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校園的勇氣

訪/台北市北區少年服務中心 社工 宜倩

阿展的吉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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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輟少年，阿展

無法踏入學校的女孩
的成品照，是超可愛的造型饅頭，社工心

也暫時不用煩惱「人際互動」。在社工多次

底湧起一股感動，因為小涵日漸出色的烘

鼓勵下，小涵終於鼓起勇氣，在高中開學的一

焙技巧，更是因為當初那個靜靜躲起來的
女孩，願意抓住契機的勇氣。

個月後，初次踏入校園！
還記得小涵完成第一堂烘焙課時，興奮

想起初識小涵的原因——她從小學就 分享成品的表情，似乎有一道暖暖的陽光，

「XXX，你不要多管閒事！」

欣賞勵志電影時一起感動哭泣的氛圍，阿展漸

阿展有點肉肉的，很愛乾淨，也是一位 漸卸下心防，願意聊聊「不去學校」的原因。
喜歡騎單車的國中生；這樣的他，會隔著一
道鐵門大吼，他的內心應該正經歷非常大的
混亂與不安吧？聽著他的憤怒，社工默默思

少年的求救訊號
「因為和爸爸吵架，所以我故意不去學

阿展暴衝的情緒，來自於不知如何表達， 法逐漸成熟的他，重新開始在課業上努力，

的阿展，用「拒學」的方式面對親子間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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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想把對方嚇跑，讓自己可以順利「逃 在社工媒合的課輔老師的幫助下，逐步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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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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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當下的狀況。包括他有時對著社工的大吼 輟學時落下的數學和英文。現在的阿展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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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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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叫，都是因為他害怕自己失控，又陷入讓大 偶爾還是會衝動，但他正在練習讓自己專注
家都害怕他的樣子。

考著。那次家訪，是因為阿展沒去學校，被 校，想讓學校去聯絡我爸……。」獨自居住
通報「中輟」。

LINE Pay 捐款

在真正想做的事情上，也為了想考的科系而
努力，他說希望未來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陪你經歷這段不容易的路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卡別：

盾，然而不穩定就學使他與同學變得疏離，

了解阿展的心聲後，社工希望能讓更多

數孩子來說平凡的學生日常，甚至對此感

始了屬於她的校園生活。或許以「主流」的

社工改變策略和他約在學校碰面，阿展 心理壓力和找不到出口的情緒，進而爆炸成

正向「刺激」進入阿展的世界，除了吉他的

陪伴像阿展這樣的少年，需要非常多的

到恐懼：「同學如果問我以前沒去的原因， 學校價值來看，一週只去學校兩個小時，還

同意了；因為這樣可以讓他暫時離開班上。 肢體衝突。「其實有時候我知道對方是友善

時光，社工開始嘗試和阿展約在戶外；尊重

耐心、努力與時間：突破少年的防衛心，幫

街口支付APP「公益捐款」

怎麼辦？」小涵表示，不是不想回去學校， 是算中輟；但對小涵而言，這是跨出了多麽

每次社工去學校找他，都會準備不同的活動： 的，但我還是會忍不住……，我大吼大罵，

他擔心別人異樣眼光的想法，社工會和他一

助少年找到自己的方向；勵友「好young少年

愛心捐款 & 支持義賣

而是光想像，她就感受到滿滿的心理壓力， 大的一步——為了喜歡的事物，願意鬆動原

桌遊、籃球、電影、電競……，希望拉近與

是因為想把對方趕走，因為再不拉開距離，

前一後地散步，再用手機或LINE交流訊息，

創意基地」選擇用「正向青年發展(positive

有無數的異樣眼光盯著她看，窒息般無措。 本固著的生活模式，讓新的經驗進入她的生

阿展的距離。終於在聊到「吉他」時，阿展 我就會動手了……。」在阿展緩緩的敘述中，

在「安全距離」下，分享成長中的缺憾、挫

youth development)」的視角，不過多著眼

媽媽因為家庭因素對小涵感到虧欠，也不

活，嘗試去努力，去學習，並且一次又一次

透露想學吉他的心願，於是社工開始「背著 社工聽見了他的情緒困境與笨拙的努力，更

折，並一起討論抒發情緒的方法，以及親子

在少年的問題，而是幫助少年從他們自身的

願勉強孩子；於是日子一天天過去，本該

地完成了成品。

吉他」去校訪；也許是音樂的魔法，也許是 聽見了他的求救訊號。

溝通的其他可能；也邀請他參加「好young

「優勢亮點」來發展能力；最重要的是「社工」

照顧好自己和爸爸。

需要成為正向成人角色，幫助少年在一個安

「小涵，真的很開心妳願意鼓起勇氣，

安全感呢？陪伴小涵的過程，社工發現她對 為了喜歡的事情而努力的妳，很帥喔！就讓
「烘焙」有強烈的興趣，和學校老師討論後， 我在這裡偷偷為妳加油打氣吧！」
以「不進原班級」的方式，邀請她參與學校

你的社工，也是你的烘焙粉絲

少年的優勢在於他們的可塑性，我們認為透過合宜的(FIT)環境資源，能幫助少年發
展、探索，甚而發展出這個階段關鍵的能力。
社工在其中扮演正向成人角色，透過平等的夥伴關係，表達重視，在必要的時刻提
供協助，並適度提供擴張少年視野、挑戰少年；以促發上述發展關鍵能力的過程。

（請與信用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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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幫助小涵走出來！但同儕間的力量

助力，如何才能推動她踏出「家」的自在與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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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自身的可能性，並且慢慢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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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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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好賺，很心疼爸爸的辛苦……」，想

無法成為吸引力，親職也無法成為她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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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關係中，去挑戰、擴張自己，讓他們也
終於，阿展順利上了高中，也踏出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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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疏離校園生活，使她更難以進到對多

小涵卻整天窩在黑黑山洞裡，不知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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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進了她的心，由內而外的散發著喜悅與自

少年創意基地」的吉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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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常常因故沒有去學校，國中也沒去幾天，

是女孩子最唧唧喳喳、活潑好動的時刻，

請沿虛線剪下

下午四點，烹飪老師傳來小涵剛出爐 的「烘焙班」。既可以避開「同儕眼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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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看見他們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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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拒絕去學校......

「親職狀況」也是社工需要了解的一環，家人對於孩子的輟學是「助力」還是
「阻力」？孩子身邊的重要他人如何看待中輟？是否需要協助連結經濟或親職資源？

校園疏離的孩子，需要長時間的專業陪伴與關心，邀請你「定期定額」捐款支持勵友
的「兒少服務」，你的愛心，將透過社工專業的力量，成為更多困境少年的幫助！

訪/台北市北區少年服務中心 督導 億華

對於有機會回歸校園的孩子，社工會陪伴他們找尋學習興趣，穩定生活需求後，

※諮詢青少年輟學相關問題，可以詢問各縣市「少年服務中心」，台北市歡迎詢問

採訪整理/企宣 琍茵

再邁進一步。也許先從輔導室開始，再慢慢回歸班級，與同學互動。與孩子一起經

「中山大同區少年服務中心02-2553-9005」、「北區少年服務中心02-2897-1567」。

什麼是：中輟？間輟？

歷起起伏伏的出席狀態，支持孩子慢慢進步。

在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未請假或請假未獲准、不明原因未到校連續三日以上，學

社工也會邀請沒有去學校的孩子到「少年服務中心」，減少孩子在外遊蕩遇到

校就會通報「中輟」。另一種情況是孩子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時去時不去學校，稱為

危險的可能。有時邀請一早就等在中心門口的孩子共進早餐，就有機會打開孩子的話

「間輟」。

夾子，聽見孩子的困難或建立彼此的信賴感，成為接下來陪伴與服務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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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為什麼不去學校？

家長可以做什麼？

讓孩子抗拒就學，甚至「輟學」的原因很多，包含：

▍不急著指責

▍家庭因素：主要照顧者無力管教或親職失能。

當發現孩子拒絕上學時，請「不要急著指責」，先緩和情緒，與孩子好好聊聊，

▍學習低成就：少年對學業沒有興趣，或充滿挫折。

試著理解孩子發生什麼事，才能提早發現孩子的困境。也可以與孩子討論「若今天

▍人際衝突：同儕或師生相處摩擦、遭受霸凌。

不去學校，想做什麼？」

▍環境因素：校外友伴的吸引大過於校園生活。

是否需要幫助孩子重回校園？
社工在深入了解輟學原因後，會依孩子的需求對應不同的服務。包含：幫助暫時
無法回到學校的孩子「不中斷學習」，提供技能培訓、課業輔導、轉介學科比重較輕
的少年學園等；或銜接職能培訓，幫助經濟困境的孩子提早面對就業需求。
同時，社工會陪孩子看見「回學校對生命歷程的價值」，了解「社會化磨練」和
「與人相處」的重要；讓孩子學習面對困難與挫折。這也考驗「學校的環境夠不夠友
善」，因此「回學校」不一定是每位孩子成長歷程的標準答案，畢竟「學習」不只在
學校才能發生。中輟只是結果，若追著最後的結果跑，並無法解決孩子真正的需要！

勵友如何幫助？

【義賣新品】

好朋友濾掛咖啡

有時在表面的原因下，會發現更深層的真因。舉例來說，常聽家長提到：「孩
子就是一直玩遊戲，所以不去學校。」那「為什麼」孩子一直玩遊戲？是不是在學
校人際關係碰壁？學習低成就？因此在遊戲中尋找人際或成就感？
▍比孩子更重視

有滿滿的感謝，卻不好意思說？
想分享福音，卻不知從何開始？
讓來幫你告白！

暖羊羊

請「比孩子在乎」他拒學這件事。「被期待感」對這時期的許多孩子是很重要

耶加雪菲‧淺焙

的，不要比孩子提早放棄，避免孩子覺得：家人都不管我了，我還努力幹嘛？

每包皆有鼓勵小語，是你最暖心的陪伴
帶有花香、荔枝、萊姆、
紅茶感、香橙、蜂蜜甜感

▍支持更重要
比起「鼓勵」孩子去學校，提供孩子「支持」更重要。讓孩子知道「去學校」

捲心穌

家人是絕對支持的，不管他在學校遇到什麼困難，家人會與他站在一起！
▍陪伴孩子面對

甜蜜蜜‧中深焙

陪伴孩子學習面對「影響拒學」的因素，讓孩子知道影響他不去學校的原因，

每包皆有神的話語，讓你每天充滿祝福
獨門配豆，帶有醇厚的奶油巧克力風味

是可以被處理的，而不是直接把他趕入他不想進去的環境。

LINE

會透過家訪，或趁孩子有到學校的日子先與其接觸，在陪伴的歷程中了解孩子中輟

的選擇」，而不是把他標籤成不去學校的壞孩子。

一盒

如果你看到認識的孩子（例如你是早餐店的老闆娘、鄰居），在上學時間出現在
學校以外的地方，可以稍微關心一下孩子的情況，一句問候，就能讓一個孩子感受到
滿滿的溫暖！

贊助單位

「背後的原因」並「理解」。理解不代表認同，要讓孩子感受到「有人願意並理解他

一般大眾可以如何協助？

訂購

介入孩子的生活前，社工對孩子而言是沒有關係的陌生人：「因為我沒去學校，
所以社會局派社工來找我，那我為什麼要理他？」是許多孩子的第一反應。因此社工

使用LINE PAY捐款，若需收據，
請主動來訊勵友官方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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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學的孩子
下一步，如何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