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少報告

源起:
本報告自網路發起，號召全台有意願撰寫而少報告之中學生，共同提交一份較多面相且

較為完整的兒少報告，由四位夥伴主筆，並交由台中市明道中學十一年級 尤偉哲彙整、
修正及編輯，期許本報告能提供國際審查委員更多學生的聲音及觀點，改善現今校園及

教育體制之缺陷。

屏東縣明正國中八年級 張喬閔

(一)身體自主權

動機：

本人曾因不滿校規而唱反調，不料在寒流期間外套遭沒收，但法規規定學校不得以記過

方式逞處，且規定也沒有明寫於校規中，而是以廣播宣導方式躲避。

核心概念：

「身體自主權」指的是一個人對自己身體的思考與感受有自我主張的權利，同時也有運

用、自我保護、與管理的義務。吃什麼、用什麼、穿什麼，這是別人不能質疑的。依《學校

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二十一條和《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

容規定之原則》、《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皆規定校規不得規定學生之
髮型、飾品、須開放學生在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但多數學校校規仍違反以上

規定。

實例說明：

但台灣多數學校校規都有違反身體自主權的服儀規定，例如：禁止學生化妝、塗抹指甲

油、配戴飾品、染髮、燙髮、刺青、使用髮捲等，明顯侵犯學生身體自主權。但即使校規

沒有明文規定，還是有可能被師長糾正。人本基金會指出，甚至有學校從眉毛管到內衣

顏色。在2021年1月，行政院為此發函給各級學校後，在校園中並沒有看見成效。例如屏
東縣立明正國中於校規規定學生不得刺青、染燙髮、女同學不可化妝(男生就可以
嗎？)、擦指甲油(難道透明也不行嗎？…)、外套須加穿於制服外套中(穿起來很腫，拉鍊
還拉不起來)。

有效的解決方法:
政府在校規方面如上所示，都有對校規部分作規定，但以上實例都擺明在學校端沒有確

實執行。教育部應加強調查，發放匿名問卷，或設立簡單方便的匿名檢舉管道供學生發

聲，才能有效阻斷違法的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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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健康

動機：

我和身邊同學都(曾)因壓力造成情緒失控，而都清楚課業、社會期待是無被忽視的壓力
來源。社會新聞也偶爾出現青少年自殺的案例。

核心概念：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心理健康並非只是「沒有心理疾病」，而是一種「個人
能夠清楚了解自己的潛力所在，能夠因應日常生活中的壓力，能夠活出自我，並能為社

會貢獻」的狀態。

實例說明：

新北市一名13歲青少年，兩週前才以優異成績進入數理資優班，昨日含淚向父母說「再
見」後，清晨便從住處墜落，被發現時身上多處外傷、當場就失去生命跡象，案發經過仍

待釐清。少年父母悲慟表示，孩子生前曾說不想上學，但沒有多說原因…事實上，台灣
的青少年族群自殺死亡率連續20年攀升，近幾年更是不斷傳出資優生自殺的新聞，數年
前一名北一女新生疑因課業壓力跳樓輕生；去年底台大三天內接連傳出歷史系、法研所

學生輕生，消息震驚全台。

此段文字節選自《今周刊》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9/post/202109140039

有效的解決方法:
以下為兩個青少年最主要的壓力來源

原因一、荷爾蒙波動造成情緒失調、外來壓力

青少年自青春期開始會在生理、心理和社交方面經歷快速的轉變，或者外來壓力，例如：

課業、父母期待、人際關係、睡眠不足、童年創傷的後遺症等，帶來壓力和困擾，造成情

緒波動，影響學業、社交和日常生活，甚至出現失眠及種種精神疾病，惡性循環。

原因二、課業壓力、師長期待

參考董氏基金會2018年6月針對六都3,478位國、高中生做憂鬱程度調查。64.8%的人
因課業考試感到憂慮。在此僅探討課業壓力問題。師長對於孩子的課業極為注重，適應

良好的學生，從小就習關於高壓環境，導致對課業的自我要求甚高，若未達目標則產生

大量負面情緒並持續累積，種種原因導致自殺案件連續20年攀升。或師長強迫苦讀，以
陰魂不散的方式監督，侵犯隱私及時間控管的自由，制定標準及嚴厲處罰，逐漸影響學

生心理健康。

解決方式-輔導
要預防就得改變社會風氣，但要改變很難，目前只能仰賴學校輔導資源，但量能及品質

需多加加強。輔導老師所輔導的學生數量龐大，工作項目也較廣泛、複雜，影響品質及

效果。應增加三級輔導轉介的量能，或加派專業輔導人員駐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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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適能分數採計

108課綱適性發展中體適能檢測對某些學生而言是會考分數結算的關鍵，甚至有學生為
了該項目滿分，至體適能檢測站測驗了18次，還有男女長跑長度不同，也引發議論。能
確定的是，體適能成績和學生平時從事的體育活動時數沒有直接關係，容易受先天條件

影響那麼為何還要將體適能成績納入多元表現計分中呢？

(四)校規不清、破壞校譽

動機：

身邊同學曾因在校外狹小巷道內吸菸，被以破壞校譽處小過。

核心概念+實例說明：
校規中常見「__情節較輕者給予警告，__情節較重者給予小
過」。而情節輕重卻沒有明確定義。還有一條魔王條款—破壞
校譽。多數時候難以判定學生是否真的違反校譽。幾乎任何校規只要師長看不爽，都可

以以破壞校譽加重逞處。且沒有學生能夠反抗。依《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

意事項》第三項「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應基於實現教育目的，維持學校秩序，確保學

生學習所必要，並符合下列原則：

(一) 明確性原則：獎懲之種類要件及其處理程序應具體明確，並為學生可預見。
(二) 平等原則：相同獎懲事項，非有特殊理由不得為差別對待。
(三) 比例原則：獎懲措施應考慮具教育之適當性、必要性及衡平性。
(四) 正當程序原則：獎懲決定應遵循公正合理之相關程序規範。明確寫到「維持學校秩
序」而非「維持社會秩序」則學校校規不應對學生在校外的不良行為進行懲處。第一點也

回應了，許多時候難以判斷學生是否違反校譽。

有效解決方法：

全面檢查各校獎懲實施要點，透過管道(可能是課本)，讓學生知道自己的權利，並提供
學生匿名檢舉的方式。

(五)學習與休憩時間調配失衡

動機+實例說明：
7：00起床，學校的課程17：00結束，昨晚的失眠已讓我精疲力盡，接著必須面對的是18：
00~19：30的數學補習，就如預期的，累到無法專心，這是許多學生每天的日常。

核心問題：

1.早自修
台灣多數學校皆有設立早自習時間，可供老師及學生彈性利用，但久而久之，受文化影

響(休息=不認真=壞學生)，出現了亂象。例如：老師規定學生早自習要做甚麼事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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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集體一起背單字)，或規定不能睡覺，一定得拿書出來自習，又再次大幅減少了學生
探索自我興趣的時間，或對某些學生來說只是浪費時間。另外，學生只要不再早自習時

間發出噪音或任何干擾，就不會影響到其他人，不同於上課時間(會有不尊重老師的問
題)。若廢除早自修也可延後學生上學時間，依研究顯示睡眠充足對讀書效率頗有幫助。
而好消息是，教育部於2022年2月15日公布，全國各高中第一節前不得要求學生到校，
禁止考試等活動，鼓勵學生自由學習。未來期望國中也能有相同保障。

2.學習時數過長
台灣學生的學習時數為世界數一數二，勘成全球第一的血汗學生。人類的專注時間最多

18分鐘，一堂課約45分鐘，也就是剩下的27分鐘以上都沒有專心聽講，休息的次數不足
，也影響學生吸收新知的能力，冗長的課程令人疲倦，一天還得上至少7堂課，對學生的
學習效率造成極大的影響，放學過後大多還得到補習班報到，許多補習班甚至上課到晚

上十一點，產生的壓力間接造成睡眠問題，日積月累可能產生生理疾病。也因長期持續

的被動接收資訊，許多學生自國小高年級，喪失了自主學習的能力，無法自行安排事

項、失去思辨能力、失去目標。如機器一般，不斷的補習、記憶、背題庫、聽從師長命令，

而到了最後，發現自己的專長只有考試，是多麼令人惋惜。

3.午休
在經過上午五個小時的疲勞轟炸後，午休時間是必要的。但有些學校(或班級)規定學生
必須趴在桌上，頭不可以抬起來、等到下可才能上廁所、眼睛不能睜開，甚至有導師會

在午休時間餘教室走道「巡邏」，種種規定能與軍營相比。

4.輔導課(第八節)
大多數國、高中皆有硬性規定學生要上第八節「加購」的輔導課程，雖然開學會發放意願

調查單，但勾選同意欄位在校園裡就是潛規則，且大部分的授課老師都會利用輔導課的

時間趕進度，不參加者則無法跟上新進度。會有老師在上課時「建議」學生上輔導課，甚

至威脅扣平時成績，縮減同學可以自由利用的時間，完全沒有確保學生自由選擇的權

利。

有效的解決方式：

廢除早自修、輔導課。刪減課程數，若課程不適合刪減，則將課程往國小端推，畢竟國小

的課業壓力較國、高中小，時間較為充裕。

(六)禁愛令

動機：

過去常有因異性(或同性)交往，而被老師告知家長、記過、轉學、轉班(私立學校)，談個
戀愛大驚小怪，搞得學生交往都得偷偷摸摸，好像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一般，學生遇感情

問題時不敢求助，延遲處理，也增加了不少危險。

核心概念：

2014年國教署頒布《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其中第十點即明訂，
「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如為避免因學生未嚴守性別平等及人際相處分際，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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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習環境秩序、公共利益或影響其他學生學習權益，應考量其整體規範目的，明確

規定處罰之要件，不得僅籠統將情感(男女)交往、情感(男女)關係曖昧、情感(男女)行為
不檢或類似規定作為懲處要件。」禁愛令解禁是指學生可以自由地談戀愛，在合理範圍

內不受任何約束，但今日的校園中若是教官、老師察覺學生在談戀愛，多少還是會勸誡

幾句，或告知家長，請雙方家長至輔導室協議(說服家長讓學生分手)，這算是某種程度
的禁愛令嗎？老師有即時通知的義務嗎？

實例說明：

身邊同學曾因男女交往，老師告知家長，請家長和學生至輔導室「談談」。我覺得校方作

為極為變態。

有效的解決方法：

加強該法條執行力，舉辦教師研習設法讓師長改觀，以改變社會風氣。

(七)公告排名

動機：

每次段考校排公布後，家長、學生不停的比較、分析，我意識到大家都被現在排名的魔

咒裡。父母愛的究竟是孩子還是成績與排名呢？

核心概念：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

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然而，還是有學校違規。

實例說明：

於校內布告欄張貼段考校排前150名，並在各班發放全班每人段考各科部成績及總分，
雖無列出排名，但學生依然可以自行計算。本人原欲於放學後以手機拍攝公告於教務處

內的校排，見公告消失，詢問行政老師後得知，只在上課間公告，還請我明天再來看，鑽

漏洞鑽得毫無破綻呢？

台北市仁愛國中九年級 張哲浩
(八)論台灣的升學至上風氣

動機:
本人為111會考生，在考前，老師們都會給我們做許多的考卷。如此高強度且極折磨精神
的"練習"，我雖能勉強負荷，但身邊的同學卻是叫苦連連。話雖如此，仍有許多人拚了命
的讀書，希望考上一間好高中。他們這些行為令人心痛和氣憤，因此，我撰寫這篇報告，

希望透過國際學者，能讓政府注意這個問題。

核心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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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復一日的讀書，嚴重壓榨學生的遊憩時間，違反兒童權利公約中的學生休息及休閒

權。由於教師基於不正常的讀書風氣，使得教學行為違法，而學生即使舉報老師也無太

大用處，違反福利與受保護權

實例說明:
由於升學考試仰賴大量的練習，因此有許多非學科的課，甚至是非上課時間被拿去考試

，嚴重侵犯學生的休息時間。而這樣毫無節制的借課以及挪動課程安排，換來的是高學

習時數，但台灣並沒有因此進入高競爭力行列。這一切讓我不禁懷疑，上這麼多課，對

競爭力到底是正面還是反面呢?
又即使教育部已經訂定許多法規，試圖達成教學正常化，但因為現行升學制度仰賴大量

練習，因此最前線的教師難以配合法律。再加上台灣社會的既定印象，老師的權威是大

於學生的，因此勇於舉報的吹哨人常受到老師們的針對，或遭到同學的不諒解。這些都

會造成大家不敢檢舉，使得法律的實際性降低。

總結來說，現今老師和學生的不對等，以及各式教學不正常，都是起源於升學至上的觀

念，以及以考試為大宗的升學管道。

有效解決方法:
如今大家拚了命想要考上好的學校，大多數都是為了更好的資源，也有些是為了可以向

親戚朋友炫耀。就前者而言，最好的做法就是將資源盡量平均分配到各校，這樣就可以

逐步取消考試的升學制度，走向真正的免試入學。另外，技職教育體系也是需要加強的

部分，既可以培養專業人才，又可以提供不善讀書的學子一條路，豈不美哉?至於後者，
我認為只要由考試決定學校的政策取消之後，狀況就會逐漸改善。

台中市明道中學十年級 李俐旻

(九)服儀規範

動機:
踏進熟悉的校園，又是忙碌的一天。可高一後明顯可見人數增長的糾察隊學生是怎麼回

事？過去也許還能利用擁擠的人潮躲過的，現在卻更容易被攔下來了。之前遇過有學姊

在近校門時跟我借書包，她說這樣才不會被糾察隊抓；看過有學生因天氣冷，將便服外

穿而被攔下；看過同學因混搭的鞋子被教官關心。明明不應該受限的自由，卻要一一被

登記。

核心概念:
根據《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第四大點說明，除體育課、實習活

動、競賽、重要典禮及交流可規定統一服裝樣式外，在校內期間不應限制校服混搭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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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且除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健康、公共衛生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外，學校不得

限制學生髮式。天氣寒冷時，學校應開放學生在校服內及外均可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

服外套、帽T、毛線衣、圍巾、手套、帽子等。
　　

實例說明:
學校雖有規定在一定的氣溫（10°）和環境標準下（比如下大雨），可以在有領子的校服外
加上便服，著涼鞋。但實際上台灣平地的氣溫在全球暖化的影響下，很少到那麼低溫，

且每個人對於溫度的敏感度也不相同。而冬天若在校服外加著便服，常常被老師要求脫

掉或者穿上外套，甚至進校門時會被糾察隊抓，鞋子的部分，如若在學校裡穿制服卻未

著皮鞋，也會被登記。同樣會被登記的還有學校的書包，規定學生一定要有學校的側背

或後背才可以再搭別的包包。

有效解決方法:
強制要求各校更改校規中相關的服儀限制，並向老師們強調不應登記或因此類事項做

出懲處。避免未來就算校規已經更改，仍會有守舊派老師以扣平時成績或操行成績方式

，變相限制。

　　

(十)生活競賽

動機：

因本班有次生活競賽秩序排名墊底，原因歸究下來是因中午在教室人數過少。但我們都

有許多活動在身，因為開會或活動時常不在，班導卻出言要限制我們中午外出次數，以

求得更好的秩序排名。

　　

實例說明：

因為我們學校推廣了很多活動，比如讀書會、志工，抑或現在的青少年高峰論壇乃至未

來的漫星跟時傾等暑期營隊規劃，都是需要在午休時間出去討論的。而午休又恰好會有

榮評員來評分，如若教室太多人不在就會被扣分，高中似乎沒有國中那樣嚴格，記得當

時連班上是哪個人沒睡覺都會被記下。而班導她就不樂見了，因為那個扣分致使我們的

秩序成績全年級最後，她就說什麼，你們是人文實驗班欸，怎麼表現的比一般班級還差

等等諸如此類，甚至決定限制我們午休集會次數，每次外出都必須登記。

有效解決方法：

廢除相關競賽制度，以免成為各班教師間競爭項目或成為評斷學生的標準，也防止學生

活動自由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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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台中一中十年級 曾向謙

(十一)108課綱教改的亂象

動機:
108課綱在公布後，遭受多方批評，包括學生、家長，甚至大學教授，都認為存在許多缺
點，亦有不少人連署「廢除學習歷程」。

核心概念:
學習歷程設立到目前已看出有下列四項缺點:
1、 浪費時間:高中是前往大學的跳板，高中課業繁雜，學生還有參與營隊、活動、幹

部、學生組織，已佔據學生時間之多，此外還須產出學習歷程，學生被迫產出較

低品質的學習歷程，此項政策並非協助學生學習，反而佔據時間影響課業與升

學。

2、 喪失意義:學習歷程須由高一便開始製作，然而高中本應是生涯探索的時候，不少
學生仍對未來科系迷茫，無法準確對應高三時所需之學習歷程資料。基於第一點

的加成，以及各校各系所採用與重視之部分因教授與校系而異，學生難以捉摸。

3、 社會不平等之加劇:學習歷程之豐富程度，雖不完全是可由經濟資本轉換而成，然
大體上二者成正相關或相輔相成之態勢。此狀況僅僅加劇社會階級的固化、阻礙

社會流動，並對階級複製推波助瀾，加上補教業者跟進推出學習歷程相關課程，

更加強第一點的問題。

4、 制式化:學習歷程立意希望學生在課外獲取更多知識和學習經驗，誠如公共政策
參與平台「要求108新課綱高中課程移除學習歷程檔案一項」附議案提議內容與
建議事項欄中所述，學習歷程變成「一個上大學前要做好的作業，彷彿在比誰寫

的故事比較精彩一樣」，加上第三點補教業者的趨勢，讓學習歷程最後變成寫故

事比賽，而這個故事又有好看不好看的定義，變成八股文的寫作形式。

5、 配套措施不完善:在學習歷程檔案一項施行後，學生反映上傳容量不足、時限過短
等問題，更有廠商將資料庫遺失。

實例說明:
接續第二點之舉例，中央社引用調查顯示，87%大學教授認為學生只要選擇幾門有興趣
的科目製作就好，不必每科都做。而這便是造成迷茫、難以適應、難以抉擇之問題所在，

多則不精，精則不多，而專注在精又需先行確立方向，明顯產生矛盾。

有效解決方式:
將使用學習歷程與不使用學習歷程之升學管道分流，可讓以學業為主和以多元發展為

主之學生自行選擇適合之升學管道，學業部分並遵照108新課綱前之作法稍加修正即
可。同時，與大學端溝通將評分標準、採計科目、著重表現事項訂立更為明確之準則，修

改甄選條件時亦須向高中端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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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校務會議學生席次比例過低

動機:
立法院於民國110年5月11日三讀修正「高級中等教育法」部分條文，自10月1日開始，高
中校務會議中的學生代表，不得少於成員總數8%。雖然立意良善，的確給予學生代表席
次極少之學校最低下限，但也造成大部分學校學生代表席次停滯於接近門檻處。

核心概念:
學生代表佔校務會議8%無法使學生充分參與、影響有關學生權益之政策，校方代表比
例高也意味著幾乎永遠都是校方方案能獲得通過，或學生提出方案須傾向校方意見方

能獲得多數支持，8%門檻形同虛設。

實例說明:
嘉義高中於1月20日舉行校務會議，通過將學生代表席次從原先的62席降至20席，近乎
教育部規定至少百分之八的門檻。

以台中一中為例，「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第三點鐘規定校務會議206席中學生代表
佔17人，僅8.25%。

有效解決方式:
立法院上修《高級中等教育法》第25條第二項之門檻，但不可能將學生代表比例上調至
一半，畢竟學權本質仍是遊說，故將門檻提升至10~25%應為目前可接受之範圍。

台中市明道中學十一年級 尤偉哲

(十三)申訴機制

動機:
因擔任校內班聯會會長及中投區學生聯合會學權長之因素，常接觸到許多申訴案件，但

發現許多案件都會有回覆時間過於冗長、機關間互踢皮球或申訴管道並未明確公告等

問題，普通學生要申訴是困難重重。

實例說明:
實例1:校內許多遭行政處分懲處的同學皆向我反映遭懲處的理由不正當或不服懲處，但
卻從未被告知其申訴管道

實例2:本人因校內暑期輔導課違規上進度，且校方並未如實填報正常化輔導檢核表，而
向國教署申訴，數月後獲得回覆為:主管機關為台中市教育局，已轉知。後續就再也沒有
下文。

有效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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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多數學校都設有申訴管道，但真正使用到的案例少之又少，就算申訴了也常常遭
到師長勸退，我建議教育部應訂定法規強制學校在學生遭處分後口頭及書面告知其申

訴、救濟管道及權利。

2.我理解主管機關不同需要透過不同的管道申訴，不過這對學生並不友善，學生實在難
以在龐大課業壓力外再了解如此複雜及繁瑣的申訴資訊，教育部必須提供一個能供所

有學生使用的申訴平台，並訂定最遲回覆時間，避免吃案、拖延情形一再發生

聯絡資訊:

台中市私立明道中學 尤偉哲
電子信箱:williamyu930916@gmail.com或 91xe01@ms.mingdao.edu.tw
行動電話:0975-17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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