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依研究目的，根據研究對象的填答資料進行分析，以驗証研究假

設。為了更深入探討師生互動關係與各相關變項間的關係，研究者欲先針

對師生互動關係中的兩個向度（影響力、接近性）進行分析，再將影響力

與接近性所得分數，依中位數劃分為四種類型，進一步瞭解師生互動關係

類型與各相關變項的關係。因此，本章將分二節呈現研究結果：第一節以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及接近性為主要變項，首先瞭解師生互動關係之現

況，並分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與學生人格特質對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接

著瞭解師生互動關係與學生滿意度、學生偏差行為間的關係，以及師生互

動關係及學生滿意度與其偏差行為三者間的關係，最後針對所有變項對學

生偏差行為的預測力加以探討。第二節則將以師生互動關係類型（高影響

低接近、高影響高接近、低影響低接近、低影響高接近）為主要變項，首

先瞭解現況並分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與學生人格特質對師生互動關係類

型之影響，接著瞭解師生互動關係類型與學生滿意度、學生偏差行為間的

關係，以及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及學生滿意度與其偏差行為三者間的關係，

最後亦針對所有變項對學生偏差行為的預測力加以探討。 

 

第一節 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接近性）與相關變項的

關係 

本節將分七個部分呈現研究結果：（一）當前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

及接近性；（二）比較背景變項（學生性別、家庭社經地位、教師性別及

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不同的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關係影響力及接近性

之互動關係，是否有差異；（三）探討人格特質不同的學生與教師間的互

動關係，是否有相關；（四）瞭解師生互動關係與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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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相關；（五）探討師生互動關係及學生的滿意度是否有相關；（六）

師生互動關係及學生滿意度不同時，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是否有差異；

（七）分析背景變項（教師和學生）、學生人格特質、師生互動關係及學

生滿意度等變項，對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預測力。 

壹、當前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及接近性 

 由表 4-1-1 可得知，當前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的平均數為 3.98，標

準差為.77；而接近性的平均數為 3.24，標準差為.82。兩者的平均數皆高

於五點量尺的平均數 3，可見當前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及接近性均偏

高，尤其是影響力明顯偏高，而且變異也較接近，換言之，當前國中學生

常覺得與教師互動時，多由教師指導與支配互動，且覺得與教師間亦能建

立合作緊密的關係。 

表 4-1-1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與接近性概況表 

師生互動關係 平均數 標準差 

影響力 3.98 .77 

接近性 3.24 .82 

 

貳、背景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 

一、學生背景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 

 學生背景變項包括：學生的性別及家庭社經地位。為探討不同背景變

項的學生與教師間的師生互動關係，是否有差異，乃針對教師對學生的影

響力及接近性兩個分量表所得資料，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一）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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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呈現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影響力、接

近性）上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得知，無論在師生互動

關係的影響力及接近性上，女學生之得分均較男學生為高，似乎顯示女學

生與教師之互動關係，不論在教師的影響力或與教師的接近性，均較男學

生為高，即教師對女學生的引導與支配較多，且彼此間緊密合作的程度亦

較高。此外，男學生在兩分量表上的標準差，均較女學生為高，似乎顯示

男學生與教師間的互動有較大的變異。 

表 4-1-2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上得分之平均數和標準差 

師生互動關係 學生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402 3.95 .78 
影響力 

女 398 4.00 .76 

總計  800 3.98 .77 

男 402 3.21 .83 
接近性 

女 398 3.27 .80 

總計  800 3.24 .82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乃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

之，結果發現（如表 4-1-3所示）： 

整體的Wilk’s λ值為.999（p=.558>.05），可知教師對性別不同的學生

之影響力與接近性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1-1-1、1-1-2。 

表 4-1-3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上得分之多變量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Wilk’s λ值 F p 

多變量Wilk’s λ考驗 .999   

影響力  .703 .402 

接近性  1.167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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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家庭社經地位與師生互動關係 

表 4-1-4呈現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影

響力、接近性）上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得知，家庭社

經地位高的學生，無論在師生互動關係的影響力及接近性上均有較高的得

分，似乎顯示教師對來自社經地位較高家庭學生的引導與支配較多，且彼

此間緊密合作的程度亦較高。其次則為來自於社經地位較低家庭的學生，

最後才為來自社經地位中等家庭的學生。此外，來自社經地位中等家庭的

學生在兩分量表上的標準差，均較高於來自社經地位較高或較低家庭者，

似乎顯示來自社經地位中等家庭的學生，與教師間的互動有較大的變異。 

表 4-1-4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上得分之 

平均數和標準差 

師生互動關係 學生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高 204 4.59 .73 

中 240 3.90 .81 影響力 

低 356 3.98 .76 

總計  800 3.98 .77 

高 204 3.36 .83 

中 240 3.15 .85 接近性 

低 356 3.24 .78 

總計  800 3.24 .82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乃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

之，結果發現（如表 4-1-5所示）： 

1. 家庭社經地位不同的學生，與教師間「影響力」的互動關係並沒有顯著

的差異（F=2.363，p=.095>.05），換言之，教師對來自不同家庭社經地

位的學生之引導與支配性，並無差異；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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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社經地位不同的學生，與教師間「接近性」的互動關係有顯著的差

異（F=3.399，p=.034<.05）；為了進一步探討實際差異之所在，乃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考驗，結果發現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之師生

互動關係的「接近性」，顯著高於來自中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換言之，

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與教師間合作與緊密互動的程度，較高於

來自中社經地位家庭者，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1-2-2。 

表 4-1-5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上得分之多變
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Wilk’s λ值 F p 事後考驗 

多變量Wilk’s λ考驗 .991    

影響力  2.363 .095  

接近性  3.399* .034 高社經>中社經 

*p<.05 

二、教師背景變項（性別）與師生互動關係 

表 4-1-6呈現不同性別的教師，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影響力、接

近性）上之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得知，無論在師生互

動關係的影響力及接近性上，女教師之得分均較男教師為高，即女教師與

學生互動時，不但常對學生有較多的支配與引導，且與學生間緊密合作的

程度亦較高。此外，女教師在兩分量表上的標準差，均較男教師為高，似

乎表示女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有較大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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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不同性別的教師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上得分之平均數和標準差 

師生互動關係 教師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17 3.83 .45 
影響力 

女 84 3.99 .52 

總計  101 3.97 .51 

男 17 3.22 .48 
接近性 

女 84 3.25 .61 

總計  101 3.25 .59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乃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

之，結果發現（如表 4-1-7所示）： 

整體的Wilk’s λ值為.970（p=.229>.05）。可知性別不同的教師，與學

生間的師生互動關係，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1-3-1、1-3-2。 

表 4-1-7  不同性別的教師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上得分之多變量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Wilk’s λ值 F P 

多變量Wilk’s λ考驗 .970   

影響力  1.528 .219 

接近性  .029 .886 

三、性別不同的師生與師生互動關係 

 本研究欲探討當不同性別教師與不同性別學生組合成四種師生的性別

類型時，其間的師生互動關係是否有顯著差異，表 4-1-8呈現不同性別組

合的師生，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影響力、接近性）上得分的平均數與

標準差。由表中初步結果得知，在影響力的部分，以女學生與男教師間的

「影響力」得分最高，其次依序為女學生與女教師及男學生與女教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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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至於最低者則為男學生與男教師之間；換言之，男教師對女學生的影

響及支配引導的程度似顯得最高。 

 在接近性的部分，以女學生與男教師間的「接近性」得分最高，其次

依序為男學生與男教師及女學生與女教師之間，至於最低者則為男學生與

女教師之間；換言之，男教師與女學生互動時，合作與緊密的程度似顯得

最高。 

表 4-1-8  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上得分之 

平均數和標準差 

師生互動關係 學生性別 教師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男 69 3.91 .81 

男 女 333 3.96 .78 

女 男 63 4.02 .68 
影響力 

女 女 335 4.00 .77 

總計   800 3.98 .77 

男 男 69 3.43 .84 

男 女 333 3.17 .82 

女 男 63 3.45 .64 
接近性 

女 女 335 3.24 .83 

總計   800 3.24 .82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具統計上的意義，乃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

之，結果發現（如表 4-1-9所示）： 

整體的Wilk’s λ值為.969（p=.000<.05），可知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

其間的師生互動關係確有顯著的差異，唯經進一步分析後發現不同性別組

合的師生，確只有在師生互動關係的「接近性」上有顯著差異，此項結果

驗證假設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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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以 LSD法予以事後考驗得知： 

1. 男學生與男教師互動時，其間的合作與緊密程度，顯著高於男學生與

女教師。換言之，男學生與男教師，比與女教師之間，有較多合作與

緊密的互動。 

2. 女學生與男教師互動時，其間的合作與緊密程度，顯著高於男學生與

女教師。換言之，女學生與男教師間，比男學生與女教師之間，存有

較多合作與緊密的互動。 

表 4-1-9  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在師生互動關係分量表上得分之多變量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Wilk’s λ值 F P 事後考驗 

多變量Wilk’s λ考驗 .969***    

影響力  .356 .785  

接近性  3.468* .016
男學生男教師>男學生女教師 

女學生男教師>男學生女教師 

*p<.05 ***p<.001 

 

參、學生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 

 為瞭解教師與人格特質（外傾支配性、神經質、和善性、嚴謹自律性

及聰穎開放性）不同的學生間的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及接近性）是否有

相關，乃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之。茲將結果分述如下： 

（一）影響力方面 

由表 4-1-10可知，學生的五大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

間均達顯著相關（p均<.01），且相關最高者為「和善性」，相關為.259；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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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依序為「嚴謹自律性」相關為.207，「聰穎開放性」相關為.149，「外傾

支配性」相關為.102，「神經質」相關為.099。也就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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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2-1。 

表 4-1-10  學生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的影響力之相關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 

外傾支配性 .102** 

神經質 .099** 

和善性 .259** 

嚴謹自律性 .207** 

聰穎開放性 .149** 

**p<.01 

（二）接近性方面 

由表 4-1-11可知，學生人格特質中的「神經質」與師生互動關係之「接

近性」未達顯著相關（p>.01），也就是說學生的緊張與焦慮感與師生互動

關係之「接近性」間，並沒有顯著的相關存在。但具和善性、嚴謹自律性、

聰穎開放性及外傾支配性等人格特質的學生，與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

間均達顯著相關（p均<.01）；相關最高者為「和善性」，相關為.270，其次

依序為「嚴謹自律性」相關為.207，「聰穎開放性」相關為.181，「外傾支

配性」相關為.076。也就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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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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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2-2。 

表 4-1-11  學生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的接近性之相關 

 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 

外傾支配性 .076** 

神經質 .064 

和善性 .270** 

嚴謹自律性 .207** 

聰穎開放性 .181** 

**p<.01 

 

肆、師生互動關係與學生偏差行為 

為瞭解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及接近性）與學生偏差行為的關係，本

節擬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之。結果發現： 

由表 4-1-12可知，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和學生偏差行為相關為

-.152 （p<.01），而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和學生偏差行為相關為-.144

（p<.01），均達顯著相關。換言之，師生互動關係的影響力或接近性越少，

學生偏差行為越多；表示當教師對學生的引導及支配越少，或師生間的合

作緊密程度越低，則學生會表現出越多的偏差行為。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3-1、3-2。 

表 4-1-12  師生互動關係的影響力及接近性與學生偏差行為之相關 

 學生偏差行為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 -.152** 

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 -.144**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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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師生互動關係與學生滿意度 

為瞭解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及接近性）與學生滿意度的關係，本節

擬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之。結果發現： 

由表 4-1-13可得知，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和學生滿意度的相關

為.827（p<.01），而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和學生滿意度的相關為.812

（p<.01），均達顯著相關。換言之，師生互動關係的影響力及接近性越高，

學生滿意度越高；也就是表示在師生互動中，教師對學生的引導及支配越

多，學生會感到越滿意；且當師生間的合作緊密程度越高，學生亦感到越

滿意。  

表 4-1-13  師生互動關係的影響力及接近性與學生滿意度之相關 

 學生滿意度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 .827** 

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 .812** 

**p<.01 

 

陸、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和滿意度對學生的偏差行為之影響 

 為瞭解師生互動關係與滿意度不同，學生偏差行為表現是否有差異；

本節擬將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接近性及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滿意度，

分別以中位數區分為高低兩組，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4-1-14呈現師

生互動關係與滿意度不同時，學生偏差行為量表上得分之平均數和標準

差。由表中結果可初步得知，在影響力的部分，教師對學生有高影響力且

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感到滿意時，學生表現出最少的偏差行為，而教師對

學生有高影響力但學生感到不滿意，則學生表現出最多的偏差行為；至於

接近性的部分，初步結果亦同。由此可見師生互動關係與學生偏差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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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似乎會受到學生滿意度不同的影響。 

表 4-1-14  不同的師生互動關係與滿意度，學生偏差行為之平均數和 

標準差 

師生互動關係 滿意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高 326 40.8 7.9 
高 

低 69 45.6 15.3 

高 74 43.7 10.5 

影
響
力 低 

低 331 44.3 10.9 

高 321 41.0 7.9 
高 

低 58 46.8 13.9 

高 79 42.8 10.5 

接
近
性 

低 
低 342 44.1 11.3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乃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得知（如表 4-1-15及 4-1-16所示）： 

1.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與滿意度會交互影響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

（F=4.993，p=.026<.05）。 

2. 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與滿意度會交互影響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

（F=5.309，p=.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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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5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與滿意度不同，學生偏差行為之二因子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來 源 SS df MS F 

組  間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 70.646 1 70.646 .676 

    滿意度 854.602 1 854.602 8.176** 

    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 

    *滿意度 

521.939 
1 

521.939 4.993* 

組  內（誤差） 83204.244 796 104.582  

全  體 1560730.599 800   

*p<.05 **p<.01 

表 4-1-16  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與滿意度不同，學生偏差行為之二因子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來 源 SS df MS F 

組  間     

    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 21.203 1 21.203 .203 

    滿意度 1422.810 1 1422.810 13.604***

    師生互動關係接近性 

    *滿意度 

555.227 
1 

555.227 5.309* 

組  內（誤差） 83249.541 796 104.585  

全  體 1560730.599 800   

*p<.05 ***p<.001 

為瞭解實際差異之所在，乃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發現（詳如

表 4-1-17及 4-1-18所示）： 

1.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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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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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高者，學生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2.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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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

滿意者，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表 4-1-17  不同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與不同學生滿意度在學生偏差行為
上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來 源 df F 事後比較 

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    

   在滿意度高 1 7.057** 影響力低>影響力高 

   在滿意度低 1 .736  

學生滿意度    

   在影響力高 1 14.295*** 滿意度低>滿意度高 

   在影響力低 1 .180  

**p<.01  ***p<.001 

表 4-1-18  不同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與不同學生滿意度在學生偏差行為
上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來 源 df F 事後比較 

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    

   在滿意度高 1 2.848  

   在滿意度低 1 2.575  

學生滿意度    

   在接近性高 1 20.099*** 滿意度低>滿意度高 

   在接近性低 1 .928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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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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背景變項、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對整體學生偏差行為之預

 測力 

 為瞭解師生的背景變項（學生性別、教師性別及學生家庭社經地位）、

學生人格特質、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接近性）及師生互動關係滿意度，

對學生偏差行為的預測力，乃以前者為預測變項，學生偏差行為為效標變

項，依次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 

 由於在預測變項的部分，學生性別、教師性別及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皆

為類別變項，故進行迴歸分析之前，先將其轉換為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以 0、1表示之，在學生及教師性別方面，皆以「女生」為參照

組。在學生家庭社經地位方面，則以「低社經」為參照組。至於學生人格

特質、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則以連續性分數進行迴歸分析，茲分析結果

如下： 

 由表 4-1-19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可得知，有七個重要變項可以有效預測

學生偏差行為，其重要性和所增加的預測率依序如下：學生人格特質中的

外傾支配性（7.1%）、嚴謹自律性（5.5%）、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2%）、

學生性別（1.5%）、高社經（0.8%）、中社經（0.6%）、學生人格特質中的

聰穎開放性（0.4%）。聯合此七變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的

18%。 

 此外由表中可知，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β=.380，t=10.093，

p=.000<.001）、嚴謹自律性（β=-.277，t=-6.139，p=.000<.001）、師生互動

關係之影響力（β=-.146，t=-4.416，p=.000<.001）、學生性別（β=.112，

t=3.401，p=.001<.01）、中社經（β=-.121，t=-3.470，p=.001<.01）、高社經

（β=-.107，t=-3.036，p=.002<.01）、學生人格特質中的聰穎開放性（β=.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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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47，p=.041<.05）等變項皆能預測學生偏差行為表現。 

 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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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學生人格特質

中的「外傾支配性」（β=.380）對其偏差行為表現的預測力最大，其次則為

「嚴謹自律性」（β=-.277），此兩變項共佔三分之二的預測力，其餘變項的

預測力相對小得很多。 

表 4-1-19  學生、教師性別、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學生人格特質、師生互
動關係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化 β t值 

R2 

改變量

多元相

關係數 

決定係數

R2 

外傾支配性 40.407 .380 10.093*** .071 .425 .180 

嚴謹自律性  -.277 -6.139*** .055   

師生互動關係

之影響力 
 -.146 -4.416*** .020   

學生性別（男）  .112 3.401** .015   

中社經  -.121 -3.470** .006   

高社經  -.107 -3.036** .008   

偏
差
行
為 

聰穎開放性  .093 2.047* .004   

*p<.05  **p<.01  ***p<.001 

二、師生背景變項、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對男學生偏差行為之預測

 力 

 為進一步瞭解對男學生而言，其背景變項（教師性別及學生家庭社經

地位）、學生人格特質、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接近性）及師生互動關

係滿意度，對其偏差行為的預測力，乃針對男學生為樣本，以前者為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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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學生偏差行為為效標變項，依次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 

 由表 4-1-20標準化迴歸係數可得知，對男學生而言，有六個重要變項

可以有效預測學生偏差行為，其重要性和所增加的預測率依序如下：學生

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8.6%）、嚴謹自律性（5.6%）、師生互動關係之

影響力（1.8%）、高社經（1.3%）、聰穎開放性（1.2%）、中社經（1.1%）。

聯合此六變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的 19.6%。 

 此外由表中可知，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β=.391，t=7.118，

p=.000<.001）、嚴謹自律性（β=-.359，t=-5.290，p=.000<.001）、師生互動

關係之影響力（β=-.138，t=-2.975，p=.004<.01）、高社經（β=-.158，t=-3.210，

p=.013<.05）、學生人格特質中的聰穎開放性（ β=.187， t=2.755，

p=.015<.05）、中社經（β=-.116，t=-2.348，p=.019<.05）等變項皆能預測學

生偏差行為表現。 

 換言之，對男學生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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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學生的人格特質中

「外傾支配性」（β=.391）對其偏差行為表現的預測力最大，其次則為「嚴

謹自律性」（β=-.359），此兩變項共佔三分之二左右的預測力，其餘變項的

預測力相對小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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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0  對男學生來說，教師性別、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學生人格特質、 
  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化 β t值 

R2 

改變量

多元相

關係數 

決定係數

R2 

外傾支配性 43.084 .391 7.118*** .086 .442 .196 

嚴謹自律性  -.359 -5.290*** .056   

師生互動關係

之影響力 
 -.138 -2.975** .018   

聰穎開放性  .187 2.755* .012   

高社經  -.158 -3.210* .013   

偏
差
行
為 

中社經  -.116 -2.348* .011   

*p<.05  **p<.01  ***p<.001 

三、師生背景變項、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對女學生偏差行為之預測

 力 

 為進一步瞭解對女學生而言，其背景變項（教師性別及學生家庭社經

地位）、學生人格特質、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接近性）及師生互動關

係滿意度，對其偏差行為的預測力，乃針對女學生為樣本，以前者為預測

變項，學生偏差行為為效標變項，依次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 

 由表 4-1-21標準化迴歸係數可得知，對女學生而言，有五個重要變項

可以有效預測學生偏差行為，其重要性和所增加的預測率依序如下：學生

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6.8%）、和善性（5.8%）、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

性（2.1%）、中社經（1.3%）、嚴謹自律性（1.0%）。聯合此五變項可以解

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的 17%。 

 此外由表中可知，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β=.373，t=7.435，

p=.000<.001）、和善性（β=-.134，t=-2.259，p=.000<.001）、師生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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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接近性（β=-.149，t=-3.053，p=.002<.01）、中社經（β=-.116，t=-2.507，

p=.014<.05）、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嚴謹自律性（β=-.132，t=-2.216，p=.027<.05）

等變項皆能預測學生偏差行為表現。 

 換言之，對女學生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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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女學生的

人格特質中「外傾支配性」（β=.373）對其偏差行為表現的預測力最大，其

次則為「和善性」（β=-.134），此兩變項共佔百分之七十四左右的預測力，

其餘變項的預測力相對小得很多。 

表 4-1-21  對女學生來說，教師性別、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學生人格特質、
  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化 β t值 

R2 

改變量

多元相

關係數 

決定係數

R2 

外傾支配性 40.329 .373 7.435*** .068 .412 .170 

和善性  -.134 -2.259*** .058   

師生互動關係

之接近性 
 -.149 -3.053** .021   

中社經  -.116 -2.507* .013   

偏
差
行
為 

嚴謹自律性  -.132 -2.216* .010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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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背景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 

（一）學生性別 

1. 教師對不同性別的學生的「影響力」，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 教師與不同性別學生間的「接近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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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師性別 

1. 性別不同的教師對學生的「影響力」，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 性別不同的教師與學生間的「接近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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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女教師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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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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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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師生互動關係與學生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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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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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師生互動關係和滿意度對學生的偏差行為之影響 

1.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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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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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比滿意者，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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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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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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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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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與相關變項的關係 

本節將上述影響力與接近性所得分數，依中位數劃分為四種類型（高

影響低接近、高影響高接近、低影響低接近、低影響高接近），並分六個

部分呈現研究結果：（一）當前國中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二）比較不同

背景變項（學生性別、家庭社經地位、教師性別及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

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是否有顯著差異；（三）探討不同人格特質的學生

與教師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是否有顯著差異；（四）瞭解師生互動關

係類型不同，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五）探討師生互動

關係類型不同，學生的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六）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及滿意度不同，學生偏差行為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七）分析背景變項

（教師和學生）、學生人格特質、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及學生滿意度等變項，

對學生的偏差行為之預測力。 

壹、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現況 

本研究之師生互動關係類型是依據全部受試者在「影響力」與「接近

性」上所得分數之平均數（得分平均數皆在 1 到 5 之間）的中位數（「影

響力」為 4，「接近性」為 3.2）為分界點，將兩向度分為高低兩層面，在

分別組合為四種不同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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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瞭解當前國中學生

與教師間師生互動關係之現況，乃以卡方考驗進行分析。 

由表 4-2-1 可得知，當前國中生所知覺到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間，有

顯著差異存在（χ2=257.710，p<.001）。在 800位有效樣本中，學生知覺到

與教師間的互動關係為「高影響低接近型」，共有 95人，佔 11.9%；「高影

響高接近型」，共有 300人，佔 37.5%；「低影響低接近型」，共有 326人，

佔 40.8%；「低影響高接近型」，共有 79 人，佔 9.9%。由此可見現今師生

互動關係，以「低影響低接近型」最為常見，其次為「高影響高接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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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關係，而「低影響高接近型」最少。 

表 4-2-1  師生互動關係 χ2考驗分析表 

師生互動關係 人數 百分比 χ2 

高影響低接近型 95 11.9 

高影響高接近型 300 37.5 

低影響低接近型 326 40.8 

低影響高接近型 79 9.9 

總計 800 100 

257.710*** 

***p<.001 

 

貳、背景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一、學生背景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學生背景變項包括：學生的性別及家庭社經地位。為探討師生背景變

項不同時，師生互動關係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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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顯著差異，乃以 χ2同質性檢定進行

分析。 

（一）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為瞭解不同性別的學生，與教師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是否有顯著差

異，乃由表 4-2-2中初步得知，無論男學生或女學生與教師間的師生互動

關係類型，均以「低影響低接近型」為最多（男學生共 172人、女學生共

154人，各佔 42.8%、38.7%）；其次依序為「高影響高接近型」（男學生共

148人、女學生共 152人，各佔 36.8%、38.2%），及「高影響低接近型」（男

學生共 46人、女學生共 49人，各佔 11.4%、12.3%），最少的則為「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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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高接近型」（男學生共 36人、女學生共 43人，各佔 9%、10.8%）。換言

之，似乎大多數學生知覺到與教師間的互動關係多為「教師對他們的支配

及引導較少，常依順學生的需求行事，且在互動時，彼此間常呈現對立、

疏離的關係」。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達顯著，乃以卡方考驗之，結果發現（詳如表

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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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 1.742，p=.628>.05）；這也就是表示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不會因

學生的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1-1-3。 

表 4-2-2  學生性別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χ2列聯表 

學生性別 
高影響 

低接近 

高影響 

高接近 

低影響 

低接近 

低影響 

高接近 
χ2 

人數 46 148 172 36 
男 

百分比 11.4 36.8 42.8 9 

人數 49 152 154 43 
女 

百分比 12.3 38.2 38.7 10.8 

1.742 

（二）學生家庭社經地位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為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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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顯著差異，乃由表 4-2-3初步得知，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中，

知覺之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以「高影響高接近型」最多，共 90人，佔 44.1%；

其次依序為「低影響低接近型」，共 76人，佔 37.3%；「低影響高接近型」，

共 22人，佔 10.8%；最少則為「高影響低接近型」，共 16人，佔 7.8%。 

至於來自中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所知覺之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則以「低

影響低接近型」最多，共 104人，佔 43.3%；其次依序為「高影響高接近

型」，共 78人，佔 32.5%；「高影響低接近型」，共 33人，佔 13.8%；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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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低影響高接近型」，共 25人，佔 10.4%。 

而那些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所知覺之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則以

「低影響低接近型」最多，共 146人，佔 41%；其次依序為「高影響高接

近型」，共 132人，佔 37.1%；「高影響低接近型」，共 46人，佔 12.9%；

最少則為「低影響高接近型」，共 32人，佔 9%。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達顯著，乃以卡方考驗之，結果發現（詳如表

4-2-3）：來自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無顯著差異

存在（χ2 = 9.366，p=.154>.05）。換言之，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不會因學

生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而有顯著差異，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1-2-3。 

表 4-2-3  學生家庭社經地位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χ2列聯表 

社經地位 
高影響 

低接近 

高影響 

高接近 

低影響 

低接近 

低影響 

高接近 
χ2 

人數 16 90 76 22 
高 

百分比 7.8 44.1 37.3 10.8 

人數 33 78 104 25 
中 

百分比 13.8 32.5 43.3 10.4 

人數 46 132 146 32 
低 

百分比 12.9 37.1 41 9 

9.336 

二、教師背景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為瞭解不同性別的教師，與學生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是否有顯著差

異，乃由表 4-2-4中初步得知，男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關係類型，以「高影

響低接近型」最少，共 2人，佔 11.8%，而「高影響高接近型」、「低影響

低接近型」及「低影響高接近型」則均為 5人，均佔 29.4%，比例相同。 

而女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關係類型，則以「低影響低接近型」最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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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人，佔 32.4%；其次依序為「高影響高接近型」，共 33人，佔 31.6%，「高

影響低接近型」，共 10人，佔 11.9%，最少則為「低影響高接近型」，共 7

人，佔 8.3%。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達顯著，乃以卡方考驗之，結果發現（詳如表

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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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 6.102，p=.107>.05）；這也就是表示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不會因

教師的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1-3-3。 

表 4-2-4  教師性別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χ2列聯表 

教師性別 
高影響 

低接近 

高影響 

高接近 

低影響 

低接近 

低影響 

高接近 
χ2 

人數 2 5 5 5 
男 

百分比 11.8 29.4 29.4 29.4 

人數 10 33 34 7 
女 

百分比 11.9 31.6 32.4 8.3 

6.102 

三、性別不同的師生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為瞭解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其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是否有顯著

差異，乃由表 4-2-5中初步得知，對男學生與男教師而言，以「高影響高

接近型」為最多，共 33人，佔 47.8%；其次依序為「低影響低接近型」，

共 20人，佔 29%，「低影響高接近型」共 11人，佔 15.9%，最少者為「高

影響低接近型」，共 5人，佔 7.2%。 

男學生與女教師的部分，則以「低影響低接近型」最多，共 152人，

佔 45.6%；其次依序為「高影響高接近型」，共 115人，佔 34.5%，「高影

響低接近型」共 41人，佔 12.3%，最少者為「低影響高接近型」，共 8人，

佔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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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女學生與男教師而言，以「高影響高接近型」最多，共 27人，佔

42.9%；其次依序為「低影響低接近型」，共 22人，佔 34.9%，「低影響高

接近型」共 8人，佔 12.7%，最少者為「高影響低接近型」，共 6人，佔

9.5%。 

女學生與女教師的部分，則以「低影響低接近型」最多，共 132人，

佔 39.4%；其次依序為「高影響高接近型」，共 125人，佔 37.3%，「高影

響低接近型」共 43人，佔 12.8%，最少者為「低影響高接近型」，共 35人，

佔 10.4%。 

 為進一步瞭解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其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是否

有顯著差異存在，乃以卡方考驗之，結果發現：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師

生互動關係類型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χ2 = 15.139，p=.087>.05）。換言之，

無論教師與學生為同性或異性，其間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無顯著差異，

此項結果未驗證假設 1-4-3。 

表 4-2-5  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χ2列聯表 

學生

性別 

教師

性別 
 

高影響

低接近

高影響

高接近

低影響

低接近

低影響

高接近 
χ2 

人數 5 33 20 11 
男 男 

百分比 7.2 47.8 29 15.9 

人數 41 115 152 25 
男 女 

百分比 12.3 34.5 45.6 7.5 

人數 6 27 22 8 
女 男 

百分比 9.5 42.9 34.9 12.7 

人數 43 125 132 35 
女 女 

百分比 12.8 37.3 39.4 10.4 

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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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生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為瞭解學生人格特質不同，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差異情形，乃以人格

特質之得分作為區別變項，並以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作為分組變項，採用全

部投入法進行區別分析，分組變項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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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表 4-2-6、表 4-2-7

及表 4-2-8所示。 

由表 4-2-6可知，由函數一和函數三一同考慮時，其考驗達.01顯著水

準（Wilk’s λ=.919，χ2(15)=67.212，p=.000），而在去除第一個區別函數之

後，函數三未達顯著（Wilk’s λ=1.000，χ2(3)=.329，p=.955），亦即函數一

為最大的區別函數，可以有效區別師生互動關係四種類型之間的差異。 

表 4-2-6  人格特質對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之區別函數摘要表（N=800） 

區別函數 Wilk’s λ χ2 df p 

F1與 F3 .919 67.212 15 .000 

F2與 F3 .989 9.097 8 .334 

F3 1.000 .329 3 .955 

註：函數一、函數二、函數三的解釋量分別為 86.8%、12.7%、0.5%。 

由表 4-2-7 可知，若以人格特質作為區別的依據，則在「高影響低接

近型」中，有 24名學生被正確歸類於該組，正確區別力為 25.3%；在「高

影響高接近型」中，有 149名學生被正確歸類於該組，正確區別力為 49.7%；

在「低影響低接近型」中，有 161名學生被正確歸類於該組，正確區別力

為 49.4%；在「低影響高接近型」中，有 6名學生被正確歸類於該組，正

確區別力為 7.6%；而整體的正確率達 42.5%，由此可見，學生人格特質對

於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預測力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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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人格特質對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之區別結果（N=800） 

預測組別 

實際組別 
樣本人數 

（百分比） 

高影響 

低接近 

高影響 

高接近 

低影響 

低接近 

低影響 

高接近 
高影響 

低接近 

95 

100% 

24 

25.3% 

29 

30.5% 

27 

28.4% 

15 

15.8% 
高影響 

高接近 

300 

100% 

55 

18.3% 

149 

49.7% 

70 

23.3% 

26 

8.7% 
低影響 

低接近 

326 

100% 

61 

18.7% 

81 

24.8% 

161 

49.4% 

23 

7.1% 
低影響 

高接近 

79 

100% 

16 

20.3% 

29 

36.7% 

28 

35.4% 

6 

7.6% 
總正確率  42.5％ 

　 由表 4-2-8可知，第一個區別函數以「和善性」（.741）的預測力最大，

其次依序為：聰穎開放性（.265）、外傾支配性（-.239）、神經質（.206）、

嚴謹自律性（.173）；從表 4-2-6可知，函數一對整體預測力的解釋量高達

86.8%。綜上所述，可知「和善性」為師生互動關係類型最重要的區別變

項，且以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之「高影響高接近型」為最佳，其次為預測「低

影響低接近型」的區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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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人格特質對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之區別函數係數摘要表 

 未標準化函數 標準化函數 結構係數 

 函數一 函數二 函數三 函數一 函數二 函數三 函數一 函數二 函數三 

常數 -4.472 -1.864 -1.408       

外傾 

支配性 
-.050 .127 .013 -.239 .605 .603 .952 .190 -.160* 

神經質 .044 .045 .182 .206 .210 .846 .756 -.124 -.018* 

和善性 .188 .129 -.140 .741 .507 -.551 .672* -.531 .344 

嚴謹 

自律性 
.044 -.023 -.109 .173 -.090 -.435 .342* .538 .704 

聰穎 

開放性 
.064 -.251 .194 .265 -1.042 .807 .353* .374 .480 

特徵質 .076    .011    .000 

典型相關 .266    .105    .020 

Wilk’s λ .919*   .989    1.000 

*表區別函數Wilk’s λ達.05顯著水準 

 

肆、師生互動關係類型與學生偏差行為 

為探討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不同是否會影響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表

4-2-9 呈現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不同的學生偏差行為表現之平均數和標準

差。由表中結果初步得知，「低影響低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似乎偏

差行為的表現最多；其次為「低影響高接近型」、「高影響低接近型」，至

於學生偏差行為最少者為「高影響高接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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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不同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學生偏差行為之平均數和標準差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高影響低接近型 95 42.39 11.75 

高影響高接近型 300 41.43 9.05 

低影響低接近型 326 44.32 10.96 

低影響高接近型 79 43.63 10.11 

總計 800 42.94 10.36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乃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發現（詳如表 4-2-10），不同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學生的偏差行為表

現確實有顯著差異存在（F =4.319，p=.005 <.05）；換言之，師生互動關係

類型的不同，學生偏差行為的表現會有顯著差異。此項結果驗證假設 3-3。 

表 4-2-10  不同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學生偏差行為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來 源 SS df MS F 

組 間 1374.400 9 458.133 4.319** 

組 內 84444.656 796 106.086  

總 和 85819.056 799   

**p<.01 

為瞭解實際差異之所在，乃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考驗結果發現（詳

如表 4-2-11）：「低影響低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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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當師生互動關係為「低

影響低接近型」時，比起師生互動關係為「高影響高接近型」者，學生會

表現出較多的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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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不同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學生偏差行為之事後比較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高影響低接近 高影響高接近 低影響低接近 低影響高接近

高影響低接近 ───    

高影響高接近  ─── ***  

低影響低接近  *** ───  

低影響高接近    ─── 

 

伍、師生互動關係類型與學生滿意度 

 為瞭解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不同的滿意度是否有差異，表 4-2-12

呈現不同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學生滿意度之平均數和標準差。由表中結果

可初步得知，「高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學生的滿意度最高，

而「低影響低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學生的滿意度則最低。 

表 4-2-12  不同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學生滿意度之平均數和標準差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高影響低接近型 95 3.72 0.55 

高影響高接近型 300 4.38 0.48 

低影響低接近型 326 3.04 0.65 

低影響高接近型 79 3.78 0.54 

總計 800 3.70 0.82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乃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

結果發現（如表 4-2-13 所示），不同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學生的滿意度

確有顯著差異存在（F = 293.380，p=.000 <.001）；換言之，學生對師生互

動關係的滿意度，會因師生間不同類型的互動關係，而有顯著差異。本項

結果驗證假設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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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不同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學生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來 源 SS df MS F 

組 間 281.847 3 93.949 293.380*** 

組 內 254.903 796 .320  

總 和 536.750 799   

***p<.001 

為瞭解實際差異之所在，乃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考驗結果發現（詳

如表 4-2-14）：  

1. 「高影響高接近型」師生互動關係，學生的滿意度最高，且顯著高於

其他三類。 

2. 「低影響低接近型」師生互動關係，學生的滿意度最低，且顯著低於

其他三類。 

3. 「高影響低接近型」與「低影響高接近型」兩者間，學生的滿意度則

無顯著的差異存在。 

 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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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高影響低接近型」或「低

影響高接近型」，學生滿意度則沒有顯著差異。 

表 4-2-14  不同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學生滿意度之事後比較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高影響低接近 高影響高接近 低影響低接近 低影響高接近 

高影響低接近 ─── *** ***  

高影響高接近 *** ─── *** *** 

低影響低接近 *** *** ─── *** 

低影響高接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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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和滿意度對學生的偏差行為之影響 

 為瞭解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對學生偏差行為的影響，是否會因學生的滿

意度不同而有差異；表 4-2-15呈現師生互動關係類型與滿意度不同時，學

生偏差行為量表上得分之平均數和標準差。由表中結果可初步得知，互動

關係為「高影響高接近型」且學生為低滿意者的偏差行為最高；而偏差行

為最低者為，互動關係為「高影響高接近型」且學生為高滿意度者。由此

可見師生互動關係類型與學生偏差行為的關係，似乎會受到學生滿意度不

同的影響。 

表 4-2-15  不同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與滿意度，學生偏差行為之平均數和 

標準差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滿意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高 46 41.84 10.50 
高影響低接近 

低 49 42.91 12.90 

高 280 40.65 7.40 
高影響高接近 

低 20 52.29 18.75 

高 33 44.12 10.53 
低影響低接近 

低 293 44.34 11.02 

高 41 43.37 10.58 
低影響高接近 

低 38 43.92 9.71 

高 400 41.35 8.50 
總計 

低 400 44.52 11.74 

 為瞭解此些差異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乃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得知（如表 4-2-16所示），師生互動關係與滿意度會交互影響學生的偏差

行為表現（F=5.887，p=.001<.05）；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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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結果驗證假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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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6  不同類型的師生互動關係與滿意度，學生偏差行為之二因子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來 源 SS df MS F 

組  間     

    師生互動關係 720.017 3 240.006 2.321 

    滿意度 1008.374 1 1008.374 9.753** 

    師生互動關係*滿意度 1826.014 3 608.671 5.887** 

組  內（誤差） 81882.223 792 103.387  

全  體 1560730.599 800   

**p<.01 

為瞭解實際差異之所在，乃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發現（詳如

表 4-2-17）： 

1. 在「高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中，學生偏差行為會因滿意度

的不同而有差異；換言之，學生對此種關係滿意度低的比滿意度高者，

有較多的偏差行為表現。 

2.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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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當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均為低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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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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7 不同師生互動關係與不同學生滿意度在學生偏差行為上之二因
子變異數分析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來 源 df F 事後比較 

滿意度    

   在高影響低接近型 1 .194  

   在高影響高接近型 1 34.334*** 滿意度低>滿意度高 

   在低影響低接近型 1 .012  

   在低影響高接近型 1 .059  

師生互動關係    

   在滿意度高 3 2.657* 低影響低接近型>高影響高接近型

   在滿意度低 3 3.340* 

高影響高接近型<高影響低接近型

高影響高接近型<低影響低接近型

高影響高接近型<低影響高接近型

*p<.05 **p<.01 ***p<.001 

 

柒、師生背景變項、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之預

 測力 

一、師生背景變項、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及滿意度對整體學生偏差行為

 之預測力 

 為瞭解師生的背景變項（學生性別、教師性別及學生家庭社經地位）、

學生人格特質、師生互動關係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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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師生互動關係滿意度，對學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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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預測力，乃以前者為預測變項，學生偏差行為為效標變項，依次進

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 

 由於在預測變項的部分，學生性別、教師性別、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及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皆為類別變項，故進行迴歸分析之前，先將其轉換為虛

擬變項（dummy variable），以 0、1 表示之，在學生及教師性別方面，皆

以「女生」為參照組。在學生家庭社經地位方面，則以「低社經」為參照

組。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則以「高影響低接近型」為參照組。至於學生人格

特質及滿意度則以連續性分數進行迴歸分析，茲分析結果如下： 

由表 4-2-18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可得知，有八個重要變項可以有效預測

學生偏差行為，其重要性和所增加的預測率依序如下：學生人格特質中的

外傾支配性（7.1%）、嚴謹自律性（5.5%）、學生性別（1.6%）、學生滿意

度（1.2%）、高社經（0.8%）、中社經（0.6%）、學生人格特質中的聰穎開

放性（0.5%）、和善性（0.4%）。聯合此八變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

異量的 17.8%。 

 此外由表中可知，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β=.376，t=9.889，

p=.000<.001）、嚴謹自律性（β=-.246，t=-4.975，p=.000<.001）、學生性別

（β=.100， t=3.006，p=.003<.001）、學生滿意度（β=-.110， t=-3.296，

p=.001<.01）、中社經（β=-.120，t=-3.419，p=.001<.01）、高社經（β=-.109，

t=-3.105，p=.002<.01）、學生人格特質中的聰穎開放性（β=.117，t=2.514，

p=.012<.05）、和善性（β=-.089，t=-2.010，p=.045<.05）等變項皆能預測學

生偏差行為表現。 

 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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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學生人格特質

中的「外傾支配性」（β=.376）對其偏差行為表現的預測力最大，其次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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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自律性」（β=-.246），此兩變項共佔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預測力，其餘

變項的預測力相對小得很多。 

 表 4-2-18  學生、教師性別、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學生人格特質、師 
   　　 生互動關係類型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化 β t值 

R2 

改變量

多元相

關係數 

決定係數

R2 

外傾支配性 39.831 .376 9.889*** .071 .422 .178 

嚴謹自律性  -.246 -4.975*** .055   

學生性別（男）  .100 3.006** .016   

學生滿意度  -.110 -3.296** .012   

中社經  -.120 -3.419** .006   

高社經  -.109 -3.105** .008   

聰穎開放性  . 117 2.514* .005   

偏
差
行
為 

和善性  -.089  -2.010* .004   

*p<.05  **p<.01  ***p<.001 

二、師生背景變項、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及滿意度對男學生偏差行為之

 預測力 

 由表 4-2-19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可得知，對男學生而言，有六個重要變

項可以有效預測學生偏差行為，其重要性和所增加的預測率依序如下：學

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8.6%）、嚴謹自律性（5.6%）、高社經（1.5%）、

聰穎開放性（1.3%）、學生滿意度（1.0%）、中社經（0.9%）。聯合此六變

項可以解釋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的 18.8%。 

 此外由表中可知，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β=.388，t=7.005，

p=.000<.001）、嚴謹自律性（β=-.377，t=-5.582，p=.000<.001）、聰穎開放

性（β=.196，t=2.861，p=.004<.01）、高社經（β=-.154，t=-3.115，p=.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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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經（β=.113，t=2.278，p=.023<.05）、學生滿意度（β=-.102，t=-2.202，

p=.028<.05）等變項皆能預測學生偏差行為表現。 

 換言之，對男學生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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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學生的人格特質中「外傾支

配性」（β=.388）對其偏差行為表現的預測力最大，其次則為「嚴謹自律性」

（β=-.377），此兩變項共佔百分之七十七左右的預測力，其餘變項的預測

力相對小得很多。 

表 4-2-19  對男學生來說，教師性別、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學生人格特質、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化 β t值 

R2 

改變量

多元相

關係數 

決定係數

R2 

外傾支配性 41.031 .388 7.005*** .086 .433 .188 

嚴謹自律性  -.377 -5.582*** .056   

聰穎開放性  .196 2.861** .013   

高社經  -.154 -3.115** .015   

中社經  -.113 -2.278* .009   

偏
差
行
為 

學生滿意度  -.102 -2.202* .010   

*p<.05  **p<.01  ***p<.001 

三、師生背景變項、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及滿意度對女學生偏差行為之

 預測力 

 由表 4-2-20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可得知，對女學生而言，有五個重要變

項可以有效預測學生偏差行為，其重要性和所增加的預測率依序如下：學

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6.8%）、和善性（5.8%）、高影響高接近型

（1.4%）、中社經（1.2%）、嚴謹自律性（1.1%）。聯合此五變項可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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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偏差行為總變異量的 16.3%。 

 此外由表中可知，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外傾支配性（β=.375，t=7.443，

p=.000<.001）、和善性（β=-.145，t=-2.448，p=.015<.05）、高影響高接近型

（β=-.122，t=-2.529，p=.012<.05）、中社經（β=-.112，t=-2.429，p=.016<.05）、

學生人格特質中的嚴謹自律性（β=-.138，t=-2.314，p=.021<.05）等變項皆

能預測學生偏差行為表現。 

 換言之，對女學生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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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女學生的人格特質中「外傾支配性」（β=.375）

對其偏差行為表現的預測力最大，其次則為「和善性」（β=-.145），此兩變

項共佔百分之七十六左右的預測力，其餘變項的預測力相對小得很多。 

表 4-2-20  對女學生來說，教師性別、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學生人格特質、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效標

變項 
預測變項 截距 標準化 β t值 

R2 

改變量

多元相

關係數 

決定係數

R2 

外傾支配性 35.971 .375 7.443*** .068 .404 .163 

和善性  -.145 -2.448* .058   

高影響高接近型  -.122 -2.529* .014   

中社經  -.112 -2.429* .012   

偏
差
行
為 

嚴謹自律性  -.138 -2.314* .011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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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背景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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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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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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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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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背景變項與師生互動關係類型 

 以學生人格特質區別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正確率為 42.5%。 

三、師生互動關係類型與學生偏差行為 

「低影響低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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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師生互動關係類型與學生滿意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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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影響低接近型」或「低影響高接近型」，學生滿意度則沒有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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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和滿意度對學生的偏差行為之影響 

 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對學生偏差行為的影響，會因學生的滿意度不同而

有差異。其差異主要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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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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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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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師生背景變項、師生互動關係類型及滿意度對學生偏差行為之預

 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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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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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