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的分析策略，先將本研究之焦點變項作單變項與雙變項分析後，

再分別探究學校規模、導師管教方式、導生衝突頻率、導生關係對導師生衝突處

理方式的影響，依序分成六節。第一節為基本描述統計分析，第二節為國中學生

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之分析，第三節為學校規模之影響分析，第四節導師管教方

式之影響分析，第五節導師生衝突頻率，第六節導師生關係之影響分析，茲分別

討論如下： 

 

第一節  基本描述統計分析 

壹、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 
    本研究之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依據相關理論分成「不採取行動」、

「報復」、「雙方溝通」、「第三者介入」四類。但經實地深入國中校園蒐集資料，

進行因素分析後發現，國中學生導師生衝突處理僅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不了了

之、生悶氣、逃避的「不採取行動」，第二類是學生對導師採取單方報復行動的

「報復」，第三類則是透過同學、家人、其他師長與導師間的「協議溝通」。此結

果與 Lindeman等人（1997）研究分類相同，Lindeman等人將青少年衝突處理分

成攻擊、符合社會期待、退縮三類。雙方溝通與第三者介入無法區辨實不難理解，

無論是自行溝通或尋求外援介入以化解導師生衝突，二者和消極的不採取行動與

積極負面的報復相較下，都屬於較理性的解決方式，也較符合社會期待，並且為

社會所接受的衝突處理方式。 

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為何？華勒（W. Waller）認為學校為一種處於

暫時平衡狀態的專制組織，教師高高在上，由成人社會授以權威，學生只能順從

權威、接受領導，師生關係是一種制度化的「支配—從屬」關係，彼此之間有潛

在對立的情感。教師為維持紀律、增進學習，必須採取適當的控制方法，例如：

命令、斥責、處罰、考試、評分等。有些學生與教師之間可能長期對立，教室秩

序有時因而失去控制。不過，華勒認為教師在相對狀態中仍佔優勢，否則，其將

不能成為教師（陳奎熹，1996：54；賈紅鶯，1996：13）。 

本研究結果亦顯示，教師權威猶在，「不採取行動」是國中學生最常使用的

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而「報復」則是最不常用的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 

表 4-1是國中學生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每題平均分數，其中以第 5題自己生

悶氣（平均數＝2.81）、第 1 題不了了之（平均數＝2.78）、第 3 題自己與導師溝



通（平均數＝2.47）得分最高，分屬「不採取行動」和「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

式。表 4-2則可以發現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的方式，依序是「不採取行動」

（平均數＝2.68）、「協議溝通」（平均數＝1.93）、「報復」（平均數＝1.40）。 

 

表 4-1  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選項上的得分平均數（N＝679） 

處理方式 題號 答題選項 平均數

不採取行動 5 你會自己生悶氣。 2.81 

 1 你會不管它，就當沒發生過。 2.78 

 10 你會很想逃離現場，不想再看到導師。 2.44 

協議溝通 3 你會設法和導師討論問題的原因，以求得解決方式。 2.47 

 4 你會告訴同學，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2.21 

 7 你會告訴爸媽或家中長輩，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2.11 

 9 你會告訴其他老師，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59 

 11 你會告訴主任、校長，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27 

報復 2 你會馬上報復導師。 1.51 

 6 你會私下找同夥一起報復導師。 1.38 

 8 你會私下找機會報復導師。 1.30 

 

表 4-2  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得分的平均數和標準差（N＝679） 

處理方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數 排序 

不採取行動 677 8.03 2.48 3 2.68 1 

報復 676 4.18 2.17 3 1.40 3 

協議溝通 675 9.64 3.40 5 1.93 2 

 

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的方式仍以「不採取行動」最為普

遍，亦即當學生與導師發生不愉快時，還是以逃避、自己生悶氣、不了了之的方

式處理居多，用暴力行動攻擊導師還是其次。此與華勒的主張相符，表示教師傳

統權威雖在動搖，但教師與學生之間還是存有支配—從屬的關係。此亦與關秉寅

（2001：155；2002：162）研究發現相同，青少年和父母親、教師和兄姊等身分

地位比較高者產生衝突，生悶氣、不了了之是最常使用的衝突解決方式。因為他

們沒有辦法對抗導師的權威，只好選擇消極的屈服於權威之下，故國中學生處理



導生衝突方式還是比較傾向於自己生悶氣或不了了之，僅有少數的學生選擇挑戰

導師的權威，以暴力的方式發洩自己不愉快的情緒。 

不採取行動的衝突處理方式，常伴隨著隱抑式的表面和諧。黃麗莉（1999：

256-292）在其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中，曾指出六種人際和諧類

型，分別是投契式、親和式、合模式、區隔式、疏離式，以及隱抑式。其中，區

隔式屬部份和諧，而疏離式與隱抑式屬表面和諧。隱抑式和諧指涉著在表面的和

諧下，內隱著許多負面的泛道德性評價，使人情緒激動與不滿。 

中國千年文化強調凡事「以和為貴」，導致衝突情緒常常沒有適當的宣洩管

道，師生的從屬關係更是如此，教師擁有管教的權威，即使學生有衝突的情緒，

也不趕輕易表露，一方面深怕衝突情緒化解，卻破壞原本的和諧關係；一方面亦

擔心衝突情緒沒有獲得解決，關係也搞壞，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故不採取行動

衝突處理方式為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的大宗，實不難理解，導師與學生的關

係是無法改變，導師生雙方在必須保持接觸的情況下，學生只好將對導師的不滿

或敵意等負面情緒強行壓制下來，改以逃避、自己生悶氣的方式處理衝突情緒。

然而，當內隱的不滿與敵意無法壓抑的時候，報復行動亦可能伴隨而生。 

 

 

貳、導師管教方式 
表 4-3是導師管教方式每題平均分數，其中以第 12題「導師會跟同學解釋為

何要遵守某些規定」（平均數＝3.66）、第 8 題「做錯事時，導師會先聽同學說明

原因，再決定如何處罰」（平均數＝3.60）、第 5 題「導師會先詢問同學的意見或

共同討論後再作決定」（平均數＝3.49）得分最高，三者皆屬於「民主」管教方式

導師。表 4-4可以發現導師管教方式，依序是民主（平均數＝3.55）、專制冷漠（平

均數＝2.44）、放任（平均數＝2.11）。 

整體來說，現今國中導師管教已漸漸趨向「民主」，導師透過分享、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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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懲罰不好的行為。 

 

 

 

 



表 4-3  導師管教方式選項上的得分平均數（N＝679） 

管教方式 題號 答題選項 平均數 

民主 12 導師會跟同學解釋為何要遵守某些規定。 3.66 

 8 做錯事時，導師會先聽同學說明原因，再決定如何處罰。 3.60 

 5 導師會先詢問同學的意見或共同討論後再作決定。 3.49 

 2 導師會鼓勵同學把看法表達出來。 3.46 

專制冷漠 1 導師會認為他的看法才是最正確的。 3.14 

 4 導師會用命令的方式告訴同學應該怎麼做。 2.93 

 7 導師會要求同學絕對地服從他。 2.43 

 11 做錯事時，導師會毫不考慮的責備或處罰同學。 2.39 

 3 導師忙自己的事，不太和同學談話。 2.30 

 10 導師會認為只要不去煩他就好了。 2.08 

 14 當同學問問題時，導師都不太有反應。 1.77 

放任 6 做錯事時，導師會捨不得體罰同學。 2.27 

 9 與導師意見不合時，導師會順著同學。 2.24 

 13 導師會討好同學。 1.83 

 

表 4-4 導師管教方式得分的平均數和標準差（N＝679） 

管教方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數 排序 

專制冷漠 670 17.05 5.30 7 2.44 2 

民主 673 14.21 3.45 4 3.55 1 

放任 676 6.33 2.18 3 2.11 3 

 

 
參、導師生衝突頻率 
本研究導師生衝突頻率共分五個層次，為「從來沒有」、「每年數次」、「每月

數次」、「每週數次」、「每天數次」。其中，「從來沒有」導師生衝突頻率最低，「每

天數次」導師生衝突頻率最高，依序遞增。 

研究結果顯示，「從來沒有」導師生衝突經驗學生佔 37.6％，其次是「每年

數次」佔 28.4％、「每月數次」佔 16.2％、「每週數次」佔 13.0％，最少是「每天

數次」僅佔 4.9％，依序遞減。也就是說，雖有近四成的學生從沒有導師生衝突



的經驗，但是大多數學生或多或少還是有導師生衝突的經驗。 

其餘變項的描述統計，請參閱附錄一。 

 

 

肆、學生衝突處理方式、導師管教方式、導師生衝突頻率、導

師生關係之相關 
    表 4-5是學生衝突處理方式、導師管教方式、導師生衝突頻率、導師生關係

等本研究重要變項之相關。 

 

表 4-5 學生衝突處理方式、導師管教方式、導師生衝突頻率、導師生關係之相關 

學生衝突處理方式 導師管教方式  

不採取

行動 

報復 協議 

溝通 

專制 

冷漠 

民主 放任 

導師生 

衝突頻率 

導師生

關係 

不採取

行動 

        

報復         

學生 

衝突 

處理 

方式 協議 

溝通 

        

專制 

冷漠 

.348*** .206** -.002      

民主 -.058 -.338** .129**      

導師 

管教 

方式 

放任 -.084* .096* .114**      

導師生 

衝突頻率 

.320** .362** -.035 .363** -.252** -.032   

導師生關係 -.251** -.262** .228** -.299** .595** .180** -.380**  

*在顯著水準為.05時，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1時，相關顯著。 

 

從表中可知道，專制冷漠管教方式與不採取行動、報復之衝突處理方式呈正

相關，且相關達顯著，即導師管教方式為專制冷漠，學生在處理導師生衝突時，

愈可能使用不採取行動、報復之衝突處理方式。民主管教方式與報復之衝突處理

方式呈負相關，與協議溝通之衝突處理方式呈正相關，且相關達顯著，指當導師



管教方式為民主時，學生在處理導師生衝突時，愈不可能使用報復之衝突處理方

式，但愈可能使用協議溝通之衝突處理方式。放任管教方式與不採取行動之衝突

處理方式呈負相關，與報復、協議溝通之衝突處理方式呈正相關，且相關達顯著，

亦即導師管教方式為放任，學生在處理導師生衝突時，愈不可能使用不採取行動

之衝突處理方式，但愈可能使用報復、協議溝通之衝突處理方式。 

此外，導師生衝突頻率與不採取行動、報復之衝突處理方式呈正相關，與專

制冷漠關管教方式呈正相關與民主管教方式呈負相關。也就是當導師生衝突愈頻

繁時，學生愈可能使用不採取行動與報復之衝突處理方式。當導師管教方式為專

制冷漠時，導師生衝突頻率亦愈高；反之，導師管教方式為民主時，導師生衝突

頻率則愈低。 

導師生關係方面，導師生關係與不採取行動、報復之衝突處理方式呈負相

關，與協議溝通之衝突處理方式呈正相關，乃導師生關係愈差，學生愈可能以不

採取行動、報復方式處理導師生衝突；導師生關係愈好，學生愈可能以協議溝通

之方式處理導師生衝突。導師生關係亦與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呈負相關，與民主、

放任管教方式呈正相關，係導師管教方式為專制冷漠，導師生關係普遍不好，而

導師管教方式為民主、放任，導師生關係則較好。導師生關係與導師生衝突頻率

呈負相關，可想而知，導師生衝突頻率很高，導師生關係當然好不到哪裡去。 

 

 

第二節  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之分析 
鑑於本研究是採學生自評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所以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時，

研究者將依影響程度，由學校環境變項、導師個人變項、學生個人變項、導師生

衝突頻率與導師生關係依序予以逐步控制，以觀察變項間的解釋力，亦即將從遠

因開始解釋，進而是學生個人因素，最後是導生互動因素近因的解釋。模型一即

是學校環境變項對衝突處理方式的影響分析，主要是學校規模，此屬於外部環境

變項，是影響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的遠因；模型二則是加入導師個人變

項後對衝突處理方式的影響分析，有導師性別、任教科目、服務年資、管教方式

（專制冷漠、民主、放任），因導師與學生有實際的接觸，所以導師個人變項對

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的影響不小；模型三則是再加入學生個人變項後對衝突

處理方式的影響分析，包含學生性別、年級、班級職務、學業成就、父母親教育

程度、父母親職業、家庭經濟狀況，這些是研究對象本身的個人變項，以及影響



最為深遠的家庭環境變項；最後模型四是加入導師生衝突頻率、導師生關係後對

衝突處理方式的影響分析，此二者屬於中介變項，可能受導師個人變項與學生個

人變項的交互作用影響，故其影響學生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最為直接。以下分別

就不採取行動、報復、協議溝通三種衝突處理方式作進一步的分析： 

  

壹、以「不採取行動」方式處理衝突之分析 
本研究之不採取行動指學生面對導生衝突時，以「不管它，當沒發生過」、「自

己生氣悶」或「不想再看到導師」等方式處理之。表 4-6即學校環境變項、導師

個人變項、學生個人變項、導師生衝突頻率、導師生關係對不採取行動的多元迴

歸分析。 

 

表 4-6  學校、導師、學生變項對不採取行動影響的多元迴歸分析（N＝679） 
不採取行動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B SE Beta B SE Beta B SE Beta B SE Beta
學校環境變項 .                
  學校規模 .212 *** .058 .151 .197 ** .060 .140 .210 ** .062 .150 .195 ** .061 .139
導師個人變項         
  男性     -.093 .091 -.045 -.121  .092 -.059 -.076  .089 -.037
任教主要科目     -.135 .183 -.031 -.184  .191 -.043 -.245  .185 -.057

  服務年資     .007 .005 .053 .008  .006 .061 .009  .006 .072
  專制冷漠管教     .330 *** .040 .332 .317 *** .040 .319 .202 *** .043 .203
  民主管教     -.040 .039 -.040 -.005  .039 -.052 .068  .048 .069
  放任管教     -.054 .042 -.054 -.031  .041 -.032 .003  .041 .003
學生個人變項             
  男性         -.292 *** .080 -.148 -.331 *** .078 -.167
年級         .053  .086 .027 .070  .084 .035

  擔任班級幹部         .050  .083 .025 .067  .081 .034
學業成就         -.007  .042 -.008 -.017  .040 -.018

  父親教育程度         -.016  .058 -.016 -.010  .056 .011
  母親教育程度         .060  .063 .056 .041  .061 .039
  父親白領階級         -.121  .117 -.052 -.111  .114 -.047
  父親沒有工作         -.130  .192 -.026 -.068  .186 -.014
  母親白領階級         .223  .123 .090 .183  .119 .074
  母親沒有工作         .016  .091 .007 -.032  .088 -.015
  家庭經濟狀況         -.162 ** .052 -.127 -.133 ** .050 -.105
導師生衝突頻率          .191 *** .035 .233
導師生關係          -.140 * .059 -.125
常數 -.462 .138  -.368 .209  .133  .279  .134  .362  
R2 .023 .143 .191 .247 
調整後 R2 .021 .132 .164 .220 
*p<.05  **p<.01  ***p<.001 

 

就表 4-6來看，四個模型的解釋力依次增加，且以模型二「導師個人變項」

加入後解釋力增加最為明顯，由原先 2.3％增至 14.3％解釋力，模型三與模型四



則略有增加但幅度不甚很大，顯示導師個人變項的影響力最大。其中，在學校規

模方面，隨著其他變項加入，影響力略有減少，但皆有達顯著；在專制冷漠型管

教方式方面，影響力在三模型皆有達顯著，但其影響力隨著學生個人變項、導師

生衝突頻率與導師生關係變項的加入而減低，尤其在導師生衝突頻率與導師生關

係變項加入後；在學生個人變項方面，顯示性別為女性、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學

生，面對導師生衝突較容易以不採取行動來回應。此與關秉寅（2001：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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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有

所出入，但與 Rahim（1983）指出女性在衝突處理上，較男性採用更多「逃避」

的方式相符。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傳統社會強調女性應該順從、依賴及人際取向

所致，女性為顧及和諧，大多會採取逃避、生悶氣、不了了之的行為來處理衝突。

將其範圍縮小至國中校園，女學生仍然受此傳統規範影響，因此，與導師發生衝

突時，不採取行動還是明顯多於男學生。此外，比較模式四中各變項之 Beta值，

明顯看出「導師生衝突頻率」與「專制冷漠型」管教方式兩變項對不採取行動衝

突處理方式的影響力最大。 

 

貳、以「報復」方式處理衝突之分析 
本研究之報復指學生在沒有告知導師自己衝突情緒下，採取報復行動，方式

有「馬上或私下報復導師」或「找同夥一起報復導師」。表 4-7是學校環境變項、

導師個人變項、學生個人變項、導師生衝突頻率、導師生關係對報復的多元迴歸

分析。 

就表 4-7來看，四個模型的解釋力依次增加，且以模型二「導師個人變項」

加入後解釋力增加最為明顯，由原先 0.1％增至 16.9％解釋力，增加的幅度比不

採取行動更大。模型三與模型四則略有增加但幅度不甚很大，顯示導師個人變項

的影響力仍為最大，此結果與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相似。其中，在導師管教

方式方面，專制冷漠、民主的影響力在三模型皆有達顯著，但其影響力隨著學生

個人變項、導師衝突頻率與導生關係變項的加入而減低，減少其獨立的影響力；

在學生個人變項方面，顯示男學生比女學生更容易以報復來處理導生衝突，此與

張照璧（1999）研究相符，男生在衝突處理上，較女生採用更多「競爭」的方式。

根據相關研究證實，男性比女性更具有攻擊性，傳統社會亦強調男性應表現競爭

的、主動的、支配的、獨立的、成功取向等特質，也促使男性更會採取攻擊性的

方式來處理衝突。反觀國中校園，男學生仍然受此影響，故與導師發生衝突時，



單方解決還是明顯多於女學生。此外，比較模式四中各變項之 Beta值，明顯看出

「民主」管教方式與「導師生衝突頻率」兩變項對報復衝突處理方式的影響力最

大。 
 
表 4-7  學校、導師、學生變項對報復影響的多元迴歸分析（N＝679） 
單方解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B SE Beta B SE Beta B SE Beta B SE Beta
學校環境變項 .                
  學校規模 -.046  .060 -.033 -.056  .060 -.039 -.025  .062 -.018 -.021  .061 -.015
導師個人變項         
  男性     -.038 .091 -.018 -.018  .091 -.009 .033  .089 .016
任教主要科目     .032 .183 .007 .083  .191 .019 .065  .186 .015

  服務年資     -.003 .005 -.020 -.000  .006 -.004 .000  .006 .007
  專制冷漠管教     .218 *** .040 .216 .216 *** .040 .214 .137 ** .043 .136
  民主管教     -.337 *** .039 -.337 -.335 *** .039 -.335 -.295 *** .048 -.295
  放任管教     .076  .042 .075 .042  .041 .042 .052  .041 .051
學生個人變項             
  男性         .279 ** .080 .139 .229 ** .078 .114
年級         -.006  .086 -.003 .036  .084 .018

  擔任班級幹部         .050  .083 .025 .039  .081 .020
學業成就         .060  .042 .062 .055  .040 .056

  父親教育程度         -.082  .057 -.082 -.055  .056 -.056
  母親教育程度         .019  .063 .017 .003  .061 .003
  父親白領階級         .021  .117 .009 .011  .114 .005
  父親沒有工作         .549 ** .191 .110 .578 ** .187 .115
  母親白領階級         .102  .122 .041 .086  .119 .034
  母親沒有工作         .116  .091 .052 .078  .089 .035
  家庭經濟狀況         -.098  .052 -.076 -.073  .051 -.056
導生衝突頻率          .203 *** .035 .224
導生關係          .022  .060 .020
常數 .095 .141  .145 .209  .013  .279  -.584  .364  
R2 .001 .169 .217 .262 
調整後 R2 -.001 .158 .191 .235 
*p<.05  **p<.01  ***p<.001 

 
 
參、以「協議溝通」方式處理衝突之分析 
本研究之協議溝通指學生會使用外在的資源來解決導生衝突，包括找同學、

家人、其他師長跟導師溝通或自己和導師溝通討論。表 4-8是學校環境變項、導

師個人變項、學生個人變項、導師生衝突頻率、導師生關係對協議溝通的多元迴

歸分析。 

就表 4-8來看，四個模型的解釋力依次增加，但與不採取行動、報復相較下，

所有自變項對協議溝通解釋力都不高，唯有導師個人變項加入後，解釋力略有增

加，由原先 0.2％增至 5.9％，但增加幅度不大，由此可見另有其他因素影響協議

溝通衝突處理方式，因為協議溝通包括請同學、家中長輩、其他教師跟導師溝通，



所以同儕關係、親子關係與其他教師的關係都可能是重要的影響變項，值得探

究。此外，在導師個人變項方面，即面對女性導師與服務年資較長的導師時，學

生較容易以協議溝通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在導師管教方式方面，民主、放

任管教方式在模型二與模型三對皆有顯著的影響，但兩種管教方式在模型四中因

導師生關係變項的加入後而沒有達顯著，由此可見導師生關係對協議溝通衝突處

理方式的影響力頗為深遠。此外，比較模式四中各變項之 Beta值，明顯看出「導

師生關係」與「導師服務年資」兩變項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的影響力最大。 

 

表 4-8  學校、導師、學生變項對協議溝通影響的多元迴歸分析表（N＝679） 
多方解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B SE Beta B SE Beta B SE Beta B SE Beta
學校環境變項 .               
  學校規模 -.065 .060 -.046 .040 .064 .028 .044  .068 .031 .076  .067 .054
導師個人變項         
  男性     -.263 ** .097 -.127 -.215 * .099 -.104 -.207 * .098 -.100
任教主要科目     -.067  .194 -.015 .024  .207 .005 .097  .205 .022

  服務年資     .020 ** .006 .151 .019 ** .006 .143 .018 ** .006 .143
  專制冷漠管教     .022  .042 .022 .039  .043 .038 .103 * .047 .102
  民主管教     .155 *** .042 .155 .151 *** .042 .151 .014  .053 .014
  放任管教     .136 ** .044 .134 .132 ** .045 .130 .088  .045 .087
學生個人變項             
  男性         -.004  .086 -.002 -.022  .086 -.011
年級         -.098  .093 -.049 -.057  .092 -.028

  擔任班級幹部         .090  .090 .045 .043  .090 .021
學業成就         -.009  .045 -.009 -.001  .045 -.001

  父親教育程度         -.028  .062 -.029 -.029  .062 -.030
  母親教育程度         -.053  .068 -.048 -.047  .068 -.043
  父親白領階級         -.012  .127 -.005 -.046  .126 -.019
  父親沒有工作         -.012  .208 .052 .203  .205 .041
  母親白領階級         .260  .133 -.003 .033  .131 .013
  母親沒有工作         -.009  .099 .056 .144  .098 .065
  家庭經濟狀況         .124  .056 .062 .073  .056 .056
導師生衝突頻率          .014  .039 .017
導師生關係          .277 *** .066 .245
常數 .145 .141  -.220 .222  -.411  .302  -1.41  .400  
R2 .002 .059 .076 .105 
調整後 R2 .000 .047 .045 .072 
*p<.05  **p<.01  ***p<.001 

 

以上是將不同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之多元迴歸分析，作一整體性的概略分

析，以下各節將配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依序呈現學校規模、導師管教方式、導師

生衝突頻率、導師生關係對導師生衝突處理方式的影響分析，並推論其可能原因。 

 
 
 



 

第三節  學校規模之影響分析 
    學校規模對國中學生處理導生衝突是否有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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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亦顯示，學校規模在「不採取行動」

衝突處理方式上有影響。以下分別就學校規模對不採取行動、報復、協議溝通衝

突處理方式的影響進行分析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學校規模對「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 
學校規模對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由表 4-6可發現學校規模在不

採取行動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不採取行動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會因學

校規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亦即當學校規模屬「大型學校」時，學生較易以「不

採取行動」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反之，學校規模屬小型學校時，學生較不

會以不採取行動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 

    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學生在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上，學校規模愈大，學

生愈可能以不採取行動的方式來解決導師生衝突，此與研究假設 1-1相符。推論

其原因，學校規模大者，學生人數眾多，導師與學生互動機會相對降低，互動機

會低導師就很難瞭解每一位學生的內在想法，故學生與導師發生衝突時，就僅能

常以不了了之、生悶氣或逃避等方式予以與回應。 

 

二、學校規模對「報復」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 
學校規模對報復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由表 4-7可發現學校規模在報復並未

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報復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不會因學校規模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亦即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學生在報復衝突處理方式上，並沒有顯著

的差異。故研究假設 1-2「學校規模較大的國中生，較易使用報復的方式處理衝

突」並未獲得驗證。採用報復衝突處理方式者，極有可能是導師生衝突頻率高的

學生，所以學校規模的大小對其影響力不是很大。 

 
三、學校規模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 
學校規模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由表 4-8可發現學校規模在協議

溝通並未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協議溝通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不會因學



校規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學生在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上，並沒有顯著差異。故

研究假設 1-3 與 1-4「學校規模較小的國中學生，較易使用雙方溝通、第三者介

入的方式處理衝突」，並未獲得驗證。探究其原因，採用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

者，極有可能是原本導師生關係就很好、與其他教師關係良好、社會資源較多的

學生，所以學校規模的大小對其影響力不是很明顯。 

 

四、小結 
    學校規模僅對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有影響，即學校規模屬「大型學校」

時，學生較易以「不採取行動」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而學校規模對報復、

協議溝通影響則不顯著。 

 

 

第四節  導師管教方式之影響分析 
導師管教方式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是否有影響？D. H. Hargr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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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亦顯示，「專制冷漠」的管教方式對「不採取行動」與「報復」

衝突處理方式有正向影響；「民主」的管教方式對「報復」衝突處理方式有負向

影響，而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則有正向影響；「放任型」管教方式對「協

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有正向影響。 

 

 

一、民主管教方式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之影響 
民主管教方式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是否有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民主

的管教方式對「報復」衝突處理方式有負向影響，而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



式則有正向影響。 

民主的管教是目前導師最常使用的管教方式。民主管教方式對報復衝突處理

方式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協議溝通，對不採取行動則沒有達顯著。 

在報復方面，民主管教方式在報復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7所示。由表

可發現，民主管教方式在報復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報復的導師生衝突解決

方式，會因導師管教方式為民主而有顯著差異。即當導師的管教方式屬「民主」

時，學生較不會以「報復」的方式來處理導生衝突。探究其原因，民主的導師通

常透過討論、分享的方式與學生互動，盡可能瞭解學生的想法，並且積極正向的

鼓勵學生。學生認為有何不合理的情況，都可以隨時跟導師反應，適時表達自己

不滿的情緒，故面對民主的導師，學生大可不必使用報復的行動來處理衝突情

緒，只要理性的與導師溝通，即可獲得圓滿的解決。 

在協議溝通方面，民主管教方式在協議溝通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8所

示。由表可發現，民主型管教方式在協議溝通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協議溝

通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會因導師管教方式為民主而有顯著差異。即當導師的

管教方式屬「民主」時，學生較會以「協議溝通」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此

與研究假設 2-2「國中學生與民主管教方式的導師發生衝突時，較易使用雙方溝

通的方式處理衝突」相符。其意味著，民主的導師多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

只要學生認為有何不合理的情況，都可以隨時跟導師討論，以求得彼此間平衡

點，故面對民主的導師，學生愈可能使用協議溝通的方式來回應導師生衝突。 

在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面，民主管教方式在不採取行動上的迴歸分析結

果，如表 4-6所示。由表可發現，民主管教方式在不採取行動並未達顯著，表示

國中學生使用不採取行動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不會因導師管教方式為民主而

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導師是民主對學生使用逃避、生悶氣等衝突處理方式並沒

有顯著的影響力。 

 
綜上所述，民主的管教方式對「報復」衝突處理方式有負向影響，而對「協

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則有正向影響，乃當導師的管教方式屬「民主」時，學生

較易以「協議溝通」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不易以「報復」的方式處理導師

生衝突。而民主的管教方式對不採取行動影響則不顯著。 

 

 



二、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之影響 
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是否有影響？研究結果顯

示，專制冷漠的管教方式對「不採取行動」與「報復」衝突處理方式有正向影響。 

目前國中導師使用專制冷漠的管教方式僅次於民主，意味著一般導師為維持

班級秩序，適當的教師權威還是必要的。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對不採取行動、報復

衝突處理方式影響顯著，但對協議溝通則沒有達顯著。 
在不採取行動方面，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在不採取行動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

表 4-6所示。由表可發現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在不採取行動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

使用不採取行動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會因導師管教方式為專制冷漠而有顯著

差異。亦即當導師的管教方式屬「專制冷漠」時，學生較易以「不採取行動」的

方式來處理導生衝突。此與研究假設 2-1「國中學生與專制管教方式的導師發生

衝突時，較易使用不採取行動的方式處理衝突」相符。推論其原因，專制冷漠的

導師擁有極高的教師權威，常藉由嚴厲的懲罰是學生服從紀律或規範，一切事務

皆由導師作決定，學生不能反對。故面對此種導師，學生極可能僅以消極的不採

取行動予以回應，將不愉快的情緒往心底藏。 

在報復衝突處理方面，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在報復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7

所示。由表可發現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在報復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報復的導

師生衝突解決方式，會因導師管教方式為專制冷漠而有顯著差異。亦即當導師的

管教方式屬「專制冷漠」時，學生較易以「報復」的方式來處理導生衝突。此與

研究假設 2-4「國中學生與冷漠管教方式的導師發生衝突時，較易使用報復的方

式處理衝突」相符。推論其原因，專制冷漠管教方式的導師很少與學生接觸，彼

此幾乎不互動，導生關係形同陌路。故面對此不關心學生的導師，學生報復的情

緒油然而生，只要一有機會學生極有可能採取報復的行動，例如：捉弄導師、刮

導師的汽車、攻擊導師。 

在協議溝通方面，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在協議溝通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8

所示。由表可發現，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在協議溝通並未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

用協議溝通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不會因導師管教方式為專制冷漠而有顯著差

異。 

 
    綜合以上的討論，專制冷漠管教方式對「不採取行動」與「報復」衝突處理

方式有正向影響，乃當導師的管教方式屬專制冷漠時，學生較易以「不採取行



動」、「報復」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而專制冷漠的管教方式對協議溝通影響

則不顯著。 

 

三、放任管教方式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之影響 
放任管教方式對國中學生處理導生衝突是否有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放任管

教方式僅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有正向影響。 

放任管教是目前國中導師最不常使用的管教方式。探究其時代背景，過去變

相教育體制，強調智育掛帥，不會唸書的學生就沒有出息，以致於這些學生變成

被社會放棄的一群，「放牛班」此名詞因應而生。面對這群被社會放棄的學生，

導師的管教方式亦趨向放任，知識傳授亦等同於對牛彈琴，故導師對學生最低的

要求，只要學生不在校鬧事就好。隨著時代的轉變，開始強調每個學生都有同等

的受教權，不容許被忽視，放牛班似乎變成歷史名詞，導師的管教亦不再是放任。 

放任管教方式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影響顯著，但對不採取行動、報復則

沒有達顯著。 

在協議溝通方面，放任管教方式在協議溝通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8所

示。由表可發現，放任管教方式在協議溝通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協議溝通

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會因導師管教方式為放任而有顯著差異。亦即當導師的

管教方式屬「放任」時，學生較會以「協議溝通」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此

與研究假設 2-3「國中學生與放任管教方式的導師發生衝突時，較易使用第三者

介入的方式處理衝突」相符。探究其原因，放任的導師給予學生高度的自由，對

於學生的言行舉止，很少規範或修正，強調高度接受、支援或回應，故學生與此

種導師發生衝突應當很少，因為彼此間的關係非常良好，倘若真有衝突產生，學

生極有可能使用協議溝通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 

在不採取行動方面，放任管教方式在不採取行動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

所示。由表可發現，放任管教方式在不採取行動並未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

不採取行動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不會因導師管教方式為放任而有顯著差異。 

在報復衝突處理方面，放任管教方式在報復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7所

示。由表可發現，放任管教方式在報復並未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報復的導

師生衝突解決方式，不會因導師管教方式為放任而有顯著差異。 

 

 



綜上所述，放任管教方式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皆有正向影響，係當

導師的管教方式屬放任時，學生較易以「協議溝通」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

而放任的管教方式對不採取行動、報復影響則不顯著。 

 

四、小結 
    導師管教方式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方式影響非常顯著。不論何種衝突

處理方式，導師個人變項都具有相當的解釋力，而導師個人變項中，又以導師管

教方式的影響力最強。「專制冷漠」的管教方式對「不採取行動」與「報復」衝

突處理方式有正向影響；「民主」的管教方式對「報復」衝突處理方式有負向影

響，而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則有正向影響；「放任」管教方式對「協議

溝通」衝突處理方式有正向影響。 

 

 

第五節  導師生衝突頻率之影響分析 
導師生衝突頻率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是否有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導

師生衝突頻率對「不採取行動」與「報復」衝突處理方式有正向影響。 

以下分別就導師生衝突頻率對不採取行動、報復、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的

影響進行分析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導師生衝突頻率對「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 
導師生衝突頻率在不採取行動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所示，由表可發

現，導師生衝突頻率在不採取行動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不採取行動的導師

生衝突解決方式，會因導師生衝突頻率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亦即當導師生衝突較

頻繁時，學生較易以不採取行動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 

    導師生衝突頻率在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上有顯著的差異，此與研究假設

3-1 相符。研究結果顯示，衝突頻率愈高，學生愈可能以不採取行動的方式回應

導師生衝突，意味著當導生衝突過於頻繁，學生對於此衝突情緒也比較習慣，故

極可能改以逃避等方式面對導師生衝突。 

 

二、導師生衝突頻率對「報復」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 
導師生衝突頻率在報復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7所示，由表可發現，導



師生衝突頻率在報復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報復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會

因導師生衝突頻率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亦即當導師生衝突較頻繁時，學生較易以

「報復」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 

導師生衝突頻率在報復的衝突處理方式上有顯著的差異，此與研究假設 3-2

相符。研究結果顯示，衝突頻率愈高，學生愈可能以報復的方式回應導師生衝突，

即當導師生衝突過於頻繁，學生不滿的情緒需要發洩，倘若無法有合適的管道，

學生僅能以不正當的方式來報復導師，以獲得心情上的抒發。 

 

三、導師生衝突頻率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 
導師生衝突頻率在協議溝通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8所示，由表可發現，

導師生衝突頻率在協議溝通並未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協議溝通的導師生衝

突解決方式，不會因導師生衝突頻率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四、小結  
    導師生衝突頻率對「不採取行動」與「報復」衝突處理方式有正向影響，即

當導師生衝突頻率高，學生較易以「不採取行動」、「報復」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

衝突。而導師生衝突頻率對協議溝通影響則不顯著。 

 

 

第六節  導師生關係之影響分析 
導師生關係對國中學生處理導師生衝突是否有影響？江文雄（1999：3159）

認為師生關係和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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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亦顯示，導生

關係對「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有負向影響，而對「多方解決」衝突處理方

式則有正向影響。以下分別就導師生關係對不採取行動、報復、協議溝通衝突處

理方式的影響進行分析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導師生關係對「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 
導師生關係在不採取行動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所示，由表可發現，

導師生關係在不採取行動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不採取行動的導師生衝突解

決方式，會因導師生關係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亦即當導師生關係較差時，學生較



易以不採取行動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 

    在導師生關係的好壞與不採取行動的衝突解決方式有明顯的差異存在，乃導

生關係愈差者，學生愈可能以不採取行動的方式回應導師生衝突，此與研究假設

4-2 相符。推論其原因，當導師生關係良好，發生衝突的機會本來就不高，即使

衝突發生，學生極有可能直接與導師溝通，以化解彼此不愉快的情緒，故自己生

悶氣的機會也就相對降低。 

 

二、導師生關係對「報復」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 
導生關係在報復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7所示，由表可發現，導師生關

係在報復並未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報復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式，不會因導

師生關係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 4-3並沒有獲得驗證。 

 
 
三、導師生關係對「協議溝通」衝突處理方式之影響 
導師生關係在協議溝通上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8所示，由表可發現，導

師生關係在協議溝通達顯著，表示國中學生使用協議溝通的導師生衝突解決方

式，會因導師生關係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亦即當導師生關係較好時，學生較易以

「協議溝通」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 

    在導師生關係的好壞與協議溝通的衝突解決方式，有明顯的差異存在，乃導

師生關係愈好者，學生愈可能以協議溝通的方式回應導師生衝突。此與研究假設

4-1「導師生關係較好的國中學生，較易使用雙方溝通的方式來處理衝突」相符。

推論其原因，當導師生關係良好，發生衝突的機會本來就不高，即使衝突發生，

學生極有可能直接與導師溝通，以化解自己內心不愉快的情緒；倘若不想破壞原

先和諧的導師生關係，學生亦有可能透過同學、家長、其他師長的轉達，來告知

導師自己不滿的感覺。 

 

四、小結 
    導師生關係對「不採取行動」衝突處理方式有負向影響，而對「協議溝通」

衝突處理方式則有正向影響，係當導師生關係良好，學生較不易以「不採取行動」

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較易以「協議溝通」的方式來處理導師生衝突。而導

師生關係對報復影響則不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