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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一）當前國中師生互動關係概況；（二）

教師及學生背景變項不同，師生互動關係的差異；（三）學生人格特質不

同，師生互動關係的差異；（四）師生互動關係不同，學生偏差行為的差

異；（五）師生互動關係不同，學生滿意度的差異；（六）師生互動關係及

學生滿意度與其偏差行為的關係；（七）教師與學生的背景變項、學生人

格特質、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的預測力。 

 為達成研究目的，首先蒐集有關文獻與理論，建立研究架構、代答問

題與假設，再採用個人基本資料表、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人格特質量表、

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量表、偏差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取得研究之有效

樣本 800人，經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區別分析、卡方考驗、多

練量變異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茲將研究所得結論

與建議分項說明如下：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將所得結果分述如下： 

壹、師生互動關係的現況 

當前國中師生互動關係偏向「影響力」較多，「接近性」中等的情形，

若進一步分為四種類型來看，又以「低影響低接近型」及「高影響高接近

型」的互動關係最多；「低影響高接近型」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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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生背景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 

一、學生性別 

1. 性別不同的學生與教師間的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並無顯著差異

存在。 

2. 性別不同的學生與教師間的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並無顯著差異

存在。 

3. 性別不同的學生與教師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二、學生家庭社經地位 

1. 教師對來自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的「影響力」，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 教師與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的「接近性」，較多於來自中社經地

位家庭者。 

3. 來自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與教師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無

顯著差異存在。 

三、教師性別 

1. 性別不同的教師與學生間的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並無顯著差異

存在。 

2. 性別不同的教師與學生間的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並無顯著差異

存在。 

3. 性別不同的教師與學生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四、師生性別組合 

1. 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其間互動關係的「影響力」，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 男學生與男教師在互動時，其間的「接近性」，顯著高於男學生與女教

師，且女學生與男教師在互動時，其間的「接近性」，顯著高於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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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女教師者。 

3. 不同性別組合師生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參、學生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 

1. 學生的五大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間存有顯著正相關

的關係；換言之，心腸好且越願意幫助別人、越小心自律、創造想像

力越高及越喜歡多變化、越樂觀主動、緊張與焦慮感越高的學生，在

與教師互動時，愈容易受到教師的影響與引導。 

2. 學生的和善性、嚴謹自律性、外傾支配性及聰穎開放性，與師生互動

關係之「接近性」間存有顯著正相關的關係；換言之，心腸好且越願

意幫助別人、越小心自律、想像創造力越高及越喜歡多變化、越樂觀

主動的學生，在與教師互動時，會有較多合作及緊密的互動。 

3. 以學生人格特質區別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正確率為 42.5%。 

 

肆、師生互動關係與偏差行為 

1. 當教師對學生之影響力越少時，學生會表現越多的偏差行為。 

2. 當教師與學生之接近性越少時，學生會表現越多的偏差行為。 

3. 「低影響低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顯著多於

「高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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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師生互動關係與學生滿意度 

1. 當教師對學生之影響力越多時，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越滿意。 

2. 當教師與學生之接近性越多時，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越滿意。 

3. 「高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學生滿意度高於其他三種類型

的互動關係；而「低影響低接近型」者，學生滿意度低於其他三種類

型的互動關係。 

 

陸、師生互動關係和滿意度對學生的偏差行為之影響 

1. 即使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均為高滿意時，教師對學生影響力低的，比

影響力高者，學生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2. 即使教師對學生影響力高時，若學生對與教師間的互動關係不滿意，

會比滿意者，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3. 當教師與學生接近性高時，若學生對與教師間的互動關係不滿意的，

會比滿意者，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4. 學生對「高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滿意度低比滿意度高者，

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5. 即使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均為高滿意時，「低影響低接近型」的師生互

動關係，比「高影響高接近型」的關係，學生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6. 即使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均為低滿意時，「高影響低接近型」、「低影響

低接近型」及「低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比「高影響高接

近型」的關係，學生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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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師生背景變項、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之預測力 

一、師生互動關係 

1. 整體學生偏差行為之預測力： 

 聯合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嚴謹自律性、師生互動關係之影

響力、學生性別、高社經、中社經、學生人格特質中的聰穎開放性等七個

變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的 18%。也就是說，相較於女生，

男性學生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人格特質的外傾支配性及聰穎開放性越

高、嚴謹自律性越低的學生，且與教師的互動關係之影響力較低時，學生

會表現出較多的偏差行為。 

2. 對男學生偏差行為之預測力： 

 聯合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嚴謹自律性、師生互動關係之影

響力、高社經、聰穎開放性、中社經等六個變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

總變異量的 19.6%。也就是說，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人格特質的外傾支

配性及聰穎開放性越高、嚴謹自律性越低的男學生，且與教師的互動關係

之影響力愈低時，學生會表現出較多的偏差行為。 

3. 對女學生偏差行為之預測力： 

 聯合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和善性、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

中社經、嚴謹自律性等五個變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的 17%。

也就是說，相較於來自中社經地位者，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人格特質的

外傾支配性越高、嚴謹自律性及和善性越低的女學生，且與教師的接近性

愈低時，學生會表現出較多的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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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1. 整體學生偏差行為之預測力： 

 聯合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嚴謹自律性、學生性別、學生滿

意度、高社經、中社經、學生人格特質中的聰穎開放性、和善性等八個變

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的 17.8%。也就是說，相較於女生，

男性學生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人格特質的外傾支配性及聰穎開放性越

高、嚴謹自律性及和善性越低的學生，且對師生互動關係滿意度越低時，

會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2. 對男學生偏差行為之預測力： 

 聯合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嚴謹自律性、高社經、聰穎開放

性、中社經、學生滿意度。聯合此六變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

的 18.8%。也就是說，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人格特質的外傾支配性及聰

穎開放性越高、嚴謹自律性越低的男學生，且對師生互動關係滿意度較低

時，會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3. 對女學生偏差行為之預測力： 

 聯合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和善性、高影響高接近型、中社

經、嚴謹自律性等五個變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的 16.3%。

也就是說，相較於中社經地位家庭者，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人格特質的

外傾支配性越高、嚴謹自律性及和善性越低的女學生，且與教師之間的互

動關係為「高影響低接近型」比「高影響高接近型」，會有較多的偏差行

為表現。 

 

 



 125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各項研究結果，本研究擬對家庭、社會及未來研究等方面，

提出數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學校教育方面 

1. 教師應關心每個學生，而非只關心來自兩極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 

 由研究結果得知，教師對於來自較低社經地位的學生會付出較多的關

懷，且平常易將注意力放在來自較高社經地位者，因此，對於來自中社經

地位家庭的學生，反而沒有特別的注意或關懷，導致教師與來自中社經地

位的學生間，較少緊密合作的互動關係；此外，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與

學生偏差行為表現有負相關的關係，若與教師間的緊密合作的互動較少，

學生則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因此，教師在學校中，不但要注意到來自

高或低社經家庭的學生，也要對來自一般中社經家庭者，付出同等的關心

與互動，讓中間的學生也能與教師有良好的聯繫關係，而非成為被忽略的

一群。 

2. 女教師應重視與男學生互動的接近性，多關心且瞭解他們 

 由研究結果得知，男學生與男教師以及女學生與男教師在互動時，其

間的合作與緊密程度，顯著高於男學生與女教師；而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

性與學生偏差行為表現有負相關的關係，若與教師間的緊密合作的互動較

少，學生則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因此女教師在與男學生互動時，應多

注意與學生間的心理接近程度，瞭解學生的想法與心情，讓男學生願意跟

女教師有較良好緊密的互動關係，以減低學生偏差行為表現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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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和國中學生互動時應主動引導互動進行，並增進與學生間的心理

接近程度 

 由研究果得知，當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及接近性越少時，學生偏差

行為表現越多，而且「低影響低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學生的偏

差行為顯著高於「高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由於此階段的孩子

尚需教師的引導，因此，教師與國中學生互動時，應盡量避免放任學生自

行發展；此外教師應與學生建立緊密合作的互動關係，多關心及瞭解學

生，避免形成與學生對立的狀況，多以「高影響高接近型」的互動關係為

主，以降低學生偏差行為表現的發生。 

4. 瞭解且重視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的滿意度 

 由研究結果得知，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及接近性越多時，學生對師

生互動關係越滿意，且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的滿意度與其偏差行為表現有

負相關的關係。其中，以「高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學生滿意

度最高；學生滿意度最低者則為「低影響低接近型」。此外，師生互動關

係對學生偏差行為的影響，確會因學生的滿意度不同而有差異。因此，教

師不但要對學生多加引導及與他們建立緊密合作的互動關係，以提高學生

的滿意度，另外，也要注意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滿意的程度。換言之，如

果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關係是較積極的方式，如「高影響高接近型」，但

若學生對此種作法，仍感到低滿意時，其偏差行為表現，仍會較多於感到

高滿意者。同理，即使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關係，是較消極的方式，如「低

影響低接近型」，但是如果能得到學生的認同、接納或高滿意，對其偏差

行為的表現亦有積極的成效。因此，當教師與學生互動時，除了對學生加

以引導及支配，並建立合作的互動關係，更應經常藉由觀察與溝通的機

會，瞭解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感到滿意的程度，以為因應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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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應瞭解兩性學生的差異，調整自己與不同性別學生的互動關係 

 由研究結果得知，師生互動關係會影響學生偏差行為表現，且對男性

學生而言，教師的影響力對其偏差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力；至於對女性學生

而言，則以師生間的接近性對其偏差行為的影響預測力較大，因此，對男

學生來說，若是教師能對他們有較大的影響力，平常互動時教師的引導及

支配程度較高，則男學生偏差行為表現會較少；至於女學生重視與教師間

的接近程度，若是教師能與女學生間有較良好的合作關係，女學生有事能

找老師商量，則會降低他們偏差行為的表現。換言之，教師與男、女學生

相處時，應考量到不同性別的學生所關注的焦點不同，而在互動關係上能

隨之而異。 

6. 運用師生互動關係是有限制的，應顧及各種可能影響因素，並給予其

他看似較沒問題、乖巧的學生平等的指導與關注 

由研究結果可知，學生人格特質是影響學生偏差行為的重要預測因

素，尤以越具外傾支配性及越不具和善性（女性）、嚴謹自律性（全體及

男性）的學生，特別容易產生偏差行為，而教師對越具和善性、外傾支配

性、嚴謹自律性的學生，無論是在影響力或接近性上，都呈現正相關的關

係。也就是說，教師對於越親切友善、外向活潑、越能嚴謹自律的學生，

能常主動指導互動的進行且建立較合作及緊密的關係。由此可見師生互動

關係似乎對此三類人格特質的學生之偏差行為表現影響較大，研究顯示越

不具和善性及嚴謹自律性的學生，教師在與其互動中越少指導互動的進行

且越少合作緊密的關係，而他們的偏差行為也越多，因此可知具這兩類特

質的學生，與教師間的互動關係確實會影響其偏差行為表現。至於越具外

傾支配性的學生，雖然得到老師的指導與關注，但仍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

現，可知師生互動關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限，也顯示出教師對於活潑、

有意見、愛搗蛋的學生會有較多的關注與指導，而容易忽略其他表現較內

向或平凡的學生，然而這群學生的問題常屬於深藏不露的，因此教師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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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關心各項可能影響偏差行為的因素之外，也應多關心看似沒問題、乖巧

內向的學生，給予適當的指導與關心，才能避免不平等的對待及其他偏差

行為或精神症狀的產生。 

二、學校輔導方面 

1. 輔導教師瞭解師生互動關係對學生偏差行為表現的影響 

 由研究結果得知，師生互動關係會影響學生偏差行為表現，主要是當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及接近性越少時，學生偏差行為表現越多。因此，

教師對於學生偏差行為表現的發生，不僅針對學生本身做檢討，也應瞭解

與學生間的互動關係，並進一步確知學生的滿意程度。藉由教師對學生加

以引導及支配，並與學生間建立合作互信的關係，讓學生體會到他不是學

校的局外人，也不是被教師放棄的一群，此外，教師應建立和學生彼此間

瞭解與溝通的管道，以此將學生拉回正軌，降低學生偏差行為表現可能性。 

2. 輔導行為偏差的學生時，應與教師間建立良好的溝通及合作關係 

 由研究結果得知，師生互動關係會影響學生偏差行為表現；可見師生互動關

係不良，是學生不喜歡上學，導致學生產生偏差行為的最關鍵原因之一。因此，

學生的偏差行為可能是顯示出師生互動關係不良的結果，故對於偏差行為學生的

輔導，除了著重行為的矯正之外，亦應瞭解學生與教師互動的情形，建立起學生

與其導師或各科教師間溝通的橋樑，並且教師應與輔導老師建立合作關係以給予

學生最適當的幫助。 

3. 對學生人格特質的重視，加強自我探索與人際關係的訓練 

 由研究結果得知，影響學生偏差行為的因素中，有一大部分是學生人

格特質的影響，主要為外傾支配性及聰穎開放性越高、嚴謹自律性越低的

學生，會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對男性學生而言，以上的結論亦成立，

但對女性學生而言，特質為外傾支配性越高、嚴謹自律性及和善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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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乃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因此，學校可以藉由輔導活動或團體增進

學生對自己特質的瞭解；對於外傾支配性較高者，由於他們交友廣闊又主

動，應多注意他們交友的情形，適當地引導他們辨別是非與界線；至於嚴

謹自律性較低者，則應給予適當的指導與幫助，而和善性較低的女學生，

應多注意她的人際關係，給予適當的人際技巧訓練，以避免由於在學校常

受孤立或人際不佳，導致偏差行為的發生。 

4. 應多注重來自較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的輔導 

 由研究結果得知，影響學生偏差行為的因素中，來自較低社經地位家

庭的學生，比起來自較高或中等社經地位者，似乎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

現；然而在師生互動關係的結果顯示教師對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無論

在影響力、接近性或互動類型上，均與高社經地位者沒有差異。由此可知

師生互動關係似乎不是影響學生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除了多注重

來自較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的輔導外，也應多方考量各影響因素，如學

生人格特質、家庭等，運用各種資源以求最適當的輔導與協助方式。 

三、未來研究方面 

1. 研究對象方面 

(1)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來自國中生，並試推論不同性別的教師與學生

間的互動關係，是否有差異，雖然有 800份正式問卷，但學生所知

覺到的全體教師樣本數僅有 101 位，導致教師的部分不夠具代表

性。因此未來研究可考慮以教師為研究對象，擴大教師樣本，進一

步探討教師的相關變項是否會影響與學生間的互動關係。 

(2) 本研究係以國中二、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雖獲得豐富的結果，

但讓人深感興趣的是，若以相似的研究架構與方法，探討不同發展

階段的個體—即國小生、高中生、大學生甚至研究生，他們與教師

間的互動關係，對其行為表現的影響，也許會得到完全或部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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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論，未來將這些結果統合後，對師生互動關係與學生行為間的

瞭解，必能提出更積極的價值。 

(3) 本研究發現當前師生互動關係的影響力與接近性均偏高，這可能與

學生知覺的對象為「班級導師」有關，因此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學

生與「一般教師」或「科任教師」間的師生互動關係，是否與學生

和班級導師間的互動關係有所差異，以求更廣泛地瞭解師生互動關

係的情形。 

2. 研究方法方面 

 在本篇研究中的一項重要發現是：師生互動關係對學生偏差行為表現

的影響，會因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的滿意度不同，而有差異。唯讓人深感

興趣的是滿意度的內涵所指為何？對「師生互動關係」的滿意，是指作法？

態度？影響力或接近性？又為何相同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學生會有不同

的滿意程度？此些問題的確認，也許只有在未來透過「質」的研究，深入

訪談，以獲得更明確的結論。 

3. 研究主題方面 

 在本篇研究中所探討的師生互動關係對學生行為表現的影響，僅以學

生的偏差行為表現為主；然師生互動關係在學生的學校生活中，佔了一半

以上的比率，可能會影響學生在學校的適應行為、學業成就的表現、身心

健康等，這些也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此外本研究發現學生人格特

質對偏差行為的預測力頗高，此兩者間關係之深究以及其他影響偏差行為

之重要變項，也可作為後續研究者關心和討論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