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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課輔所影響的層面

非常的廣，學生本人

的意願、家長的家庭狀況及

校外補教業者的生存權，都

應列入事前的考量，以期使

衝擊降至最低，傷害最小。

　縣府編列八千七百萬元預

算，將於明年二月起開始辦

理學童課輔，站在民意代表

的立場，只要對鄉親有利的

議案，個人絕對支持，但是在執行時，一定要兼顧

各方的權益。

　學生家長來自各行業，每一家庭的作息時間也不

相同，接送學童的時間也因「家」而異，所以，縣

府在執行課輔時，一定要尊重學生及家長的意願。

要尊重學生及家長意願

縣政府將於明年二月在

各國小實施學童「課

輔」作業，本人對縣府的做

法，持支持的態度，但是，

在執行時一定要有「兼顧」

的考量，對於校外安親班業

者的影響也須列入評估。

　目前縣轄各國小雖然均在

課程表中，列有「課輔」課

程，但礙於「實際」需要，

並未強制實施，採志願方式，任由學生家長選擇，

甚至將學童交由校外安親班或才藝班，效果也都符

合家長需求。

　縣府在實施課輔時一定採輔導而不強迫的原則，

對於授課教施的意願也需納入考量。

要評估對安親班的影響

縣府將全面開辦國小課

輔，我覺得這是很不

對的事！一來浪費有限的

行政資源，二來扼殺補習

班老師的生存權，三來抹

滅學童與家長的親情互動

，我認為不宜貿然實施。

　全面課輔後，補習班將

沒有生存的空間，以後學

生從清晨七點開始上課，

放學還要參加課輔到晚上九點半，與父母相處時間

大幅縮減，將疏離親子間的關係。

　課輔如果取代補習，那麼補習班大概就要關門大

吉了，也將嚴重影響補習班老師的生存權，課輔的

後遺症真是多多！

花蓮縣政府擬自明年二月開始修改

國小課後輔導方式，引發補教協

會疑慮，教師的不安及家長的恐慌，希望縣府能在研擬辦

法前，聽取補教界、家長及老師的心聲，以便讓縣府美意

、學校老師、學生權益、家長及補教業，取得需求平衡與

多贏結局，力求措施的圓滿周延，讓花蓮的教育競爭力一

舉向上提升。

　傅崐萁縣長上任以來，為了提升花蓮學生參加國中基測

PR值，不再屈居全國殿後，明確指示教育處針對國中、小

學教學成果之提升研擬出一套改進措施，包括參考苗栗等

縣實施之留校課後輔導，以及相關配套，最快明年二月實

施。

　雖然在目前研擬辦法階段，由於該案所涉及的層面非常

廣，希望主導的教育處應該廣泛聽取各界關心教育人士，

包括補教業界的看法，集思廣益，希望能針對花蓮地區學

童的閱讀引導、課外輔導、才能技藝、學習能量、家長意

向及親子互動等多方面加以考量，只要是能讓學生適才適

性的發展，教育單位一定全力以赴，為花蓮未來的競爭力

打拚。

　建議由校方、家長、合格補教業者共同經營課後輔導，

提供學生適才適性的課後學習環境選擇，相信可以顧及多

方共贏的理想目標。

盼取得需求平衡與多贏結局

縣政府將於明年二月執

行學生課輔，立意是

可以肯定的，但是，在執

行時應視各學童的家庭狀

況，採志願方式處理，絕

不可強迫，否則將可能產

生事倍功半的結果。

　縣府執行課輔應重視學

童意願、家庭狀況及教師

意願，因為，學童校外學

習才藝，係依個人興趣選擇，校方實無法滿足學童

所需，學童家庭狀況不一，生活習慣也不同，應視

學童家庭狀況，採志願方式參加，至於校方教師問

題，也應採志願方式，否則教師無心教學，影響層

面將會更大，也將因此產生「事倍功半」的結果。

應該採取志願參加方式

縣府為照顧學生生活及

配合家長作息，將於

明年二月起實施學童課輔，

由於原住民學童大多居住在

較偏遠的地區，家長也多數

以務農及打工為生，學童放

學後均靠自己返家，路程較

遠，參加課輔的意願較低。

　基於學童安全上的考量，

居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生因路

程近，參加課輔自然是好事一樁，個人一定會支持

，但還是要多方協調與溝通。

　原住民雖不重視校外輔導，校外才藝的參與也不

多，對校外課輔業者的衝擊不大，所以在自願的前

提下，縣府辦理校內課輔，會受到鼓勵與認同。

校內課輔會受原民認同

縣府明年將全面實施國

小課業輔導，這是一

個很好的政策，尤其是對

於南區這種偏遠地區的學

校與學童而言，更是具有

相當正面的意義。

　有了政府全面課輔，就

會大幅減少弱勢家庭學童

在課業上的競爭力，以及

弱勢家庭學童的各種社會

問題，一舉數得。

　縣政府在開辦一段時日後，不妨舉辦成果展，

讓民眾看看政府的成果，進而檢討利弊得失，讓

這項政府德政能夠盡善盡美。

開辦後要檢討利弊得失

花蓮縣偏遠的南區鄉

鎮，學童住家距離學

校往往都很遠，如果正常

的在下午三點半或天黑前

回家，安全上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參加課輔，拖到

天黑後才能夠回家，恐怕

安全上有很大的問題，尤

其是來自單親、隔代教養

的學童，沒人接送、摸黑

回家，萬一出了安全上的問題，該怎麼辦？

　我覺得在偏遠地區，如果一定要實施課輔，必

須要有配套措施，譬如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一定

要有校車接送，如果安全問題無法解決，全面課

輔就應該有所「城鄉差距」。

全面課輔應有城鄉差距

對於花蓮縣政府即將在

明年二月推動的課後

輔導，是非常好的想法，

只要是對花蓮鄉親有正面

幫助的議題都應該支持。

　長久以來花蓮的基礎教

育略顯不足，如果能有持

續性的辦理而且不限於寒

暑假，相信不久的將來學

童的程度一定能夠全面提

升，而且更可以讓一些小村莊小部落的族群，獲

得實質的幫助，讓城鄉的落差可以拉近。

　縣府教育處所推行的課輔活動，是相當好的政

策，除了可以全面照顧到各階層的族群，也期許

花蓮學童在教育學習上可以真正獲得幫助。

希望能夠拉近城鄉差距

縣府教育處將於明年二

月辦理學童課輔，並

已編列八千七百萬元預算

，雖然基礎教育對於國家

的發展具有關鍵的影響力

，但是「五育」的均衡發

展，更是學童成長過程重

要的課題，讀書固然重要

，體能，育樂，道德也不

容忽視，參加校內課輔，

立意雖佳，但還須兼顧社會各行各業生存權，辦理

學童校內課輔，第一絕不可因此擠壓校外補教業者

的生路，教師一天近十二小時的校內教學及管理業

務，也已筋疲力盡，倘再強迫教師「課輔」，將會

影響翌日的教學品質，交付校外補教執行也是一種

可行方式。

不可危及補教業者生存

縣府為增加學童學習機

會、提升教學成果，

計畫辦理國小課業輔導

措施，個人認為是一項對

教育工作上「利多」的政

策，而不少家長的反應也

是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

只要降低對相關業者的衝

擊，就能達到政府、家長

及業者三贏的局面。

　縣府是為了提升教學成果，增加學生未來的競

爭力而推動的政策，因此，業者應就此時機充實

教學方式及內容，讓學生在知識的成長上有所

得，共同為提高地方教育層級努力。

同為提高教育層級努力

由於縣府計畫推動的國

小課業輔導措施執行

的細項辦法尚未公布，因

此，在這之前個人認為要

提升學童的學習效果、落

實基礎教育，應從改變平

日正常教學的方法著手，

重視寫、背、練、看、讀

的接觸機會。

　縣府計畫辦理課輔措

施，但在執行辦法尚未確定前，應加強寫、背、

練、看、讀的接觸機會，以前老師就相當重視這

一類的學習方式，也顯現出學習成果，不然的話

光是延長在校時間，將無法實際的達到目的，同

時平白耗費了經費及學校、家長與學生的精神。

應從改變教學方法著手

實施課業輔導措施用意

相當好，顯現政府重

視學童教育，但是財政赤

字已經極高的縣府是否有

能力再負擔有必要深思。

　縣府計畫實施放學後課

業輔導，對偏遠地區的學

童立意甚佳，但已經上課

一整天的學童將增加他的

課業壓力，同時下午四、

五點的時間大家都肚子餓了，哪有心情讀書，學

習興趣低落勢必影響效果，加上鄉下學生住家

多數離學校有一段距離，時入秋冬，天色又暗得

快，下午六點過後就一片漆黑，學生回家時安全

性讓人擔憂，這些問題也是政府應考量的地方。

必須深思財政能否負擔

推行課後輔導最重要的

目的在減低家庭教育

支出，做法出了問題，要

求學校執行課後輔導，不

僅增加老師的工時，也讓

補教從業人員生計可能發

生問題，最直接面臨衝擊

的就是合格的補教業者與

年輕的課輔老師，他們工

作機會可能不保。

　課輔與工作權如何取得平衡？教育處應該「說

清楚、講明白」，如果沒有合理的規劃跟解釋，

我建議暫停該政策或是縮小規模，優先選擇數所

學校試辦。

應先選擇數所學校試辦

教育部原本就對於低收

入戶、原住民有課後

輔導預算與計畫，現在縣

府要多編列三千到四千萬

的預算，讓課後輔導全面

實施，可是相關配套措施

沒做好，影響兩百多間合

法立案的補教業者，同時

增加老師的工作時間。

　我認為，縣府應該廣納

意見，課後輔導場所並不一定是學校，也不一定

是制式的內容，或許也可以跟鄰近大學合作，讓

大學生有工讀的機會，也可以將之轉化為給原住

民籍的大學生打工的機會，由他們替代老師，達

到「安親」的功用，也可以讓老師喘口氣。

場所與內容都可再研究

讀書，不是人生唯一的

出路！縣府計畫實施

課業輔導措施，其用意相

當好，但是也應考量學生

的學習興趣，以免反而造

成效果不佳，同時影響他

們多元性的才藝發展。

　學生在學校一待超過八

個小時，現在又要把上課

時間延長，對於學生而

言，「學習效率打折扣」是必然的，而老師也因

為疲憊，教學品質也可能受到影響，而且「多元

學習」是現在教育的目標，如果只以「學業成

績」來評斷學生，課輔也是上國、英、數、理等

科目，豈不是違背多元教育的目標？

不能違背多元教育目標

全面課輔不宜貿然實施

對縣府將於
明年二月起
實施國小課輔
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