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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目的在整理、歸納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理論及研究結果，做為

本文的立論基礎。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師生互動關係的涵義與理

論模式；第二節探討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第三節探討師生互動關係

與偏差行為。茲分述說明如後： 

 

第一節 師生互動關係的涵義與理論模式 

壹、師生互動關係的涵義 

 「互動」是指產生於二人或二人以上接觸一段時間，透過語言、符號、

手勢及其他溝通方式，彼此影響而產生行為改變（黃政傑，1977）。張春

興（2000）在張氏心理學辭典中則認為，互動（interaction）是人際間的交

感互動關係，例如：甲乙兩人談話，甲的問話係引起乙回答的刺激，而乙

的反應又將是引起甲再進一步問話的刺激。那麼師生互動的定義僅只是把

互動前面加上師生而已嗎？以下就各研究中的師生定義做介紹。 

 根據 Dunkin和 Biddle（1974）在「教學研究」一書中，對教學研究的

整理歸納認為，「師生互動」是屬於「過程變項（process variables）」，

是指教學過程中，教室內實際進行的教學活動（引自陳奎憙等，1996）。 

 國內學者郭榮澤（1985）認為師生互動指教室中師生表現之行為或一

行為體系，學校班級是由一位教師或若干教師和一群學生組成的群體，在

這群體成員之間，並非形同陌路，也非我行我素，而是在進行一連串的活

動：即是由教師引導班級發生互動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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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潘正德（1993）在文章中提到：教學情境是一種社會互動的情

境，在這種情境中，教師與學生間要不停地交互作用，彼此溝通。基本上，

這樣的關係是一動態的過程，是教師或學生將所欲傳送的種種訊息，藉由

各種媒介，傳達至對方，並發生預期的反應結果。由此反應結果再回饋給

對方，而形成良性的回饋循環系統。在師生互動的關係中，教師與學生均

同時扮演著訊息發送者與接收者，在兩種角色相互牽引、運作下，潘正德

歸納出師生互動關係有五項特點： 

一、師生互動關係是一動態、連續、流通的過程，因此是變動的，而非靜

 止的；只有開始，而無終止。 

二、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必需藉助有效的媒介，如語言、文字、行為、態

 度，或肢體語言等。 

三、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內容，其涵蓋範圍比單純的課本教材為廣，除了認

 知層面外，還包含情感、態度與行為層面的內容。 

四、教師與學生互動的結果，通常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預期效果。 

五、接收者將預期效果做正確而系統化的回饋後，有助於師生間建立良性

 的回饋循環系統。 

 因此，「師生互動」似可視為師生雙方透過語言、符號、非口語等溝通

方式，彼此影響、改變的歷程（曾心怡，1999）。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師生互動關係是發生在教師與學生之

間，雙方經由語言、符號、非口語等溝通方式，互相影響、改變，且對學

生的學習狀況及行為會有顯著的影響。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根據自編的「師

生互動關係量表」，測得師生互動行為之「影響力」與「接近性」，作為評

量師生互動關係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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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生互動關係的理論模式 

一、早期的研究 

 早期師生互動關係之理論模式，主要是依據團體動力學的研究結果所

建立的，最早有系統的運用團體動力學原理研究教師行為的，應是

Anderson,H.H.（陳奎憙等，1996）。Anderson和他的同事將師生交互行為

分為兩種類型，一為「控制型（dominative contacts）」，其行為包括：命令、

威脅、提醒與責罰。另一為「統合型（integrative contacts）」，這類型教師

的行為包括：同意、讚賞、接受與有效協助等。另外，Lippitt和White亦

針對教師的領導方式進行研究，且將領導方式分為「權威型」、「放任型」

和「民主型」（陳奎憙等，1996）。這些早期的研究似乎只是將教師行為作

為師生互動的分類依據，並著重於探討教師領導方式對學生的影響。 

二、近期的研究 

 近代有關師生互動關係的研究，大多以師生之間「交互作用理論模式」

為主，主要是依據團體動力學的研究結果而建立。有 Bales（1951）的「交

互作用過程分析」，目的是瞭解班級團體內的運作及學生學習結果的交互

作用過程；Leavitt（1958）對小團體中的溝通模式；Runkel（1963）強調

師生雙方行為一些決定因素所提出的「訊息回饋模式」；以及Gorman（1969）

對師生交互作用過程的研究，強調教學前後知識、技能與態度的改變，從

師生反應中獲得回饋，以改進教學的循環（引自陳奎憙，1996；曾心怡，

1999）。 

 至於實際應用於教學情境中，最引人注意的是 Flanders在 1960年所設

計的「師生互動分類系統」（FIAC），主要用來分析教師與學生在教室中，

口語互動情形的方式，將教學情境中的口語互動行為分為十類，包括：教

師語言（直接及間接影響）以及學生語言（Flander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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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種理論模式，大多依據「團體動力學」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

注重教室內教師與學生間語言溝通型式，並以此方式將師生互動關係分為

好幾個因素。本研究考量上述理論距今已有一段時間，且有鑑於當今研究

多改以雙向度作為評量方式，故本研究採用以下模式作為理論基礎。 

三、Wubbels師生互動行為模式 

 Wubbels, Creton與 Hooymayers（1985）採用Watzlawick、Beavin與

Jackson發展出與溝通歷程有關之理論，以及 Leary由臨床心理學實徵研究

發展出來的模式，以系統性的觀點來研究教師在教室中的行為。所謂溝通

的系統性觀點係假設：在情境中的人們其行為會相互影響，如教室中的教

師與學生的行為。該溝通歷程為一循環的歷程，其歷程不只是由行為組

成，也同時會決定人們如何行為（曾心怡，1999）。 

 Leary認為人們在溝通時以兩個向度為主，一為支配-順從向度

（Dominance -Submission ，或影響力 Influence），例如：是誰控制了該溝

通；另一為合作-對立向度（Cooperation-Opposition，或接近性 Proximity），

例如：在人們溝通時，表現出多少合作的程度（Wubbels，1997），Leary

的溝通模型如圖 2-1-1所示。 

圖 2-1-1  Leary的溝通模式（引自Wubbels，1997） 

合作（Cooperation）對立（Oppsition） 

順從（Submission）

接近性（proximity）

 

影
響
︵influence

︶

支配性（Dom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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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模式將師生的互動行為以座標的方式表示，縱座標為教師影響學生

的程度，是指在互動中是誰在指揮或控制互動的進行，以及其頻率；橫座

標則是教師對學生的接近程度，是指在進行互動的兩者間，其合作或緊密

的程度。因此教師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為支配型，表現出領導與嚴格；另

一為學生中心型，傾向在學習上給學生較多的責任。這兩種不同的教師觀

點，自然會影響教室中的氣氛。例如，支配型教師可能會說：如果教師不

去控制或多要求的話，學生將不會學習；因此這類教師會採用較嚴格的方

式，且認為給學生太多自由沒有任何幫助。相對地，學生中心型的教師會

認為，學生在學習任何東西時，應該要能享受在其中；如果學生在愉快且

具刺激性的環境中，便能產生學習的動機，且這是學習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Wubbels，1997）。 

 至於師生互動量表部分，Wubbels,Creton與 Hooymayers（1985）根據

溝通理論及 Leary的模式發展了師生互動量表（Questionnaire on Teacher 

Interaction，[QTI]），把每個象限中再加以二分，將師生間的互動分為八個

層面：領導行為（Leadership Behavior）、協助／友善的行為（Helping／

Friendly Behavior）、善解人意的行為（Understanding Behavior）、學生責任

／自由的行為（Student Responsibility／Freedom Behavior）、不確定的行為

（Uncertain Behavior）、不滿意的行為（Dissatisfied Behavior）、責罰的行

為（Admonishing Behavior）、嚴厲的行為（Strict Behavior）（Wubbles&Levy，

1993）。 

 雖然國內曾心怡（1999）已將該量表轉譯，並經過預試發展正式問卷；

但研究者考量該量表主要是就教師的行為做分類，且希望同時測得教師及

學生對師生互動的知覺，與本研究中僅由「學生知覺之師生互動」為主有

所出入；此外該量表題目偏重各科教師上課與學生之間互動的情形，與本

研究對象「導師」似乎不甚符合。因此本研究僅使用 Leary對溝通模式的

定義，希望將重心放在學生與導師之間的關係（如：彼此的影響力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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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性（proximity） 

距離）上；故本研究將「學生所知覺之與導師間的互動關係」，分為兩個

向度：一為該模式中的縱座標「影響力（influence）」，指在互動中是誰在

指揮或控制互動的進行（以教師為中心或學生為中心）；另一為模式中的

橫座標「接近性（proximity）」，亦即教師對學生的接近程度，指在師生進

行互動之間的合作或緊密程度。 

 依據此模式，研究者以受試者在「師生互動關係量表」中的「影響力

（influence）」與「接近性（proximity）」兩個向度得分的中位數為分界點，

把兩個向度分為高低層面，將師生互動關係組合成以下四種類型（如圖

2-1-2所示）： 

1. 「高影響低接近型」：影響力高，接近性低，表示在互動過程中以教師

為主，由教師指導控制互動的進行，唯師生之間呈現對立疏離的關係。 

2. 「高影響高接近型」：影響力高，接近性高，表示在互動過程中主要以

教師為主，由教師指導控制互動的進行，不過師生之間仍維持合作且

緊密的關係。 

3. 「低影響低接近型」：影響力低，接近性低，表示在互動過程中以學生

為主，主要是由學生負起引導互動的責任，不過師生之間具對立疏遠

的關係。 

4. 「低影響高接近型」：影響力低，接近性高，表示在互動過程中以學生

為主，學生需對互動負起責任，且師生之間呈現合作且緊密的關係。 

 

 

 

 

圖 2-1-2  師生互動關係的類型 

高影響低接近型 高影響高接近型 

低影響低接近型 低影響高接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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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 

一、性別與師生互動關係 

（一）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 

 有許多研究均針對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的關係做探討，且大多認為性

別不同的學生，與師生互動的關係亦有明顯的差異存在。以下將不同性別

學生所知覺之師生互動關係，分為「互動的量」和「互動的質」來討論，

相關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2-1-1與 2-1-2所示： 

1. 師生互動的量： 

表 2-1-1  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的量之相關研究整理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 

Sadker和

Sadker

（1985） 

四、六、八年級

教師與學生互

動 

1.教師在與學生互動中，給予男生較多課業上的

關注，會問他們較多的問題並給他們精確、清楚

的回饋；相反地，女學生就常是被忽略的。 

2.男學生在課堂上要求教師協助是女生的八倍。

Eccles和

Blumenfeld

（1985） 

 1.教師比較常跟男生溝通，大約比跟女生溝通次

數多出 10％。 

2.可能因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在教室中表現出不

良行為，因此教師較常主動跟男生互動以便監督

其行為。 

Jones和

Wheatley

（1990） 

30 個物理與化

學 課 室 ， 共

1332位學生 

學生未經允許就發言回答、受稱讚、提出程序性

的問題、受到行為上的警告等行為，次數上有達

到顯著差異，都是男生多於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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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的量之相關研究整理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 

Barba和

Cardinale

（1991） 

 1.即使所有學生樣本中，女生的比例為 56％，男

生為 44％，但支配課堂師生互動的男女生比例為

70％與 30％。 

2.男老師與男學生的互動比例為 64％，女老師為

74％；男女老師與女生的互動比例分別為 32％與

26％。 

郭榮澤 

（1985） 

 男生在教室中表現比較顯眼且積極，女生和教師

交互作用時，通常比男生不活躍，等於男生支配

教室內的師生互動。 

潘志煌 

（1996） 

四個國小班級 數學課中教師對男學生的語言互動與非語言的互

動（積極性鼓勵、消極性處罰）皆是一致地多於

女學生。 

廖家興 

（1997） 

高雄市四所國

小，共計二位女

教師、二位男教

師及 136 個學

生(73個女生及

63個男生) 

1.國小英語教室師生互動中性別差異的情形確實

存在;亦即,國小英語教師在課堂上與男學生的互

動情形較為頻繁。 

2.大部份的教師認為他們很公平地對待男女學生,

但實際上,教師給予男學生較多的關注。 

林殷如 

（1999） 

一國中生物課

教室 

男生對教學活動的知覺較女生為正向，師生互動

情形也比較頻繁與熱烈。 

曾心怡 

（1999） 

高三學生 1.合、分班女學生所知覺到的師生互動行為均高於

合、分班男學生。 

2.分班的女學生所知覺到的師生互動行為高於合

班的女學生，男學生則不因班級組成形式不同而

有師生互動的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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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的量之相關研究整理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 

佘曉清 

（1999） 

國中生物教師

（女）與學生之

互動情形 

1.男學生比女學生引發且回答較多的問題，男生

比女生得到老師更多的回饋。 

2.教師指定男生回答的頻率約為女生的三倍。 

3.教師認為男生學習方式比較活、重瞭解，女生

比較仔細、被動。 

鄭育青 

（1999） 

國小數學教室 1.老師對全班學生實施提問時，大部分是由男生

掌握了和老師互動的機會；因為男生常常干擾

教學，因此有較多的互動。 

2.女生大部分是安靜順從的一群，因為擔心被嘲

笑、害羞..等。 

曹曉文 

（2001） 

國小自然科教師 男學生引發師生互動及回饋高於女學生。 

楊郁鴻 

（2002） 

採質性研究，探

究理化教師與男

女學生間的互動 

男學生對教師提問之回應行為較女生為頻繁。 

蘇靜芬 

（2004） 

個案研究，觀察

參與一個班級，

觀察級任老師對

學生的影響 

1.教師在國語及數學課上，對男生言語互動多於

對女生言語互動。 

2.無論老師對學生的積極性鼓勵或消極性懲罰

的非語言互動，均是男生多於女生。 

（西文資料整理自：Barba＆Cardinale，1991；曾心怡，1999；潘志煌，1996；

楊郁鴻，2002） 

 由以上的文獻可知，在師生互動的量上面，幾乎所有研究均支持：在

教室中教師與男學生的互動機會，遠大於女學生。主要推論原因為男學生

個性主動或男學生易干擾上課，不過光是探究師生互動的量尚不足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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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學生真正的影響，因此以下針對師生互動的質探討男女是否也有所不

同，以及教師對男、女生的互動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2. 師生互動的質： 

表 2-1-2  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的質之相關研究整理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 

Davis（1967）  男生受到教師較多的不贊同，但男女生受到老師的

稱讚並無顯著的差異。 

Mayer和

Jackson（1972） 

 教師對學生之批評不因學生性別而有不同的態度。

Brophy和Good

（1972） 

 男生在教室中較積極，也叫引人注意，而教師通常

給予男生較多的讚許，但他們也常是教室常規的觸

犯者，因此被教師警告或批評的次數也較多。 

Etaugh和

Harlow；Skate

和 Karz（1982） 

小學生 男學生比女學生在教室中受到男女教師較多的責

罵，但得到女教師較多的稱讚，也和男教師有較多

的交互作用。 

Sadker和

Sadker 

（1982） 

 

1.教師常叫男學生回答問題，而男生比女生更可能

在沒有預先得到老師允許的情況下大聲說出答

案，使他們獲得較多回答的機會。 

2.男生比女生更常被問到抽象及開放性的問題。 

3.教師在給女生答案回饋時，往往很溫和，但是當

給男生回饋時，教師往往較熱烈也較詳細具體。 

Stanworth

（1983） 

 男生獲得教師的注意是女生的二又二分之一倍，參

與討論是女生的四倍，尋求教師協助是女生的二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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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的質之相關研究整理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 

Barba和

Cadinale

（1991） 

307 位七到

十二年級學

生 

1.老師所問的低層次問題中，女生佔了 31％，男生

佔了 69％。 

2.老師問的高層次問題，女生佔了 19％，男生佔了

81％。 

3.女生被老師問到的問題中 94％都屬於低層次的

問題，只有 4％的高層次問題，可見男生不但支配

和教師互動的機會，也有較佳的互動品質。 

Sadker和

Sadker

（1993） 

Mrs.Howe

老師 

對男生較常提出要求，會問他們較多不管是高難度

或低難度的問題，並給男學生較多特定的回饋—稱

讚、建設性的批評及補救性的措施。 

Guzzetti和 

Williams

（1996） 

兩個高中物

理班級，共

男女各 32

位、23位 

1.雖然教師沒有知覺到課室中的性別不平等，但學

生無論是男、女生，都感覺到有不平等的現象。 

2.進行全班性討論時，女生很少提出反駁意見，也

不會直接反駁。主要是因為男生總是想表現脅迫了

女生，怕被笑。 

3.全部女生都感覺到課堂中的性別差異，但只有 50

％男生注意到性別差異的現象。 

Fisher（1997）  女學生知覺到教師較多領導行為、協助／友善行為

以及善解人意的行為；而男學生則多知覺到教師的

不確定行為、不滿意的行為、責罰的行為及嚴厲的

行為。 

McGinnis和

Pearsall

（2000） 

 1.女學生知覺教師在科學課室中帶有性別的刻板印

象。 

2.教師認為男生的數理能力比女生好，對男生的數

理能力評價較高，期望男生多投入科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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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的質之相關研究整理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 

Cavallo 

和 

Laubach

（2001） 

 1.比起競爭的學習活動，女生較喜歡合作的學習活

動。 

2.女生對學生間的互動感到比較自在，對教師與學

生直接的互動感到比較不自在。 

3.當教師對學生的互動很高時，女學生比較願意持

續他對科學課的參與。 

吳武典、 

陳秀蓉 

（1978） 

國中 國中男生知覺教師的權威與放任的行為較多，教師

的民主行為較少；女生知覺教師的民主行為較多，

權威放任行為較少。 

陳致嘉 

(1994) 

高雄市立 23

所國中之 8 

位數學教師

及 1969 位

學生 

不同性別學生在師生互動八層面均有差異。 

溫麗雲 

（2002） 

國 小 一 年

級，兩個班

級的課程觀

察 

師生互動中仍有性別差異： 

1.教學活動中：男生掌握支配的權力，女生卻是默

默服從的一群，男生主動舉手發表，而女生則配和

度高。 

2.老師需要幫忙時，大部分會點名男生，且男生對

教師的依賴較高，也較常受到懲罰跟鼓勵。 

（西文資料整理自：Barba＆Cardinale，1991；Fisher，1997；Sadker＆Sadker，

1993；陳致嘉，1994；曾心怡，1999；楊郁鴻，2002）  

 綜上所述，可依 Kelly整理 81篇師生互動論文的結論作為總結：（1）

教師和女學生的互動頻率低於和男生的互動；（2）男女生受讚美的次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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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但男生所受到的批評（以針對行為為主）幾乎是女生的兩倍；（3）

課堂上男生被問問題的機會比女生多，但是女生自願回答的比例卻比男生

多；（4）老師本身並不認為對男女有差別待遇，並且傾向於用「女生較被

動」作為自己與女生互動較少的原因（陳致嘉，1994；謝小岑，1999）。

另外，謝臥龍、駱慧文和吳雅玲（1999）亦根據 Janice（1994）綜合整理

國外的一些相關研究，指出教師傾向因學生的性別而與學生有互動行為上

的差異。 

1. 師生互動的數量方面 

（1） 教師傾向給予男學生較多注意，不論是正面或負面，且教師給予男

生較多的時間。 

（2） 男生傾向引發較多的師生互動，找尋和接受較多的教師關注。 

2. 師生互動的品質方面 

（1） 被視為高成就的男生通常會接受較多與學術相關的師生互動。 

（2） 教師傾向於提供較多的互動來幫助男學生的學習工作；然而教師卻

多直接幫女學生做工作。 

（3） 教師通常會詢問男學生較高層次的思考問題。 

 由上所述，無論是師生互動的量或質方面，男、女學生都常因社會期

望或教師對性別的印象與期待而會有所差異，可見此議題值得重視並深入

探究。  

（二）教師性別與師生互動 

 有關教師性別對師生互動的影響，亦有研究探討之，以下將相關研究

結果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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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教師性別與師生互動之相關研究統整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 

Jones和

Wheatley

（1990） 

30 個物理與化

學 課 室 ， 共

1332位學生 

男老師相較於女老師，比較會叫特定學生回答問

題。 

Barba和

Cardinale

（1991） 

 男老師與男學生的互動比例為 64％，女老師為

74％；男女老師與女生的互動比例分別為 32％與

26％。 

張慧文 

（1985） 

國小師生 師生關係確因教師性別不同而有差異。 

劉福鎔 

（1996） 

台灣中部四縣

市，小學 241

位級任教師，

2146 位高年級

國小生 

男女教師之師生關係有顯著差異。 

廖家興 

（1997） 

高雄市四所國

小，共計二位女

教師、二位男教

師及 136 個學

生(73個女生及

63個男生)  

1.男學生在課堂上與老師互動較為頻繁的情形,

不會因教師性別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2.男學生在女教師的班級中比在男教師的班級中

更容易受到稱讚及鼓勵;男學生在女教師的班級

中,比較容易主動提問或發表意見。但是,男學生

的觀感比較容易為男教師所接納,男教師也比女

教師容易問男學生較多的問題。 

曹曉文 

（2001） 

國小自然科教

師 

女自然教師引發之師生互動與回饋學生的頻率

均高於男教師。 

（西文資料整理自：Barba＆Cardinale，1991；楊郁鴻，2002） 

 由上可知，男、女教師與學生互動的行為有所不同，也許是來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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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性別教師期待不同而導致師生互動關係有所差異的結果。此外，

男、女教師與學生互動的比例亦不同，但似乎此並不影響男學生與教師的

互動較高的情形。 

 總括而言，大部分研究均支持學生及教師的性別會影響師生互動關

係，然而究竟性別不同的學生所知覺之師生互動關係，有哪些不同的類

型；以及學生對不同性別教師所知覺之師生互動關係類型是否有差異、學

生與教師同性或異性是否會影響師生互動關係，為本研究極欲探討之處。 

二、社經地位與師生互動關係 

 許多研究指出學生的家庭社會階級是影響教師行為的一重要變項。

Tomas L. Good和 Jere Brophy（1999）在當代教育心理學一書中也提到，

用來描述特定學生或整體學校個別差異的人口變項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社

經地位（SES）與社會階層。由此可見學生的社經地位對其在學校與教師

關係上，有值得關注之處。 

 過去有許多研究均指出：教師對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可能有不同的

互動方式或師生關係。如：Davids和 Dollar（1940）的研究中發現：教師

對高社經地位學生的鼓勵與稱讚較多，而對低社經地位的學生批評與懲罰

較多。而Warner et al.（1949）亦提到：教師多半代表中上階級，並傳授中

上階級的價值、態度給學生。中上階級學生因其社經背景，早年在家庭中

即接受這些態度，而立基在有利的地位，他們易被教師接納，而有較良好

的師生關係。Hoehn（1954）研究發現教師與中社經地位兒童的接觸較多，

而且給予較多的支持；反之，教師給予低社經地位兒童較多的支配或控制

（引自林清江，1984）。 

 除了以上所述，教師本身對學生的社經地位也有一定的預設立場存

在。如在Mirrison和Mcintyre（1969）；Leacock（1969）的研究中均發現，

教師對兒童的喜歡程度因其社經背景而有所不同，教師對中上社經水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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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喜歡程度顯著高於低社經水準兒童。Friedman和 Friedman（1973）的

研究發現：教師對中社經水準兒童的增強比對低社經水準兒童的增強來得

多，尤其是非語言方面的增強。甚至 Nash指出：有些教師錯誤的假定，

學習較慢及較不可愛的學生來自貧窮家庭（引自林清江，1984）。近期研

究中，有關師生互動與社經地位關係者甚少，僅有Quay, Lorene C. 和 Jarrett, 

Olga S.（1986）研究學齡前教育，發現教師對低社經地位兒童較少言語上

的溝通，反而是與孩子的家長互動。 

 國內楊憲明（1988）指出：教師由於本身的價值型態，與低社經背景

學生往往有較大的差異，因此在師生交互作用過程中，不易建立積極的關

係；並經研究發現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在知覺教師的接受想法、問問題、

講解等行為上，有顯著差異；此外，關於學生對教師行為的滿意度方面，

研究發現高社經地位的學生滿意度最高，而低社經地位學生居末。換言之

社經地位不同的學生，與教師的互動關係存有差異。 

 綜上所述，國內、外研究均指出學生社經地位會影響師生互動關係，

可惜的是近期有關此方面的研究甚少。筆者考量當今社會中貧富差距拉

大，外籍新娘、離婚家庭遽增，這些與學生社經地位的有關問題不容忽視；

加上過去研究多以學生社經地位影響教師對學生的期待或管教方式為

主，尚未深入探究社經地位不同的學生與其教師間互動關係，是否具有不

同的類型，此亦成為本研究極欲探究之處。 

 

 

 

 



 29

第二節 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 

壹、人格特質的定義 

有關人格特質的定義，各家說法不一，尤其是中文翻譯的意義更有許

多重疊之處，容易產生混淆，因此先由下表 2-2-1格歸納各個有關人格名

詞的意義。 

表 2-2-1  人格名詞的意義 

Personality 人格 

性格 

品格 

個性 

指個體在其生活適應歷程中，對人、對事、對己以至對整個環境適

應時，所顯示的獨特個性。 

偏以道德標準所評定的人格 

一個人所有的各項比較重要的，和相當持久的心理特徵總和而言。

character 性格 

品格 

特徵 

與人格（personality）同義。 

只根據道德標準的行為或具有該行為的人。 

區別人事物的特徵，與特質（trait）、屬性（attribute）同義。 

Trait 特質 廣義：凡是作為分辨人與人之間個別差異根據的身心特徵，均可視

為特質。 

狹義：1.在遺傳學上指個體生而具有的心理特徵；2.在心理學上指

個體在行為上所表現的持久性的人格特徵。 

Personality 

trait 

人格

特質 

指從觀察（或測量）個體行為表現，而後綜合所見具出足以代表其

持久而少變化的個性特徵。此解釋乃是以個體外顯行為做基礎，為

人格特質所下的事實性定義。 

指從理論觀點假設推理，在個體外顯行為背後行成個體獨具之人格

結構特徵。此解釋乃是超越個體外顯行為，對人格特質所下的理論

性定義。 

（引自洪雅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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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本研究中所指的人格特質是上表中的「personality」，該

詞原本是來自拉丁文的「personna」延伸而來，原為「面具」之意，指古

代戲劇中，演員藉著戴上面具後，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特質、

思想、習慣、說話等方式與動作，後來衍生為在社會上生活現實扮演各種

角色的人 (洪雅雯，2001；張春興，2000)。Libert& Libert（1998）指出，

雖然 personality源自 personna，但我們今日所用的人格概念，卻是十八世

紀才出現的，我們要探討的人格並不是戴了某個面具後面的角色，而是卸

下面具後的真人，也就是他們的「本來面目」（引自黃堅厚，1999），此即

人格的本意。 

除了各學派對人格的定義外，現代學者對人格的定義似乎有點出入，

因此筆者擬以下表歸納之。 

表 2-2-2  人格的定義 

提出者 人格的定義 

Charles S. Carver& Michael F. 

Scheier（1995）：perspectives on 

personality 

人格是一存在於個體的動態組織，形成人們行

為、思考與感受的組型之心理系統。 

Pervin& John（1997） 人格是指形成一個人的情感、思想及行為經常

型式的那些個性。 

Phares& Chaplin（1997） 人格是一個人情感及行為的特有模式，他和另

一個人的型式不相同，並且在不同時間和情境

中維持一致。 

Libert& Libert（1998） 人格是一個人生理心理品質的獨特、動態組

織、影響其對物理和社會環境的行為及反應；

在這些品質中，有些是此人所特有的，另一些

則和少數人、多數人或所有人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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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人格的定義 

提出者 人格的定義 

Jerry M. Burger（2003）：

personality 

人格指源自個體內一致的行為模式與內在歷

程。 

張春興（1996）： 

教育心理學 

人格是學生們在校學習活動中，對人、對事、

對己以至對學校環境適應時，在行為上所表現

的獨特作風。 

陳馨蘭（1997） 人格是指支配個人行動、思考、說話、表情、

習慣等的一種特性。 

張春興（2000）： 

張氏心理學辭典 

指個體在其生活歷程中，對人、對事、對己以

至對整個環境的適應時，所顯示的獨特特性。

此一獨特個性，係由個體在其遺傳、環境、成

熟、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需求、動

機、興趣、能力、性向、態度、氣質、價值觀

念、生活習慣以至行動等身心多方面的特質所

組成。由多種特質而形成的人格組織，具有相

當的統整性、持久性、複雜性與獨特性。 

陳江水（2003） 人格特質是個人在其生活歷程中，對人、對

事、對己以至對整體環境適應時，所顯示出來

的個性，通常具穩定與一致性。 

（西文資料整理自： Charles S. Carver& Michael F. Scheier，1995；Jerry M. 

Burger，2003；陳江水，2003） 

以上各學者對人格特質的定義不盡相同，有些認為人格是一種行為模

式或內在歷程；而有些指出在適應環境時，形成個體行為、思想及感受的

個性者，就是人格；此外，大部分學者都同意同意個體的特質具有獨特性

和一致性。大體而言，大部分的定義中均同意人格是在個體適應環境時，



 32

決定個體的表現之特質，而且這些特質具有獨特性和一致性。 

綜上所述，在本研究中的人格特質係定義為：個體內部心理及物理系

統的動力組織，在對人、對事、對己以至對整個環境的適應時，決定個體

在思想、行為及感受上的獨特性，且這些特質具有相當統整性、持久性、

複雜性與一致性。 

 

貳、人格特質的相關理論 

一、人格理論的理論派別 

 有關人格的理論，至今不到百年，但已有許多學者提出相關的定義與

理論，大致可分為六大學派，表 2-2-3將六大學派對「人格的主要看法」

做一整理比較。  

表 2-2-3  人格理論之理論派別 

理論派別 對人格的主要看法 代表人物 

精神分析論 潛意識對行為類型間的差異有重要影響 Freud 

生物論 強調人的生理特徵，認為人格是遺傳而來 Sheldon、Jung 

特質論 特質是指廣泛、持久、相對穩定的用來推

測和解釋人類行為的特點 

Allpory、Cattell、

Eysenck 

人本論 個人的責任與自我接受感是造成人格差

異的主要因素 

Maslow、Rogers 

行為／社會

學習論 

人格是受環境因素影響，透過學習過程以

及經驗中，逐漸形成 

Pavlov、Skinner、

Bandura 

認知論 以個體處理訊息方式的不同來解釋行為

的差異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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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自： Charles S. Carve& Michael F. Scheier，1995；Jerry M. 

Burger，2003；洪雅雯，2001） 

 本研究採用的「人格五因素模式」是由「特質學派」所發展出來的，

因此以下就特質學派理論做詳細介紹：所謂特質是一種人格向度，可依據

人們顯現出某種特殊特徵的程度來加以區分。特質學派的重要假設有二： 

（一） 隨著時間流轉，人格特徵仍是相當穩定的。 

（二） 這些特徵在不同情境下仍然相當穩定。 

 特質論的代表學者為：Gordom Allport和 Raymond B. Cattell，他們的

目標是要證明人格特質的同一性（陳江水，2003）。Allport認為有五到十

個「中心特質」，最適合用來描述自己的人格，而其他比較不重要的部分

則稱為「次要特質」；之後 Cattell以 Allport的理論為基礎，採用因素分析

的方式，找出十六種本源特質（Charles S. Carve& Michael F. Scheier，1995；

Jerry M. Burger，2003）。 

 爾後，各學者紛紛以此為人格心理學的基礎，經過無數次的研究，發

現人的性格差異主要限於五項因素上，因此這個發現漸漸成為具共識性的

觀點（莊耀嘉、李雯娣，2001）。 

二、人格五因素模式 

如上所述，人格五因素（Big Five）的產生是經過多次研究討論後發展

出來的；由於發展的過程具漸進性及複雜性，故藉以表 2-2-4來介紹人格

五因素的定義及研究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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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Big Five」的研究演進 

學者 定義 分類或方法 貢獻 

1.Allport& 

Odbert 

（1936） 

將人格特質分為四大類：

（一）個人的特質；（二）描

述暫時的心情、活動狀態的

特質；（三）社會性評價的特

質；（四）雜類。 

把這種人格的

特質理論與分

類方式帶入美

國，可謂有承先

啟後的貢獻存

在。 

2.Cattell

（1943） 

重新用叢集的方法、因素分

析法，重複 Allport& Odbert

的步驟，並補充蒐集許多的

心理文獻，尤其有關能力方

面，結果把特質變項縮減為

35個。 

在於把人格分

類的特質變項

大為縮減，為

「Big Five」奠

下了基礎。 

3.Fiske（1949） 由許多的臨床訓練生的自我

評定量表上，把 Cattell的 35

個特質變項做了多次的簡化

工作，發現有五個因素存

在。 

 

4.Tupes and 

Christal

（1961） 

對特質的

定義為：產

生與決定

個體行為

的傾向；個

體適應回

應較一致

與穩定的

表徵或方

法。 

由八種受試群的相關矩陣分

析，發現了五個相關很強的

因素，於是把這五個因素分

別命名為：（一）外向性；（二）

友善性；（三）依賴性；（四）

情緒穩定性；（五）文化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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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Big Five」的研究演進 

學者 定義 分類或方法 貢獻 

5.Norman

（1961） 

Norman使用自然語言驗證

Cattell的程序後，宣稱五因

素模式是合理的人格分類方

式。（一）外向性；（二）友

善性；（三）嚴謹自律性；（四）

情緒穩定；（五）文化。 

 

6.Goldberg 

(1989) 

研究結果與 Norman相似。  

7.Costa and 

McCrae 

（1985-1992） 

對特質的

定義為：產

生與決定

個體行為

的傾向；個

體適應回

應較一致

與穩定的

表徵或方

法。 

發展出一套 NEO人格問卷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簡稱為

NEO-PI），即是專門用來測

量人格五大基本因素的量

表。 

原先他們只著

重神經質、外向

性、聰穎性三個

因素，後受其他

研究者衝擊，接

著添加友善性

與嚴謹性。 

（引自洪雅雯，2001） 

人格五因素主要是由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語言進行分析，以通俗的性

格形容詞來描述人們的性格（Digman& Inouye，1986）。Norman（1967）

為了證明五因素模式的有效性與廣泛性，重新自韋式國際辭典尋找描述人

格特質的詞彙，最後歸納成 75類共 571個同義詞組，這個語義學系統為

之後的人格結構研究奠定了基礎（陳嬿竹，2002）。後來Ｎorman又改良其

他特質論者的早期研究進行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一個包含五個因素的近乎

完美的簡單結構。 

 此外，Peabody (1987)和 Goldberg(1990)也都發現了五因素模式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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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研究者開始將它們稱為「五大因素（Big Five）」，包括：聰穎

開放性（O）、嚴謹自律性（C）、神經質性（N）、友善性（A）及外向性（E），

恰可簡寫為「OCEAN」，而五大因素的內涵如表 2-2-5所示。 

表 2-2-5  人格五因素及各因素說明 

特質名稱 特質量尺 高分者特性 低分者特性 

神經質性 

（N） 

衡鑑適應良好—情緒不

穩定性，能鑑定出容易心

理抑鬱、有不切實際的想

法、過度欲求或衝動、不

健全的因應反應者。 

多慮、緊張、不安全

感、情緒化、自卑。

鎮靜、放鬆、不易

情緒化、堅強、有

安全感、自我滿

足。 

外向性 

（E） 

衡鑑人際互動上的量與

強度，對活動水平、尋求

刺激或歡樂能量的評量。

主動、喜歡說話、善

於社交、人際取向、

樂觀、熱情。 

保守、文靜、冷

淡、工作取向、缺

少活力、退縮。 

聰穎 

開放性 

（O） 

衡鑑主動追求經驗和體

驗經驗的程度；以及對陌

生事物的容忍性與探索

能力。 

好奇、興趣廣泛、創

造性、獨創性、富想

像力、非傳統性。 

從俗性、重實際、

興趣狹隘、缺乏藝

術性、缺乏分析傾

向。 

友善性 

（A） 

衡鑑個人在思想、情緒與

行動上，從同情到反對的

連續向度中的人際取向

程度。 

心地善良、溫和、宅

心仁厚、樂於助人、

可信賴、正直。 

好批評、粗魯、多

疑、不合作、殘

忍、易怒、好指使

人。 

嚴謹 

自律性 

（C） 

衡鑑個人的組織性、堅毅

性、可信賴性和目標取向

行為的動機。 

按部就班、努力、自

律、守時、細心、整

潔、有雄心、有毅

力。 

漫無目的、懶散、

粗心、散漫、意志

薄弱、好逸樂。 

（引自洪光遠、鄭慧玲，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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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內五大因素的研究，以莊耀嘉與李雯娣為首，認為在大部分的

語言世界裡，人類都具有共通的個性差異，並可運用精簡的字彙來形容這

些差異。因此，在不同的文化裡，也可能具有這些共同的五大因素，且具

有泛文化的概推性（莊耀嘉、李雯娣，2001）。 

 莊耀嘉等人依據上述理論基礎，發展了本國的人格五大因素，包括了：

外傾支配性、神經質、和善性、嚴謹自律性與聰穎開放性（莊耀嘉、李雯

娣，2001），各因素內涵於表 2-2-6說明如下： 

表 2-2-6  性格自評量表的五大因素 

性格名稱 性格意義 性格內涵 

外傾支配性（Ｅ） 

 

個體的活動性與社交性（包

括：外向性及負向支配性） 

樂觀的、社交性的、

主動的 

神經質（N） 不安全感與緊張的程度 焦慮的、不安的、緊

張的、擔心的 

和善性（Ａ） 個體的親和程度，說明個體是

否為可信任或願意幫助人的

人 

有幫助的、心腸好

的、助人的 

嚴謹自律性（Ｃ） 一個人自我節制的程度 

 

自律的、堅忍的、小

心的 

聰穎開放性（Ｏ） 指對新經驗的想像與開放程

度 

創造的、想像的、喜

歡多變化的 

 本研究係採用人格心理學家近年來已凝聚共識的人格五因素模式

（Five Factor Model，FFM），以及國內學者莊耀嘉、李雯娣在 2001年所發

展出的「性格自評量表」來評量探討國中生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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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之相關研究 

 有關學生性格表現對師生互動的影響，可由以下研究得知：Jackson

（1968）研究班級中師生互動發現，男生控制了與教師互動的機會，是因

為男生通常較女生來得活潑、主動、積極（引自陳嬿竹，2002）。 

 國內學者郭榮澤（1985）亦發現一般來說，男學生在教室中表現比較

顯眼且積極，而女生在與教師交互作用時，通常比男生不活躍。  

此外近代學者林殷如（1999）指出：男學生活潑開朗的人格特質因為

與教師的人格特質較相似，比起害羞的女學生，男學生的個性特質更能享

受與配合教師活潑的教學活動，因此對教學活動有較正向的知覺，師生互

動情形也較頻繁且熱烈。總之，學生特質的差異會影響師生互動的頻率與

其對教學活動的知覺。 

 佘曉清（1996）的研究亦發現：學生本身特質（男生活潑、女生被動），

可能為影響師生互動差異的重要因素。 

 由上可知，學生的本身特質不但會影響教師對待學生的方式，也會影

響學生對教學活動的知覺。然而真正以人格五大因素去探討師生互動關係

者，目前尚未發現；不過過去有許多研究結果均發現，人格特質會對學生

的人際關係帶來影響。 

 特質論認為人格特質並非一靜態的特徵，他會影響個體如何解釋環境

及對環境做出反應，也會影響個體的選擇及在人際關係、教育、職業、婚

姻等方面的適應，並進而左右其生涯的發展（Caspi，1987）。Pervin與 John

（1997）亦研究發現五大人格特質與個體人際行為有密切的關係。除此之

外，Diane與 Jane（1996）更發現人際互動的頻率及品質，與五大人格特

質中的外向性存有正相關；而與神經質存有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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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學者陳嬿竹（2002），針對孩子的五大因素去探討與父母之間的關

係，結果發現：和善性、嚴謹自律性與父母關係的各面向皆有高相關，包

括親密性、相處融洽與否及時間長短。可能是因為嚴謹自律性高的人，凡

事自動自發、學業方面用功、做事有規劃，在父母眼中是屬於聽話、容易

管教的孩子，因此與父母的關係也較為融洽親密。 

 總括來看，人格五因素對個體與人際間的互動頻率和品質有密切關

係，且與父母關係亦會因其五大因素各向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筆者認為

教師與家長的角色與認知均為引導者角色，教師對學生的看法似乎與家長

有一定的相似度。再加上學生本身特質（如：活潑、內向…等），會影響

其對學習歷程的知覺與參與度，因此，究竟學生的人格五大因素與師生互

動關係間的相關性，是否如同上面推論結果，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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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師生互動關係與偏差行為 

壹、偏差行為的定義 

 偏差行為（deviant behavior），單就字面上解釋，在英文辭典中的解

釋為：越軌、脫離軌道的行為。而根據張宗伊(1991)在社會工作辭典的解

釋，認為「偏差行為」是指在一個社會團體或社會體系內，與其社會文化

標準相偏離或相衝突的行為；這是以社會與心理的層面來探討偏差行為，

屬廣義的定義（李旻陽，1991）。 

 此外，黃德祥(1995)認為具下列幾種特質者，可稱為偏差行為：行為

表現與多數人的行為表現不同、行為妨礙公共秩序與安全、行為對個人或

他人造成損害、行為表現與社會規定或期望不符。事實上，偏差行為的界

定在本質上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常會依時空地點的變換而有差異。一般

而言，多由法律、社會心理兩方面來探討。 

（一）從法律的觀點 

依「罪罰法定主義」來界定偏差行為或犯罪行為，即所有的偏差或犯

罪行為，皆以法律（少年事件處理法、刑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明文規

定，是較狹義的界定。 

 台灣目前的多以少年事件處理法、刑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規定，處

理少年管訓處分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此外為預防少年犯罪，內政部法務

部教育局於民國 70年 3月 4日公布「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並

於民國 88年 11月 17日修正，該辦法內所稱之少年不良行為，乃指少年有

下列行為之一者共十五款如下： 

1. 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 

2. 出入妨害身心健康場所或其他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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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逃學或逃家。 

4. 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5. 深夜遊蕩。 

6. 對父母、尊長或教師態度傲慢，舉止粗暴。 

7. 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 

8. 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調戲他人。 

9. 持有猥褻圖片、文字、錄影帶、光碟、出版品或其他物品。 

10. 加暴行於人或互相鬥毆未至傷害。 

11. 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 

12. 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13. 吸菸、嚼檳榔、飲酒或在公共場所高聲喧嘩。 

14. 無照駕駛汽車、機車。 

15. 其他有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之行為。 

  而所謂「犯罪少年」在少年事件處理法（民 90年 6月 29日修正）中

第三條規定：少年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者；其中少年指十二歲以上十八

歲未滿之人。而少年事件處理法中對「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的定義為： 

1. 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 

2. 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 

3. 經常逃學或逃家者。 

4. 參加不良組織者。 

5.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 

6. 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 

7.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 

    此外，在台北市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83年 6月 21日修正）中，

凡與學校校規不同而往學生行為評量委員會評量，而給予記大過處分的行

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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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或涉及不良幫派組織者。                                   

2. 集體鬥毆或毆打他人者。                                       

3. 誣蔑師長，態度傲慢者。                                       

4. 考試舞弊者。                                                 

5. 偷竊行為情節較重者。                                         

6. 有威脅恐嚇勒索行為者。                                       

7. 無照駕駛者。                                                 

8. 飲酒、賭博、抽菸、嚼食檳榔、吸食或注射違禁品者。             

9. 行為不檢，有玷校譽，情節重大者。                             

10. 攜帶違禁物品，足以妨害公共安全者。                         

11. 故意損害公物情節重大者。                                   

12. 出人不正當場所者。                                         

（二）從社會的觀點 

 Cavan及 Fredinand（1981）認為人們的行為呈常態分配，如圖 2-3-1。 

 

 

 

 

 

 

圖 2-3-1  人類行為的常態分配圖（引自張惠君，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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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反社會犯罪、極端不順從、輕微不順從，即一般所謂的偏差行

為。以國中生為例，輕微不順從的行為如：儀容不整、染燙髮；乃至於逃

學、蹺家、參加幫派等，則屬於極端不順從的行為；甚至偷竊、勒索、搶

劫、吸毒等犯罪行為，則可稱為偏差行為。然而偏差行為的涵義會隨著對

象、時間及各地民情而有所差異。因此，對未成年者而言，抽煙、喝酒為

偏差行為；然對成人來說，卻不構成偏差行為（張惠君，2001）。 

 林玉慈（1999）認為：偏差行為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是社會規範下的

產物，是一種被社會規範所摒斥的行為。因此他對偏差行為的定義為，凡

違反現今社會價值、角色期待及社會規範，但未達觸犯法律的行為稱之，

此行為表現不只妨礙困擾他人，同時亦會對個人造成不良的適應。 

 蔡松瑜（2002）亦從社會的觀點，對偏差行為定義為兩大類： 

1. 廣義而言：泛指違反任何團體規範的行為。 

2. 狹義而言：僅指違反優勢社會規範（major society norms）的行為。 

 除上述幾項定義外，國內亦有不少學者針對偏差行為下定義，如：陳

羿足（2000）則將偏差行為定義為「違反任何團體規範之行為」。孫碧蓮

（2001）認為偏差行為是一種與社會大眾不一致的行為，甚至會違反現今

社會價值、角色期待及社會規範，是屬於相對性的概念，會因時間、情境、

種族、國情而有不同的標準。 

 而吳武典（1992）指出：個人行為顯著的偏離常態，並且妨礙其生活

適應者，為偏差行為。簡而言之，即行為需同時具備「有異」及「有害」

兩個要件，才足以符合偏差行為的定義。由此可知「有異」，如：回教徒

不吃豬肉，雖與一般人不同，但不能稱之為偏差行為。因此，陳慧如（2003）

在研究中提出：構成偏差行為最重要的因素是「有害」，他參考吳武典

（1994）的研究，進一步針對「有害」的觀點做進一步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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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項行為是否明顯的妨礙學習？造成學業上的障礙？ 

2. 那項行為是否明顯地妨礙與別人的關係？ 

3. 那項行為是否明顯地影響對自己的態度或健康？ 

4. 那項行為是否明顯地妨礙與現實的接觸？ 

因此我們必須將行為與社會整體相較，才能進一步推斷是否為偏差行為。 

 總之，以上各觀點似乎均指出偏差行為是不符法律或社會規範所期待

的，且對自己或他人有害之行為。李旻陽（1991）發現國中學生較常出現

的偏差行為是「校園內的偏差行為」與「違反社會風俗的偏差行為」二類，

比例高達 50% 至 70%。由此可見「法律規定之偏差行為」與「違反學校

或社會規範之偏差行為」均值得關注，因此本研究試圖以研究者改編之「活

動經驗量表」，共包括兩分量表：「偏差行為」（違法行為）及「不良行

為」（違反學校或社會規範行為），以得分高低作為偏差行為的評量。 

 

貳、偏差行為的分類 

 Quay（1987）以因素分析法將偏差行為分成四個類型：其一為非社會

化偏差行為，包括：反抗權威、攻擊行為、不服管教及殘酷的行為。其二

為社會化偏差行為，包括：參與幫派組織、深夜晚歸、集體偷竊等。其三

為由於注意力缺乏所造成的偏差行為，主要是指學習困擾，包括：學敵低

成就、作弊、蹺課、逃學等。其四為焦慮退縮性偏差行為，包括：過度焦

慮、人際疏離以及因焦慮退縮所引起的逃學、逃家、偷竊等。 

 國內學者吳武典（1992）自輔導的角度，將學生的行為問題分為六大

類：（一）外向性行為問題：即一般所稱的違規行為或反社會行為。（二）

內性向行為問題：及一般所稱的情緒困擾或非社會行為。（三）學習適應

問題：指非智力因素所造成的成績低落，常伴隨情緒困擾或行為問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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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畸習癖：及不良習慣，多半與性格發展不健全有關。（五）焦慮症候群：

由於過度焦慮所造成的，有明顯的身體不適症狀或強迫症。（六）精神病

症候：行為明顯脫離現實，屬於嚴重的心理病態。 

 陳慧如（2003）參考郭芳君（2003）的分類方式，將偏差行為分為三

類：（一）外向性偏差行為：即通稱的違規犯過行為或反社會行為。（二）

內向性偏差行為：即通稱的情緒困擾或非社會行為。（三）學業適應問題：

指非智力因素所造成的學業問題，往往兼具情緒上困擾或行為上的問題。 

 以上的分類方式雖然各不相同，但均包含：反社會行為、違規行為、

情緒問題及學習問題等。可見偏差行為可由外在活動的行為推估，但由於

本研究主要想探討學生具體違規的行為，因此本研究依據國中生的活動情

形，並參考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台北市國民

中學學生獎懲辦法，考量當今社會現象後，改編吳靜吉與楊蕢芬（1987）

所編製之「活動經驗量表」來測量研究者所欲了解之國中生的偏差行為。 

 

參、師生互動關係與偏差行為之相關研究 

 Gottfredson與 Hirschi（1990）認為學校在監督學生、辨識學生之偏差

行為，以及對偏差行為的懲罰等三方面的功能皆優於家庭。而國內學者周

愫嫻（2000）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在各種學校因素中，對所有少年的偏差

行為造成最大影響的是老師排斥，其次是不喜歡上學的態度和行為，然後

則是學校過度強調升學導向因素。由此可見學校對學生偏差行為方面的影

響，是不容小覷的。 

 國內有許多相關的研究支持師生互動關係良好，有助於學生偏差行為

的減少。早期楊國樞（1986）及陳玉書（1988）的研究發現：師生互動和

諧，則學生越不易發生偏差行為。侯崇文（1996）的研究也發現：老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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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生活情況的了解則可減少青少年的犯罪行為；換言之，當教師與青

少年之關係越良好，青少年越不會產生偏差行為。 張惠君（2001）則認為

「師生關係」是影響學生是否服從或認同老師管教的根本因素。師生關係

良好，學生就會認同老師的看法，接受老師對偏差行為的監督及懲罰。 

 另外，國內有些學者試著自已偏差行為的學生，深入探究他們與教師

間的關係。許春金與孟維德（1997）指出：國中小學生中，有偏差行為的

觸法組在學校中，顯然沒有獲得學校中老師的妥善照顧與關愛。溫明晶

（2001）亦發現：偏差行為越少者，常獲得越多關懷與照顧的師生關係。

此些結果似乎皆顯示，偏差行為越高者，在學校中越沒有獲得教師的關愛。 

 若自管教的觀點視之，馮莉雅（1997）認為：師生關係是學生服從老

師管教的基礎，老師的管教能降低學生發生偏差行為的機率。因此，青少

年不喜歡學校、不在乎老師的看法，就很可能會認為學校管教不合理，或

沒有權利來約束他們。因此陷入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大增。 

 李旻陽（1991）深入探討「教師與學生互動的行為」，如何影響學生之

偏差行為，結果發現：師生互動與偏差行為間存有顯著的負相關。且部分

層面的師生互動關係可以有效解釋國中生的偏差行為，其中「老師負向的

評價與行為」是最能預測國中生的偏差行為的因素之一。 

 雖然上述研究結果，似乎均支持若師生互動關係良好，學生會表現較

少的偏差行為。但張惠君（2001）研究卻發現：師生關係與國中生之偏差

行為的負向關係，加入同儕關係的變項後，師生關係的影響似乎便消失

了。換言之，老師是否關心學生，主動與學生溝通，並不會影響學生之偏

差行為。 

 若以不同類型的師生關係來評量，其與學生偏差行為間的關係為何？

此外，若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滿意程度，是否會影響師生關係對學生偏差

行為表現的關係，皆為本研究中深感興趣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