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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不同學術領域的大學生對於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知覺。

在進行調查研究之前，先就有關的文獻，作一探討分析，以作為本研究的立論基礎。本

章共分四節，皆以「學生知覺」的觀點作為出發點。首先描述目前教學場域的研究趨勢；

然後探討教師行為與師生互動的相關理論學說，輔以其他實証研究分析；接著將中小學

「不受學生歡迎的教師行為」相關實證研究整理出來，作為研究現象的開端；最後則將

範圍縮小至大學，以瞭解本研究範圍場域中師生關係的背景。 

第一節  目前教學場域的研究趨勢—研究學生知覺 

   過去學生視教師「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教師有如父親一般的地位，學生對教師或

敬重，或敬畏；然而隨著社會環境變遷，人權、民主等風潮影響下，教師與學生的關係，

已轉變為「亦師亦友」，學生觀念不同昔日對教師的推崇備至，新一代學生對教師的應

對與知覺，也不再是必恭必敬。在各方資訊的薰陶下，他們對於教學有更多的想法，對

於教師有更多的要求，師生關係更趨於平等對待，瞭解學生便顯得相當重要。本節首先

將對學生知覺做概述，接著便根據其意涵，分析教學場域的研究趨勢。 

壹、學生知覺 

    「知覺」 (perception)一詞，認知心理學家把它解釋為人對事件認知的基礎，我們

先對事件有了知覺，而後才產生認知。而人本心理學家則將它解釋為一種理性感受，且

是人們學習知識的基礎；它不僅是有感情的，而且它決定個人的行為方向。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 Combs 認為人用自己的觀點去覺知他所處的世界。即使一個事

件是客觀的存在於那裡，但每個人對其產生的知覺，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他認為知覺是

構成信念的基礎，不同的知覺產生不同的信念，而不同的人對同一事件產生不同信念，

自然該項事件對不同的人，也具有不同的意義。其觀點在教育上深具意義，因為教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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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瞭解學生的心理感受、瞭解學生是如何覺知、如何詮釋某個事件情境，必能降低不必

要的衝突或損失，增進師生之間的契合度，也能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狀況更有效益（張

春興，1996）。 

 貳、研究學生知覺為瞭解教室環境的趨勢 

    陳奎熹（2001）認為，教師需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培養更卓越的專業化知識與技

能。整個社會環境所帶來的改變，包含教師的聲望與地位、學生的社經背景與次文化，

都影響著師生的關係，因此瞭解學生的想法是目前教學場域的研究趨勢。 

    近年來許多學者研究學生的心理感受，大部分從教室的社會環境與互動關係著手分

析，他們認為教室是提供人在學術、個人與社會發展的環境（陳鴻明，2002），針對有

關學生知覺的研究主題，諸如教師行為、師生互動、同儕間的互動等便陸續展開。 

    經由個體的感覺來測量教育環境，已被證實很有效，因為這樣能使研究者從內部實

際參與者的角度來獲得對教室環境的瞭解，而不是只能從外部觀察而已（黃台珠，1999）。

Duschl 和 Waxman (1991)便是利用「個別化的教學環境量表」(Individualized Classroom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 ICEQ)與「我們班與活動問卷」(Our Class and Its Work, OCIW)

測量教師是否進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以及學生對於教師教學策略的知覺。這項研究

結果顯示學生對教師教學的知覺，可以協助教師進行反省。 

    綜合近年有關學生知覺的研究，可獲知影響學生知覺的因素有很多，學生個人因素

包括性別、年齡、班級等；教師因素則有教師的性別、學科背景、年資等；還有學校大

小、地理位置等等其他因素（王國華等人，1999；林美智，1990；莊雪芳、鄭湧涇，2003；

謝甫佩、洪振方，2005）。不過也有一些研究結果不盡然相同，如 Kearney 和 Patricia 等

人等人 (1991)的研究便發現學生的年齡、性別與年級於評價教師的結果上並無差異。

Zahang(2007)則發現不同國家的學生有其觀點上的差異，不同文化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

的研究結論，可見學生知覺可深入探討的背景變項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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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內有關學生知覺師生關係、學生知覺與教師效能以及學生學習效能的關係等

研究已有不少且多元化，然而其中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者，卻大多以教師教學評鑑為出

發點，其研究設計之問卷只能瞭解學生知覺的結果並作推測，卻無法正面瞭解其因為何，

因此學生的想法與描述是本研究所要探究的重點。 

第二節  教師行為、師生互動的相關理論學說與實証研究 

壹、教師行為 

一、教師行為的意涵 

    「行為」這一詞，是指個體所表現的一切活動（張春興，1996）。而「教師行為」

即是指教師所表現的一切活動。 

    單以教師有關教學場域的活動來看，至聖先師孔子認為一個好老師必須兼具「經師」

與「人師」兩個層面的特質，由此可知教師在教學場域的行為不僅只有在教書，還包括

教師對學生正向的價值引導。 

    透過認清現代教師的任務與角色，也將有助於我們瞭解教師在教學場域的行為被受

「期待」和「規範」的部分：「期待」是指預期教師「可能」如何表現，而「規範」則

指希望教師「應該」如何表現（陳奎憙，2001）。楊樹饉（1999）利用英文字“teacher”

分析如下：(1)t=target （目標），教師是教學目標的達成者；(2)e=efficiency （效率），

教師是高效率的追求者；(3)a=appreciate（稱讚），教師是讚許的實行者； (4)c=change （改

變），教師是教法、觀念的改變者；(5)h=help （協助），教師是學生學習成長的協助者；

(6)e=evaluation （評鑑），教師是實施多元方式的評鑑者；(7)r=receive （接受），教師

是終身教育的接受者。遊家政（2002）認為教師於教學場域中應扮演好「研究」、「發展」、

「回饋」和「後設評鑑」的角色行為。林寶山（1998）則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教師還應

承擔人際角色，即學生情緒上、精神上、人格上和行為上的輔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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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育視導的觀點來看，教師於教學場域中可供觀察的行為包含教師的身教、言教、

境教、與淨教。丁一顧、張德銳（2006）就歸納了下圖 2-2-1： 

圖中清楚呈現出無論教師對教學情境的佈置、教師的言語、行為的判斷、教師與學

生互動有無動力，有無感染力等，都是教師行為的觀察重點。 

    以教師效能或教學評鑑的觀點來看，郭生玉（1980）認為教師於教學場域的行為有

懲罰、溫暖、教學技巧、偏心、讚許、鼓勵學生表達、利用學生經驗、講解與啟發思考

等九項構念；林清江（1981）則指出教師專業化的行為表現應包含「對學生」、「對課程」、

「對同事」、「對學校」、「對制度」等五個層面。張倍禎（2001）在調查發展優良教師評

量指標的研究發現，綜合教師與學生部分，「教學優良教師」的評量指標可包含教師教

學的態度、倫理、素養、關懷、方式、技巧、互動、表現、知識充實與政策配合度等幾

個面向。而 Reynolds 和 Cuttance (1993)有關評估教師行為方面的研究，則歸納出教師

行為含有教學實際面向、師生關係與溝通、家庭與學校互動等三個方面。其中教學實際

   班級氣氛 

學生學習 

 
 

    討論 
    獎懲 
    關懷 
  參與程度 

 使用語言  
 

  清晰度 
  評語 
  回答方式 
感動程度 

   環境安排  
 

  情境佈置 
  學生作品 

教學行為  
 

安排活動 
示範 
回答態度 
教學多元 
工作指示 

圖 2-2-1 教師教室行為與學生學習關係圖（丁一顧、張德銳，2006，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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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指的是教師的教學知識、教學技術與評量；師生關係與溝通指的是課堂互動、組織

安排以及語言的使用；而家庭與學校互動所指的則一是關係、溝通與訊息分享，一是親

師的協力工作。錢清泓（1997）在有關大學生選修通識課的研究中則提出教師的教學行

為包含有教學方法、負向行為、上課要求、上課教材、考試驗收、教師教學態度、教學

回饋、以及補充資料等八個構面。由上述可見學者們對於有關教學場域中的教師行為定

義涵蓋甚廣。 

二、教師行為的研究方向—缺乏有關教師「教學以外」行為的相關研究 

    儘管由上述可見學者對於教師行為詮釋的著眼點不同，但就屬教師的「教學行為」

最常被拿來研究（王國華等人，1998；佘曉清，1999；莊雪芳、鄭湧涇，2003）。 

    Dunkin 與 Biddle(1974)的研究歸納出教師行為研究的四類研究模式之變項： 

1、背景變項：指影響教學過程的有關教師特質，如教師年齡、性別、經驗、能力、

動機與人格等特性。 

2、環境變項：指教師需加以適當調整的教學環境或條件，如學生的特質、社區環

境、學校與教師環境等。  

3、過程變項：指實際的教學活動如教師行為、學生行為及師生交互作用的行為等。 

4、結果變項：指教學的成果，亦即教學之後學生在情感與認知兩方面的改變情形，

如學業成就、態度、人格等的改變。 

    而教師教學行為的研究方向又可依「是否經過規劃與設計」，分為「正式的教師教

學行為」與「非正式的教師教學行為」兩種（林義男，1983）： 

（一）正式的教師教學行為： 

    即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它指的是教師能將自己對於學科內容和教學的理解，

以最能讓學生理解的方式（例如類比、說明、示範等），呈現學科內容，讓學生容易學

習。其教學明確、具有結構性，有事先經過規劃與設計，並且只發生在特定的場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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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時間。 

（二）非正式的教師教學行為： 

    一般係指教師在上課或非上課時間所表現出與課程無關的行為，使學生能獲知教師

課程外的知能、態度與價值。它是沒有組織、沒有計畫的，甚至有時是無意的。它可能

只是伴隨在另一種主要活動而發生的某些微小附帶的語言、非語言或情感知識。 

    綜合以上，可瞭解有關教師行為的研究簡單來說多以教師的「教學行為」為主，大

多數的文獻針對教師於教學情境的佈置、教學內容的組織、有效教學法的運用、教學技

巧的表現、教學狀況的處理等類別來探究，但是在對教師「教學以外」的行為探究上卻

相當缺乏。然而現在我們時常可以在電視上看見教師在選秀節目中秀才藝、上政論性節

目、上街頭抗爭遊行、走入政壇、不法行為被放上社會版面，甚至 BBS 的留言板也充

斥著教師各種行為的八卦，可見教師可供觀察的行為範圍其實更廣，一般學生可能藉各

種管道得到教師種種行為的資訊（如與同學或學長姐聊天、上網、看電視節目等）並對

該教師產生評價。所以將研究範圍擴及到教師教學以外的行為是有必要的。 

貳、師生互動 

一、師生互動的基本概念 

    「互動」在中文辭典上的意義，一為「相互感應」之義，一為「人際間互相感應的

行為過程，如合作、競爭、衝突等。」(教育部，1998)。簡單來說，互動就是個體或團

體之間，彼此行使往來的各種類型的行為。其主要的特徵是在不確定的各種關係下，相

互的動作和回應，包含語言或非語言、自覺或非自覺、忍耐或隨意的，它並且是一個持

續的過程 (Simpson & Galbo, 1986)。 

    以教師的角度而言，師生互動只是教師行為的其中一部分，由教師行為與學生行為

交集而成。在教學的環境中，師生間有了感情上或學習內容上的互動，像說明、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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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等活動的進行。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互關係，可以說是教育的最基本模式，且是有

效學習與資訊交流的重要關鍵(Keegan,1996)，Anderson 與 Garrison(1998)也認為學習過

程中師生互動是必要的，不能只有學習者與教材的互動，因為良好的教學品質和成效，

根基於雙向的溝通。K. Lewin 也以團體動力學（group dynamics）的理念，認為藉由教

師的『教』和學生的『學』的互動歷程程，才能激發良好的班級氣氛（吳宗立，1997）。

換言之，教師的言談會影響學生的行為表現，學生的行為表現也影響了教師，如此相互

互動激盪，產生教學效果。由此可知深入瞭解師生之間的互動，對於教育效能的提升應

有莫大助益。 

二、師生互動的研究方向 

    針對師生互動，一般學者所採取的研究模式有以下三種： 

（一）質性取向：先將研究對象進行分類，再由研究者對特定的研究對象進行觀察，

以了解其行為表現。 

（二）量化取向：選定幾個可能影響師生社會互動行為的影響因素，透過問卷調查

及統計的處理，以了解影響師生互動的相關因素。 

（三）質性與量化綜合：以半結構式的問卷瞭解師生互動的多寡，以及學生對於互

動的認知，如學生滿意度評量。主要是以半結構式的問卷，取得學生對於老

師或課程的學習滿意度之量化資料與質化意見。進而進行資料分析，撰寫分

析結果報告，以瞭解此教師或此門課的成效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 

    許多學者抱持著社會互動的觀點，致力於相關的實證研究。他們認為由於人類在不

同的社會環境裡學習社會互動的方式，而各種社會環境都有其特定的互動規則和角色關

係，因此研究互動就不能撇開個人社會背景來看，必須考慮全部的背景脈絡。（郭鳳蘭，

1987；Ornstein, 1982; Shutes,1968)。 

    由教學情境來看，許多學者以「是否為課堂上的互動行為」(Pascarella & Terenz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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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為依據，將師生互動分為「師生正式互動」與「師生非正式互動」兩個部分（陳

義男，1983）。因此可知，師生互動的內涵包含有教師授課時與學生產生的各種互動行

為，以及教師在授課外與學生的各種互動行為兩個意義，前者如最常見的教師與大班授

課的方式互動、小組小團體形式的互動、實驗室實驗等情境；而後者則包含有下課時間

問問題、社團指導、學校活動參與等互動情境。由於研究發現非正式互動的溝通效率高

（劉雲杉，2005），因此研究師生互動，就不能忽略非正式互動部份所帶來的影響。 

    大多數的人類的互動行為都與說話（語言信號）有關，而教學互動的語言溝通在好

幾方面也都需要非語言信號的伴隨，語言信號有助於控制說話時間的長度，也可以使說

話能夠得到對方的回應。Argyle(1998)就根據社會互動的概念，將互動行為的要素區分

為以下三點： 

1、非語言溝通：包括觸覺與視覺，其中以身體碰觸、空間接近性、姿勢、 外表、

臉部表情與手勢動作、注視方向等等為互動的注意方向。 

2、說話行為的非語言面向：包括說話時機、說話的情緒音調、語誤等。 

3、運用語言溝通時注意話語的類型：包括說話的目的、酬賞與懲罰、談話主題等。 

    綜合上述可知，社會互動與個人的人格差異有某些關連性，自我認同和自我印象也

會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個人與社會的互動。師生互動的範圍是相當廣泛而複雜的，其行為

表現的型態可能因為場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研究者認為不管是教學內或是教學外，

教師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會是關鍵的影響因素，因此本研究並不鎖定焦點於教學歷程的某

一時段，擬研究的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各種互動行為表現型態。因此本研究所指的師生

互動，係根據錢清泓（2005）有關大學教師與學生互動研究所發展出的概念為出發點，

其主要內涵包含兩方面： 

1、教學歷程的互動：指的是在目前既有的課程中，教師與學生對於彼此互動狀況

的知覺描述或觀感。 

2、生活中非教學事件的互動：這裡的非教學事件，指的是除了課堂學習外，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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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同參與的活動，如系上活動參與。在這些活動中師生對於彼此互動狀況的

知覺描述或觀感。 

三、師生互動的理論學說與相關實証研究 

    社會互動與個人的人格差異有某些關連性，自我認同和自我印象也會以不同的方式

影響個人與社會的互動。從社會互動的角度轉移到教學情境之中，以心理學以及社會學

的觀點來解讀師生互動，可將理論學說與實証研究歸納如下： 

（一）社會學觀點 

    師生互動是文化傳承與學習社會習俗的產物。最常見的兩個向度一是支配

(dominance)；一是親近(affiliation) (Argyle,1998)。在重視教師地位的傳統下，教師所具

備的支配性與權威地位透過文化深植人心。教師也透過此種優勢，透過身教與言教傳達

給學生。 

    French 與 Raven（1959）歸納出五種教師行使以影響學生的人際權力(schrodt, Witt 

& Turman, 2007)： 

1、獎賞權：當學生視教師為提供獎賞與好處者，便會對於教師的要求有更多的順

從，如加分、當著全班的面讚美等。 

2、強制權：當學生知覺到教師有懲罰或管教他們的權力或可能性，他們便會更願

意遵照教師的指示，如分數評分、被教師批評。 

3、權威的正當性：社會規範促使學生視師生關係具有階層性，當學生認為教師具

有權力指導他們該做些什麼，學生便較為順從。 

4、人際親近：來自學生對教師的尊敬與喜好傾向，學生喜歡教師便會比較聽從教

師的指示。 

5、專業能力：學生視為教師知識廣博、技術熟練者，便較能接受教師所提供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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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觀念訊息，進而認同教師個人的思想與行為。 

（二）心理學觀點 

    1、師生互動是一種人格特質 

    在初次見到別人時，一般人通常會想捕捉對方穩定的特徵，以預測其未來的行為，

並據以選擇恰當的社會行為來跟這個人打交道。此外，外貌與神態也常會成為判讀對方

人格特質的方法。由於很難推測別人的動機，因此在考量師生互動的情境時，學生或教

師只有出現在彼此眼前時，才會顯出彼此看得到的行為，因此師生互動應是一種暫時性

的人格特質的推理（Argyle, 1998; Bain, 2004）。 

Widmeyer 與 Loy（1988）的研究認為一位讓人覺得平易近人、親切溫暖的老師，

和學生有較好的互動。Potter 和 Emanuel(1990)則發現專注和保持輕鬆風格的老師比較

容易被學生所喜歡。此外若學生認為其教師是較熟悉教材、關懷班級的，則他們對教師

人格及其教學能力會有較佳的評定，且這些評定會影響學生對教師的期望(Widmeyer & 

Loy,1988)。 

    2、師生互動是一種人際態度 

    我們會從臉部表情和身體姿勢去解讀、詮釋他人的行為。其中臉部是傳達情緒與意

念的主要區域，同時也是主要人際互相注視的部位，其所傳達的情緒信號相當清楚，包

含一些天生的反應模式，以及一些受到社會規範影響的表情(Taylor & Co., 2004)。 

    與此觀點相符的研究指出，欲達到成功的師生交互作用，教師的行為上宜審慎使用

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例如多採用積極鼓勵性和獎賞的話與給予增強；且多用微笑、點

頭、拍肩、眼光接觸等親近行為，以增進班級凝聚性（林美智，1990；曾素秋，1997）。

Butland 和 Beebe(1992)曾針對二十年來有關教師的溝通行為研究整理發現到，教師的

親近行為（語言及非語言的親近行為），能提升學生對教師的喜歡度，進一步的喜歡此

科目，從而提升學習。教師的親近性行為包含以下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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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親近的語言：如使用中立語言、對學生作品的讚美或回饋、和學生談話時表現

出意願並且是感興趣的、叫學生的名而非姓、使用「我們應該作…」代替「你…」

的字眼等。 

(2)非語言的親近行為：如發出聲音的表現、點頭、微笑、眼神交會、輕鬆的姿勢、

各種手勢與肢體動作等。 

    Frymier(1993)也發現學生的學習動機受教師語言與非語言的親近行為所影響：能表

現高親近溝通行為的教師，其學生也會有較佳的動機去從事學習，反之亦然。由此可知

學生的學習和教師的溝通能力具有相關，而教師的溝通行為所造成的師生互動情形，則

會影響學生對教師的知覺與學習成效(王泳貴，2001；Blatt & Benz, 1993; Sensenbaugh, 

1995)。 

    然而 Rester 和 Edward（2007）在有關學生詮釋「教師過分親近行為」（如太靠近學

生、碰觸學生身體、眼神注視學生太久或太多次等）的研究中發現幾個有趣的現象：如

果這些「教師過分親近行為」來自於女教師，學生會傾向將之詮釋為是教師表達「關心」

的行為；但同樣的行為來自於男教師，則學生傾向將之詮釋為教師的「控制」或「具攻

擊性」行為，且若這些行為是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出現，學生更傾向視之為一種性騷擾。

可見得同樣行為在個人詮釋上卻會因對象以及社會影響而易，瞭解如何拿捏行為便顯得

相當重要。 

    3、師生互動是一種情緒狀態 

    Argyle(1998)認為社會互動的行為可以歸類為一種暫時性的情緒狀態。由於用語、

語調、身體姿勢、手勢或臉部表情都能夠傳達出行動者的情緒資訊，因此教師與學生的

所有言行舉止都會成為雙方對彼此觀察與反應的信號。 

Brophy 與 Good 於 1974 年提出的研究報告中便已提到，教師對學生所散發的訊息

與期望會影響教室互動的性質。他們發現教師傾向對高期望組的學生給予較多的注意與

幫助；而對低期望組學生的正確回答給予較少注意，且在其回答錯誤後，給予較少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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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尋找正確答案（林美智，1990）。在教學環境中，教師經由語言與非語言互動來提供

學生有關其能力或表現的回饋。孫敏芝（1989）發現，透過師生互動的過程，教師將對

學生期望的訊息傳達給學生，影響了學生的人格、自我概念、學習態度之發展，以及對

教師的知覺感受與看法詮釋。 

    Mayer 認為教室內的師生關係有如下頁圖 2-2-2 這樣的循環。他認為教師從學校的

學生資料記錄、日常學習活動與測驗的分數資料中觀察，獲得各種有關學生的具體資料

（如性別、外貌、家庭背景、智力、過去成就、測驗分數、教師評語、學生人格特質等，

並參照教師本人的態度、經驗與價值觀等），形成對學生的期望並表現於行為。這些期

望影響教室內師生互動的品質，而這些師生互動又把有關學業成就的期望傳達給學生，

然後影響到學生的學業成就，最後這些成就再度影響教師的期望，表現於外（林清山，

1991）。根據許多小學以及中等學校教室觀察者的研究也證實了這樣的說法，發現教師

行為會影響學生對於該科目投入的時間(Emmer, Evertson, Sanford, Clements, & Worsham, 

1994)。 

外在標籤 

教師期望 教室歷程 學生期望 學生成就
 

教師觀察 

圖 2-2-2 教師期望、教室歷程和學生成就之間的關係模式圖（林清山，1991，p.592）

    郭生玉（1980）在有關教師期望與師生交互作用的研究上也提到教師期望會經由語

言或非語言的行為方式傳達給學生，而產生教師期望的自我應驗作用。教師會根據對學

生的不同期望，而表現出符合一致的情感、態度及行為，如能力分組、期待的語氣（促

使或等待）、交互的品質、差別的增強與回饋，以及差別的活動與問題。易言之，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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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的交互作用關係，不論質與量方面均因期望不同而異。由此可知，師生互動的頻

率多寡與品質受到教師的行為（如教師的觀察、教師的回饋、教師的教學方法等）影響，

而教師同樣也會視互動的成果改變其行為。 

（三）綜合的觀點 

    整體而言，師生互動的情境，包含教師與學生單獨的二人互動、小組小團體形式的

互動、最常見的教師與大班授課的方式互動，以及教室外的一切共同參與活動。師生互

動的方式為一種溝通過程，溝通的內容傳達方式是多樣的，包含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

學生可以從教師表達出來的的語言、眼神、手勢、微笑、音量等，知覺到教師內心的期

望與意念。從社會與心理的層面來探討，師生互動是在社會規範、傳統學習中所特有的

一種行為模式，此種行為因面對不同的人事時空而變化，也會根據個人不同的人格特質

與反應而有做出不同形式或程度的回應。師生互動的目的是為了達到教學目標，而師生

互動的結果對學生的學業成就、學習行為、偏差行為、人格適應等皆會有影響（曾素秋，

1997）。 

參、師生關係的阻礙 

   師生關係影響教與學的效果，由前述文獻可知，如果學生正確知覺到教師對他的期

望，且沒有抗拒，同時，教師表現的行為與其期望一致時，教師期望就產生自我應驗的

預言作用，學生的情感、認知方面的改變會符合教師一開始期望。融洽的師生關係，能

收到預期、甚至非預期的良好教育成效；反之，教師與學生若不能互相吸引，彼此無法

順利互動或無法正確的知覺彼此意思，師生關係的建立便有困難。在教學的情境中，教

師的行為以及其與學生的互動技巧時常因人事時地的種種因素，而發生互動的阻礙或雙

方知覺上的反感，使關係緊張、衝突、或疏離。 

    一項針對美國大學生的調查研究發現不只有學生，教師本身也會有舉止不適切、偏

差行為或不合學生期待的情形，而這些行為是造成學生反感的重要因素(Kearn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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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ia 等人, 1991)。由於互動本身是學習上不可或缺的學習技巧與態度，藉由互動獲

得學習資訊或友誼的回饋，能夠降低學習中輟，以提高學習意願(人本教育 2000；王翊

多，2008；吳和堂，2003a；吳和堂 2003b；李瑋質等人，2005；新竹市家長聯合會，2005)。

師生間的阻礙若能順利排除，將可有效幫助學習者學習和互動，因此，以下便繼續針對

師生關係阻礙的因素做討論。 

    Argyle 從學生的角度切入對互動特性的闡述，提出兩類可能產生互動阻礙的因素，

第一類是有關師生互動的感受與行為反應方面；第二類則是有關互動雙方個人特質的部

分（苗延威、張君玫譯，1998），而楊極東（1987）的文章則還提到第三類—接觸限制

（外在時空與內在心理距離），此三類因素大致解釋了師生互動的阻礙與互動不良產生

反感的由來。以下便輔以相關實証研究分項詳述： 

(一)師生互動的感受與行為反應方面 

1、交談雙方彼此並無互相注意和反應 

    一般來說，在交談的過程我們可以從空間距離、注視、點頭、手勢等一些互動線索

中，輕易的觀察出對方是否有注意和反應自己的談話。我們對於這些信號非常敏感，但

是卻又不見得知道自己在互動中散發了哪些訊號。師生間彼此有任何一方並無專注於對

方的說話或教學，就會影響彼此互動的品質與知覺。這便是造成互動上產生阻礙之因，

換句話說，許多教師對於自己某些行為引起學生不滿並不自知也是由此之故。 

2、課堂間於口語形式上互動進行不順利 

    課堂間的「口語形式」，或稱「口語互動順序結構」，包括三段式問答、簡單問答、

追問、題組等。以下是根據林芬遠(1997)對於口語型式描述的分類：(1)三段式問答：這

種問答依「問題-回答-對答案的回應」的互動結構順序來進行，教師對答案的回應，可

能是評斷答案的對錯、重述一次學生的答案或者進一步補充學生的答案；(2)簡單問答：

這種問答只有「問題-回答」兩部分，在課堂中，時常會有一連串的簡單問答串連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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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3)追問：在教師提問題，學生回答之後，若學生的答案不正確或未切重要點，老

師會利用問題或提示，讓學生進一步修改答案，但老師更進一步追問的問題，並不一定

只針對第一個回答問題的學生而問，而可能是對班上所有學生再繼續追問；(4)題組：

教師在一個大主題之下，提出一連串概念相關的子題，讓學生回答，題組是一個較大、

較複雜的互動結構，可能由數個上述的師生對話形式構成。 

    課堂語言伴隨著細微的非語言訊息，尤其是點頭和眼神，會影響交談的口語形式。

人經由後天學習瞭解而如何應對這些口語形式。但倘若教師所使用的口語形式無法與學

生順利進行對談，或對談間夾雜不經意的負向非語言訊息，互動便有可能受到影響或產

生阻礙。 

3、搜尋不到期望中的人際態度 

    人與人之間透過臉部和姿勢來傳遞在情境下我們的情感與對待對方的態度訊息。即

使是師生互動，獲得這種資訊可以說是互動過程中最要緊的事(Taylor & Co., 2004)。且

若師生互動過程中一方得不到所期望的人際態度信號時，便可能會產生遲疑、有所保留、

等待、退縮，或衍伸誤解，最後溝通不良使得互動受阻礙。 

4、回饋不足 

    參考前述的文獻可知，我們可以會意到與自己對談者所散發出來的情緒線索，是因

為我們擁有情緒溝通能力。它部份來自天生，但是更多是文化習慣和規則產物。在大多

數的文化裡，互動者會很謹慎的控制自己臉上的表情，但音調則比較不會拿捏。此外，

研究也發現雖然人們一般只能隱約注意，但情境規則主導了互動過程，並維持社會互動

的常態模式（苗延威、張君玫譯，1998）。 

    套用於教室情境，教師的語言和非語言行為、教學情緒、人際態度等對於師生互動

過程佔有相當重要的比重，而情境規則使師生互動的雙方或多或少可以預測對方的行為

軌跡，順利的繼續進行互動，但回饋性若是不足，便無法從有限的資訊中擷取預測對方

 24



的軌跡，某一方可能因此會減少互動，最後導致不願意互動。 

5、雙人互動無法趨於穩定和諧的關係 

    Argyle 認為互動會增加雙方的好感，好感又導致更多的互動，如此循序漸進直到某

種穩定程度為止。但是 Loehlin(1965)發現有些組合就是無法建立穩定關係，總是彼此恐

懼，終致不歡而散。他認為不相合的情況有兩種，一是親密驅力的強度不一致；一是彼

此的支配驅力都很強烈。此不相合的情況會導致三種結果—雙方格格不入、不喜歡與彼

此互動或單純不喜歡對方，最後互動執行不順利。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互動關係若要建立

穩定均衡的關係，通常至少一個人必須修正自己的行為，由此可知師生彼此的人格特質

是影響彼此互動和諧與否的極大因素。 

6、教師未能針對對象建立適當關係 

    教師期望與學生的學業成就有相關，在傳統教學中，師生間是一種上對下、高對低

的關係，然而在大學教學活動中，教學對象已是成年人，因此師生間應是一種平等的、

合作的、坦承的關係（黃富順，1989)。建立大學師生間的適當模式是大學教育的基礎，

也是影響教學效果的因素。因此，針對大學教學，教師應該更注重到學生學習的人格特

質，以及教師師生的關係模式，否則將無法與學生建立良好、開放的溝通品質。 

 (二)互動雙方（教師與學生）個人特質方面 

    互動也可能是由溝通恐懼、人格特質、個人意願、習慣或學習而來（王政彥，1999）。

以下針對幾項阻礙互動雙方進行良好溝通的特質進行詳述： 

1、溝通恐懼與沈默 

    溝通恐懼（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是指個人在和其他人或團體溝通時，所預

期或真實感知到的焦慮或害怕的程度。沈默一般視為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的反義字，沈默的溝通者往往溝通能力較差。因此溝通恐懼與導致害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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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的溝通不足，有密切關係。 

2、溝通恐懼與害羞 

    害羞是在各種情境中不舒服的感覺。溝通恐懼和害羞極為類似，因為後者逃避他人

的傾向以及與他人互動的緊張焦慮感，與前者不願意溝通、負向的語言行為傾向相近。 

3、溝通恐懼與不願意溝通（互動） 

    就不願意溝通的認知層面而言，低自尊、內向、疏離等與溝通恐懼的成因相近。因

此不願意溝通可視為溝通恐懼與沈默之間的媒介，亦即沈默是指無法有效的溝通，不願

意溝通是沈默的原因之一，而溝通恐懼則是不願意溝通的因素之一（王政彥，1999）。 

4、文化氛圍—傾向小團體互動 

    學生由於害羞、沈默或學習習慣等因素而不與教師單獨互動，就可能傾向和同儕一

起與教師互動，分散交談的責任，營造更加的互動氣氛，使溝通氣氛放鬆舒適。 

5、互動技能(interaction skill) 

    根據社會技能的模型，社會行為除了在動機和知覺的結構上存在著個人差異以外，

互動技能和組織能力也是因人而異。Kendon 於 1963 年的研究發現說話時機的一個重要

面向是能夠適當回應，即切合當下的情境。要做出適當的社會表現，個人必須有能力建

立並維持互動的順利進行。Argyle 認為此種契合的能力在細微的互動關係上屬於相當重

要的面向，包含了個人迅速配合別人的說話時機和情緒狀態。因此個人必須具備控制情

境的能力，並在互動時維持主動性（苗延威、張君玫譯，1998）。 

6、知覺敏感度(perceptual sensitivity) 

    許多研究指出人緣好的人通常較有正確或敏銳的知覺能力，團體中自然形成的領袖

也是如此。但是此層面無法化約到互動的要素上，因為它可能和某些要素有密切關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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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彥，1999）。 

（三）接觸限制—彼此於外在時空與心理距離相隔太遠 

1、時間或空間上的不足或不適當 

師生關係時常因趕課、學生沒來上課、沒有時間或沒有適當時機而喪失溝通的機會；

此外場地太大，如大學課堂時常有教室太大，學生全部坐在很後面的情形出現，師生彼

此距離太遠，溝通也不盡理想（楊極東，1987）。 

2、心理距離感太大 

如一方心存敵意、偏見、排斥、冷漠或沒有積極溝通的想法，則互動關係便無法持

續長久。缺乏「共同的參照架構」（共同的觀念、態度、興趣與話題等）也會產生彼此

不能瞭解，甚至發生會錯意、不瞭解的情形（楊極東，1987）。 

    綜上所述可瞭解，若從人際互動和人際知覺的角度來看，互動的阻礙極可能因表現

出的行為與雙方知覺差異，以及互動雙方的人格特質（如人際互動的敏感度不夠），而

無法正確偵測到對方透過語言或肢體所表達出的感受而產生。此外，就訊息不明確這一

點，我們若以權力結構做為背後原因來解釋，在傳統教師權威的觀念下，也許學生不見

得會將負面的感受反應給教師知道，權宜考量後可能轉而選擇不說或迴避，這由教學評

鑑的問卷大部分都有正面偏誤的現象便可以看出端倪；若以傳統觀念來解釋，說好話、

與人為善、少衝突可能也是造成前述問卷正面偏誤的原因之一。而文化氛圍也是其中一

個因素，教室中沒有支持學生問問題的氣氛，學生不敢問、怕被笑，或老師怕學生問、

不給學生問問題等，我們的學生缺乏對事件表達質疑的機會與能力。由前述可知互動本

身是學習上不可或缺的學習技巧與態度，藉由良好的師生互動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因此本研究欲深入探討哪些是學生感到反感，但通常不會反應給教師知道的行為與師生

關係受阻礙的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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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受學生歡迎的教師行為—對中小學教師的研究 

研究者將近年中小學有關不受學生歡迎的教師行為之研究文獻加以彙整於表 2-3-1，

並將這些教師行為分為「授課內容不適當」、「教學技巧缺乏」、「教學態度不佳」、「處理

作業評量不適切」、「缺乏專業倫理」、「缺乏做研究的熱忱」，等六個類別，從表中發現

學生不喜歡的教師行為有兩個有趣的現象，可根據「年齡層」（國小、國中及高中）來

分析： 

壹、從教師人格與情緒擴展至教學方面的問題 

由表 2-3-1 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內的國小學童不喜歡的教師行為，大都集中於教師「教

學態度不佳」以及「教學技巧缺乏」兩個類別中，學童普遍不喜歡教師乏教學精神與熱

忱、情緒調節不良、嚴肅或喜怒無常的，或態度具攻擊性的行為；在缺乏教學技巧與方

法方面，則不喜歡教師在班級經營上太過專制，偏心或不公正，而缺乏教學策略讓學生

問問題或放輕鬆也是學童在意的部份；此外，小學生也不喜歡教師考試或作業指派太多

或太難等不適當行為。 

國內中學以上的學生除了不喜歡教師缺乏教學精神與熱忱以及缺乏教學技巧與方

法的行為之外，也開始在意教師缺乏學科專業知能和教師缺乏教育基本知能的行為。缺

乏學科專業知能上，除了作業、評量安排不適當等與國小學童同感不喜歡之外，國、高

中學生也在意教師教材規劃進度不當以及缺乏專業知能時常講錯、怕被學生問倒等行為。

而在缺乏教育基本知能上，國、高中學生則不喜歡教師對成績、男女關係上的保守行為。

可見得隨著年齡層的增加，學生對於教師行為有更多的知覺，愈大的學生對於教師行為

要求逐漸增多且面向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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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教師教學場域的行為擴展至教師私人生活場域上的行為 

國小學童在意的教師行為都是平時上課看得見教師時的行為，或自己與教師直接互

動的相關行為；中學生則開始注意教師教學以外的行為，如在辦公室說長道短等。由此

可見隨著年齡層增加，學生看的更廣、更深，除了教師教學行為之外，也在意教師於教

室外的一言一行。 

    綜合以上，由表 2-3-1 可發現，隨著年紀增長，學生對於教師有更多的知覺與看法，

除了顯見的情緒資訊，較大的學生對於教師的授課內容、授課方式，甚至教師的哲學觀

都更加敏感。然而國內相關文獻研究對象多集中於高中以下，針對大學生的知覺研究，

卻多只侷限於教學評鑑的制式化問卷內容，大學生究竟於教師行為或師生關係上有何細

部需求或想法，可搜尋得到的資訊卻非常稀少，值得深入探究之。再者，此表還發現，

較大的學生開始將放大鏡置放於教師私領域上的行為，並且將這些行為列入他們對於教

師評價的考量因素中。國內在教師行為上的研究大都只將研究範圍放在教師的「教學」

行為，而忽略掉教師「教學以外」行為也同樣可能影響著學生對教師的觀感，值得研究

者就此方面深入瞭解師生關係不良的其他背後原因。 



表 2-3-1 「不受中小學生歡迎的教師行為」彙整表 
 

研研究究對對象象  研研究究者者  年年代代  授授課課內內容容不不適適當當  教教學學技技巧巧缺缺乏乏  教教學學態態度度不不佳佳  處處理理作作業業評評量量不不適適切切  缺缺乏乏專專業業倫倫理理  

國
小 

人本教育基

金會 
2000   

1.罰抄書 
2.講話大聲又用麥

克風 

1.故意找人麻煩 
2.公開辱罵學生的過錯 
3.大吼大叫 
4.上課擺臭臉 
5.欺騙學生 
6.偏心 

1.作業出太多   

李瑋質等人 2005   

1.上課不活潑 
2.上課很少讓學生

問問題的時間，不

能放鬆心情 
3.很少問問題加分

的機會 

1.不容許換位置 
2.上電腦課不能上網 
3.不風趣幽默 
4.嚴肅沒有笑容 
5.很兇 

1.功課多又難 
2.整天小考 

  

國
小
、
國
中 

新竹市家長

聯合會 
2005 

1.不知道老師講什

麽，沒興趣也聽不懂

1.老師不嚴格要求

學生 
2.課堂吵鬧 

1.不負責任 
2.不尊重學生 
3.充滿禁止、羞辱和威脅

的話 

    

王翊多 2008 1.照本宣科 

1.不準時下課 1.偏心 
2.欺善怕惡 
3.小題大作 
4.在辦公室說學生的長短

5.喜怒無常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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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
高
中 

吳和堂 2003 1.以參考書為教材 

1.時常講錯 
2.怕被學生問問題

3.解釋不一致 
4.上下課不準時 
5.上課進度太快 
6.利用休息時間或

假日上課 
7.上課喜歡亂扯 
8.形同虛設的導師

9. 不了解學生 

1.過於專制 
2.偏愛部分學生 
3.體罰 
4.缺乏教學熱忱 
5.缺乏幽默 
6.沒有耐心 
7.叫不出學生名字 
8.禁止學生參與任何活動

9.上課秩序太嚴 
10.不信任學生 
11.態度冷漠疏離 
12.上課眼光不看同學 
13.責罵過於鼓勵 
14.喜怒無常的情緒 
15.不認錯 

1.過份注重評量 
2.隨便指派作業 

1.以成績評定學

生好壞 
2.男女關係觀念

保守 
3.凡事爭第一 

大
學 

李慶安 1998  1.沒內容 

1.不夠專業 
2.常點名 
3.上課沒重點 
4.口齒不清晰 

1.開黃腔 
2.擺架子、高高在上 
3.遲到又早退 

1.當人太多 
2.作業考試太多 

1.上課抽煙 
2.兼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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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學的師生的關係與學生背景 

    本節共分四個部份，首先概述大學場域的研究趨勢；接著介紹大學教師其角色任務

以及其與學生如何產生交集；然後歸納學生評判教師所重視的教師特質及其背景變項的

影響，藉以瞭解學生大致的想法。 

壹、大學場域的研究趨勢—以學生為主的「學習典範」 

    大學教師與學生並列為大學教育之主體，台灣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受到人權、民主

等風潮影響下，高等教育的典範，逐漸從傳統上以教師為主的「教學典範」，慢慢地演

變至今日以學生為主的「學習典範」（劉若蘭，2003）。根據教育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大專

院校概況統計（2008），至 96 學年度為止，公私立大專院校總數已達 164 所，而學生人

數更是激增至超越 130 萬人，可見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大幅成長，教學工作成為今日大學

教師的一大挑戰，大學教師勢必需要更進一步瞭解大學生究竟有些什麼想法與需求。 

    雖然有一群優良的大學教師，不僅用心於校內事務參與、學生的課業與生活輔導，

也對自己在校外的言論發表盡到導正社會歪風及監督政策執行的社會責任，但事實上極

少有大學教師受過專業的教學訓練，因此要能將專業知識作最好的傳授，達到「傳道、

授業、解惑」，是一個重要且困難的挑戰（齊心，2007）。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1996）

於「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分析出大學教師在課程研發及教學專業革新方面缺乏投

入，是當前大學教學品質未盡理想的主要原因。黎建球（2004）也指出今日大學教師教

學品質不佳的原因為大學教師不會使用教材及不懂教學法，甚至因研究工作而對教學工

作漠不關心。目前教育部也針對各公私立大學推動教學評鑑或專家視導，希冀能改善教

師的教學品質。 

    然而有學者認為光靠事後評量來期望教師自動改變教學行為，對大部分未曾接受過，

或接受教育訓練時間有限的新進教師來說，仍然感到求助無門，因為他們仍不瞭解學生。

根據前述文獻中可知針對學生知覺看法所調查之結果具有可信度，且對於教師教學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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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有必要深入瞭解學生對事件的詮釋、以及對教師的想法與

期待。 

貳、大學教師與學生的交集 

    根據教師法第十七條文的規定：教師之義務包含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輔導或管教

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

業精神、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擔任導師等；大學法第

十七條規定：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表

示我國大學教師的基本任務至少應包含有教學、研究與服務等三方面： 

一、教學方面 

    教學旨在傳授知識與技能，培養各種專門人才，對學生而言，教師於教學上是否對

學生盡到身為一個教師的責任，是身為大學教師這個角色的重要課題（魏美惠，2006）。

大學課程與高中不同，由於知識日新月異，各種訊息獲得管道暢通，如果不能將最新科

技加入教材中，可能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也無法提升教學水準（齊心，2007）。此外，

教師對自己的教學成果要有所定義，可以是學生學習成果進步或是學生的回饋等。再來

是思考教師自己對於促進學生學習上角色的扮演，考慮如何有效評鑑學生的學習表現並

維持學生的素質，並進行「課堂內的研究」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Plater, 1995；魏美

惠，2006)。 

 二、研究方面 

    研究旨在創造新知，促進人類文明。中興大學教授齊心認為（2007）「唯有認真研

究才能創新、才能寫好品質的論文、才能把書教好、才能指導學生研究、才能夠執行各

項研究計畫。」教師的研究是學生學習的必要成份，而今日研究逐漸呈現科技整合的趨

勢，教師對於跨單位所從事之時間分配更形重要（魏美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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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方面 

    服務旨在以教學資源及研究成果回饋社會。大學教師在服務方面的工作可分成兩個

方向，其一是「校內服務」，一是「校外服務」。說明了教授治校參與、協助校內行政事

務，以及提供社會諮詢的責任（魏美惠，2006）。 

    周祝瑛（2001）指出除一般認為的「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任務之外，另有學者

加上「社會批判」與「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等二項任務，而她更指出大學的教學目標

在於達成學生的十種任務：「發展清晰的思考能力、精熟某一學科、增加個人自我學習

的能力、開發創造職能、為畢業後的就業做準備、培養成為負責的公民、培養批判社會

的能力、達成進一步自我認識、傳達對於文雅教育欣賞之能力、為學生繼續升學而準備」。

王令宜（2004）於一篇研究大學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的文章中提出大學的專業權責可概分

為六點，分別是專業自主權、專業成長權、專業結社權、專業服務之責、專業輔導之責，

以及專業倫理之責。其中「專業輔導之責」指的便是教師對學生所應擔負的責任：包含

指導、照顧與管教之責任，以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並激發學生潛能，培養學生健全人

格。教師並應依規定擔任導師，負責班級經營，以成為學生的良師益友為努力目標。 

    林清江（1986）認為大學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及目標有以下六項：1、教學與協助學

生社會化；2、研究與創新；3、培養與選擇人才；4、對學生次級文化的瞭解與導正；5、

適度的行政參與；6、創建合宜的大學文化（李逢堅，1996）。針對上述六點魏美惠（2006）

曾作過以下分析，她認為就大學教師與學生的關係而言，師生關係不應僅僅只是在教學

上的關係而已，大學教師對學生的生活，也要適當的參與其中，瞭解並導正學生文化，

給予學生協助，讓學生日後離開校園時成為一個可以獨立自主的社會人。 

由以上幾點可知大學教師與學生的交集，並不是只有在「教學」以及「專業輔導」

方面，況且其實大學教師的一言一行學生皆看在眼裡，也可能從各種資訊的取得方式「耳

聞」大學教師的行為與為人，而師生互動也不是下了課就終止，因此本研究的討論範圍

將包含教師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教學行為；師生互動也不設限於教學歷程或非教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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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参、大學生評鑑教師的相關實証研究 

一、大學生評鑑教師的結果具有參考價值 

    針對大學生知覺的研究在國內多由大學教師教學評鑑著手，因此以下便針對相關文

獻做討論，以瞭解學生大致的想法。根據前章可知在教學評鑑上師生互動的多寡，以及

學生對於互動的認知，通常可藉由「滿意度」來了解（Fulford & Zhang, 1993）。 

    我們已知教師行為與師生互動的內涵，以及師生關係受阻礙的理論學說，許多研究

也顯示出，學生對於教師學科內容知識和教學知識所外顯的行為有所知覺，且教師的教

學知識與教學策略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王國華等人，1998；佘曉清，1999；周

燦德，2005；莊雪芳、鄭湧涇，2003）。張春興（1986）指出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主體，

洪千惠、楊慶麟（2008）引此觀點認為學生在某種程度內最有理由對教師的教學提出意

見，且只有學生參與教學評鑑，才能真正瞭解教學效果。McGrath(1970)亦認為學生擁

有長時間與教師面對面的教學經驗，足以使人們相信，他們比學校行政人員或其他教師，

更清楚瞭解教師的教學情形，因此「學生」評鑑教師教學，普遍被認為是較為客觀的（沈

榮源，1995；葉重新，1987；Cashin,1990; Dressel, 1976）。 

    儘管有許多人對學生滿意度評鑑採取懷疑的立場，認為學生滿意度評鑑來自教師人

緣以及學生膚淺的觀察，其參考價值恐怕不具說服力。然而在有關「大學生的心智成熟

度是否達到能對教師作適切的評鑑」此一議題上，Bain（2004）在分析多篇研究後指出，

學生對老師的主觀評比和學生學習成效的客觀測量之間有高度的正相關，其文章更引

Kenton Machina(1989)：「學生的評比代表了學生在教育上被打動的程度」，並且對於

Robert Rosenthal和Nalini Ambaby有關學生透過影片認識教授的實驗結果做出不同的解

釋，他認為經學生長期以來的累積，早已具備與各種老師互動接觸的經驗，能夠很容易

準確的預測這個教授是否可以提昇自己的學習。因此即便是短時間的知覺判斷，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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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經驗的審慎分析，而並非只是純粹粗淺的人格特質上考量。其觀點與皮亞傑認知

進展的延伸概念—「後形式思考」（成熟的思考 post-formal thought）概念相似，認為從

成年前期開始，思考開始富有彈性，會結合客觀（理性、邏輯）與主觀（個人經驗、情

感）元素，能將個人化的理性、推理，與自己的經驗、感覺與直覺等一併納入考量，運

用到各式情境處理上（黃慧真譯，1994）。由此可知介於成年前期至成年期的大學生，

其心智成熟度、知覺與評鑑能力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而針對學生知覺所調查之結果，將

對於教師教學的反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大學生評鑑教師的概況 

    以下對於大學生重視哪些教師的特質以及學生背景變項做文獻整理歸納，以瞭解學

生大致的想法。共分為四部分，首先是有關學生重視之教師特質，接著分別繼續探討在

學生背景變項上性別、年級以及修習之學術領域對學生評鑑教師的影響。 

（一）學生重視的教師特質 

周燦德（2005）在有關大學師生關係的研究發現學生最在意的，是教師的教學方法、

上課要求與負向行為部份。學生認為教師上課時，應導入不同方式的授課方法與互動行

為；且他們對於教師在合理的範圍下設定上課的要求並不感到害怕；除此之外，教師本

身應注意自身的表現，盡量不要有與教學無關的情緒產生也是學生所在意的部份。由此

可知學生視教師的個人行為具有人格導引的作用，所以會期待任課老師的個人行為，應

表現出具有為人師表的表率。學生仍期望教師能不僅肩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責

任，在知識領域上本著「教不厭、學不倦」的精神，在人格修養上更是需要以身作則。 

教師於大學有研究、教學與服務三大任務，魏美惠和鄭仲育（2006）對於教育大學

的研究將教師的特質依此三類作劃分，發現大學生最重視的教師特質幾乎都集中在「教

學方面」，例如「教師教學時，能有耐心的教導學生」、「教師教學前有充分的準備，認

真授課」。而大學生最不重視的教師特質則集中於教師的研究方面。由此可見，大學生

對那些認真教學的「教學型教師」是相當重視的；相反的，即使大學教師得到如「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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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畫主持人」等榮耀，學生也不會報以多大的重視。該篇研究認為大學教師若能多加

重視自身的教學，必能深深地受到學生愛戴。 

廖年淼等人（2002）針對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行為的研究還發現到，教師的教學行為

可以被分為「當然教學行為」與「加值教學行為」兩種類型。「當然教學行為」指的是

學生視為教師應「理所當然」做到的教學行為，因此教師做到的話，學生不見得會對教

師「滿意」，頂多是「無不滿意」，但如果做不到的話，學生便會「不滿意」，如教師是

否準時上下課、講課速度是否適中、作業與考試分量是否適當等。而「加值教學行為」

指的則是有些教學行為如果教師做到了，學生會覺得「滿意」，如果做不到，頂多只是

「無滿意」，而非「不滿意」，如上課教材是否生活化/實務化、是否覺得有所收穫等「附

加價值」高的行為。此外，令學生不滿意的教學行為落在「當然教學行為」上比「加值

教學行為」高出許多，廖年淼等人仔細分析其細項目，發現當然教學行為中多屬技術層

面且是比較容易改善的教學行為問題，由此可知教師若能稍加用心調整，必能降低學生

的不滿意情形。  

唐福瑩（2002）針對護理學系的教師行為特質之研究上，以臨床護理教師應擁有的

四項重要特質：專業勝任、人際關係、人格特質、教學能力作為探討教師是否受歡迎的

四項因素，發現受歡迎的教師在四項的得分均有顯著的高分，而不受歡迎的教師除了專

業勝任外，其餘三項得分皆不高，且以人格特質（如真誠與客觀的對待學生）表現上受

歡迎與否有最大的差異，表示造成教師受歡迎與否與教師的專業能力無關，主要在於教

師的教學態度。 

（二）學生的性別 

    依據學生性別作為自變項的研究結果不盡相同，Feldman(1976)在大學生對教師教

學評鑑的結果上發現女生通常比男生給予教師較高的評價。而也有其他結果顯示學生通

常會給予同性別的老師較高的評價（Centra, 1993；Feldman, 1993）。不過 Kearney 與

Patricia(1991)以及張德勝（2000）的研究則得出男女學生在教師評價上並無差異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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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魏美惠和鄭仲育（2006）的研究整體結果與張德勝的調查研究發現符合，但在教

學分量表以及服務分量表上都得出女生的重視程度勝於男生。也就是說，性別仍有可能

影響學生的認定標準與評鑑結果。 

（三）學生的年級 

    Kearney 與 Patricia(1991)的研究發現大學四個年級的學生或不同年紀的在學學生，

在評鑑結果上皆無顯著差異。不過在張德勝（1999）針對師院的學生做教師評鑑的調查

上，則發現學生年級愈高，對教師的評價也愈正面。為此他解釋此結果可能是因為越高

年級的學生所修的課多為自己所能控制的選修課。換言之，越高年級修習的多是自己有

興趣的課，較能激勵學習興趣。反觀大一同學多修習不能控制之必修課，較缺乏學習動

機，評鑑分數也相對比較底。 

魏美惠和鄭仲育（2006）的研究也發現年級越低的學生傾向對教師的研究、教學及

服務能力越重視。而羅寶鳳（2008）針對教師教學風格與學生學習風格的研究發現不同

年級的學生在對於教師教學風格的喜好程度上，二年級以上的學生皆較為喜歡學習促動

型的教師，只有大一學生多數喜歡專家型教師，該研究推論此項結果之原因乃由於大一

學生剛從高中升大學，對於教師的角色期待偏向知識傳授之專家型。由此可知，年級背

景仍有可能影響學生對於教師的喜好程度，進而影響學生的認定標準與評鑑結果。 

（四）學生修習的學門領域 

    不同領域背景影響評鑑結果。研究顯示在數學、自然科學等理科科目的授課班級，

學生會比非理科班的學生給予教師較低的評鑑(Feldman, 1976; Feldman,1978; Ramsden, 

1991; Wachtel, 1998)。張德勝（1999）的研究也發現教導數理科目老師所得到的學生評

鑑分數最低，美勞、音樂等科目的老師得到的評鑑分數最高。Centra(1994)解釋其中可

能的原因是理科比較不重視師生互動，且部分學生可能跟不上老師的教學進度，而給教

師較低的教學評鑑分數。Wachtel(1998)認為學生可能有感於教師的給分，而以相對的的

評鑑分數來回報教師，黃毅志和巫有鎰（2003）便據此觀點出發，認為理科課程難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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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教材結構嚴謹，學生一旦跟不上教學進度，便較難學得精熟，不但缺乏成就感，

所得分數也可能較低，因此，學生在評鑑教師時也會給予較低的回饋。 

    Kaufman曾對電腦、心理學、藝術以及社會領域的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如下（魏美

惠和鄭仲育，2006）： 

1、電腦及心理領域的學生比藝術領域的學生更重視「教師評比公平性」。 

2、心理領域的學生比社會領域的學生重視「教師評比的準確性」。 

3、電腦領域的學生比社會領域的學生重視「教師的課前準備」。 

    魏美惠和鄭仲育（2006）的研究對象大學生來自教育、文學、財法商管、社會心理、

傳播、理工、醫學、農學、藝術與體育等學院。其跨領域的研究發現主修藝術及體育的

學生較其他主修領域的學生重視「教師的服務能力」。他們並引 Light(2002)所提出的觀

點「一位好的教師可通常以扮演良師益友的角色，從個別指導的服務及輔導過程中鼓勵

學生參與團體活動，進而提升課業上的學習動力。」來解釋此研究結果，他們認為主修

藝術與體育領域的大學生需要教師擁有豐富的人脈及提供學生諮商輔導的機會。對他們

而言，有一個表演與練習的空間是相當需要的，當練習的設備不足，演出的機會不多，

對該領域學生而言，可能導致術科能力的退化。所以對能夠為他們爭取更多的設備與更

多的表演機會的教師服務能力，應是藝術與體育領域大學生所迫切仰賴的教師能力。 

羅寶鳳（2008）在跨領域大學教師教學風格與學生學習風格的研究上發現，不同學

門領域的教師教學風格與學生學習風格存在顯著差異，且不同學門領域的學生對於教師

教學風格的喜好程度也有所不同。商管、理工學院的教師教學風格以「權威型」為最多，

而人文學院的教師以「學習促動型」為最多。在學生的學習風格上，商管、理工的學生

以「合作型」為最多，而人文學院學生以「依賴型」最多。其研究還比較了各種學習風

格的學生對於不同教師風格的喜好程度，發現多數類型的學生喜歡「學習促動型」的教

師，只有逃避型的學生喜歡專家型的教師。在最不喜歡的教師類型上，合作型的學生，

最不喜歡權威型教師，而依賴型的學生則最不喜歡授權型教師。由此可知，不同學門領

域背景可能影響學生對於教師的喜好程度，進而影響學生的認定標準與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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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大學生評鑑教師的概況，然而這些制式的教師教學評鑑問卷往往只能得出師

生關係的結果，卻難以瞭解到背後影響之因，如師生彼此對事件詮釋有差誤等部份，且

以統一內容的格式實施全校性的教學評量，將無法使得一些具有特殊專業的學系測出他

們想要瞭解的問題，並且容易造成內容太抽象，而語意不清的現象（毛郁雯，2000）。

Schaefer 等人(1980)在建構評鑑大學教師問卷時，曾利用學生自己的話來建構問卷，發

現此方式不但可行，效度也高，而且能得出一般標準問卷所沒有的題項。Marsh(1987)

在分析學生的文字意見時也發現其結果與量化的評鑑結果有頗高的相關，但卻能提供特

定的、診斷性的訊息卻是量化評鑑所無法達的。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能跳脫以往評鑑的

角度，從另一個的視角—由學生描述其知覺與想法深入探究，將可能提供大學教師不一

樣的建議方向。 

第五節 大學教師不受學生歡迎的行為 

    Burroughs、Kearney 和 Plax（1989）在一篇有關美國大學教室內的順從與反抗文章

中，便已表示學生與教師的角色地位正在轉變，學生為了有效能的學習，會明確的表達

對教師教學的不滿，該研究並且歸納出 19 種學生指控的教師行為。他們將這 19 種行為

（如不熱情的、無趣、缺乏準備、忽視學生等）審慎歸納至「屬於學生的問題」以及「屬

於教師的問題」兩個取向，顯示出教師的確有舉止不適切、前後矛盾的情形。接著，Plax

和 Kearney（1990）對大學生的研究還發現教師許多不適當行為減低了教學成效，也甘

擾了學生的學習，例如持續讓學生早退、教授諮詢時間卻時常不在研究室、遲遲不歸還

學生作業、考試或作業太難、沒有幽默感、授課聲音單調沒有抑揚頓挫等。 

    Kearney 和 Patricia 等人（1991）更近一步針對 254 位修習溝通課程的大學生調查

他們所不喜歡的教師行為與話語，使用開放式的問卷請受試者依其經驗描述，從而得出

了以下 28 個教師不適當行為的類別（表 2-5-1），並將之歸納為「失能/不稱職的」、「冒

犯」、「懶散」以及「其他」四類。 

 40



表 2-5-1 教師不適當行為項目表(整合自 Kearney & Patricia, 1991, p36-40&44) 

類別 項目 學生舉例 

失
能/

不
稱
職
的 

草率結束課程 太早下課、為了下課而趕課。 

語句含糊不清 要求或說明不清楚、解釋前後矛盾、內容跳來跳去。 

對學生的問題不負責任 
不鼓勵學生問問題、不回答學生問題、學生舉手不回

應、回答學生也只是覆誦一遍問題。 

不適切的考試 考試內容刁鑽、考試內容和課程無關。 

評分不公正 評分標準不同、學期間變動評分標準、從來不給 A。 

講課無聊 
授課無熱情、聲音單調、漫談、無聊、大部分都重複、

上課方式無變 化。 

上課內容過多/過難 講太快、內容超出學生程度太多。 

缺乏學科專業知能 
不了解授課內容、無法回答學生問題、講錯、內容已過

時。 

外國/不正確的口音 口音太重、發音不正確難以聽懂教師說的話。 

聲音大小不適切 太大聲、太小聲。 

文法/拼字錯誤 
文法錯誤多、板書或考卷上的字難以閱讀、拼字錯誤、

英文很差。 

冒
犯 

挖苦/挑毛病 挖苦、粗魯、作弄學生、挑毛病、讓學生難堪出糗。 

語言暴力 使用不敬的話語、尖酸刻薄、大吼大叫。 

不明理/嚴格專制 
不接受遲交、三小時的課程中不下課休息、一個學生錯

卻處罰全班學生。 

性騷擾 對學生做性別評論、沙文主義。 

 

表 2-5-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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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人格特質 沒有耐性、自我中心、愛抱怨、自以為很傑出、情緒化。

明顯的偏好/偏見 有愛徒、對學生有偏見。 

懶
散 

缺席 上課時間卻未出席、未通知便無預警停課。 

緩慢 遲到或動作緩慢。 

缺乏準備/缺乏組織 
未做教學準備、上課沒有組織、忘記考試時間、忘記收

作業。 

授課與教學大綱不符 
更改作業截止時間、進度落後、內容和大綱不一樣、大

綱列出課本但未使用。 

遲遲不歸還作業 
遲遲不歸還作業或考卷、遲遲不改作業、時常忘記帶要

還給學生的作業或考卷。 

上課內容過簡單 太簡單、感覺沒學到東西、考試太簡單。 

其他 上課超時 超過時間才下課、學生未到便提早開始上課。 

上課偏離主題 
當上課為自己的發表會一味的抒發己見、談論自己私人

生活、盡說些浪費時間的話。 

冷淡忽視 
不關心學生的課業、不知道學生的名字、駁斥學生的看

法、不准課堂討論。 

下課後便難以接近 
跟學生約了卻沒有出現、在教授諮詢時間沒有出現、下

了課就找不到。 

外表不佳 
穿著邋遢、聞起來不好、過時的穿衣品味、對自己的外

表不重視。 

    Zhang(2007)將Kearney等人的研究擴展至跨文化的領域，他針對695位美國、中國、

德國以及日本大學生做比較，發現 28 個項目中有些是不同地區的學生都不歡迎的，有

些項目則不然；「失能/不稱職的」是美國、德國學生普遍認為教師不適當行為的類別，

而中、日學生則較在意教師「懶散」方面的行為，可見學生對於教師的評價以及重視的

角度有著文化以及教育結構上的差異，此外，由從東西方社會對於人際關係之處理與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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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差異，了解到中國社會重視集體勝於個人、重視私有親密關係勝於形式契約關係，這

使得師生互動的準則有別於西方（黃光國，1990；黃光國，1991；Yum, 1988），台灣地

區的情形又是如何值得深入瞭解。 

    Ludewig 以學生知覺的角度探討哪些大學教師行為造成師生關係的對立(Vogt, 

1994)，得出 76 種教師使學生憤怒、困擾或挫敗的行為。Malikow(2007)接續此研究，

希望能將這些行為以量化方式呈現。他的受試者為 9 個教育相關課程的 232 位學生，首

先要求學生於問卷裡面的 76 個教師不受歡迎行為項目中，選出哪些是自己曾經經歷過

的，接著再請他們從中挑出 10 個最不能接受的教師行為。這些行為被歸納為五大方面：

（一）講課風格方面；（二）指派工作、作業方面；（三）考試方面；（四）上課規則方

面；（五）個人嗜好/習慣/態度/其他方面。在 76 個教師行為項目中，其中有 25 項被多

數人所選取，最多的 10 個項目為： 

  1、有指定課本卻沒有使用 

  2、指派太多工作好似這個科目最重要，或以為學生只有這個科目要修 

  3、下課時間到了還繼續上課 

  4、讓學生覺得問問題好像是次等地位的人 

  5、考試範圍說明不明確 

  6、考試內容與上課無關 

  7、指派的學習工作讓學生佔用其他時間 

  8、教師英文不好或說不清楚 

  9、授課缺乏組織 

  10、指派工作卻說錯（如繳交截止時間） 

    Plax 和 Kearney 於 1999 年又發表了一篇研究指出，新進的大學教師在班級管理上

時常要不是太嚴格專制要不就是太寬鬆放任，需經過長時間的試誤學習才能在處理學生

問題上取得平衡。大學教師時常要等到問題發生或是期末收到學生的教學評鑑結果後，

才知道自己行為對學生所造成的影響。為了提供教師事前的預防工作與建議，Carte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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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yanunt-Carter（2007）針對教師該如何處理學生抄襲問題做研究，以瞭解哪些處裡

方式是學生可以接受的，哪些則不被學生所認同。其研究發現當教師發現學生抄襲而採

取「給該作業不及格」或「要求學生重寫」是學生最可以接受的處置行為，但「召開申

評會議」或「什麼也不做」卻是學生最不能接受的處裡方式，因為這兩種裁決要不是太

重，要不就是太輕。「召開申評會議」可能使學生遭到退學或休學，被學生視為傷害太

大、太嚴厲；「什麼也不做」則似乎表示著抄襲是被教師所接受的行為，令其他學生感

到忿恨不平。 

    Wanzer、Frymier、Wojtaszczyk 和 Smith（2006）針對教師的幽默行為作研究，其

受試者為 284 名修習人際關係導論課程的大學生，使用開放式的問卷請受試者寫下哪些

教師的幽默行為讓師生雙方都同樣受到取悅，那些則是不適當的幽默行為。在不適當的

幽默行為上其研究得出 513 個學生所寫的例子，並將之歸納為四個類別（前三項佔了所

有例子的 99%）： 

1、用輕蔑表現幽默—針對學生：教師藉由對學生個人或群體，使用輕蔑的語氣，

或毀謗學生的智能、性別以及外表來表現其幽默。如沒來由的污蔑學生、污蔑

學生的個人觀點、嘲笑學生的外表等。 

2、用輕蔑表現幽默—針對學生以外的人：教師藉由對學生以外的人或群體，使用

輕蔑的語氣或毀謗有關性別、種族或宗教方面的議題，來表現其幽默。如污衊

某種族、某種性向、毀謗某政黨意識等。 

3、具攻擊性的幽默：教師使用有性別意識、病態的、下流低俗等使人討厭、令人

不愉快的幽默話語或行為。如黃色笑話、下流的話語和動作、不適當的言論、

涉及喝酒、毒品或非法行為的言談，以及諷刺、挖苦等。 

4、用自嘲表現幽默：教師的自我貶低與嘲弄。 

    以上研究顯示出大學生知覺的教師行為是如何多樣化，包含有教師的立即性行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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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立即性行為，以及教師的社會互動行為模式；也顯示出教師的不適切行為如何影響著

師生關係與學生的行為。由於教師行為可能同時擁有語言、非語言及情感等行為因素表

徵，它除了包含教師針對課程教學專業知識與知能的表現行為外，更代表了教師其個人

的倫理道德，因此，若能探究教師在教學內外的各種行為對學生知覺的影響，將能更進

一步了解教師所要面對的學生。此外，跨文化的研究發現到不同文化及教育背景的學生

知覺差異，因此台灣地區的情形又是如何值得深入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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