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錄一  研究變項次數分配表 
 

變項名稱 次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學校環境變項    

學校規模 679 2.26 .71

導師個人變項 

男性 679 .38 .48

任教主要科目 679 .95 .23

服務年資 679 14.80 7.58

學生個人變項 

男性 671 .50 .50

年級 679 .48 .50

擔任班級幹部 679 .44 .50

學業成就 647 2.24 1.04

父親教育程度 644 1.88 1.01

母親教育程度 662 1.80 .90

父親白領階級 645 .22 .42

父親沒有工作 645 .05 .21

母親白領階級 661 .20 .40

母親沒有工作 661 .28 .45

家庭經濟狀況 677 2.86 .80

導生衝突頻率 679 2.19 1.21

導生關係 677 2.9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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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中學生處理導生衝突方式問卷（預試） 
親愛的同學你好： 

    本問卷主要想瞭解你與學校導師相處的情況。你所寫的答案沒有對錯，也不

會讓導師知道你的看法，更不會影響你的學業成績，所以請放心作答。在作答之

前，請你先閱讀填答說明，並依照自己真實的情況回答每一個問題，謝謝你的協

助。祝 

健康快樂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關秉寅 博士 

研究生：黃美雯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第一部分 
【填答說明】下列每個問題是為了瞭解你與導師的關係。請依你

感受，選擇與你最相符合的情況，並在□打ˇ。 

 

1、你覺得導師喜歡你。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2、導師會設法瞭解你的困難。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3、導師會稱讚你的表現。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4、導師把你當成自己的子女看待。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5、導師真正瞭解你想說什麼。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6、導師會鼓勵你嘗試一項挑戰。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7、你和導師相處地很愉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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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管快樂或悲傷的事，你都願意告訴導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9、導師會鼓勵你努力克服困難。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第二部分 
【填答說明】下列每個問題是為了瞭解導師的管教方式。請依你感受，

選擇與你最相符合的情況，並在□打ˇ。 

 

1、導師常認為他的看法才是最正確的。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2、導師會鼓勵同學把看法表達出來。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3、同學上課吵鬧，導師並不會加以阻止。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4、導師忙自己的事，不太和同學談話。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5、導師會用命令的方式告訴同學應該怎麼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6、導師會先詢問同學的意見或共同討論後再作決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7、做錯事時，導師會捨不得體罰同學。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8、即使同學的表現再好，導師都不會特別高興。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9、導師會要求同學絕對地服從他。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0、做錯事時，導師會先聽同學說明原因，再決定如何處罰。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4

11、與導師意見不合時，他會順著同學。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2、導師會認為只要不去煩他就好了。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3、做錯事的時候，導師會毫不考慮的責備或處罰同學。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4、導師會跟同學解釋為何要遵守某些規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5、導師會討好同學。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6、當同學問問題時，導師都不太有反應。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第三部分 
【填答說明】下列每個問題的描述是「你與導師發生不愉快時，

你可能採取的處理方式。」請依你感受，選擇與你最相符合的情況，

並在□打ˇ。 
 

1、你會不管它，就當沒發生過。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2、你會馬上報復導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3、你會設法和導師討論問題的原因，以求得解決方式。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4、你會告訴同學，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5、你會完全按照導師的要求去做，以免再被導師責罵。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6、你會私下找同夥一起報復導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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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會告訴爸媽或家中長輩，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8、你會私下找機會報復導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9、你會勇敢的提出意見，並證明自己的行為沒有錯。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0、你會告訴其他老師，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1、你會承認是自己的錯，並願意接受導師的處理方式。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2、你會私下破壞導師的東西。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3、你會告訴主任、校長，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4、據你估計，你和導師發生不愉快的頻率大約是： 

  □（1）從來沒有   □（2）每年數次   □（3）每月數次    

□（4）每週數次   □（5）每天數次   □（6）其他          （請說明）  

 

  

第四部份  基本資料 
1、你的性別是： □（1）男生    □（2）女生 

2、你是班級幹部嗎？ 

□（1）是班級幹部（班長、副班長、各級股長及各科小老師）  

□（2）不是班級幹部 

3、你前一學期（90學年度第二學期）一般學科（智育）總平均是： 

□（1）優等  □（2）甲等  □（3）乙等  □（4）丙等  □（5）其他       

4、導師任教的科目是：□（1）國文   □（2）英文   □（3）數學    

□（4）理化   □（5）歷史   □（6）地理   □（7）公民   □（8）童軍 

□（9）家政、工藝   □（10）輔導活動    □（11）音樂   □（12）體育 

□（13）其他            （請說明） 

5、導師的性別是： □（1）男生    □（2）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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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覺得家裡的經濟狀況和其他同學比起來？ 

  □（1）好很多  □（2）好一點  □（3）差不多   

□（4）差一點  □（5）差很多 

7、你爸爸的教育程度是：  

  □（1）國小、國中  □（2）高中、高職、五專   □（3）二專、四技、二技 

□（4）大學        □（5）研究所以上         □（6）其他        

8、你媽媽的教育程度是： 

  □（1）國小、國中  □（2）高中、高職、五專   □（3）二專、四技、二技 

□（4）大學        □（5）研究所以上         □（6）其他        

9、你家裡有哪些人？（可複選） 

  □（1）爸爸   □（2）媽媽   □（3）兄弟姊妹    

□（4）祖父母、外祖父母   □（5）其他        

10、你爸爸現在有工作嗎？ 

  □（1）有（請繼續回答第 11-14題）  

   

11、你爸爸自己當老闆嗎？ 

          □（1）是   □（2）不是   □（3）其他        

12、你爸爸工作是用體力，還是腦力？ 

          □（1）體力   □（2）腦力   □（3）其他        

13、你爸爸工作的主要對象是人，還是機器、工具或物品？ 

          □（1）人  □（2）機器、工具或物品  □（3）其他         

14、你爸爸的職業是：            （請跳答第 16題） 

□（2）沒有（請繼續回答第 15題）       

 

15、你爸爸是退休人員嗎？ 

□（1）是   □（2）不是   □（3）其他        

□（3）其他       （請說明） 

 

 

∼背面還有問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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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你媽媽有工作嗎？ 

  □（1）有（請繼續回答第 17-20題）  

   

17、你媽媽自己當老闆嗎？ 

          □（1）是   □（2）不是   □（3）其他        

18、你媽媽工作是用體力，還是腦力？ 

          □（1）體力   □（2）腦力   □（3）其他        

19、你媽媽工作的主要對象是人，還是機器、工具或物品？ 

          □（1）人  □（2）機器、工具或物品  □（3）其他         

20、你媽媽的職業是：             

□（2）沒有（請繼續回答第 21題）       

 

21、你爸爸是退休人員嗎？ 

□（1）是   □（2）不是   □（3）其他        

□（3）其他       （請說明） 
 
 
 
 
 
 
 
 

∼非常謝謝你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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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國中學生處理導生衝突方式問卷（正式） 
親愛的同學你好： 

    本問卷主要想瞭解你與學校導師相處的情況。你所寫的答案沒有對錯，也不

會讓導師知道你的看法，更不會影響你的學業成績，所以請放心作答。在作答之

前，請你先閱讀填答說明，並依照自己真實的情況回答每一個問題，謝謝你的協

助。祝 

健康快樂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關秉寅 博士 

研究生：黃美雯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第一部分 
【填答說明】下列每個問題是想瞭解你與導師的關係。請依你感

受，選擇與你最相符合的情況，並在□打ˇ。 

 

1、你覺得導師喜歡你。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2、導師會設法瞭解你的困難。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3、導師會鼓勵你嘗試一項挑戰。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4、你和導師相處地很愉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5、導師真正瞭解你想說什麼。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6、導師會鼓勵你努力克服困難。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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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填答說明】下列每個問題是想瞭解導師的管教方式。請依你感

受，選擇與你最相符合的情況，並在□打ˇ。 

1、導師會認為他的看法才是最正確的。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2、導師會鼓勵同學把看法表達出來。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3、導師忙自己的事，不太和同學談話。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4、導師會用命令的方式告訴同學應該怎麼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5、導師會先詢問同學的意見或共同討論後再作決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6、做錯事時，導師會捨不得體罰同學。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7、導師會要求同學絕對地服從他。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8、做錯事時，導師會先聽同學說明原因，再決定如何處罰。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9、與導師意見不合時，導師會順著同學。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0、導師會認為只要不去煩他就好了。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1、做錯事時，導師會毫不考慮的責備或處罰同學。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2、導師會跟同學解釋為何要遵守某些規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3、導師會討好同學。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4、當同學問問題時，導師都不太有反應。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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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填答說明】下列每個問題是想瞭解「當你與導師發生不愉快時，

你可能採取的處理方式。」請依你感受，選擇與你最相符合的情況，

並在□打ˇ。 
 

1、你會不管它，就當沒發生過。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2、你會馬上報復導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3、你會設法和導師討論問題的原因，以求得解決方式。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4、你會告訴同學，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5、你會自己生悶氣。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6、你會私下找同夥一起報復導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7、你會告訴爸媽或家中長輩，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8、你會私下找機會報復導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9、你會告訴其他老師，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0、你會很想逃離現場，不想再看到導師。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1、你會告訴主任、校長，請他們幫你跟導師溝通。 

  □（1）從不   □（2）很少   □（3）有時   □（4）經常   □（5）總是  

12、據你估計，你和導師發生不愉快的頻率大約是： 

  □（1）從來沒有   □（2）每年數次   □（3）每月數次    

□（4）每週數次   □（5）每天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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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下列每個問題是想瞭解你的基本資料。請依你真實

情況，並在□打ˇ。 
 

1、你的性別是： □（1）男生    □（2）女生 

2、你是班級幹部嗎？ 

□（1）是班級幹部（班長、副班長、各級股長及各科小老師）  

□（2）不是班級幹部 

3、你前一學期（90學年度第二學期）一般學科（智育）總平均是： 

□（1）優等（90-100分）   □（2）甲等（80-89分）   

□（3）乙等（70-79分）    □（4）丙等（60-69分）  □（5）其他       

4、導師的性別是： □（1）男生    □（2）女生 

5、導師任教的科目是：□（1）國文   □（2）英語   □（3）數學    

□（4）理化   □（5）歷史   □（6）地理   □（7）公民    

□（8）地球科學   □（9）童軍教育   □（10）生活科技   □（11）音樂 

□（12）輔導活動  □（13）體育   □（14）美術   □（15）電腦 

6、你覺得家裡的經濟狀況和其他同學比起來？ 

  □（1）差很多  □（2）差一點  □（3）差不多   

□（4）好一點  □（5）好很多 

7、你家裡有哪些人？（可複選） 

  □（1）爸爸   □（2）媽媽   □（3）兄弟姊妹    

□（4）祖父母、外祖父母   □（5）其他        

8、你爸爸的教育程度是：  

  □（1）國小、國中  □（2）高中、高職、五專   □（3）二專、四技、二技 

□（4）大學        □（5）研究所以上         □（6）其他        

9、你媽媽的教育程度是： 

  □（1）國小、國中  □（2）高中、高職、五專   □（3）二專、四技、二技 

□（4）大學        □（5）研究所以上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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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爸爸有在賺錢嗎？ 

  □（1）有（請繼續回答第 11-15題）  

   

11、你爸爸自己當老闆嗎？ 

            □（1）是     □（2）不是   

12、你爸爸的工作主要用腦力，還是體力？ 

            □（1）腦力   □（2）體力    

13、你爸爸的工作對象主要是人，還是機器、工具或物品？ 

            □（1）人     □（2）機器、工具或物品   

14、你爸爸的服務單位是：              （請說明） 

15、你爸爸的工作（或職稱）是：              （請說明） 

 

□（2）沒有       

□（3）其他                   （請說明） 

16、你媽媽有在賺錢嗎？ 

  □（1）有（請繼續回答第 17-21題）  

   

17、你媽媽自己當老闆嗎？ 

            □（1）是     □（2）不是   

18、你媽媽的工作主要用腦力，還是體力？ 

            □（1）腦力   □（2）體力    

19、你媽媽的工作對象主要是人，還是機器、工具或物品？ 

            □（1）人     □（2）機器、工具或物品   

20、你媽媽的服務單位是：              （請說明） 

21、你媽媽的工作（或職稱）是：              （請說明） 

 

□（2）沒有     

□（3）其他                   （請說明） 
 

 
∼非常謝謝你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