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導生制與衝突處理方式之理論基礎及其相關研究，以作為本研

究架構與資料蒐集的基礎。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導師制，第二節為衝突處

理方式。 
 

第一節  導師制 

在國中學校裡，導師與學生接觸的機會最多，關係最密切，影響也最深遠，

導師的一舉一動都可說是學生學習的榜樣。導師制（The tutorial system）是結合

歐美導師制與我國師儒訓導傳統而來，為順應時代變遷及因應教育措施的需要，

經過數次的修訂，現行導師制主要的法源依據為民國 70年修正之「中等以上學

校導師制實施辦法」。導師的影響既然如此深遠，那身為導師者，其所擔負的責

任為何？以及應扮演哪些角色？以下將就導師的任務與角色分別討論之： 

 
壹、導師的任務 
吳子我（1969：10）指出導師主要任務是「使學生的身心得到正常的發展，

以養成健全的人格；俾能為自己謀最大的幸福，為國家民族盡最大的責任」。 

張振成（1994：42）根據民國 70年修正之「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實施辦法」

規定，將導師的任務歸納整理如下： 

一、對本班學生之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環境等應有充分的瞭解。 

二、對學生的思想、行為、學業、身心健康及其所具潛能，均應體察個性及分別

差異。 

三、根據教學及訓導計畫，對學生施以適當之指導，使學生獲得正常發展並養成

健全人格。 

四、導師之訓導方式 

（一）個別指導。 

（二）利用課餘時間舉行個別談話、討論會、交誼會。 

（三）利用例假日舉行郊遊。 

（四）指導團體活動及課外活動。 

    導師的任務除對個別學生的認識外，亦須對學生家庭背景、學校行政事務有

充分瞭解。導師的任務如此繁瑣，其所應扮演的角色有哪些？討論如下。 

 



貳、導師的角色 
    何謂角色？角色指個人佔有特別地位所表現的行為模式，亦即社會或團體對

地位佔有者所期望的行為模式（謝高橋，1994：112-113）。就國中導師而言，社

會對導師有某種期待的行為模式，例如：導師應陶冶學生人格成長、診斷學生心

理問題，這些都是導師的角色。國中校園裡，導師的角色非常多元，不僅要在教

室裡扮演傳道、授業、解惑者的角色，在學校行政體系中亦需扮演行政者的角色，

作為行政單位與學生溝通的橋樑。謝州融（1983：26-28）將導師的角色分成教室

層面、學校層面、社會層面等三個層面，分述如下： 

一、教室層面 
    導師是班級的領導者，其對學生的影響力極大，導師在班級中應扮演的角色

有： 

（一）傳道 

1、訓育的角色：指導學生的日常生活行為合於規範。 

2、領導的角色：領導學生參加各種教育活動、休閒育樂活動。 

3、照顧的角色：照顧學生的身心狀況，使其獲得良好的發展。 

（二）授業 

1、教學的角色：傳授知能，包括技能、文化、價值觀念，並且指導課業，

排除學生在課業上的困難。 

2、評鑑的角色：公正評鑑學生之學業成就。 

3、創造的角色：啟發學生的潛能，開發各種創造力。 

（三）解惑 

1、輔導的角色：幫助學生解決生活上及情緒上的困擾問題。 

2、選擇的角色：依學生能力、性向、興趣及志願，適當地選擇學生接受合

適的教育，分化導入適當的升學或職業途徑，而獲得適性的發展。 

3、協調統合的角色：平衡學生情緒，協調各種社會化單位，統合價值觀念

的分歧或衝突，使能適應多元的未來社會生活。 

 

二、學校層面 
學校層面主要是行政角色，導師負責主持班級事務，協調班級與學校行政單

位，並協助推展校務。 

 



三、社會層面 
    在社會層面，導師必須協助學校推展社會教育、親職教育與社會服務，並促

進社區發展。 

 
    綜合以上對導師角色的分類，本研究導師角色的探討僅限於教室層面，即探

討導師與學生間的互動情況。導師可謂班級的精神支柱，與學生融為一體的導

師，視學生如同自己的子女，學生亦將導師視若父母，有此可見導師對學生人格

成長的陶冶有極重要的影響力，故導師應比其他科任教師更需要有愛心，有教無

類，以愛心來輔導學生、關懷學生、鼓勵學生。而且在教育的過程中，面對正處

於「狂飆期」的國中生，則更需要耐心，學生的無理取鬧、無謂反抗，都只是為

了挑戰導師的權威，身為導師應稟持應有的修養與責任感，對的事情一定要堅持。 

此外，心理問題診斷者的角色亦是導師所必備的，當今教育提倡「教、訓、

輔三合一」，也就是說透過教師、訓導及輔導人員，在觀念上溝通、經驗上分享、

策略上整合，把力量匯集於滿足學生的需求，和裝備學生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導師必須具備輔導學生的基本能力，而不是只將學生轉介給輔導室責任就完了。

運用輔導技巧，讓學生多自我認識、自我悅納，並邁向自我肯定與自我超越。 

 

導師的任務與角色二者其密不可分，社會賦予導師的任務，即導師所需扮演

的角色，但當導師履行社會賦予的任務時，導師生的衝突亦可能油然而生。以「學

生上課睡覺」事件為例，若以導師的訓育角色而言「導師應指導學生的日常生活

行為合於規範」，所以導師應馬上糾正學生不准睡覺，專心上課；但假若學生實

有隱情而導致睡眠不足，無法專心上課，導師不探究其因，而直接予以糾正，此

容易讓學生心生不滿，衝突一觸即發。因此，導師的任務與角色對導師生衝突是

有影響的。 



第二節  衝突處理方式 
    人際間的衝突在所難免，親子衝突、兄弟鬩牆、官場上的衝突比比皆是，但

當傳統師生間支配與從屬的關係，開始有所轉變，師生衝突亦因應而生。本節將

從「衝突」的意涵探討起，進而探討「衝突處理方式」的意涵、類型、影響因素

與其他影響因素，分述如下： 

 

壹、衝突之意涵 
什麼是衝突？國內外學者眾說紛紜，彼此常因不同的研究議題、對象，而對

「衝突」有其獨特的見解。從字義上來看，「衝」字的本義作為名詞時是指交通

要道，或主要通道；作為動詞時則是指向著（對著）某物直接碰撞。而衝突之靜

態意涵引申為意見參差、相互抵觸，並與矛盾為相似詞而隱含著緊張之意涵；衝

突另有動態之意涵，意指攻擊或爭鬥（黃麗莉，1999：195-196）。 

經由學者的歸納，衝突的定義中應包含「衝突的主體」、「衝突主體的知覺」、

「衝突主體的對立行為」、「衝突主體彼此交互的過程」等四個要點（蘇福壽，

1998：17-18；張照璧，1999：29），分別說明如下：  

（一）衝突的主體 

    衝突的主體可能是單獨的個體，張春興（1995：145）認為衝突指同時出現

兩個（或數個）彼此對立或不相容的衝動、動機、慾望或目標時，個體無法使之

均獲得滿足，但又不願將其中部分放棄的心理失衡現象。 

Deutsch（1969：7-8）則認為衝突是可能源自於一個人、一個團體或一個國

家，這些可稱為個人內、團體內或國內的衝突；但衝突也可能是兩個或以上的個

人、團體或國家，這稱為人際間、團體間、國際間的衝突。 

（二）衝突主體的知覺 

    主體的知覺指主體對於衝突的情境，知覺到有不相容的情況。 

Pondy（1967：301）的衝突模式中，知覺衝突階段就是雙方知覺出衝突的存

在。Robbins（1996：505）認為衝突過程開始於一方知覺到另一方對其所在乎的

事物有負面影響，或者是即將有負面影響。 

亦有許多學者認為衝突乃是在情境中知覺到與意識到的（張鐸嚴，1985：11；

林靜茹，1993：16；楊雅惠，1995：10-11；洪錦沛，1995：31；蘇福壽，1998：

18；張照璧，1999：29）。 

 



（三）衝突主體的對立行為 

當主體間有對立、敵對或不相容時，衝突則必然產生。而對立行為包含外顯

行為及內隱行為，外顯行為包含語言、非語言的抗拒、主動的攻擊或被動的退讓

等；內隱行為包括憤怒、緊張、恐懼、不安等情緒反應。 

Pondy（1967：303）的衝突模式中，外顯衝突階段即衝突行為，一方有意阻

撓另一方達成目標的行為。 

T. Gorden認為產生對立的原因有一方的行為妨礙了他方需求的滿足，或雙方

的價值觀念不協調等情況（歐申談譯，1993：179）。此外，目標、認知或情感的

不一致，亦可能產生對立（Wexley & Yukl，1977：172；Hellriegel、Slocum & 

Woodman，1998：363；Owens，1998：231）。 

張德銳（1994：95）指出衝突乃因目標、認知、情緒和行為之不同，而產生

矛盾和對立。林靜茹（1993：16）亦指出衝突是彼此在利益、觀念、意圖上的對

立。蘇福壽（1998：18）衝突是彼此在角色期望、目標、責任與權力歸屬、價值

等觀念意圖上之對立。張照璧（1999：29）衝突則是彼此意見、理念上的分歧，

及意圖上的對立。 

Pondy（1967：302）的衝突模式中，感受衝突階段就是因衝突而產生敵意、

緊張、憂鬱等情感反應。張照璧（1999：36）亦指出衝突反應包含外顯的攻擊行

為（身體或語言暴力）或內隱的抗拒行為（不合作、生悶氣、冷漠）。 

（四）衝突主體彼此交互的過程 

Pondy（1967：299-306）視衝突為一種動態過程，此衝突過程可分成五個階

段，分別是潛在衝突、知覺衝突、感受衝突、外顯衝突、衝突後續。 

Thomas（1976：895）亦認為衝突是一個過程，可分成挫折、概念化、行為、

結果等四個階段。                                                        
此外，許多學者皆認為衝突是一種互動過程（張鐸嚴，1985：11；張德銳，

1994：96；林靜茹，1993：16；陳嘉皇，1996：13；吳百祿，1996：317；蘇福

壽，1998：18；張照璧，1999：29；Robbins，1996：505）。此交互的過程包含行

為、態度、價值觀念、情緒、人際關係、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等不同形式的互動。 

 

    綜合以上學者們對衝突意涵的論述，本研究的「導師生衝突」，在衝突主體

方面，可能是學生一個人，即學生的衝突情緒，導師不知情，此屬於單獨個體的

衝突；反之，若學生的衝突情緒，導師可以感受，此衝突主體就是學生與導師雙



方。在衝突主體的對立行為方面，外顯與內隱行為皆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外顯

行為包含語言、肢體攻擊行為，內隱行為包括不合作、生悶氣、冷漠、緊張、憂

鬱、焦慮等情緒反應。 

    衝突產生後，衝突主體將如何化解衝突情緒？置之不理、尋求溝通管道，還

是採取報復行動，以下將進一步探討衝突處理的方式。 
 
 

貳、衝突處理方式之意涵 

衝突的產生常伴隨著不愉快的經驗，但衝突發生後，當事人該如何尋求解

決？以化解彼此不愉快的情緒。以下是衝突處理方式意涵的探討。 

衝突處理方式，有些研究者稱之為衝突反應方式（王振鴻，1989；江嘉杰，

1998；Lindeman, Harakka, & Keltikangas -Järvinen，1997）、衝突管理策略（林靜

茹，1993；胡峻豪，1997；張鐸嚴，1985；陳嘉皇，1996；Thomas，1976；Verderber 

& Verderber，1995）、衝突處理策略（莊玲珠，2000；Yuen，1992）、衝突因應策

略（吳忠泰，2002；張照璧，1999；楊雅惠，1995；蔡明若，1994）、衝突解決

（彭懷真等譯，1991；Stevahn, Johnson, Johnson, & Schultz，2002）等，用語雖不

同，但實質意義卻是相同的。 

Ohbuchi & Yamamoto（1990：349）認為衝突處理策略指「衝突情境中的個

人，企圖運用影響力來改變對方的認知、情感與行為的過程。」 

社會學辭典指出，衝突解決係指「有競爭目標的個人或團體，發現減低彼此

對抗的方法。衝突可經由戰爭、談判、妥協、發現共同目標或敵人，而被解決（彭

懷真等譯，1991：173）。」 

張照璧（1999：57）國小學童師生衝突知覺之研究中，將衝突因應策略定義

為「學生在師生衝突情境中，運用認知、行動或情緒上的影響力，企圖改變教師

認知、行為或情緒的行為方式。」 

 

綜合上述關於衝突處理方式的意涵，本研究之導生衝突處理方式指「學生因

學習表現、學習態度、行為舉止、班級事務等方面不符導師期望，而導致學生與

導師間產生對立與不相容的情形時，學生所採用的解決策略。」 
 
 
 



參、衝突處理方式之類型 
    衝突處理模式大致可分成三類，一為衝突的一方妥協、退縮，二為衝突雙方

達成和解的協議，三為由第三者介入居中協調。此三種衝突處理類型，以包含前

二者為學者最常引用（黃麗莉，1999；Hellriegel¸ Slocum, & Woodman，1998；

Rahim，1983；Thomas，1976；Verderber & Verderber，1995）；但包含三類的衝

突處理模式亦有學者採用（蔡明若，1994；關秉寅，1999，2001；Nakkula & 

Nikitopoulos，2001）。以下將衝突處理類型作一概略說明： 

 

一、涉及單方與雙方的衝突處理 
涉及單方與雙方的衝突處理模式中，Thomas（1976）的模式常為學者引用（張

德銳，1994：109-110；蘇福壽，1998：49-51；莊玲珠，2000：42-44；Owens，

1998：244-247；Robbins，1996：511；Rollinson, Edwards, & Broadfield，1998：

410；Tezer，2001：697-698；Tezer & Demir，2001：526）。 

Thomas（1976：900-901）在衝突的行為階段中，依「滿足他人的合作程度」

與「滿足自己的堅持程度」兩面向將衝突處理方式分成合作（collaborative）、競

爭（competitive）、分享、逃避（avoidant）、順應（accommodative）等五類，如

圖 2-1所示： 

（一）合作（整合 integration） 

    合作行為指雙方共同合作，完全滿足雙方的需求，屬於一種高度堅持—高度

合作的取向，衝突的結果將是「雙贏」的局面。 

（二）競爭（支配 domination） 

    競爭行為指只顧自己，不顧慮他人，屬於一種高度堅持—低度合作的取向，

可說是「輸—贏的權力抗爭」，衝突的結果將是「我贏你輸」的局面。 

（三）分享（妥協 compromise） 

    分享行為介於競爭（支配）與順應（讓步）之間，彼此退讓，以求和平共存，

屬於一種中度堅持—中度合作的取向，衝突的結果將是「有贏有輸」的局面。 

 
 
 
 
 



            ● 競爭                           ● 合作 
       堅持的   （支配）                               （整合） 

 
 
滿足自己                       ● 分享 

                                      （妥協） 

 
               逃避                                  順應 

     不堅持的   （忽視）                               （讓步） 

            ●                                ● 
             不合作的                        合作的 

                             滿足他人 

圖 2-1  Thomas衝突處理模式圖（Thomas，1976：900） 

 

（四）逃避（忽視 neglect） 

    逃避行為指不顧自己也不考慮他人的需求，屬於一種低度堅持—低度合作的

取向，衝突的結果將是「雙輸」的局面。 

（五）順應（讓步 appeasement） 

    順應行為著重滿足他人，而不顧自己，屬於一種低度堅持—高度合作的取

向，衝突的結果將是「你贏我輸」的局面。 

此外，Rahim（1983：368-369）依據 Blake和Mouton及 Thomas的模式，以

「關心自己」與「關心他人」兩面向，將衝突處理分成整合、支配、妥協、逃避、

順應（obliging），如圖 2-2所示。 

關心自己 

                         高              低 

 
            高 

關心他人 

              低 
 

圖 2-2  Rahim衝突處理模式圖（Rahim，1983：369） 

整合              順應
 
 
支配                  逃避 

妥協 



至於，Verderber和 Verderber（1995：297-301）則將衝突處理方式分為五種

主要類型：說服（persuasion）、攻擊（aggression）、退縮、投降（surrender）和討

論。並且認為「問題解決式的討論」是人際關係中處理衝突的最佳方式，因為透

過討論能有開放的思考，而且雙方是平等的。問題解決的討論過程包括定義與分

析問題、建議可能的解決方法、選擇最適合的方法和履行所做的決定。 

    反觀國內學者，黃麗莉（1999：149-171）將中國人的衝突處理方式分成協調、

抗爭、退避及忍讓四大類，如圖 2-3所示，橫軸代表他人的利益或意見，原點的

右邊（+號）代表於他人有得利或接納對方之意見；原點的左邊（-號）代表他人

有所損失或對方之意見遭拒斥。縱軸代表自己的利益或意見，原點的上邊（+號）

代表於自己有利或自己之意見獲接納；原點的下邊（-號）代表自己有所損失或己

方之意見遭拒斥。        

          Y 

 
                                自 

                                     己 

抗爭（-，+）       的   協調（+，+） 

                   據理力爭          利    相濟相成 

                   權威強制          益    折衷妥協 

                   出擊反擊          或    協商談判 

                                     意 

                                     見 

                             Ⅱ Ⅰ                       X 

                                  Ⅲ Ⅳ    他人的利益或意見                    
                              
                退避（-，-）            忍讓（+，-） 

                    玉石俱焚               自我壓抑  

                    消極抵制               阿 Q精神 

                    隔離退棄               順勢迂迴 

 

圖 2-3  黃麗莉中國人衝突處理模式圖（黃麗莉，1999：150） 

 



以上學者對衝突處理模式的討論，皆著重於單方或雙方的處理方式，單方處

理方式包括逃避、順應、投降、忍讓、攻擊、抗爭，而雙方的處理方式則包括整

合、協調、討論。 

 

二、涉及單方、雙方與第三者介入的衝突處理 
除單方與雙方衝突處理外，此模式更增加了第三者介入的衝突處理方式。 

Nakkula和 Nikitopoulos（2001：9）探究阿根廷 10-15歲青少年談判訓練與

人際發展中，將衝突處理方式分成身體搏鬥（physical fighting）、爭辯（arguing）、

迴避（walking away）、尋求成人協助（getting an adult）、告訴其他人（talking it out）。 

蔡明若（1994：18-19）將國小學童人際衝突因應策略分成利社會性、爭論性、

訴諸權威、利誘哄騙、情感性、轉移或放棄目標六類。其中，訴諸權威指當事人

採取訴求父母、教師或其他人等因應行為。 

關秉寅（1999：137；2001：144-145）則依 A. V. Horwitz社會控制的觀點將

衝突處理方式分成四種類型，其中不採取行動、單方解決與雙方解決屬於非正式

的社會控制，而三方解決屬於正式的社會控制： 

（一）不採取行動 

    不採取行動又可分成容忍、迴避及離開等型式，這些型式基本上皆在避免進

一步升高衝突。 

（二）單方解決 

    單方解決是一種對立性的手段，由自認為受害的一方，以對立或攻擊性的方

式單方面對付另一方。此屬於一種報復型態，通常是因為沒有一個具有權威的第

三者能介入仲裁衝突。 

（三）雙方解決 

    雙方解決指衝突的雙方直接尋求解決爭端之方法，此常涉及雙方直接協議，

或由第三者提出協議之條件交由雙方決定，在此第三者並無權威性之地位。 

（四）三方解決 

    三方解決是由具有權威性地位之第三者介入仲裁雙方爭議，可透過法律機關

等，將私人問題轉換成公共問題。 

 

    綜合以上單方、雙方或第三者介入的衝突處理方式，本研究擬依據關秉寅

（1999，2001）對衝突處理方式的分類，將國中生處理導師生衝突的方式分成不



採取行動、報復、雙方溝通以及第三者介入等四種方式，使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

生衝突方式的瞭解更加全方位，茲分別予以說明如下： 

（一）不採取行動 

    回應先前研究者對「衝突」所下的定義，衝突除了外顯的語言、肢體攻擊行

為外，還有不合作、生悶氣、冷漠、緊張、憂鬱、焦慮等內隱的情緒反應，故衝

突可以是一方內在的心理反應，而另一方卻不自知。以導生衝突來說，當學生被

導師指正服裝儀容，學生表面上是虛心領教，但內心卻是暗潮洶湧，反導師反得

不得了，而導師卻一點都不曉得，此衝突的處理方式就是「不採取行動」。學生

遇到與導師意見、認知不一致的衝突事件，僅以生悶氣、不了了之、逃避等消極

方式回應，或只是背地裡痛罵導師，而沒有積極的報復行動。  

（二）報復 

    報復指採非正式的管道處理衝突。以導生衝突為例，當學生被導師指正服裝

儀容，學生的不滿已不是背地裡罵罵可以滿足，學生可能會自己想辦法報復導

師，且通常是尋求非正式的解決管道，嚴重的可能下課後集結校內外同夥圍毆導

師。 

（三）雙方溝通 

    雙方溝通指衝突的雙方皆知覺衝突的存在，並共謀衝突解決之道。當學生被

導師指正服裝儀容，學生可能當下或私下將自己的不滿表達出來，讓導師知道。

導師若不予以理會，學生可能採用吵架、威脅等激進的方式抗爭；反之，導師若

願意傾聽學生的聲音，彼此表達各自的立場與期望，衝突事件可望獲得圓滿的解

決。 

（四）第三者介入 

    第三者介入指雙方的衝突經由第三者出面協議。以導師衝突為例，當學生不

服導師的管教時，學生可透過同學、家長出面表達，或經由其他教師、主任，甚

至是校長出面調解。  

     

    上述四種衝突處理方式，以「雙方溝通」與「第三者介入」較符合社會期待，

亦較社會所接受，屬於理性的衝突處理方式；而「不採取行動」與「報復」則分

屬消極與積極但為對立性之衝突處理方式，二者皆不為社會所鼓勵與接受，並認

為這是不理想的衝突處理方式。 

 



肆、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因素 
本研究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因素，主要將聚焦在「學校規模」、「導師

管教方式」、「導師生關係」是否有影響。從外部環境的學校規模探討起，也就說

大型學校的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的方式，和小型學校的國中學生是否有不

同，此乃鉅視的影響因素；接著是導師個人因素，其中主要探討導師的管教方式，

專制、民主、放任、冷漠的導師，是否對學生在處理導師生衝突時有所影響；最

後則是導師生關係的良窳是否影響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分別論述如下： 

 
一、學校規模方面 
學校規模的界定方式有三，一是依學校面積，二是依學生人數，三則是依班

級數（方吉正，1998：136-138）。而目前我國教育行政運作是以班級數來界定學

校規模，根據民國 77年公佈之「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國

民小學與國民中學之規劃，以不超過四十八班為原則，規模過大者，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應增設學校，重劃學區。」 

學校規模對衝突處理方式的影響為何？大型與小型學校各有其優缺點，通常

大型學校資源多，教學設備亦較齊全，但相對師生互動頻率低，雙方較無深厚的

情感投入；小型學校則師生互動頻繁，有深厚情感投入，學生參與活動機會高，

同時同儕間也較容易發展密切的情誼（黃德祥，1998：544）。L. J. Francis研究發

現學生在規模小的學校對學校持愉快的、好的、有趣的、高雅的、快樂的、重要

的以及友善的等正面態度（方正吉，1998：142）。Edington和 Gardener（1984：

44）研究亦指出小型學校的學生，對學校持較正面的態度。張照璧（1999：168）

研究則發現就讀中型學校的學童，明顯比小型學校學童易採用「統整」的衝突處

理方式。E. J. Haller針對 175所美國鄉村高中所作的研究顯示，學規模愈大，學

生的問題行為愈多，其問題行為包括侮辱師長（方吉正，1998：143）。 

 

綜合以上學者對學校規模的界定，以及學校規模對學生的影響。故本研究將

學校規模視為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因素，並預測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學

生，在面對導師生衝突時，可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二、管教方式方面 
何謂管教？吳清山（1996：125）整理中英文辭典對「管教」一詞的解釋，

指出管教本身具有教導、訓練或處罰之意，其目的在使個體表現良好的行為。 

管教這個名詞是源自於「門徒」（disciple）而來的，門徒意指受到別人的教

導，尤其是接受教師所傳授的學理和教義，如耶穌的十二門徒。管教意味著知識

中的一個特別部分，或是教導的一個分支。管教字義上是去學習的意思，指一個

人在適應社會需要的學習過程，它產生於平衡個人需要，是別人要求下的一種需

求，以及生活的社會或環境加諸的約束及限制（廖榮利，1986：225-228）。 

吳其鴻（2001：44）綜合多位學者的觀點，認為管教即是在教育情境中，教

師為維持教學情境，以促進教學活動順利進行，所採取的一種上對下的控制、約

束、管理、教育的活動。並且此一活動為教師所應當盡之義務與必然的責任。 

由於教師具有替代雙親的角色，因此，法律賦予教師管教學生的責任，教師

管教學生相關法源依據如下： 

（一）教師法 

    根據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教師負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

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的義務。 

（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教育部依照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全文共

五章三十條，對於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的目的、方法、處理原則，均有較以往明

確的規範。 

吳清山（1984：37）將導師管教態度分成民主型、嚴格型、放任型、冷淡型

四種，說明如下： 

（一）民主型 

    民主型指導師能與學生打成一片，誘導學生而不予以強制；給予學生個別的

注意與關懷，同時亦激發學生自動自發的精神。 

（二）嚴格型 

    嚴格型指導師管教學生時，強調權力、嚴肅、重視學生秩序，不喜歡發問或

表示意見，常認為自己的命令具無上權威，一定要學生接受，有時亦常因班上部

份學生的過錯而責罰全班。 

（三）放任型 

    放任型指導師管教學生時，很容易答應學生的要求，很少干涉學生的行動，



亦不願指揮學生行動，聽任學生自由活動，不重視秩序的維持。 

（四）冷淡型 

    冷淡型指導師管教學生時，很少接觸或瞭解學生，亦不關心學生的表現，總

是忙著自己的事情，即使學生遭遇困難時，亦不會主動設法幫助。 

 

    根據吳清山的分類，研究者將導師的管教方式歸納成下列四種，分別說明如

下： 

（一）專制管教方式 

     此管教方式的導師藉由嚴厲的懲罰，使學生服從紀律或規範，一切事務皆

由導師作決定，學生沒有反對的權利。 

（二）民主管教方式 

     此管教方式的導師透過討論、分享的方式與學生互動，一方面瞭解學生的

想法，試著修正自身的管教方式，另一方面也讓學生瞭解導師的期待，鼓勵好的

行為，懲罰不好的行為。 

（三）放任管教方式 

    此管教方式的導師給學生高度的自由，對於學生的言行舉止，很少規範或修

正，強調高度接受、支援與回應。 

（四）冷漠管教方式 

    此管教方式的導師很少與學生接觸，彼此幾乎是不互動，他們對學生的言行

舉止沒有任何要求，但相對地也不提供任何支援與回應。導生關係形同陌路。 

導師的管教方式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的影響為何？王淑俐

（1996：112-118）認為具有權威主義、教條主義、控制性、攻擊性等人格特質的

教師，易與學生產生衝突。其中，權威主義的教師指強調教師的權威地位，習慣

性的使用評價性字眼與斥責方式，其評價或斥責並非依據客觀標準或理性思考，

大多只是個人主觀的認定；教條主義的教師就是較主觀，無法以開放的心胸，接

納不同於自己所認定的意見；控制性的教師自恃甚高，一味要求學生「聽我的」，

過於專斷獨裁，而自己彷彿不會犯錯，絕不需要別人的指導；攻擊性的導師自我

防衛太強，過於看重教師的權威、地位與尊嚴，一旦被學生侵犯（頂嘴、反抗、

不服從），即會以語言或肢體方式體罰學生。故導師的管教方式對導師生衝突的

產生有其影響力。 

 



D. H. Hargreaves亦指出師生衝突可分成教學上、管理上與性格上三類。其

中，管理上的衝突指教師對於學生行為控制方式，學生不能接受。通常是教師管

理太嚴格，如規定學生下課不能出去，對頭髮、服裝儀容等要求嚴苛，這都容易

發生衝突；也可能是管理上前後矛盾，或教師之間不一致，學生不瞭解教師的措

施。有了管理上的衝突，學生往往表現出消極的退縮、反抗、破壞公物或直接言

語衝突，甚至當面爭執、打教師，行為表示出不滿，有時導致學生記過、轉學、

殺害教師、縱火等嚴重事件（吳武典，1992：380-381）。 

 

故本研究預測不同導師管教方式的國中學生，在面對導師生衝突時，可能會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三、導師生關係方面 
    導師生關係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的影響為何？江文雄（1999：

3159）亦指出師生關係和諧，通常學生的表現也多積極正向，反之，師生關係不

和諧，通常學生容易故態復萌、消極負向等不當行為層出不窮。 

什麼是師生關係？D. N. Aspy和 F. N. Roebuck認為師生關係是一種人際關

係，本質上也就是一種協助的過程，教師在這關係中是較具知識者，並致力於協

助學生成長，而學生則是較缺乏知識的被協助者（劉福鎔，1996：29）。故師生

關係是導致學生成長、學習、適應及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R. S. Downie等更進一步指出教師與學生之間是一種特殊的角色關係，教師

擁有社會賦予的權威與地位，透過其所採用的各種方法，促使學生學習成人認為

有用的知識，以有效達成教學目標；學生則通常傾向於依自己喜歡的學習方式，

去學習自己認為感興趣的事物；師生之間彼此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可能一致

或不一致，故教學情境中的師生交互作用，即是這種協調狀態或衝突狀態的過程

（張慧文，1984：30）。 

 

因此，導師生關係的好壞影響導師生衝突是否產生，一般而言，導師生關係

好衝突較不易產生，反之，導師生關係差衝突則比較容易產生，而導師生關係好

壞又是如何影響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將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伍、其他影響衝突處理方式之因素 
過去的研究發現性別、年齡、職務、學業成就、社經地位等因素對衝突處理

方式有影響，但這些因素並非本研究的焦點，故研究者將這些因素作進一步的控

制，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性別方面 
    以性別而言，多數研究皆指出性別不同，衝突處理方式亦不同（張照璧，

1999：168；蔡明若，1994：107；關秉寅，2001：162；Black，2000：508；Lindeman, 

Harakka, & Keltikangas -Järvinen，1997：348；Ohbuchi & Yamamoto，1990：357；

Rahim，1983：374）。 

Rahim（1983：374）研究指出女性在衝突處理上，較男性採用更多「整合」、

「逃避」、「妥協」的方式。Ohbuchi和 Yamamoto（1990：357）研究日本國小學

童人際衝突處理，亦發現國小女童比男童更會使用衝突處理策略。 

張照璧（1999：168）研究認為衝突處理方式會因性別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國小男童較易採用「競爭」、「逃避」的衝突處理方式，國小女童則較易採用「統

整」、「順從」、「妥協」的衝突處理方式。蔡明若（1994：107）研究指出國小學

童面對老師的衝突情境下，男生較女生更常採用「爭論性」、「轉移性」策略來因

應；而女生則比男生更常使用「訴諸權威」策略，亦有相當高的比例會使用「情

感性」策略來因應。關秉寅（2001：162）研究則指出男性青少年與教師發生衝

突時，「不採取行動」的機率比女性多四倍，而由「三方解決」的機率則比女性

小很多。 

     

二、年齡方面 
    Ohbuchi和 Yamamoto（1990：356-357）研究發現年齡愈大的學童愈會使用

權力策略，且隨著年紀增長，使用雙向衝突解決方式的頻率增加。J. Z. Rubin和

B. R. Brown研究指出年齡愈大者愈傾向「合作」的方式（張照璧，1999：65）。 

反觀國內研究，蔡明若（1994：107-108）發現國小學童面臨師生衝突，愈高

年級愈常採用「爭論性」策略，愈低年級則愈容易採用「利社會性」策略。而張

照璧（1999：168）研究亦認為五、六年級學童則較易採用「競爭」、「妥協」的

衝突處理方式，國小四年級學童較易採用「順從」的方式。關秉寅（2001：162）

研究則指出青少年與教師發生衝突時，年齡愈大者愈會採取「雙方解決」方式。 



三、職務方面 
    在職務方面，張照璧（1999：168）研究發現擔任幹部的國小學童易採用「順

從」的衝突處理方式，非幹部學童則易採「競爭」、「妥協」的方式。 

 

四、學業成就方面 
依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中學在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

全國民為宗旨。」但事實上，智育卻是當今教育的重要內容，任何階段的學校教

育都很重視知識的傳授與智慧的啟迪。依 Blown的主張，智識的領域應包含知

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六個層次；而「成就」則指經由正式課程、

教學設計、特殊教育經驗而獲致的知識、理解和技能，是個體經由特殊教學而獲

致的某些訊息和精熟的某些技能。故學業成就係指透過學習歷程獲致較為持久性

的行為結果，亦可說是學生在學校學習所獲得的知識、技能（張玉茹，1996：

179-180）。 

以學業成就來看，通常學業成就較高的學生對學校有深厚的情感，喜歡停留

在學校之中，個人比較有成功與心理滿足的感受，願意表現符合師長期望的行

為。反之學業成就差的學生，容易輟學、逃學，有太多閒於時間從事刺激與興奮

的事情，在學校有太多挫折與失敗，以及心理滿足感較低，故容易產生偏差行為

與犯罪行為（黃德祥，1998：570）。 

莊玲珠（2000：140）研究指出親子發生衝突時，學業成就與衝突處理方式

有顯著差異，學業成就低的國中生對父親較常以「合作」、「妥協」、「迴避」的衝

突處理方式，較少以「遷就」；但對母親無顯著差異。 

 

五、社經地位方面 
    社經地位而言，張照璧（1999：168）研究發現高社經地位的學童，比低社

經地位學童易採用「競爭」、「妥協」的衝突處理方式。關秉寅（2001：162）研

究指出師生衝突時，父親的教育程度與「攻擊性」衝突解決方式有關，攻擊性解

決方式包括想報法報復，以及與對方吵架、威脅對方等雙方解決（關秉寅，2001：

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