 % 

直接就業 82 24.6 % 26 38.2 % 

先完成目前學業，對未來還沒有

想法 
71 21.3 % 16 23.5 % 

總計 333 100.0 % 68 100.0 % 

 

(六) 受協助狀況與需求分析 

    本研究將整個中途離校的階段分為「離校前」、「離校期間」以及「復學

後」，並調查中離學生們在不同階段所受到的協助以及期待被協助的地方有何差

異，以期提供在各個階段需要哪些不同協助的指引。 

1. 各階段所受協助之狀況及幫助程度 

(1) 在各階段有無受到協助 

    由表4-2-6-1-1-1、表4-2-6-1-1-2及表4-2-6-1-1-3可知，已復學生在離校前、

離校期間以及復學後，有受到協助的比例分別為44.7%、34.4%以及36.6%；而

未復學生的部分則分別為48.6%及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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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1-1-1 離校前受到協助的狀況 

離校前受到協助的狀況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受到協助 151 44.7 % 34 48.6 % 

無受到協助 187 55.3 % 36 51.4 % 

總計 338 100.0 % 70 100.0 % 

 

表 4-2-6-1-1-2 離校期間受到協助的狀況 

離校期間受到協助的狀況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受到協助 116 34.4 % 29 43.3 % 

無受到協助 221 65.6 % 38 56.7 % 

總計 337 100.0 % 67 100.0 % 

 

表 4-2-6-1-1-3 復學後受到協助的狀況 

復學後受到協助的狀況 
已復學(n=342) 

次數 百分比 

有受到協助 121 36.6 % 

無受到協助 210 63.4 % 

總計 342 100.0% 

 

(2) 提供協助的單位 

    本項填寫人數則為前項勾選曾受過協助的學生人數(詳見註解)，由表4-2-6-

1-2-1、表4-2-6-1-2-2及表4-2-6-1-2-3可知，已復學生及未復學生在離校前及離校

期間都是受到學校的協助為最多(超過七成以上)，受到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協

助為次之，然也有一定比例的學生受到社會局的協助。而已復學生在復學階段

亦是以受到學校協助(83.5%)最多。另外，「其他」的部分則包含了「心靈診

所」、「醫院」、「私人諮商」及「心理醫生」等回應。由該數據可知，對於中離

學生而言接觸最多的仍是屬於學校，但還是會根據個人所遭遇狀況不同而接受

到不同單位的協助，例如遭到精神或心理疾病困擾的學生則可能受到學生諮商

中心或醫療院所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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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1-2-1 離校前提供協助的單位或機構 

離校前提供協助的 

單位或機構 

已復學(n=15125) 未復學(n=3426)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27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28 

學校 117 77.5 % 27 79.4 % 

社會局 17 11.3 % 6 17.6 %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44 29.1 % 14 41.2 % 

警政單位、少輔會 2 1.3 % 1 2.9 % 

其他 7 4.6 % 2 5.9 % 

總計 187 - 50 - 

 

表 4-2-6-1-2-2 離校期間提供協助的單位或機構 

離校期間提供協助的單位

或機構 

已復學(n=11629) 未復學(n=2930)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31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32 

學校 88 75.9 % 23 79.3 % 

社會局 19 16.4 % 4 13.8 %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20 17.2 % 12 41.4 % 

警政單位、少輔會 3 2.6 % 3 10.3 % 

其他 8 6.9 % 0 0 % 

總計 138 - 42 - 

  

                                                      
註25：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前有受到協助的151位已復學生。 
註26：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前有受到協助的34位未復學生。 
註27：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151為母數計算。 
註28：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為母數計算。 
註29：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期間有受過協助的116位已復學生。 
註30：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期間有受過協助的29位未復學生。 
註31：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116為母數計算。 
註32：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29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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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1-2-3 復學後提供協助的單位或機構 

復學後提供協助的單位或機構 

已復學(n=1213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34 

學校 101 83.5 % 

社會局 17 14.0 %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4 11.6 % 

警政單位、少輔會 4 3.3 % 

其他 7 5.8 % 

總計 143 - 

 

(3) 受到協助的幫助程度 

    本項填寫人數亦為前項勾選曾受過協助的學生人數(詳見註解)。由表 4-2-6-

1-3-1、表 4-2-6-1-3-2 及表 4-2-6-1-3-3 可知在離校前階段，已復學生有 45.4%認

為「有幫助」到「非常有幫助」，未復學生則有 53.2%；而認為「沒幫助」到

「非常沒幫助」的則分別為 15.6%及 6.2%。在離校期間階段，已復學生有

52.7%認為「有幫助」到「非常有幫助」，未復學生則有 50.0%；認為「沒幫

助」到「非常沒幫助」的僅有 12.7%已復學生。在復學階段，則有超過半數

(55.0%)的學生認為「有幫助」到「非常有幫助」。由上述數據可知，雖然有許

多學生填寫普通，但是我們仍可從偏正向或偏負向評價中發現，多數受到協助

的學生認為有一定程度上的幫助。 

  

                                                      
註33：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期間有受過協助的121位已復學生。 
註34：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121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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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1-3-1 離校前所受到協助的幫助程度 

離校前所受到協助的幫助程度 
已復學(n=15135) 未復學(n=3436)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非常有幫助 10 7.1 % 7 21.9 % 

2=有幫助 54 38.3 % 10 31.3 % 

3=普通 55 39.0 % 13 40.6 % 

4=沒幫助 15 10.6 % 1 3.1 % 

5=非常沒幫助 7 5.0 % 1 3.1 % 

總計 141 100.0 % 32 100.0 % 
註35：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前有受過協助的151位已復學生。 
註36：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前有受過協助的34位未復學生。 

 

表 4-2-6-1-3-2 離校期間所受到協助的幫助程度 

離校期間所受到協助的 

幫助程度 

已復學(n=11637) 未復學(n=2938)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非常有幫助 11 10.0 % 4 14.3 % 

2=有幫助 47 42.7 % 10 35.7 % 

3=普通 38 34.5 % 14 50.0 % 

4=沒幫助 11 10.0 % 0 0 % 

5=非常沒幫助 3 2.7 % 0 0 % 

總計 110 100.0 % 28 100.0 % 

 

表 4-2-6-1-3-3 復學後所受到協助的幫助程度 

復學後所受到協助的幫助程度 
已復學(n=12139) 

次數 百分比 

1=非常有幫助 12 10.0 % 

2=有幫助 54 45.0 % 

3=普通 44 36.7 % 

4=沒幫助 8 6.7 % 

5=非常沒幫助 2 1.7 % 

總計 120 100.0 % 
 

                                                      
註37：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期間有受過協助的116位已復學生。 
註38：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期間有受過協助的29位未復學生。 
註39：本題填答人數為離校期間有受過協助的121位已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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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階段期待能受到協助的項目 

    對於中離生在離校的各個階段期待能夠獲得哪些協助，可從表 4-2-6-2-1、

表 4-2-6-2-2 及表 4-2-6-2-3 發現，除了「心理諮商」在各個階段皆有近兩成學

生認為需要協助以外，「生活適應」的部分未復學生在離校前有 20.5%、已復學

生在復學後有 19.9%認為需要協助以外，其餘的項目比例皆十分相近。另外，

「其他」的部分絕大多數皆屬於「不需要協助」的回應，已復學生在各個階段

皆有近兩成學生認為不需要協助。由該數據可知，每位中離生所面對的困境與

挑戰都有所不同、問題十分多元，包含身心健康、生活適應、人際關係、經濟

與就業協助以及生涯規劃等，但同時亦有一群學生認為自己不需要協助，或者

是認為無法被協助。 

 

表 4-2-6-2-1 離校前期待能獲得的協助 

離校前期待能 

獲得的協助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40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41 

人際關係輔導 62 18.1 % 12 16.4 % 

生活適應 56 16.4 % 15 20.5 % 

親子關係 23 6.7 % 2 2.7 % 

課業輔導 41 12.0 % 6 8.2 % 

生涯輔導 45 13.2 % 11 15.1 % 

師生關係 17 5.0 % 1 1.4 % 

時間規劃 44 12.9 % 9 12.3 % 

轉學、轉科輔導 55 16.1 % 9 12.3 % 

經濟補助 51 14.9 % 14 19.2 % 

就業輔導 35 10.2 % 14 19.2 % 

心理諮商 73 21.3 % 17 23.3 % 

多元選修課程 35 10.2 % 3 4.1 % 

其他 66 19.3 % 6 8.2 % 

總計 603 - 119 - 

                                                      
註40：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41：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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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2-2 離校期間期待能獲得的協助 

離校期間期待能 

獲得的協助 

已復學(n=342) 未復學(n=73)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42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43 

人際關係輔導 51 14.9 % 11 15.1 % 

生活適應 59 17.3 % 10 13.7 % 

親子關係 20 5.8 % 3 4.1 % 

課業輔導 36 10.5 % 6 8.2 % 

生涯輔導 46 13.5 % 11 15.1 % 

師生關係 14 4.1 % 2 2.7 % 

時間規劃 50 14.6 % 9 12.3 % 

轉學、轉科輔導 47 13.7 % 9 12.3 % 

經濟補助 56 16.4 % 9 12.3 % 

就業輔導 38 11.1 % 11 15.1 % 

心理諮商 72 21.1 % 16 21.9 % 

多元選修課程 32 9.4 % 4 5.5 % 

其他 67 19.6 % 7 9.6 % 

總計 588 - 108 - 

  

                                                      
註42：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註43：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73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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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2-3 復學後期待能獲得的協助 

復學後期待能獲得的協助 

已復學(n=342) 

次數 
占學生人

數百分比44 

人際關係輔導 60 17.5 % 

生活適應 68 19.9 % 

親子關係 17 5.0 % 

課業輔導 52 15.2 % 

生涯輔導 44 12.9 % 

師生關係 16 4.7 % 

時間規劃 48 14.0 % 

轉學、轉科輔導 35 10.2 % 

經濟補助 57 16.7 % 

就業輔導 30 8.8 % 

心理諮商 65 19.0 % 

多元選修課程 29 8.5 % 

其他 70 20.5 % 

總計 591 - 

 

 

(七) 小結 

    本研究透過量化問卷資料的分析，證實了中途離校學生之離校原因以及需

求十分多元，每位中途離校的學生都有著獨特的生活經驗，如何有效辨別學生

的個別需求則成為一大挑戰。然而我們也發現，中離學生對於自身的需求是有

所覺察的，曾接受過協助的學生也大多抱持著正向的態度，只是相關的資源有

限且資訊較難以取得，因此使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協助或是無法被協助，故如

何使有限的資源得以更有效地使用在需要的學生身上是須要去克服的問題之

一。 

  

                                                      
註44：占學生人數百分比以n=342為母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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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焦點團體座談資料分析 

本研究除透過學生端的訪談與問卷調查外，更將基於前二節所得研究結果

進行專家焦點團體座談，以獲取更全面性的完整資料。本節將以專家與實務工

作人員焦點團體座談進行分析，透過焦點團體參與者的分享，來瞭解高雄市高

中職中途離校學生的原因，與獲悉各單位對於中途離校學生各階段所給予的協

助，並檢視目前高雄市中離學生輔導及預防方案實施成效與困境。 

一、中途離校之因素 

(一)未能獲得學習價值及成就感 

對於部分的學生而言，由於現行的教學體系仍以成績與考試為首要目標，

但由於課業成績不佳，因此難以在學校獲得成就感，導致學生對於學校的學習

並不感興趣。 

我想是他在學校裡面也找不到價值跟成就感，我不是說學校的問

題，因為其實不管學校你的性質怎麼樣，它還是被框架框住，甚至我

們看到一些學校它們都很願意收一些成績比較差的國中生，但它整個

教學制度還是被框住的。就是說好像還是要往考試那個方向，你不做

不行… (F1-1-15) 

 

(二)學校生活的不適應 

學習制度上的單一，並未因應每位學生不同適性而做出個別化的安排同樣

亦將造成學生在學習上的不適應。 

就是學生在一個齊一的學制當中總會有不適應的狀況，這個就變

成我們第一大宗中離的原因。所以不適應導致的中途離校，我們的制

度不見得適合所有的人，譬如說同樣一個建築物有沒有做到通用設

計、無障礙的部分，就像我們學校的軟硬體是不是能讓所有人都適合

(F6-2-21) 

而對於學校學習上不適應所造成的壓力與負擔，部分學生將藉由離開學校

來作為脫離這種壓力的方法。 

也許是一個生涯的轉換跟沉澱期，暫時脫離環境的壓力。我們也

有學生他很乖巧，然後父母、老師的期待他留在學校，但是他心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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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狀況越來越差，所以中途離校說不定也變成是他能夠暫時離開那

個巨大壓力的健康方法(F6-2-21) 

另一方面，若老師與學生間處於關係不佳的狀態，或是老師並未展現出對

於同學的關懷，甚或抱持著冷漠的態度，都將使學生未能感受到受重視或不受

歡迎，進而降低其對於學校及班級的認同與信任感。 

我是覺得導師上課對孩子的情緒上面的關懷，感覺上也會造成影

響。如果老師一直表現出來是比較冷漠的態度，也會讓孩子覺得老師

不喜歡我。如果這孩子是比較敏感型的，他就容易覺得不受重視，也

有這種孩子離開的。你怎麼說我們換個班級還是說不要，所以啟動孩

子那種敏感的感受的時候，很難再讓他覺得這個班級是可信的(F7-1-9) 

 

(三) 家庭功能的不彰與影響 

家庭若未能發揮監督與輔導協助孩子價值觀與行為的功能，將有可能使孩

子不願意持續穩定就學：「我會覺得說大部分他們在家庭裡面可能是失能，就是

說功能沒有很好，父母也很不好(F1-1-15)」。而若是家庭成員因病或其他因素需

要他人照顧，但卻未有其他資源來幫忙時，將使得學生必須離開學校來照顧家

人：「有一些案子是因為家庭的因素，可能父母離家或者是父母重病或者是父母

的癌症啊，他可能就是不想上課，他就覺得他要照顧他的父母(F4-1-7)」 

有實務工作者更提到其有碰過因家長非本國籍，而因要將孩子帶到國外，

導致學生被迫離校而中斷其學籍：「外籍配偶想把他帶回國的也不少，也就是進

到我們這裡來後，因為離婚以後就把孩子直接帶回去、帶回國的，在我們這邊

也有不少(F7-1-9)」 

 

(四)國中習慣的延續 

有一部分的學生在國中時期便已有中輟的經驗，但國中時期會安排其前往

特殊班級，給予他們更多彈性的在校規定，因此導致這些有中輟經驗的學生認

為在高中也可以做相同的行為安排。 

在國中他們使用的方法一直採取比較寬鬆，一個是 OO 班或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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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一個班級來協助，但是在高中職這裡呢進來之後，我們並沒有太

多的安排。……所以大部分的同學是因為沒有養成正常到校的習

慣……這些學生在我們學校裡面提出來都會想要在家自主學習，每個

同學都這樣提，我在國中已經是經常沒到校了，那是不是可以讓他在

家中自主學習(F7-1-9) 

這些就剛剛講的在國中的時候因為為了避免他中輟會給他很多彈

性，但高中職的時候，我們會先採嚴管，所以一開始導師跟學生的磨

合真的很辛苦，磨合得來他就大概可以穩定就學，可是磨合不來就開

始會有就學不穩定的狀況出來(F8-1-11) 

與會者 F7 更提到有部分的學生，可能將國中時期的不良習慣帶至高中，甚

至是將隨著對規範與漏洞的熟稔，進而變本加厲地從事違規行為，導致問題更

加地嚴重與惡化。 

如果是犯法的，那就有可能是他國中也有類似狀況，那有類似狀

況進到我們這邊的高關懷生，進來之後我們也是關懷他。可是好像進

了高職以後會比較變本加厲地多一些，那變本加厲可能是他年紀大

了，他比較知道他的狀況以前也沒怎樣，可能進到這裡來他又更嚴重

(F7-1-9) 

 

二、高離校風險學生的覺察與輔導策略 

(一) 師長的訪視與辨識 

面對學生的需求與問題，F6 表示首先是要去瞭解個別學生背後形成這些問

題的脈絡：「那諮商並不是馬上協助學生去解決問題，而是進入他的脈絡去了解

他的問題(F6-2-21)」。F5 提及可以藉由各班導師或老師對學生狀況進行辨識，

如缺曠紀錄或是學習狀況，針對學習狀況不佳者可以進行輔導。一方面可以協

助改善這些學生的學習情形，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與他們建立良好的互動關

係。 

有一個時間點其實是很重要，也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讓這些孩子在

班上適應的狀況能夠有一些導師或是一般老師就能有一些辨識，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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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從他的缺曠或者他的學習……其實我們都可以掌控到他在轉換環

境，或者是休學再復學之類的這樣的名單其實輔導室是可以掌控到

的。……這些應該用小團體的方式就可以來做，那長期做小團體下來

就會發現其實他跟輔導老師的關係跟一些幫助他的助人者關係會有一

定程度(F5-2-19) 

而 F8 則說明該校藉由電子化的方式將學生進行建檔，透過老師的家訪或是

電訪來勾選學生的狀態，由異動的程度及原因來做風險察覺，並由各處室人員

進行分流關懷。 

我們從一開始進來我們學校就有做 e 化的管理，……那裏面我們

有設計異動的比例，譬如他可能有 50%、70%或幾%，讓老師一開始

在訪談的時候稍微勾選，勾選之後也會檢視一下原因。另外一個系統

會進到一個三重關懷的平台，那個是輔導教師、輔導教官，有些我們

看到他異動比例比較高一點，像可能偏差行為輔導教官就會進去稍微

關懷一下，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 e 化管理，然後每個禮拜四有科主任

會議會去檢討這些比例很高的(F8-1-11) 

 

(二) 多元課程的提供 

對於較無意願於學業上的學生，學校將藉由瞭解其興趣後，開設有別於一

般課業的多元課程，提升學生留校學習的意願。 

我可以安排你去別的地方上課，現在也有一個志工媽媽，教育局

裡頭有安排學校裡頭做志工的協助有關那個反毒的，她會做很多的那

個花燈，包括電動的 led 燈等等……只要有任何覺得他在課堂上不想

學的我們想盡辦法讓他上課，當然這個是志工(F7-2-27) 

而多面向課程的開設不僅使課程變得更加多元與彈性，以及提升學生留校

學習的意願，更有機會提前讓不願意留在學校的學生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 

目前 108 課綱以後確實課程有一些轉變，可能是比較彈性比較小

班，也朝著學校一些它們的特色課程來規劃，但是有一些課程其實學

生能先去接觸，譬如說剛剛有提到雙青方案，……不管是有復學沒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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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尤其是沒復學的部分他參加了一些職業課程的探索，之後對他未

來尤其是中離的孩子，他不一定要回學校讀書啊，他很有可能可以直

接去就業，這一塊對他其實是很有幫助的(F5-2-19) 

 

(三) 外部資源的引進與結合 

各學校會透過管道引進外部民間資源，並由各民間機構提供有別於以往學

校所教授的多元課程，除了能提高同學上課的興趣與協助同學獲得相對的專業

證照外，亦有可能透過這些課程的學習及證照的獲取來增進同學的自我認同

感。 

其實目前高雄市有一些民間的單位都有提供這樣子的課程，……

然後運用了像是佳美之地，……它們在課程裡面加入很多證照考試，

協助一些學生雖然對學校課程是沒有興趣的，它們有一些專業的人、

師資，讓學生能夠去考譬如說咖啡方面的一些證照或者是園藝方面的

證照，確實有一些學生參加完課程後真的拿到這些證照，對於他們是

有一些鼓勵的……(F5-2-19) 

那個孩子因為在佳美之地取到園藝證，全國第一個最年輕的有園

藝執照治療師，然後他就因為這樣的自我認同，就會覺得以後要去讀

哪裡，會有一個比較理想的安排，所以我覺得民間的各個網絡如果可

以來關心那也是很好的。(F4-2-25) 

而除了學校端的老師，部分學校亦有跟大學進行合作，讓修習相關課程的

大學生進到校園裡，陪伴需要關懷的學生。 

我們有五位同學來支援，大學端的，非常棒。有很多需要陪伴的

孩子……，我們有一個是自閉的孩子他非常需要有人跟他談話，他非

常需要有人協助他。後來陪伴他，一直到他班上可以拿第一名，所以

我覺得這個陪伴，大學願意釋出，把這樣子的一個訊息跟每個學校合

作的話，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F7-3-41) 

另外政府機構亦會針對需幫助的學生提供資源，並連結各方單位來共同協

助，避免學生因各類問題而造成就學的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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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全國都有一個傷亡通報機制，只要家裡的狀況影響到孩子就

學不穩定，就會有社工派去家裡做訪視協助，……社工就進入家庭幫

爸爸連結一些福利資源，去跟學校老師做連結，少年隊做連結，或是

說那孩子有精神的議題，便跟我們的衛生局做連結，網絡的合作來做

一些預防，然後讓他可以在學校就學穩定一點(F4-2-25) 

 

(四) 行政流程的運用 

參與者 F7 提到該校製作穩定就學單讓將要離校的學生必須經各相關處室的

人員後始可完成手續。透過行政流程所設下的關卡，使各相關處室人員有機會

可以與學生進行晤談，瞭解其問題、需求，並希望透過滿足學生需求與告知其

相關資訊來減少離校的意願。 

我們學校還做了一個單子，叫做穩定就學單。他要離開學校要經

過所有處室包括校長約談，所以他要離開學校很難非常難，譬如說教

務主任談的時候，課程的問題，那我可以幫你?怎麼做他可能就留下來

了，那如果是心理上的問題，我們有沒有來轉介過，有沒有參加我們

的小團體，參加我們心理師的晤談，如果都沒有，那我們要不要試

看……他一有問題，真的有這個問題我們什麼資源可以用，我有什麼

資源可以用？(F7-2-27) 

 

三、對於中途離校學生的協助 

(一) 中途離校學生的持續追蹤 

因法規規定，對於中途離校的學生必須要做持續的追蹤，故學校端仍會於

學生離校後做持續的追蹤聯繫：「依規定的話，他就是一定要追蹤，所以這是法

令要求我們，一直到他 20 歲(F7-4-45)」。 

而參與者 F3 也提到若教育局有函請警政機關協助，將會請負責區域之員警

前往訪視，並將結果回覆教育局，使追蹤聯繫不會中斷：「我們統計去年教育局

有函給我們中途離校未結案要我們警政機關協助的，我們都有分局或者派出所

去實際訪視，然後訪視結果函復教育局(F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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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業及生涯規劃的協助方案 

針對中途離校之學生，若為未就學或就業的狀況，勞動部將有相關就業方

案協助其找到工作來維持生活；同時也會與民間機構進行合作，協助中離學生

規劃其生涯發展，並輔導其從事合適之工作。 

我們高雄還有一個是 ccsa 中華育幼協會(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

童關懷協會)，如果是他打工不要去讀書的話，我們會轉給民間單位，

幫他做一些生涯的規劃，然後幫他就業或是做一些處理。然後另外還

有一個是勞動部 15 歲到 18 歲未就業未就學的青少年，他們有一個就

業的方案，這是勞動部他們的一個方案，如果未就業未就學的狀態目

前在使用的資源上大概是這兩種(F4-3-35) 

 

(三) 復學後將進行晤談與規劃課程安排 

若中離學生選擇復學時，將會與其進行單獨的深入晤談，透過與復學生的

深度對談，來瞭解他們於復學後的適應狀況、需求或是困難：「我們就是一個一

個，第一關我們是先跟他們一個一個談話，談話瞭解他適應狀況，所以開學大

概一個禮拜，先了解他的需求，一個月之後看他適應狀況如何(F7-5-53)」。若復

學生對於學校課程仍表示不感興趣，則學校端將盤整現有各界資源，於可利用

的資源內提供復學生較願意參與的課程，以提高其就學意願。 

找他願意的課程，……找志工，找志工媽媽，找志工老師，找退

休的老師。……而是說我現在有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就我剛剛提到

的，他會做燈籠，他自己願意做這個；喜歡滷蛋，那好吧我就教你滷

蛋……你到底喜歡甚麼，那我給你開什麼好，你就來學校就好，我們

就盡量照做(F7-5-53) 

 

四、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與輔導面臨之困境及挑戰 

(一) 教育體系差異帶來的學習落差 

因高中與高職體系與學習目標上的差異，使得課程的安排內容上有所差

異，而課程教授教材的難易深淺將使得部分選擇轉校的復學生產生適應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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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 

我有一個 OO 高中轉進來的，進來一個禮拜就說老師你們學校上

課太簡單了，我要走了。我們上太簡單，高職一定是比較簡單一些，

簡單的不行這太簡單了，可是他在高中的時候他又覺得高中的課好

難，高中的壓力要求太多，所以要怎麼樣讓他找到那個平衡點真的是

因人而異，但是我們盡可能去讓復學生融入校園之前，我們先做的一

關就是先瞭解他的需求。(F7-5-53) 

 

(二) 法規規範可能形成漏接的缺陷 

現行的制度對於通報、資源的補助仍均有一定的門檻、標準，雖評估上認

為應可給予資源協助，但有時因不符合資格限制，以至於依然無法導入相關資

源或方案。 

有的還不能進入脆弱家庭的狀況是還有其他資源，我一個學生現

在他是智能上的問題，他現在精神上感覺是一個發病的現象，因為他

一天到晚跟人家借錢。我們直接報脆家(脆弱家庭)，社會局是不接，

不接的原因是，因為家裡還有相關資源，譬如說他爸媽雖然因為吸毒

狀況仍在監獄裡頭，但還有阿公、阿嬤，照顧上還有一個姑姑，所以

他評估下來，他們覺得是有資源的，因此就沒辦法報脆家(F7-4-47) 

 

(三) 轉銜制度與規定未確切的落實 

雖現行法規範有規定高關懷學生轉銜輔導及其相關辦法，但部分學校卻未

能依據法規所訂之程序進行轉銜服務，以致於無法掌握學生的完整成長背景與

經歷。 

轉銜其實它是教育部訂下了的，是有辦法，是有相關要點

辦法的，那轉銜它在相關細部的部分，我是覺得有一些通報案

是不是學校一定要做到落實。也就是譬如說國中，他已經有家

暴或者是有相關的一些通報，那這些通報轉銜到高中職，那高

中職這塊是不是要有一些相關的會議，大家就能夠去掌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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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因為其實這並沒有很要求一定要做，但是我覺得一些

通報案是不是要去落實這個轉銜制度，才會去了解孩子他在整

個成長過程的一些創傷還有心理的狀況，那這塊在輔導的部分

就可以比較早去掌控到(F5-6-59) 

 

(四) 經費與人力資源的缺乏 

受限於經費的使用，參與者表示雖然學生希望有更多的課程，但仍必須考

量是否有足夠的經費來執行這些額外開設的課程：「如果真的要有課程呢，我有

沒有這個經費，我能不能把他拉出來，有這個經費單獨幫他上課?(F7-2-27)」。

而對於外聘人員的費用上，囿於法規的規定，現行支給心理諮商人員的費用仍

遠低於普遍的一般平均標準：「這個中途離校裡面心理諮商的費用一個小時是

800 塊，那這個遠遠偏離我們一般鐘點費的狀況，就是用 800 塊請諮商心理師

來提供諮商的服務，這跟現行的鐘點費跟相關的機制其實有很大的落差(F6-6-

61)」 

另一方面，人力資源的不足亦是參與者認為是目前提供多元課程或是輔導

最大的困境與難題。若無相對應的人力來參與輔導，則無法真正地提供學生個

別化的輔導策略。 

確實人手的不足，經費的話我們跟教育局申請它也願意，可是我

去哪裡找人，所以資源我真的覺得不曉得從什麼地方能夠過來(F7-55-

53) 

那個法就寫到我們要輔導孩子是需要個別化的，但是這個要要求

到每一個輔導個案都這樣做，輔導老師是不太可能，因為我們資源確

實沒有這麼多(F5-6-59) 

事實上是說真的不可諱言，我們的專輔人員人力是不夠的，所以

我們會找一些協助…… (F8-3-39) 

而除了經費與人力資源的缺乏外，資源的分配也需要思考調整。對於部分

非市區較偏遠的學校，資源的資訊與引入上仍無法與市中心的學校相比擬，因

此或許可以在保留原學籍的情況下，讓學生參與其他學校的課程。 



120 
 

不曉得有沒有可能這樣的孩子讓他們掛有學籍，但他們還是可以

學習一些多元課程。社工員建議譬如有一些高職學校，他建議說像大

寮的 OOOO、橋頭的 OOOO、茄萣的 OOOO。像 OO 或 OO，他們是

比較市中心的學校，有一些學生其實是分散在一些偏遠或者是一些各

區域的學生，希望相關的一些學校它們其實也能夠提供一些這樣的課

程(F5-2-19) 

 

五、預防與輔導機制的精進及建議 

(一) 教師培訓時相關輔導概念的教授 

學校中各班的導師或教師將是學生接觸最為密切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與即

時發覺學生異狀者，因此若能讓授課的教師有更多察覺與通報的敏銳度及觀

念，將可在學生確定離校意願前，給予學生適當之輔導：「因為過去到現在我覺

得有些觀念老師或者是學校師長要做一些調整跟改變，所以在預警就是在學生

離校之前這一塊的輔導就已經很重要 (F5-2-19)」。 

亦有參與者認為教師於培訓時期不僅教授教育與學識方面的理論，更可以

教授實務層面的運作，一方面讓教師能夠獲悉實際接觸時該如何處理，另一方

面亦可強化教師們對於各項議題的瞭解。 

也許在師培的時候其實可以帶學生不只從教育相關的理論，而是

從實際的問題，甚至很多的老師都是第一次遇到才知道通報是怎麼回

事，但事實上這也許在師培的過程當中可以有很多課程，像是通報

啦、中離啦、學生懷孕啦，然後脆弱家庭啦等等的議題，都是可以在

師培的過程當中，讓學生在成為老師的過程當中就可以有一些理解，

甚至有些可以像 O 警官這樣子，社區相關資源、司法相關資源的整合

能夠進入老師的腦袋裡(F6-6-61) 

 

(二) 與外部機構進行合作與資源整合 

目前部分學校面臨輔導人員不足的窘況，若能善加利用校外資源，並與其

他民間、大專院校進行合作，讓外部有熱忱與專業的人員一同進行輔導，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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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助於緩解人員缺乏與增進輔導效能。 

大專院校能不能也把心理系或是輔導相關科系，像社工系的人，

這樣子的學校能夠加進來，我們是不是能跟系上直接聯繫我們有這樣

的需求，能不能夠幫忙？那當然督導可能就是我們學校裡面相關的人

員來協助做督導……(F7-6-62) 

所以如果說，譬如像高醫有相關科系，有這種實習課程，我覺得

這是很棒的資源，可是目前好像釋出的不太多，因為他們我覺得學生

除了專業技巧去處理之外，陪伴很重要。所以我從那個申請高醫這邊

協助，這個實習心理師，這個部分我覺得對學生助益很大，而且對彌

補我們人力不足也很有幫助……(F8-3-39) 

面對外部資源的運用上，有參與者認為若能建立起合作的規則及程序，則

能夠幫助學校與外部機構有一定的規範可循，並可減少因接洽與商談所產生的

困擾或阻礙。 

像是職涯的規劃有什麼樣的資源，我發現有很多民間單位也都有

在做，那像剛剛教授也都有提到就是怎麼樣去規範這些民間的單位來

做幫忙，然後學校也能夠有一些依循的法令……所以這一塊學校應該

要廣泛地去把這些計畫或者是像民間單位，如果有機會，他們也是用

計畫方式來做申請，也就是相關規範就可以規範到的(F5-6-59) 

也就是說建立一個制度面，允許學校彈性課程，或我們開一些多

元課程，……允許學校跟一些民間組織合作，但是由局裡面訂下一些

規定……。這樣我覺得比較好的是說學校比較清楚能夠做什麼，跟民

間團體跟基金會，之後基金會跟民間團體也都知道當它想幫忙的時候

教育局有一些規定，不是說我們不管了，當它想要跟我們合作就是要

到我們這邊來，我看學校也怕這樣(F1-5-55) 

 

(三) 流程的訂立與編製指導手冊 

因目前並沒有明確的說明或指示各項資源該如何做應用，導致資源的使用

上往往產生不一致的情形，亦造成學校教師在協助學生尋求輔導服務時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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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向那些單位尋求何種服務。若能訂立相關的標準、流程與資源的統整，可以

使服務能更有效的實施。 

像心理諮商的服務，孩子剛才我們看到有提到百分之二十幾的孩

子認為這一塊對他們其實是有幫助的。那像這個資源學校裡面除了輔

導室的輔導老師之外，相關單位是有這個輔導資源的，是不是也都能

夠讓他在轉介的流程是比較暢通?然後大家有一些資源的分配是不太一

樣，同樣是社工，哪些社工做什麼樣的事情，同樣是心理師，哪些心

理師他可能提供幾次的服務，像這種是不是學校老師也能夠比較清楚

服務的管道、流程，……在輔導這一塊是不是輔導資源的整合跟流程

能夠稍微有一些制定(F5-6-59) 

座談中多位參與者表示就如上述對於流程、課程、方案、資源等等未有明

確的指引，對於輔導人員或是學生而言皆難以迅速地掌握龐大繁雜的資訊，以

致於出現無所適從的困境，因此應針對各類資源與服務流程編製指導手冊作為

基礎指引。 

我覺得可以設計一個手冊，就是整合我們高雄市的相關資

源，……我覺得這個手冊裡面我們可以有幾個方向去編擬，當你要離

開學校之前要知道的事情，離開學校之後要知道的事情，譬如說，我

覺得裡面就可以有很多資訊性的揭露，就是有關學籍的部分，甚至學

保的部分，我在離開學校之後我的學保是如何的一個狀況，還有剛剛

我們所有提到的資源可以整合列入，譬如說有哪些課程有哪些雙青的

方案或是各種的方案(F6-2-21) 

這些資源是不是能夠像剛才主任有提到的，我們是不是有一些手

冊或者是相關的資源整合能夠讓學校的輔導老師使用，因為 18 歲的孩

子，18 歲以下的孩子他會去求援的管道，其實我覺得學校裡面真的就

是輔導室，那包含輔導老師他自己也要很清楚這些資源是來自於哪

裡……(F5-6-59) 

而除了教師的使用外，手冊可透過設計，使其不會像公文對於學生或大多

數人而言較難閱讀，使用者可以更加地擴大，亦可讓學生自行參閱並尋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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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幫助。 

那其實這個資源之前國教署有發類似清單，用公文的方式，但那

個資源我覺得以一個 15、6 歲的學生看還是很有距離的，但如果有一

個這樣的手冊，其實學校的老師導師或輔導老師甚至是教官，在學生

準備要離校的時候我們就把這樣的手冊資訊跟學生做一個核對，當他

需要的時候，或當他需要或是閱讀上有困難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可以

補足那個困難，學籍、學保、諮商課程的資源，工作的部分甚至是反

詐騙反職場性騷擾等等(F6-2-21) 

同時指導手冊的編製也可以整合與歸納各界最新資訊與資源，免除使用者

需自行蒐羅或尋覓的困擾，讓使用者可以較完整且便利的知曉相關資訊。 

可以列入全高雄市的行事曆，譬如說相關證照考試在甚麼時候，

轉學考在什麼時候(F6-2-21) ……也許學生想要轉科，其實我們就要先

告訴他你還沒復學之前，譬如說八月一號才復學但其實我們六月底學

校就有轉科考試了，所以像行事曆的部分學生要掌握時間那對他順利

復學當然會更有幫助 (F6-6-61) 

其實新興的議題這麼多，大家的業務都很多，我們輔導老師也

會，學生有好奇什麼，但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最新的。譬如說剛剛有提

到幾個勞動部的東西或是 18 歲以下學生的就業權益，其實像這個我們

就沒有很清楚，那如果有一個整合的東西，我們跟學生一起看也許也

可以減輕輔導老師或學校行政人員壓力(F6-6-61) 

譬如說人力資源，我們有哪些人力呢？就像我們的性平事件，我

們是不是可以上網去找，哪些人我們可以聘請他來擔任我們的性平的

相關的一個委員，或者是協助我們做事情，能不能有這樣子一直再擴

大，願意的話可以加進來(F7-6-62) 

(四) 減少媒體過度的渲染與干擾 

由於青少年一旦發生了觸法事件，往往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焦點，且為了

搏取閱聽人的注意，經常過度誇大事件而模糊了事件重點，也造成學生難以重

新融入學校之中。若能限制媒體的渲染與保護學生的隱私，並給學校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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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空間與時間，將可以降低學生因觸法事件而離校的機率。 

最大的問題在於新聞系統媒體系統，我們不希望他離開，可是他

一旦出事的時候媒體系統其實是會擴大的，……是不是能夠在媒體系

統這邊，在行政的推動上能夠保留一個是學生的隱私，第二個是給學

校一點時間去做協助的部分(F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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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為瞭解高雄市目前高中職中途離校學生之現況與離校成因，以及獲悉相關

預防與輔導方案所面臨之困境及挑戰，並據以研擬相關精進對策，本研究透過

回顧過往研究文獻與召開專家焦點團體設計訪談大綱，針對具有中途離校經驗

之學生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其實際經歷來深入了解中離之成因、需求、離校

後生活經驗；此外，藉由問卷調查廣泛蒐集中離學生之經驗與想法，並邀請實

務工作人員與學者專家進行座談，最終勾勒出學生中途離校原因與經歷的真實

樣貌。觀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茲分述如下: 

(一) 中途離校為多元且複雜的成因所構成 

1. 身心及健康狀態不佳 

研究發現對於部分學生而言，無法適應學校生活的原因主要為身體與心理

健康狀態無法負擔學校的上課要求。因學校勢必有一定的作息要求，但對其來

說並沒辦法達到規定，甚而將造成其生心理狀況惡化，因此選擇中途離校來做

為減緩壓力及負擔的方法。 

2. 課業壓力及志趣的不相符 

隨著學制的往上推進，課業的成績要求亦將隨之增加，然而並非所有學生

都熟稔於學識上的學習，故而在無法達到大眾要求的好成績目標下，課業要求

所帶來的壓力也越來越龐大；另一方面，有別於國中的相同教育，高中職教授

的學知識將因個人選擇而有差異，而相異的課程內容除了學習方法上的不同

外，也可能因不符原先學生所預期的課程而產生期待落差。在課業壓力、上課

內容與興趣不合的影響下，將使得學生無心於繼續學習。 

3. 校園生活的不適應 

校園生活除了課業的學習上，另一大重點為與他人的相處及人際關係的培

養與建立。研究發現部分學生因在班級上並無法找到歸屬感，甚至是遭到排

擠、關係霸凌，亦不喜歡班級的學習、同儕相處風氣；而部分學生因身心或學



126 
 

習狀況較不理想，遭到師長的有色眼光與差別待遇，導致學生更不知道該如何

尋求協助。原理應作為厚實學生人際關係的階段場域，反倒成為不願繼續就學

的壓力之一。 

4. 經濟與交通的不便 

經濟的壓力不僅是學費的負擔，生活開支亦是重要的一環，而研究指出部

分學生必須共同承擔家中或個人的開銷負擔，因而在就學與就業的抉擇下，必

須放棄繼續就學來避免生活的困頓。值得一提的是，交通的不便及通勤的時間

過長，使學生感到身心的疲勞，或是壓縮到學生可以運用的時間，都將是導致

學生選擇中途離校的因素之一。 

(二) 做出中途離校的決定是動態與積累性的過程 

中途離校的成因眾多就如上點所述，但選擇離校的決定並非立即、單一性

的，反倒是將互相影響，且不斷地累積後而形成的。多數學生在校時皆面臨程

度不一的壓力與問題，但部分學生因為需求未能獲得滿足，或是因此交互產生

問題時，迎接他的卻是無法獲得幫助的管道或是冷漠的眼光，以至於學生越發

的抗拒學校的生活，最終在負荷不了、無法承受時僅能夠選擇離開學校。 

(三) 中途離校並非全然是負面影響 

有別於傳統認為中途離校為壞學生的刻板印象，研究發現部分學生選擇中

途離校的原因是為了避免自身生心理與健康的惡化，作為舒緩學校與自身關係

的調節方法；亦或是科系與志趣不相符，因而選擇離開學校來追尋自己的目

標。離開學校對於部分學生而言反倒可以協助其找到人生方向、目標，或是認

知到學習的重要性，在這些情況下，若是能給予其離校期間所需要的協助與輔

導，短暫的離開學校反倒將降低其壓力，並得以重新思考規劃未來方向。 

(四) 資訊傳達與方案宣導的不足 

現況下對於中途離校學生有許多資源與方案可供其尋求協助，惟研究發現

因資訊傳達的缺漏或是不夠詳細，造成大多數的學生並不知曉該從何處知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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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計畫，就如研究中所提之有高達 8 成 4 的中離學生並不知道雙青方案；又

或是知道部分方案或機構可供協助，但卻不清楚各該機構的服務項目，導致輔

導人員或學生不敢或不曉得向何單位進行求助。 

(五) 缺乏離校及生涯規劃將造成對未來的迷惘 

在學生決定離開學校之時，部分學生因離校是為了脫離原先感到不適的校

園生活，並未詳細思考離校後之規劃，而這往往造成學生在中途離校時不知所

措，或是找不到生活的方向。研究發現多數中途離校學生所碰到的離校困難為

「沒有在離校前便設想離校後的安排」，因而在脫離制式的學校生活後產生時間

作息安排困難及對未來茫然的窘境。 

(六) 離校期間工作將面臨困境與壓迫 

近半數的學生於中途離校之後，基於經濟或生活安排的考量下，將投入勞

動市場進行就業，且近半數從事餐飲業，但並未有更進一步的生涯規劃。此

外，研究亦發現因這些學生並未擁有高中學歷，或是對於法規及社會的不熟

悉，故常受到不合理的勞動要求或是不友善、不公平的差別待遇。 

(七) 學校歸屬感與受肯定為學生穩定就學的重要因素 

與離校原因相反，學生若能與同儕建立良好互動，透過交流培養正向友

誼，共同形塑學習目標，並與同儕及老師間具有融洽關係，則對於其在校學習

的興趣將有所提升；另外，若學生可以在學習或是行為上受到肯定，除了可以

有效提升學生的自我認同外，同樣將使學生對學校、同儕與師長產生歸屬感及

認同感，進而讓學生願意繼續留於校園內就學，減少其離校的可能性。 

(八) 需要更多面向、廣泛且深入的協助 

同樣對應著離校原因的多樣性，學生所需的資源與協助亦顯多元。無論是

在中途離校或復學後，多數中離學生在身心、生理及心理上仍需要輔導及諮商

的幫助，同時協助學生適應及融入學校生活亦是輔導的重點之一。而無論是學

識或是技術課程，協助學生能跟上學習進度與課業上的輔導，同樣是學生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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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順利適應校園生活的關鍵因素。 

此外，除了廣泛多面向的協助外，研究亦發現深入、長時間且真誠的陪伴

與協助更為重要。部分學生認為現行制度流於表面或過於形式，雖有人員提供

幫助，但卻未能真正地理解其需求與問題所在，多僅就要求其繼續出席學校課

程。對於部分學生而言，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其困擾，反倒將使得學生對學校的

信任度下降，因而更加地排斥就學。 

然而，若要提供更多的課程或是更長久深入的服務，勢必需要更多的經費

及人力資源。惟現行的實務運作上卻困於人力資源不足的窘境，縱使瞭解學生

的需求亦沒有足夠的輔導人員來提供服務，因而難以達到最佳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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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建議 

本研究基於「風險-需求-回應度模式」(Risk-Need-Responsivity, RNR)之架

構，透過質性以及量化分析了解中離學生離校的原因以及其需求，並根據資料

分析的結果提供回應與建議，以期未來能提供符合中離學生需求的服務，協助

其在學校及生活適應方面都能有健全的發展。 

(一) 強化教師覺察能力，提升關懷與助人觀念，並協助學生融入校園生活 

由研究可以得知，與學生的關係建立必須是長時間且深入交流才能培養雙

方的信任感，如果在學生提出離校申請之時才察覺到學生的異狀(如：不穩定之

出缺席、家庭突發事件、同儕關係疏離或衝突、學業成績落後以及學習興趣低

落等)與離校意願，往往已難以挽回學生或是改變學生在校面臨的困境。惟輔導

人員人力亦非無上限，因此實際長期接觸的各班導師與老師對於學生異狀的覺

察，增加教師對於學生的敏感度將更為重要。透過早期發現學生的困境與問

題，能避免問題擴大、惡化，並且有助於資源的媒介與運用。 

而導師與科任老師做為具有豐富社會經驗及教育知識的授業與帶領者，除

了覺察學生的異狀外，若有霸凌、歧視等將使學生對校園學習產生負面情緒的

行為，更應即時且嚴厲地制止。老師們亦須致力於培養、引領班級氣氛，建立

屬於班級的向心力，讓同學得以融洽共處。另一方面，師長對學生不應以成績

為唯一導向或一味的否定學生的行為表現，對於表現不佳者應給予更多課業輔

導與肯定，協助建立自我價值認同；對於生心理調適不良者更應給予更多的關

懷，若是超出老師能力所不及的範圍，應通報至輔導處(室)或專業單位，而非

認為這些學生為棘手問題而帶著嫌棄冷漠眼光來對待。無論是學校的教師或職

員都須捨棄成績至上的唯一標準，而是接納、認同同學們的多元表現，讓學生

在校學習可以建立自信心，進而增強其對學校的認同與歸屬感。 

(二) 將實例分享納入教師增能研習及師資培育課程，強化教師實務工作知能 

對於一般教師而言，因時空背景的差異，培育課程的設計並不一定會瞭解



130 
 

相關輔導資訊，故難以要求所有老師皆能馬上判別、發覺學生的異狀。因此，

除可將相關輔導概念、流程或是可利用資源納入師資培育課程之中，使老師於

一開始便有基本認識外，更應辦理相關知能研習供現任的教職員參與學習，並

於課程中融入實際案例分享供各校教師參考，未來遇到相似之情境時便能即早

發現與處理。使教職員得以有機會瞭解相關輔導概念與策略，藉由學習來充足

個人知能，並能建立良好態度以及真實、有效地發覺學生問題與異狀。此外，

師資培育與知能研習亦應導正老師僅依成績與學習表現來評價學生的觀念，應

讓老師們理解在學並非僅有成績評量，學生才藝、德性等多方面的表現亦是學

習重要的一環，且需用心地平等對待每位學生而不能有非必要的差別待遇。 

(三) 提早且深化學生對學科的認識，減少期待與實際所學的落差 

部分學生選擇離開學校乃因對在校學習不感興趣、志趣不合亦或與其原先

所預期的學習內容不相符，以致於不願意留在學校中繼續學習。與國中一致的

學習相異，學生於升學時必須於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及單科型四類類型上

做抉擇，而其中又可分為不同類科。龐雜且多元的類科若無老師亦或學長姊的

詳細說明，實難讓學生充分的瞭解該類型或科別之學習方向及內容。而若無充

分的瞭解與思考，將產生實際進到學校後，始發現與其志趣或規劃不相符，進

而喪失學習動機。 

因此，應可安排各高中職授課教師、學長姐至國中介紹與分享學習經驗，

將高中的類型、學習目標及未來發展等等資訊提前告知處於國中階段的學生，

使其可以提早認識高中與技職的區別及學習內容、應用，並預先為未來做準備

與規劃，減少升學後預期與實際所學的落差。除此之外，更可協助輔導對未來

沒有想法、徬徨的學生，藉由深度地晤談讓學生探索並發掘自身優劣勢、興

趣，釐清升學的各類選擇，以真正達到適性發展的目標。 

(四) 盤點校內外現有資源，促進各校資源共享 

課業學習不佳或不感興趣往往將降低學生在校學習的意願，進而促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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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離校來尋找自己感興趣的事務，相對地，若能提供除學制上學科內容外的

課程，將提升學生在校學習的動機。然而學校本身的資源必然有限，應可由教

育局協助盤點校外各界資源，透過訂定合作規範來讓學校端與校外單位雙方有

依據可循，減少資源的疊床架屋，並且避免雙方的不熟悉而未能有效合作。透

過與校外單位的合作，如機構提供課程學習，讓學生在修習該類課程且畢業後

可以直接至合作機構工作。如此一方面可以提升學生對於課程的興趣與確定的

工作機會；另外也可以透過合作對象的審議，讓學生可以進入安全且適合的工

作職場；而校外機構亦可藉由課程培訓其所需的人才，達到三方皆有益的目

標。 

此外，隨著各學校的位置、資源的不等，對於學生亦將產生服務上的差

別。部分學校受限於資源並無法提供學生所需課程，而部分學校開設的課程卻

可提供更多的學生一同參與。因此，建議由教育局先行盤點各校所擁有之資

源，如開設課程、師資及場地或設施等軟硬體資源，綜整各校間的資源與需

求，促進跨校的合作與資源共享，並且在法規允許的前提下開放讓學生參與他

校開設課程。如此一方面可讓學生參與其有興趣但所在學校並未開設的課程；

另一方面減少偏遠或資源較少學校的壓力負擔，並將資源的利用最大化。 

(五) 積極與大學端合作，充實輔導人力資源 

就如本研究結果所表明，與學生的關係建立必須是長期且深入的，但各校

囿於現有的輔導人力卻難以達到這樣的要求，故除了經費的需求外，人力資源

亦成為亟待解決的困境。有鑑於此，部分學校與大專院校進行合作，藉由課程

與實習的機會，讓相關領域，如心理、輔導諮商或教育等相關系所的大學生進

入高中端協助學生輔導工作，並提供較長期的陪伴與支持。然而，卻常因合作

或是課程的結束而終止這類的輔導協助。 

在現今強調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積極推

動各大學在地連結與人文關懷的策略下，應可更積極的尋求與相關領域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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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合作並導入相關知識、技術與資源來解決問題。藉由高中端與大學端的鏈

結，不僅可以將高等教育的資源帶入高中，解決最棘手的輔導人力外，更可以

讓相關領域的大學生跨出書面的學術理論，透過實踐來學習真實的運用。基於

互惠的理念，達成持續的合作，避免關係因單堂課程的結束而終止。 

(六) 加強中途離校學生離校後的生涯規劃，復學協助漸進調整生活作息 

對於多數中途離校學生而言，雖選擇離校的成因與決定並非突發性的因

素，但對其而言卻未有離校後的規劃或是安排，常使得在離校初期陷入迷惘的

窘境。對此，學校除依法須循的行政流程之外，應透過晤談方式協助欲離校之

學生相關離校後之生活規劃。透過輔導人員的社會經歷，協助學生建立良好之

生活及作息安排，並遠離各類危險源，減少學生因可得支配的時間、自由增加

而誤陷泥淖或虛度光陰。 

而在復學後，學校除應透過個別晤談來瞭解學生之狀況與需求外，因學校

既有的制式作息顯與離校期間的高度自由有巨大差別，更應注意學生的作息習

慣。透過漸進、彈性的方式來輔導改正學生之作息習慣，避免因無法適應生活

作息而降低就學的意願。 

(七) 提供中途離校學生勞動就業法規知識及可用資源，並持續追蹤輔導 

本研究顯示中途離校學生有近半數在離校之後將投入勞動市場，但卻常因

自身條件或限制而亦受到不合理對待或雇主的欺瞞，然而我國《勞動基準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皆有明文列出有關青少年之勞動法規之限制與保障，可

得而知對於學生的不合理待遇並非源於法規的不足。學生對於法規的不瞭解、

求助管道的不認識、擔心失去工作機會與對自身權益維護的陌生顯然才是造成

學生於勞動市場受到欺壓的主因。 

基此，除了生活適應的輔導之外，應向學生宣導及說明個人在工作時應擁

有的勞動權益，甚至提供學生就業建議，避免學生因急於找到工作而未審慎判

斷工作的安全性與合適性。而市政府勞工局雖針對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工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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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且工作技能不足之失業者皆有舉辦職業訓練，但對於一般尚未經歷社會歷練

的學生而言，若無人說明或推薦，往往並不知道勞工局有舉辦職業訓練或是可

以報名參加。因此，除了學校端可以推薦學生參與有興趣的職業訓練外，亦可

請勞工局入校宣傳，而勞工局亦應加強網路宣傳或是積極與各校橋接做介紹。

透過跨局處的合作來達到橫向連結，避免因所屬管轄不同而降低資源的有效利

用。 

此外，因中途離校學生於社會歷練上不若成年人般熟稔，對於如何拒絕或

是爭取權益可能感到徬徨、畏懼。故亦應讓學生瞭解在受到權益受損時可以向

誰求助，或在知悉狀況的第一時間協助聯繫可供協助之單位與資源，並由專業

人員介入協調，讓學生感受到支持而非孤立無援的。 

(八) 落實轉銜制度，具體掌握高關懷學生成長背景與經歷 

    在現行的法規範下，對於在校期間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高關

懷學生雖有訂立服務辦法，但如若未予以確切地落實與執行，則對於現就讀學

校之輔導人員在瞭解這些學生的情況上將無法有效地承接。因此，落實且確切

實施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勢必是掌握高關懷學生情況的首要任務。各校對

於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應持續且詳實的列冊紀錄與追蹤輔

導，並依據學生各方面資料來審慎評估是否列為轉銜學生；而現就讀學校則應

全面且確切地評估是否需進行資料轉銜，並依其資料進行深入輔導，確切地落

實轉銜制度，以協助學生順利適應校園生活與解決其困境與問題。 

(九) 編製中途離校指導手冊，供中離學生及教師之應用 

本研究發現除學生不瞭解可以求助的資源與各類規定的時程外，各校的教

職員亦同樣有可能發生不清楚的狀況，使得雙方有時將陷入不知所措的情況。

我國現雖訂有《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惟

該要點仍屬大範圍框架，並未具體說明面臨各類情境時該如何處置的流程，亦

或實際上各縣市現有的資源等，以致於對於實務工作人員來說並無法直接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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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據以實行。 

有鑑於此，建議可依本市的情況與資源針對輔導人員編製出可供實際操作

的指導手冊，透過制定具體、標準化的流程(如：在學生離校前，評估其對於離

校是否有規劃)，以及蒐集統整各界最新的重要資訊與資源等，讓使用者知曉在

各階段可以如何進行輔導工作並獲悉實用訊息(如：各民間單位提供之活動與課

程)，減少因缺乏經驗與資源而造成的困擾，並有效減少輔導人員的負擔。針對

學生編製離校前所需知曉的訊息，例如離校前知悉離校後之權利義務(如：轉科

轉學資訊、修業年限、相關民間單位資源等)以及各種考試之時程安排。而針對

家長亦可編製手冊供其參閱，讓家長可以透過簡易辨識來發覺孩子的異狀(如身

心狀況、學校出席狀況等)，以及孩子離校後的監督與保護方法、管道。另外，

手冊的編製上不僅可明列出各單位，更可詳細說明該單位可以提供的協助，如

此一來，無論是教職員或是學生與家長都可以快速地瞭解可滿足其需求的協助

資源，以更快速、準確地達到輔導協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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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限制 

(一) 高中職教育並非屬義務教育，並不強制學生就學。因此本研究未復學之

樣本全賴於輔導人員與中離學生之聯繫，且問卷調查須依學生自主意

願，並不強制填寫，故難以要求問卷回收率。 

(二) 本研究研究樣本無論復學、未復學之學生仍與輔導人員有聯繫，並未包

含失去聯繫、在矯正機構之中離學生。前述狀態之中離學生其中離原

因、歷程與經驗等或將有所不同。 

基於上開研究限制，本次研究所得及建議事項業臚列如前，並建議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以本研究未能包含的少年矯正機構內之中離學生，或

是以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等方法，納入學校未能聯繫之中

離學生為研究對象。深化與擴大研究對象，使研究得以更完整呈現中途

離校之各面向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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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中途離校研究案——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中途離校的主因為何？ 

二、請問您在學校的經驗如何？與家人、同學和老師的關係如何？ 

三、請問您中途離校期間，一天的生活作息如何？ 

四、請問您中途離校期間，常去什麼樣的場所休閒娛樂？ 

五、請問您中途離校期間，常與哪些人在一起？與他們如何認識 

的？ 

六、請問您中途離校期間，是否有工作？是什麼性質的工作？ 

七、中途離校期間，是否有發生什麼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讓您有 

什麼樣的想法？ 

八、請問您決定復學/不復學的原因？ 

九、請問您決定離開學校時，是否有想過離校後要做些什麼？ 

十、請問您在離開學校前，是否有希望學校能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十一、請問您在離校期間，是否有希望學校能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十二、請問您在復學後，是否有希望學校能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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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參與研究同意書 

您好，我們是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之研究團隊，本研究團隊所執行

之研究案為高雄市教育局委託研究案，研究主題為「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

復學輔導」。 

本研究問題包含您對於中途離校的原由、經歷、生活狀況及想法等主題。

對上述議題，研究者希望能透過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紀錄並瞭解您的實際經

驗，並透過您的經驗與建議，完善、精進服務方案的規劃。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預計訪談時間約為 1 小時左右，同時希望您同

意在訪談過程中同意錄音與筆記，錄音、筆記的內容僅供研究者分析資料與學

術研究之用，錄音內容不會對外公開，並會以匿名處理。研究過程中，不會將

您的個人資料、足以辨識身分的特殊經驗等資料洩漏，因此希望您能提供真實

的經驗、想法與感受，以增加研究的正確性。 

研究過程中，您得以隨時暫停、終止研究進行，且不會引起生理不適或影

響您的任何權益。若您對於研究或訪談過程中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出，均可要求

研究者提供詳細說明。 

                                計畫主持人：楊士隆 教授 

                                協同主持人：曾淑萍 副教授 

研究助理：許俊龍、楊菀琳、黃恩妤 敬上 

 

至此，我已經完成瞭解研究的過程、資料運用與參與本研究的價值與意

義，我同意參與本研究。 

 

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受訪者：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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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學生學校生活經驗調查 

 

您好： 

首先感謝您參與此次的研究，此研究主要欲了解中學生在校的生活經驗以及適應

狀況。 

本次研究以問卷形式施測，共分為六個部分，每個題目皆無標準答案，請依據您

實際的經驗進行填答。您的回答將會採取匿名處理並予以保密，若您在填寫的過程中

感到不適，隨時可以終止本問卷的填寫。 

本研究僅作為學術分析之用途，對您的在校成績以及紀錄皆不會有影響。 

您的每個回答都是我們寶貴的資料，謝謝您的協助！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主 持 人：楊士隆 教授 

協同主持人：曾淑萍 副教授 

研究助理：許俊龍 

黃恩妤 

楊菀琳 

 

聯絡方式：life07078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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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在您就學過程中，有過中途離開學校的經驗，請問您當初決定離校的原因為何？請您在以下符合您

經驗的所有選項的□內打勾✓。 

 

1.個人因素（可複選） 

□(1)情感交往 □(2)健康狀況 □(3)精神或心理疾病 □(4)懷孕生子或結婚 

□(5)生活作息不規律 □(6)觸犯刑罰法律 □(7)突發重大事件 □(8)就業 

□(9)使用物質(菸、酒) □(10)使用非法藥物 □(11)滿足物質需求 □(12)其他，________ 

2.家庭因素（可複選） 

□(1)經濟因素(協助家中經濟) □(2)需照顧家人 □(3)親屬失和 

□(4)家庭關係疏離 □(5)家人不支持就學 □(6)受家長職業或生活習性影響 

□(7)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家長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離婚和分居、去世、失蹤） 

□(8)家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9)居家交通不便 □(10)其他，______________ 

3.學校因素（可複選） 

□(1)不喜歡目前的學制或科別 □(2)課業跟不上（缺乏基礎） □(3)缺曠課過多 

□(4)記過、警告過多 □(5)課業壓力 □(6)師生關係 

□(7)同儕關係 □(8)班級氣氛 □(9)校園霸凌 

□(10)其他，______________   

4.社會因素（可複選） 

□(1)受校外同儕、朋友之吸引 □(2)加入校外團體或組織(運動競技、直銷、宗教等) 

□(3)喜歡待在特定場所（圖書館、健身房、百貨公司、網咖、KTV、桌遊店、撞球館、宮廟等） 

□(4)加入幫派 □(5)喜歡待在家裡 □(6)其他，______________ 

5.請問您決定離校的「最主要」的原因為何？請您就以上全部打勾的選項當中，選擇一個「最主

要」的原因，並將該選項之□塗滿。 

（範例：您覺得「情感交往」為您決定離校之最主要原因，則將其□塗滿，如：◼︎(1)情感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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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人是否支持您離校的選擇？ 

□(1)非常支持 

□(2)支持 

□(3)沒意見 

□(4)不支持 

□(5)非常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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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在您離校的期間，請問您的生活經驗如何？請您在□內勾選✓符合您經驗的所有選項。 

 

1.在您離校期間，您經常去的場所有哪些？（可複選） 

□(1)待在家 □(2)朋友家 □(3)工作場所 

□(4)宮廟 □(5)醫院 □(6)公園、廣場 

□(7)購物中心 □(8)娛樂場所(KTV、桌遊店、酒吧、電子遊藝場) 

□(9)父母的工作場所 □(10)其他，______________ 

2.在您離校期間，您經常從事的休閒娛樂有哪些？（可複選） 

□(1)逛街 □(2)至娛樂場所唱歌 □(3)旅遊 □(4)網路交友 

□(5)網路遊戲 □(6)觀看網路影片 □(7)使用社群媒體 □(8)繪畫、跳舞或音樂 

□(9)戶外活動 □(10)運動 □(11)其他，______________ 

3.在您離校期間，您和哪些人比較有互動？（可複選） 

□(1)家人 □(2)同事 □(3)伴侶 □(4)網友 

□(5)校內朋友或同學 □(6)校外朋友 □(7)專業人員(社工師、心理師等) 

□(8)老師(學校、家教或補習班老師) □(9)其他，______________ 

4.在您離校期間，您的就業情形為何？您從事的工作類型有哪些？（可複選） 

□(1)沒有就業 

□(2)餐飲 □(3)美容美髮 □(4)便利商店 □(5)水電工程 

□(6)製造業 □(7)夜市攤位人員 □(8)娛樂場所服務人員 □(9)協助自家事業 

□(10)網路行銷 □(11)工地粗工 □(12)喜慶、殯葬禮儀 

□(13)車體美容、加油站 □(14)汽機車修理、改裝 

□(15)其他，______________  

5.在您離校期間，請問您遇到哪些困難？（可複選） 

□(1)找不到工作 □(2)不知如何規劃未來 □(3)與家人關係不好 

□(4)人際關係困難 □(5)工作適應困難 □(6)時間作息安排困難 

□(7)身心健康不佳 □(8)沒有任何困難 □(9)其他，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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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對於您在離校期間的生活安排，您是否感到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7.以您參與生涯探索號(原雙青方案)的經驗，您認為其所提供之協助是有幫助的？ 

□(1)不清楚計畫內容 

□(2)知道計畫但沒有參加 

□(3)有參加，對我來說非常有幫助 

□(4)有參加，對我來說有幫助 

□(5)有參加，對我來說普通 

□(6)有參加，對我來說沒有幫助 

□(7)有參加，對我來說非常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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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在您復學後，請問您在學校的生活適應情況如何？請您在□內勾選✓符合您經驗的所有選項。 

 

1.請問您決定復學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1)已到原預計復學時間 □(2)已達休學年限 □(3)家人期待 

□(4)體認到學歷的重要 □(5)不想工作 □(6)不想待在家裡 

□(7)社會適應不良，想要重回學校生活 □(8)其他，＿＿＿＿＿＿＿ 

  

2.跟離校前相比，您復學之後對於學校生活的適應程度如何？ 

□(1)非常適應 □(2)適應 □(3)普通 □(4)不適應 □(5)非常不適應 

     

3.在您復學後，您在學校學習與生活遇到哪些困難？（可複選） 

□(1)課業學習 □(2)師生關係 □(3)同儕相處 □(4)時間規劃 

□(5)經濟來源 □(6)身心狀況 □(7)生活作息調整 □(8)家庭關係 

□(9)體力、專注力 □(10)未來升學與就業的規劃 □(11)其他，______ 

 

第四部分： 

您對於未來的規劃有什麼想法？請依照您的狀況選擇最符合的項目。 

 

1.高中職階段結束後，您對未來的規劃為何？ 

□(1)繼續升學 

□(2)職業訓練 

□(3)直接就業 

□(4)先完成目前學業，對未來還沒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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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在您的就學歷程當中，您希望能夠獲得的協助有哪些？請您依照下列題目，勾選符合您經驗的所有

選項。 

 

1.在您決定離校前，您是否有接受過以下單位的協助？(可複選) 

□(1)學校 □(2)社會局 □(3)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4)警政單位、少輔會 □(5)沒有接受過任何協助 □(6)其他，＿＿＿＿＿＿＿ 

2.在您決定離校前，您認為學校或其他機構(學諮中心、社會局、警政單位、少輔會等)所提供的服

務是否有幫助？ 

□(1)非常有幫助 □(2)有幫助 □(3)沒意見 

□(4)沒有幫助 □(5)非常沒有幫助 □(6)沒有受到任何協助 

3.在您離校前，您希望學校或其他機構(學諮中心、社會局、警政單位、少輔會等)能提供哪些協

助？(可複選) 

□(1)人際關係輔導 □(2)生活適應 □(3)親子關係 □(4)課業輔導 

□(5)生涯輔導 □(6)師生關係 □(7)時間規劃 □(8)轉學、轉科輔導 

□(9)經濟補助 □(10)就業輔導 □(11)心理諮商 □(12)多元選修課程 

□(13)其他，＿＿＿＿    

    

4.在您離校期間，您是否有接受過以下單位的協助？(可複選) 

□(1)學校 □(2)社會局 □(3)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4)警政單位、少輔會 □(5)沒有接受過任何協助 □(6)其他，＿＿＿＿＿＿＿ 

5.在您離校期間，您認為學校或其他機構(學諮中心、社會局、警政單位、少輔會等)所提供的服務

是否有幫助？ 

□(1)非常有幫助 □(2)有幫助 □(3)沒意見 

□(4)沒有幫助 □(5)非常沒有幫助 □(6)沒有受到任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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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您離校期間，您希望學校或其他機構(學諮中心、社會局、警政單位、少輔會等)能提供哪些協

助？(可複選) 

□(1)人際關係輔導 □(2)生活適應 □(3)親子關係 □(4)課業輔導 

□(5)生涯輔導 □(6)師生關係 □(7)時間規劃 □(8)轉學、轉科輔導 

□(9)經濟補助 □(10)就業輔導 □(11)心理諮商 □(12)多元選修課程 

□(13)其他，＿＿＿＿    

    

7.在您復學後，您是否有接受過以下單位的協助？(可複選) 

□(1)學校 □(2)社會局 □(3)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4)警政單位、少輔會 □(5)沒有接受過任何協助 □(6)其他，＿＿＿＿＿＿＿ 

8.在您復學後，您認為學校或其他機構(學諮中心、社會局、警政單位、少輔會等)所提供的服務是

否有幫助？ 

□(1)非常有幫助 □(2)有幫助 □(3)沒意見 

□(4)沒有幫助 □(5)非常沒有幫助 □(6)沒有受到任何協助 

9.在您復學後，您希望學校或其他機構(學諮中心、社會局、警政單位、少輔會等)能提供哪些協

助？(可複選) 

□(1)人際關係輔導 □(2)生活適應 □(3)親子關係 □(4)課業輔導 

□(5)生涯輔導 □(6)師生關係 □(7)時間規劃 □(8)轉學、轉科輔導 

□(9)經濟補助 □(10)就業輔導 □(11)心理諮商 □(12)多元選修課程 

□(1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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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感謝您的填答，可否麻煩您再提供一下基本資料，以了解個別情況之差異。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1.性別：□(1)男 □(2)女 □(3)其他 2.出生年月：＿＿＿年＿＿＿月 

3.原就讀學校之性質： 

3-1 □(1)普通型高中 □(2)技術型高中 □(3)綜合型高中 

3-2 □(1)公立 □(2)私立  

3-3 □(1)日間部 □(2)進修部  

4.離校時的年級： □(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5.復學後，您穩定就學時間已維持多久：＿＿年＿＿月。 

（例如 110 年 9 月復學到 11 月仍穩定就學，則為 0 年 3 個月。） 

6.國中就學狀況： 

□(1)穩定就學 

□(2)有缺課經驗，但未達輟學標準（連續 3 日無故未到校） 

□(3)輟學 

7.是否有領取國中畢業證書？□(1)是  □(2)否 

8.父親是：□(1)本國籍(原住民)  □(2)本國籍(非原住民)  □(3)非本國籍(出生國籍：＿＿＿＿＿) 

9.母親是：□(1)本國籍(原住民)  □(2)本國籍(非原住民)  □(3)非本國籍(出生國籍：＿＿＿＿＿) 

10.家庭型態： 

□(1)三代同堂 □(2)核心家庭(父母與子女) □(3)大家庭(與其他親戚同住) 

□(4)單親家庭 □(5)繼親家庭(與繼父或繼母同住) 

□(6)隔代教養（與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住） □(7)其他＿＿＿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祝您一切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