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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呈現研究結果並據以討論之，共分為四部分：第一節為大學教師

不受歡迎的行為概況；第二節為學生是否反應其知覺之概況；第三節為學生

的人口變項與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的行為概況  

壹、大學教師不受歡迎的原因與行為類別  

整合第一階段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相關文獻，本節將先描述大學教師不受

學生歡迎的原因與行為項目類別。本研究之第一階段問卷有效樣本為 402

份，以受試者在試想一位求學以來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後，於開放性問題上

對於教師不受歡迎原因之描述做歸類。  

綜合研究結果與國內外文獻，共得出 75 個大學教師不受學生歡迎的原因

行為，研究者將之歸納為七大類，分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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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等，而於七大類別之下，各還有多項次類別，如

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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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的原因與類別   

主類別 次類別 教教師師不不受受學學生生歡歡迎迎的的原原因因((行行為為))  

一、 授 課 內 容

不適當 

1-1 教材內容不合時宜 教材內容已過時、不合時宜 

1-2 授課內容無趣 授課內容無趣 

1-3 授課內容難度不適

合學生 

教學內容超出學生太多 

教學內容過簡單/空泛（沒學到東西） 

1-4 違反主題承諾 沒有按照教學大綱進行 

上課內容與課程名稱不符 

上課偏離主題、漫談 

二、 教 學 技 巧

缺乏 

2-1 缺乏專業知能 不夠專業使人信服 

外文文法或拼字錯誤 

不正確、不清楚的口音 

2-2 教學組織安排不良 無法深入淺出的教學 

上課東跳西跳 

講課方式枯燥死板 

2-3 教學時間控制不良 太早下課 

太晚下課 

趕課講很快 

2-4 上課音量不適切 聲音太大 

聲音太小 

2-5 溝通不良 沒有給明確的交代（講解說明時語意含糊

不明確） 

上課臨場反應慢 

板書或考卷上的字難以閱讀 

三、 教 學 態 度

不佳 

3-1 懶散無心於教學 教學態度敷衍 

未做教學準備便來上課 

草率結束課程 

交代的事情卻忘東忘西（忘記考試時間、

忘記收作業） 

不認識授課班級的學生、叫不出學生名字

3-2 出席情況不佳 常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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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 

3-3 不尊重學生 擺架子指使學生 

拒絕學生異於自己的想法出現 

時常表現出對學生輕視或不耐 

做決定不考良學生感受 

強勢獨斷 

不明理 

3-4 冷淡忽視 不理會、隨便應付學生的疑問 

不關心學生的課業 

難以相處接近 

3-5 讓學生難堪、出糗的

言行 

挖苦、挑毛病 

尖酸刻薄 

大吼大叫 

說髒話 

言語威脅 

性騷擾、性別歧視 

3-6 負向人格 自恃甚高、過於自大浮誇 

不認錯 

對學生有明顯的偏心、或偏見 

上課的情緒不好或是不穩定 

愛記仇 

八卦 

虛偽 

公器私用 

反覆不一致、出爾反爾 

3-7 上課手機不關 上課手機不關機(或震動)一直響 

四、 處 理 作 業

評 量 不 適

切 

4-1 不當指派作業 作業要求複雜 

出很多作業 

4-2 不適切的考試 考試很多、常常小考 

抄參考書當考題、不自己出題 

考試要求制式（寫越多越好、需用教師規

定的算式） 

考試像在默寫而不是考學生的想法 

表  4-1-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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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內容太難、刁鑽 

考試太簡單 

考試內容和課程無關 

4-3 評分不公正 評分主觀無標準 

所有人的成績皆高 

所有人的成績皆低 

學生的努力沒有反映在成績上 

期末當掉學生無標準、亂當人 

因小理由當掉學生 

當掉很多人 

不當人 

遲遲不歸還作業或考卷 

五、 缺 乏 專 業

倫理 

5-1 政治色彩濃厚 政治色彩濃厚 

5-2 縱容作弊 縱容作弊 

六、 缺 乏 做 研

究的熱忱 

6-1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七、 其他 7-1 不重視外表 對自己的外表太不重視（體態、衣著、體

味） 

表  4-1-1（續）  

由於大學受教人數年年上升，且高等教育從傳統上以教師為主的「教學

典範」，已慢慢地演變至今日以學生為主的「學習典範」（劉若蘭，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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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本研究歸納

出 75 項大學教師不受學生歡迎的行為，並歸納成七個大類，以回答本研究之

研究問題 1-1 與 1-2：  

1、授課內容不適當：包含教材內容過時 /不合時宜、內容無趣、內容難度

不適合學生，以及違反主題承諾等方面。  

2、教學技巧缺乏：包含教師專業知能缺乏、教學組織安排不良、教學時間

控制不良、上課音量不適切、與學生溝通不良等方面。  

3、教學態度不佳：包含懶散無心於教學、出席狀況不佳、不尊重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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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冷淡忽視、讓學生難堪出糗、負向人格，以及上課手機不關機等

方面。  

4、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包含不當指派作業、不適切的考試、評分不公正

等方面。  

5、缺乏專業倫理：包含政治色彩濃厚、縱容作弊等方面。  

6、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7、其他：如教師不重視外表、體味不佳。  

即便我們已知大學教師有著教學、研究與服務等三大任務，且師生互動

並不終止於下課鐘響，學生與教師的關係存在於教學與非教學歷程之中，但

根據學生所列舉出之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所做出的歸類可以發現，仍多是

和學生最切身相關的教師「教學」方面為主。可見學生在意的，還是教師的

教學方法、上課要求與教學態度部份，此與周燦德（2005）、魏美惠和鄭仲育

（2006）的研究結果相符，大學生重視的，是認真教學的「教學型教師」。  

今日許多大學教師因個人興趣或升等壓力而埋身於自己的研究工作中，

卻對教學工作漠不關心；而有些則是因缺乏教學知能而使教學效果事倍功

半。以上這兩種教師都容易產生不受學生歡迎的行為，大學教師要避免成為

不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使自己符合學生所期待的樣子，就應設法提昇自己的

教學品質。  

由於本研究所歸納出之大學教師不受歡迎的行為係包含第一階段問卷以

及過去國外的相關文獻結果（Kearney & Patricia, 1991; Malikow, 2007），因

此各原因行為項目可藉由國內外文獻的比較，分為三種類別：一是國外學生

提到，而台灣學生沒有提出的行為；二是台灣學生提到，而國外學生沒有提

 59



 

出的行為；三是國內外學生皆有提出之行為。  

表 4-1-4 整理出國外學生提到，而台灣學生沒有提出的行為，共有六個

項目，在《教學內容不適當》中有一項、《教學態度不佳》以及《處理作業評

量不適切》中則各有三項與兩項，分別是「聲音太大」、「不認識授課班級的

學生、叫不出學生名字」、「不關心學生的課業」、「大吼大叫」「考試太簡單」，

與「所有人的成績皆低」等。此六個項目台灣的學生之所以沒有提到，有可

能是我們的學生較不會在意教師這些行為，亦有可能是台灣的教師較少出現

這些行為狀況。  

 
表  4-1-2 【國內外比較】 -國外有而台灣學生沒有提出的行為  

類別  不受歡迎的教師行為（共 6 項）  

授課內容不適當  1.聲音太大  

教學態度不佳  2.不認識授課班級的學生、叫不出學生名字  

3.不關心學生的課業  

4.大吼大叫  

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5.考試太簡單  

6.所有人的成績皆低  

在台灣學生提出，而國外學生沒有提出的行為方面，由表 4-1-5 可得知，

台灣學生所提到的行為項目，範圍較國外文獻來的廣範，共有 21 個項目，其

中以《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與《教學態度不佳》項目較多，顯示評量與教

師人格方面可能是台灣學生較國外學生重視的面向。此外「虛偽」與「反覆

不一致、出爾反爾」兩項在 75 個分項行為的比重排序上，分別落在排名第 9

與第 8，是較多台灣受試學生提到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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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國內外比較】 -台灣有而國外學生沒有提出的行為   

類別  不受歡迎的教師行為（共 21 項）  

教學技巧缺乏  
1.上課東跳西跳  

2.趕課講很快  

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3.作業要求複雜  

4.考試很多、常常小考  

5.抄參考書當考題、不自己出題  

6.考試要求制式（寫越多越好、需用教師規定的算式）  

7.考試像在默寫而不是考學生的想法  

8.期末當掉學生無標準、亂當人  

9.因小理由當掉學生  

10.當掉很多人  

11.不當人  

教學態度不佳  12.言語威脅  

13.不認錯  

14.愛記仇  

15.八卦  

1

表  4-1-5（續）  

166..虛虛偽偽   

17.公器私用  

1188..反反覆覆不不一一致致、、出出爾爾反反爾爾  

19.上課手機不關機 (或震動 )一直響  

缺乏專業倫理  20. 縱容作弊  

缺乏研究熱忱  21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註：字型粗體者，為被學生提出次數百分比較高，於排序前十名者。  

由以上本研究與國外文獻之比較可發現：歐歐美美學學生生重重視視教教師師是是否否關關心心學學

生生；；台台灣灣學學生生重重視視評評量量與與教教師師的的人人格格。  

國外學生提到有關教師是否認識學生、是否關心學生課業方面，是台灣

學生所未提及的部分。而台灣學生比國外學生提到更多有關教師處理作業評

量不適切與教師教學態度不佳方面的項目，猜測評量與教師人格方面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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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較國外學生重視的面向（Kearney & Patricia, 1991; Vogt, 1994; 

Malikow, 2007）。此結果與 Zhang(2007)針對東西方跨國的研究相符，顯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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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民族間文化的差異將會造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在面對「權力、

不確定感、個人─集體主義和性別特質」時，會各自產生不同的人格傾向。

中國人之人格特質形成過程中受到儒家「仁、義、禮」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

影響甚深，反映在人際關係的互動上，則是特別注意「非形式的搞關係」、「重

視私有親密的人情」、和「偏好群己間的面子地位」。中國人重視內團體的緊

密，因為相對於外團體、或外人來說，對他們而言便是極其陌生的，所以當

面臨到與外團體交流時便產生障礙。在西方社會中，團體間互動仰賴一種契

約的形式，然而在儒家的中國社會裡，「禮」的功能便能使團體間關係從陌生

進入熟識。它並不要求契約模式，但是卻必須遵從固定的模式來建立團體間

的關係，因而禮節的運用便成為關係建立與否的關鍵了，在教育，便是所謂

的「尊師重道、褒崇聖賢」（吳峻安，2003；黃光國，1990；黃光國，1990

關世杰譯，1999； Yum, 1988）。由此可知，西方學生比東方學生容易（且較

為願意）與教師建立平等的關係與密切的互動。  

再者，中國自隋唐開始舉行科舉制度，社會有著「科舉試第，功成名就」

的觀念，把讀書當作手段，把做官當作目的，現代的東方人進而視「讀書賺

大錢」為學習的動力，由父母灌輸他們的小孩，並一代代的傳承此此功利主

義觀念，是故我們的學生對於教師作業考試成績如何評定便較西方學生來的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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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發生的頻率 

為瞭解一般大學教師發生各項不受歡迎行為的頻率，以回答本研究之研

究問題 1-3，乃設計第二階段問卷。第二階段問卷有效樣本數為 703 份，第

一部份採 Likert 6 點量尺方式作答，計分方式是根據學生判斷其求學以來一

般大學教師在各項不受歡迎行為上發生的狀況，由「從未發生」、「極少發生」、

「偶爾發生」、「有時發生」、「時常發生」、「總是發生」六個出現頻率，分計

0、1、2、3、4、5 分。  

表 4-1-6 呈現學生知覺一般大學教師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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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等七類行為發生頻率的得分平均數、標準差、

題數與題平均數。研究結果可知：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在《授課內容不適當》與《教學技巧缺乏》的題

平均數為 1.73，《教學態度不佳》的題平均數為 1.18，《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的題平均數為 1.42，《缺乏專業倫理》的題平均數為 1.35，《缺乏做研究的熱

忱》的題平均數為 1.08，而《其他》的題平均數則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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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發生頻率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題平均數

授課內容不適當  12.13  .54  7 1.73 

教學技巧缺乏  24.17  .58 14 1.73 

教學態度不佳  37.66  .37 32 1.18 

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25.48  .29 18 1.42 

缺乏專業倫理   2.70  .35  2 1.35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1.08  .46  1 1.08 

其他    .99  .75  1  .99 

整體而言，學生知覺一般大學教師的授課內容不適當、缺乏教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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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其他之題平均數皆介於「極少發生」與「偶爾發生」之間（M= .99~1.73）。

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各不受歡迎行為細項目，發現：  

1、  在《授課內容不適當》方面，「授課內容無趣」 (M=2.86)為此行為類

別中得分平均數最高者，其次為「上課偏離主題、漫談」（M=1.73），

而。  

2、  在《教學技巧缺乏》方面，教師的教學組織安排以及與學生溝通不

良在次類別平均得分較高。其中「講課方式枯燥死板」(M=2.96)於此

行為類別中得分平均數最高，其次為「無法深入淺出的教學」

（M=2.36），其餘平均得分較高者還有「上課東跳西跳」(M=2.25)、「沒

有給明確的交代（講解說明時語意含糊不明確）」(M=2.17)、「趕課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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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 (M=2.02)、「太晚下課」 (M=1.90)，與「板書或考卷上的字難

以閱讀」 (M=1.76)而。  

3、  在《教學態度不佳》方面，負向人格與懶散無心於教學是發生頻率

較高的次類別。其中「不認識授課班級的學生、叫不出學生名字」

(M=1.55)平均得分最高，其次為「常遲到」 (M=1.54)。  

4、  在《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方面，評分不公正是發生頻率較高的次

類別，「學生的努力沒有反映在成績上」 (M=1.99)為此行為類別中得

分平均數最高者，其次為「評分主觀無標準」 (M=1.88)。  

5、  在《缺乏專業倫理》方面，得分平均數較高者為「政治色彩濃厚」

(M=1.60)。  

整整體體而而言言，，學學生生知知覺覺大大學學教教師師在在各各類類不不受受歡歡迎迎行行為為的的發發生生頻頻率率皆皆不不高高，，

平平均均數數皆皆介介於於「「極極少少發發生生」」與與「「偶偶爾爾發發生生」」之之間間。但「講課方式枯燥死板」、

「授課內容無趣」、「無法深入淺出的教學」、「上課東跳西跳」、「沒有給明確

的交代（講解說明時語意含糊不明確）」、「趕課講很快」等行為，在學生知覺

上則介於「偶爾發生」與「有時發生」之間 (M=2.86~2.02)。顯示出兩個個教教師師

較較容容易易出出現現不不受受歡歡迎迎行行為為的的原原因因：：   

第第一一，，教教師師對對於於課課程程明明確確的的規規劃劃與與構構思思的的準準備備不不足足，因此無法配合學生

的學習需求循序漸進教學；上課內容無法順應時事；教學上無法提供多元的

呈現方式；在交代事物時，也搖擺不定無法提供明確的指令。  

第第二二，，教教師師與與學學生生在在課課堂堂間間無無法法即即時時做做良良好好的的溝溝通通，因此便無法彈性的

調整配合學生的需求而講太快或草率趕進度。  

 65



 

由於第一階段問卷之題目設計，乃是請受試者試想一位求學以來「最不

喜歡的大學教師」其行為狀況，而第二階段問卷，則是請受試學生判斷「一

般大學教師」的行為狀況，若能比較兩階段的結果，將有助於瞭解師生關係

的進展與學生知覺感受。比較結果發現： 

表  4-1-5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的行為次數分配表  

一、一、  在「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上，學生特別容易知覺到教師有教學態度不

佳，懶散無心於教學的情況。   

 在「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上，學生特別容易知覺到教師有教學態度不

佳，懶散無心於教學的情況。

表 4-1-2 呈現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各項目於第一階段問卷中，被學生

提到的次數和百分比。七個類別中，《教學態度不佳》（34.18%）方面的行為

被最多人提出來，其次為《缺乏教學技巧》（26.25%），然後是《處理作業評

量不適切》（25.23%）與《授課內容不適當》（11.53%）。而《缺乏專業倫理》

（2.13%）、《其他》（  .43%），以及《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21%）也分別被

少數人所提出。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的行為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授課內容不適當    54 11.53% 

缺缺乏乏教教學學技技巧巧    123 2266..2255%% 

教教學學態態度度不不佳佳    160 3344..1188%% 

處處理理作作業業評評量量不不適適切切    118 2255..2233%% 

缺乏專業倫理    10 2.13%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1  .21% 

其他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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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呈現第一階段 75 個不受歡迎的教師行為中，被學生提到的次數

前十名者，研究結果可得知，學生「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排

名最前面者是「自恃甚高、過於自大浮誇」；其次是「無法深入淺出的教學」

與「教學態度敷衍」；第四名是「上課偏離主題、漫談」；第五名則是「挖苦、

挑毛病」與「上課的情緒不好或是不穩定」；第六名之後則有「反覆不一致、

出爾反爾」「不夠專業使人信服」、「教學內容過簡單 /空泛（沒學到東西）」，

與「虛偽」等。  

表  4-1-6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的行為（依比重排序）   

排序  不受歡迎的教師行為  次數  百分比  

1 自恃甚高、過於自大浮誇  25 5.34% 

2 無法深入淺出的教學  23 4.91% 

2 教學態度敷衍  23 4.91% 

4 上課偏離主題、漫談  20 4.27% 

5 挖苦、挑毛病  18 3.85% 

5 上課的情緒不好或是不穩定  18 3.85% 

7 講課方式枯燥死板  17 3.63% 

8 反覆不一致、出爾反爾  14 2.99% 

9 不夠專業使人信服  12 2.56% 

9 教學內容過簡單 /空泛（沒學到東西）  12 2.56% 

9 虛偽  12 2.56% 

由以上可知，在「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上，學生提到次數較多者，偏

向教師的懶散敷衍、自恃甚高或虛偽的負向人格，以及與教學無關的情緒和

對學生的刁難等方面，換言之在「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上，學生特別容易

知覺到教師有關教學態度不佳的情況。與林芬遠（1997）針對教師口語的研

究以及唐福瑩（2002）針對護理學系的教師行為特質之研究結果相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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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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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可能的原因，乃由於人際互動首重建立關係。因此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以獲得對方的情感與對待自己的態度訊息，為互動中最要緊的事 (Taylor & 

Co., 2004)。由此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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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衍生誤解，最後溝通

不良，使得互動受阻礙。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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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順利的繼續進行互動（苗延威、張君玫譯，1998），但

倘若教師在教學時夾雜著教學以外的情緒，便會導致學生無法從有限的資訊

中擷取預測教師的軌跡，可能因此而大大減低學生與教師關係進展的意願。  

綜合來說，造成教師受歡迎與否，主要在於教師的教學態度，是否能營

造安全、信任、接納與尊重的互動環境，以及能否以真誠、客觀的態度對待

學生。  

二、二、  在「一般大學教師」上，則以授課內容不適切、缺乏教學技巧等面向較

為學生所知覺。   

 在「一般大學教師」上，則以授課內容不適切、缺乏教學技巧等面向較

為學生所知覺。

廖年淼等人（2002）針對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行為的研究發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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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發現，當學生面對「一般大學教師」時，對於教師授課內容是否有趣、教

學組織安排是否恰當、教學時間控制等方面有較多的知覺。而這些方面的行

為，都屬於廖年淼等人所謂之「當然教學行為」，是學生期待教師「理所當然」

應該要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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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很容易地降低學生的不滿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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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旨在探討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概況，於第一部分呈現了第一階

段問卷的結果，並綜合本研究與國內外文獻，共得出 75 個不受學生歡迎的行

為項目，並將之歸納為七大類，分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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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由以上七類可發學生重視的仍多是和自己最切身相

關的教師「教學」方面為主，顯示教師研究之餘仍應盡心於教學。  

此外，第一部份還比較了國內外的研究結果，發現國外學生重視教師是

否關心學生，此為台灣學生所沒有提到的部分；而台灣學生重視而國外學生

未提到的，則以《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與《教學態度不佳》項目較多，顯

示評量與教師人格方面可能是台灣學生較國外學生重視的面向。印證了過去

文獻對於東西方文化與教育結構差異的研究結果。  

第二部分呈現學生認為一般大學教師出現各種不受歡迎行為的頻率。在

七個類別中，以《授課內容不適當》與《教學技巧缺乏》的得分最高。其中

以教師因對於課程明確的規劃與構思的準備不足，以及教師與學生在課堂間

無法即時做良好的溝通這兩個因素為造成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的最大原

因。  

由於第一階段問卷乃是請受試學生試想一位「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而

第二階段則是請受試學生以「一般大學教師」為設想前提，比較一、二階段

結果，可發現以下結論：  

1、  由於人際互動首重建立關係，在互動的循環歷程中，教師的教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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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授課內容不適切、缺乏教學技巧等面向皆屬與學生認為「教師

理當做到卻沒有做到」的行為，因此在「一般大學教師」上，這些

行為特別為學生所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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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是否主動反應其知覺與背後原因 

本節係探討大學生是否主動將其感受反應給教師知道的概況與原因，將

可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2-1 與 2-2，並依重要發現據以討論。第一部份將描

述第一、第二階段問卷學生在各項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表示「會」與「不

會」主動反應的概況；第二部分首先呈現根據第一階段問卷受試學生所寫下

的不會告知教師的原因，所歸類得出的原因項目，接著則會呈現第二階段受

試學生不會告訴教師的原因概況。  

壹、學生是否反應其知覺讓教師知道的概況  

由表 4-2-1 可知當教師出現不受歡迎的行為時，有高達 90.55%的第一階

段受試學生表示他們並不會主動告知教師其感受。換言之，當學生面對最不

喜歡的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有九成以上的學生不會主動反應其感

受。  

 表  4-2-1 學生是否將感受告知不喜歡的大學教師  

是否會告訴教師  人數  百分比% 

會   38  9.45% 

不會  364 90.55% 

由於第一階段問卷乃是請受試學生預想一位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因此

當得到「有高達九成的學生表示不會主動反應其知覺給教師知道」這樣的結

果，然而此並無法推論當學生面對一般大學教師時會有怎樣的態度與反應，

故於第二階段問卷題目改為詢問學生當一般大學教師有所列之各項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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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反應會如何。第二階段的結果發現在全部的行為項目上，學生表示「不

會」主動告知的比例皆遠高於「會」的比例，與第一階段的結果相符。  

以下將呈現學生對於一般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的反應概況百分

比。表 4-2-2 列出《授課內容不適當》、《缺乏教學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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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

他》等七大類別在學生是否主動反應之概況的平均百分比，研究結果可知：  

在七大類別上，「不會」的百分比都相當接近，平均七成以上的大學生不

會主動將感受告知教師，而「會」主動告知教師的學生則只有平均一成左右。 

 
表  4-2-2 學生是否將感受告知一般大學教師  

學生於各行為類別知覺反應狀況  會  不會  

授課內容不適當  12.97% 75.76% 

教學技巧缺乏  20.18% 68.03% 

教學態度不佳  11.03% 69.12% 

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14.39% 70.31% 

缺乏專業倫理  10.00% 72.00%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4.60% 73.20% 

其他   9.30% 70.00% 

總平均  11.78% 71.20% 

進一步分析各細項目的百分比，發現其中八成以上的學生表示「不會」

主動告知教師其感受的行為有八項，依百分比排序第一位為「講課方式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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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板」（87.7%），其次是「不夠專業使人信服」（85.7%），第三是「授課內容

無趣」（85.6%），然後是「上課偏離主題、漫談」（83.1%）、「常遲到」（82.00%）

「無法深入淺出的教學」（80.7%）、「不認識授課班級的學生、叫不出學生名

字」（80.6%），與「所有人的成績皆高」（80.4%）。除了「常遲到」與「所有

人的成績皆高」之外，其餘六項皆是學生認為出現頻率較高的行為（排名前

10 名）。  

此外，雖然在所有項目裡，學生表示「會」主動告知教師其感受者平均

只佔一成，但有六項行為顯示出相對較高的比例（27.1%~34.6%），分別是「外

文文法或拼字錯誤」（34.6%）、「聲音太小」（33.1%）、「沒有給明確的交代（講

解說明時語意含糊不明確）」（31.7%）、「趕課講很快」（28.9%）、「板書或考

卷上的字難以閱讀」（27.8%），與「聲音太大」（27.1%）。  

綜合以上結果發現：  

一、一、  不管學生喜不喜歡教師，當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普遍「不

會」主動反應其知覺使教師知道。   

 不管學生喜不喜歡教師，當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普遍「不

會」主動反應其知覺使教師知道。

Mayer 認為教室內的師生關係是一個循環。教師從學生的反饋情況觀

察，獲得各種有關學生的具體資料以及對教師的評語，形成其對學生與自我

教學的期望並表現於行為。這些行為又影響到學生的反饋，然後再度影響教

師的表現（林清山，1991）。然而本研究的發現說明為何許多教師到了改期中、

期末考卷時，才發現學生的學習狀況不如預期；等到期末的教師教學評鑑結

果出來，才發現原來自己整學期教下來學生並不滿意，因為學生普遍「不會」

主動反應其知覺使教師知道。換言之，除非學生想說，否則教師想知道自己

有哪些行為受到學生在背後評議並不容易，大學教師基本上難以正確知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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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意思。  

教師無法在師生關係的循環中輕易得到完整、立即，且最真實的回饋資

訊，除非教師本身便擁有敏銳的人際知覺觀察能力，或將教學全程錄影下來，

虔心與具有教學專業者討論點出問題，亦或時時留意學生躲在毋須表露身分

的虛擬網路（如 BBS、部落格等）中所留言之上課心得。此外，大學教師要

提升教學效果，與學生良好、順利地互動，除了主動出擊，研究者認為教師

還需瞭解學生不願意、抗拒將資訊公開給教師知道的背後原因，才能據以改

善師生間的溝通環境，增進融洽的師生關係，以收到預期、甚至非預期的良

好教育成效，並提升大學教師投身教學的成就感與自信心。  

二、、  學生願意主動反應有關「確認資訊是否正確、明確」等方面的問題。   二  學生願意主動反應有關「確認資訊是否正確、明確」等方面的問題。

在教師「外文文法拼字錯誤」、「聲音太小或太大」、「沒有給明確的交代

（講解說明時語意含糊不明確）」、「趕課講很快」與「板書或考卷上的字難以

閱讀」上，則顯示出也有許多的學生是會主動反應其知覺的。深入探究這五

項行為，可發現：  

1、  皆屬於要求澄清問題，因此較無冒犯之意  

    此五項學生比較願意主動反應的情況都是屬於「確認資訊是否正

確、明確」等方面的問題，而非質疑教師專業或態度上的問題。對教

師無冒犯之意。  

2、  文化觀念的束縛  

    過去傳統文化內化甚深，例如儒家認為學問自問題來，無問題，

一切知識、思想皆無從談起，是故「好學者必好問」。學生習讀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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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本裡，《論語》中所言之好學者皆為「好問」之典範，且孔子「入

太廟，每事問」，亦體現傳統儒家的求師思想。《中庸》曰：「好問近

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韓愈〈師說〉：「人非生而知之

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傳統儒家思想

除鼓勵學生對於知識應追根究柢、好學不倦，亦傳遞了「多問求知方

面問題的學生是認真、用功的」的訊息。。  

綜合以上兩個原因，正面來說，學生反應這些行為，皆可取得教師的好

印象。換言之，學生認為主動反應有關「確認資訊是否正確、明確」等方面

的問題，能給老師留下較好的、較為正面的、用功的好學生印象，反之，若

主動去質疑教師的專業或態度，卻只會讓教師留下刁難教師、侵犯教師權威

的負面印象。  

貳、學生不會反應其知覺的原因  

於第一階段問卷表示當遇到教師出現不受歡迎的行為時，不會主動告知

教師其感受的受試學生中，有 205 人寫下不會告知教師的原因。整合各受試

者在原因上的描述，歸類共得出 23 個不會告知教師的原因項目，研究者將之

歸納為四大類，分別是《溝通恐懼》、《不願意溝通》、《合理化教師的行為》，

以及《無主見》等，而於四大類別之下，各還有多項次類別，如下頁表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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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不告訴教師的原因項目歸類   

類別名稱  不告知教師的原因  

一
、
溝
通
恐
懼 

1-1 不習慣和老師互動  
不熟  

不好意思  

1-2 不想影響師生關係  

怕怕尷尷尬尬   

怕怕得得罪罪教教師師以以後後會會被被刁刁難難   

怕怕影影響響成成績績   

怕怕被被當當   

二
、
不
願
意
溝
通 

2-1 曾經試過但沒有用  

不不知知怎怎麼麼表表達達比比較較好好   

教師聽不懂  

講講了了教教師師也也不不在在乎乎／／不不會會改改進進（（說說了了也也沒沒用用））  

覺得教師強硬不會接受  

2-2 教師的事與自己無關  

不不喜喜歡歡他他所所以以不不想想說說   

懶懶得得說說   

反正別人會說  

認為教師應該會自己發現問題  

三
、
合
理
化
教
師
的
行
為 

3-1 認為只是自己的主觀

感受  

這是教師的方式，接不接受在於我  

可能別人不覺得討厭  

不滿情緒還沒達到需要告訴教師的程度  

3-2 尊重教師  

教師本身為人其實不錯（喜歡教師）  

怕怕傷傷了了教教師師的的自自尊尊  

即使是不合理，教師本來就具權威性  

3-3 教師可能有他困難之處  

四
、
無
主
見

44--11 默默默默的的承承受受（（反反正正以以後後不不要要修修他他的的課課就就好好））  

4-2 教師不准學生有反對意見  

 
註：字型加粗者，為較多學生提出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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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本研究歸納出四大類學生不會主動反應的原因：  

1、  溝通恐懼：包含不習慣與教師互動、不想影響師生關係等。  

2、  不願意溝通：包含曾經試過但沒有用、覺得教師的事與自己無關，反

正別人會說等。  

3、  合理化教師行為：包含認為可能只是自己的主觀感受，別人可能不會

不喜歡；基於尊重教師，或認為教師可能有他的困難之處等。  

4、  無主見：包含因為教師不准學生有反對意見；或默默承受，反正以後

不要修他的課就好等。  

以上四類大學教師發生不受歡迎行為時，大學生不會主動反應給教師知

道的原因，含括了 Argyle（苗延威、張君玫譯，1998）以及楊極東（1987）

等人所曾經歸納出的互動阻礙的因素。根據本研究所做出的歸納，發現師生

關係在溝通上受阻礙的原因，包含學生預期結果而焦慮與害怕，所以有逃避

教師的傾向；因無法有效的溝通而選擇沉默；或因師生心理距離太大而存有

敵意排斥、冷漠以對；有些則因文化氛圍而傾向和同儕一起與教師互動；或

等待他人行動以分散責任；有的因長久以來尊師重道的傳統而將教師的行為

合理化；其餘則因互動技能不純熟而喪失抓住主動性的時機。  

下頁表 4-2-4 呈現不會告知教師的原因各項目在第一階段問卷中被學生

提到的次數、所佔的百分比和比重排序。其中《溝通恐懼》（42.44%）與《不

願意溝通》（42.93%）便佔了四大類別的 85.37%。  

進一步分析所有類別項目，有以下四點發現：  

1、  所有不告知原因中，以《溝通恐懼》裡的「不想影響師生關係」

（38.05%），以及《不願意溝通》裡的「曾試過但沒有用」（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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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的事與自己無關」（21.46%）等次類別，佔有最高的比例。  

2、  在 23 個不會告知教師的原因單項目比重排序上，排名最前面者是《溝

通恐懼：不想影響師生關係》之「怕得罪教師以後會被刁難」；其次

是《不願意溝通：不曾經試過但沒有用》之「講了教師也不在乎／不

會改進（說了也沒用）」；接下來是《溝通恐懼：不想影響師生關係》

之「怕被當」；第四和第五名分別是《不願意溝通：教師的事與自己

無關》之「懶得說」與「不喜歡他所以不想說」；而第六名則是《溝

通恐懼：不想影響師生關係》之「怕影響成績」。  

3、  在前六名中，有三項皆落在《溝通恐懼：不想影響師生關係》，而《不

願意溝通：教師的事與自己無關》也有兩項落在前六名，顯示大學生

對於教師不受歡迎的行為，多傾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盡量避

免與自身有太大的利益衝突，在師生關係上也較為疏離。  

4、  值得注意的是「默默的承受（反正以後不要修他的課就好）」此項目

也以較高的排序落在第七名，似乎顯示仍有不少大學生對於教師的教

學是無主見、逆來順受的。  

 表  4-2-4 不告知教師的原因次數分配表（第一階段）  

不告知教師的原因  次數  百分比  

溝通恐懼  87 42.44% 

不願意溝通   88 42.93% 

合理化教師的行為   21 10.24% 

無主見  9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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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可知，在第二階段問卷中有七成的大學生「不會」主動將感受告

知教師，研究者將受試學生在不會告知教師的原因上所選擇之次數、所佔的

百分比和比重排序整理於表 4-2-5。研究結果發現：《溝通恐懼》（29.8%）與

《不願意溝通》（33.7%）便佔了四大類別的 63.5%。而在所有類別中，以《不

願意溝通》裡的「教師的事與自己無關」（23.2%）與《溝通恐懼》裡的「不

想影響師生關係」（22.8%），等次類別，佔有較高的比例。  

進一步分析各項不會告知教師的原因學生選擇概況，對照圖 4-2-1 的長

條圖，亦可清楚觀察得到各項目的分配情形。排名最前面者是「反正別人會

說」；其次是「怕得罪教師以後會被刁難」；接下來是「講了教師也不在乎／

不會改進（說了也沒用）」；第四和第五名分別是「怕被當」與「不滿情緒還

沒達到需要告訴教師的程度」；第六名是「不好意思」；而第七名則是「默默

的承受（反正以後不要修他的課就好）。  

此外，經統計於問卷中學生填寫「其他」 ( .7%)者，原因大致為：認為

該行為無傷大雅、喜歡教師有該行為、大部分教師都會這樣所以認為是正常

行為、教師如果事前有說就沒關係等。  

表  4-2-5 不告知教師的原因次數分配表（二）   

不告知教師的原因  次數  百分比  

溝通恐懼  13937 29.8% 

不願意溝通   15679 33.7% 

合理化教師的行為   5234 11.2% 

無主見  1777 3.8% 

其他  3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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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不告訴教師的原因分配情形長條圖  

表 4-2-6 比較了一、二階段問卷的結果，由於兩次施測請受試學生所假

想的對象並不一樣，第一階段是詢問學生當面對其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時的

反應，第二階段則是詢問學生當面對一般大學教師時的反應，因此兩次結果

不大相同是可預期的，研究顯示：  

1、  兩階段學生所選擇的原因的次數排序不大相同，其中有六項不告訴



 

教師的原因在兩次施測結果中皆獲得較多學生的選擇。  

2、  當學生面對「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時，不告知的原因較偏向在溝

通恐懼—不想影響師生關係上，因此除了怕被刁難、怕被當之外，學

生也害怕師生間產生尷尬、也怕影響成績，此外，也有許多是因為不

喜歡老師所以不想說。  

      溝通恐懼—不想影響師生關係，其背後原因乃是權力關係使

然。師生間並非是一種平等的、合作的、坦承的關係，學生是恐懼的、

低自尊、疏離的，教師與學生維持著一種傳統上對下的關係，因為教

師擁有支配（成績、當人、提供機會等）權力，迫使學生表面順從，

因此學生便不會將負面的感受反應給教師知道，在權宜考量下，轉而

選擇不說或迴避。  

3、  在第二階段中，「反正別人會說」高居第一位，佔有近二成的百分比

(19.0%)；而當學生面對「一般」教師時，不滿情緒較不高漲，除了

不想影響師生關係之外，學生也有比較多比例認為只是自己的主觀感

受，且較多會選擇順應教師的方式。  

      相對於面對最不喜歡的教師，當學生面對一般大學教師時，傳

統文化觀念影響學生的知覺反應便突顯出來，「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傳統美德認為吃虧是福、與人為善的本能，可能造就了學生怕「說了

教師會傷心難過」、「替教師找合理的理由」此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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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兩階段問卷比較】 -學不告訴教師的原因分配情形   

兩階段次數皆高者  第一階段次數較高者  第二階段次數較高者  

1.怕得罪教師以後會被刁難  1.怕尷尬  1.不好意思  

2.怕被當  2.怕影響成績  2.反正別人會說  

3.不知怎麼表達比較好  3.不喜歡他所以不想說  3.這是教師的方式，接不接

受在於我  

4.講了教師也不在乎／不

會改進（說了也沒用）  

4.怕傷了教師的自尊  4.不滿情緒還沒達到需要告

訴教師的程度  

5.懶得說    
6.默默的承受（反正以後不

要修他的課就好）  
  

小結  

本節旨在探討大學生是否主動將其感受反應給教師知道的概況。於第一

部分呈現了學生在各項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表示「會」與「不會」主動

反應的概況，研究結果發現：  

除了「要求澄清問題」這種較無冒犯之意的行為，不管學生喜不喜歡教

師，當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普遍不會主動反應其知覺使教師

知道。亦即教師無法在師生關係的循環中輕易得到完整、立即，且最真實的

回饋資訊，換言之，以傳統方式所得到的資訊並不足以提供教師教學進步之

用，是故瞭解學生不願意反應的背後原因、並藉由其他非正式管道去搜集學

生的知覺感受是必要的。  

第二部份比較一、二階段學生不告知教師的原因，發現學生面對最不喜

歡的大學教師以及一般的大學教師態度並不相同：  

 82



 

1、  當學生面對「最不喜歡的大學教師」時，傳統師生上對下的權力關

係影響，使學生不告知的原因較偏向在溝通恐懼—不想影響師生關係

上，此外，也有許多是因為不喜歡老師所以不想與教師溝通。  

2、  而當學生面對「一般」大學教師時，學生較會以「以人為善、不找

人麻煩」為出發點，最多的原因是反正別人會說、不關己事，而且對

教師的不滿並不會累積到非常高漲的程度，因此除了不想影響師生關

係之外，學生也有較多比例認為只是自己的主觀感受，且較會選擇順

應教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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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生的背景變項與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

的知覺  

此部分將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3-1、3-2、3-3，以及 3-4，並依重要發

現據以討論。  

本研究的大學生背景變項主要包括公私立大學、學門領域、性別與年級。

為瞭解背景變項不同的大學生，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知覺與反應上是

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根據第二階段問卷結果進行下列的分析研究。  

壹、公私立大學生與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的知覺 

一、公私立大學生認為一般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發生頻率  

表 4-3-1 呈現公私立大學生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的知覺平均數與

標準差。為瞭解公私立大學的學生，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知覺上有何

差異，在檢驗公私立大學兩組間變異數沒有統計差異後，乃進行以下獨立樣

本 t 考驗，於表 4-3-2 呈現有達顯著者之 t 考驗值摘要。研究結果發現：  

1、  《授課內容不適當》（ t=8.77，p＜ .001）、《缺乏教學技巧》（ t=4.86，

p＜ .001）、《缺乏專業倫理》（ t=5.19，p＜ .001）、《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 t=3.04，p＜ .01），以及《其他》（ t=6.46，p＜ .001）等類別因學生

學校公私立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換言之，公立大學生知覺教師

出現授課內容不適當、缺乏教學技巧、缺乏專業倫理、缺乏做研究的

熱忱，以及其他類型行為的頻率顯著高於私立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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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態度不佳》與《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兩個類別在學生學校

公私立不同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表  4-3-1 公私立大學生知覺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頻率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  學校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數  

授課內容不適當 公立  241 12.04 5.51 1.72 

  私立  462  8.41 5.06 1.20 

缺乏教學技巧 公立  241 23.12 9.88 1.65 

  私立  462 19.72 8.18 1.41 

教學態度不佳 公立  241 33.86 4.45 1.06 

  私立  462 33.42 4.36 1.04 

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公立  241 23.20 3.64 1.29 

  私立  462 21.12 3.19 1.17 

缺乏專業倫理 公立  241  2.53 1.97 1.27 

  私立  462  1.71 1.97  .86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公立  234   .94 1.02  .94 

  私立  455   .69 1.01  .69 

其他 公立  231   .97 1.14  .97 

  私立  456   .46  .8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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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公私立大學生知覺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 t 考驗摘要表  

有達顯著的大學  

教師不受歡迎行為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授課內容不適當  8.77 700 .000*** 

缺乏教學技巧  4.86 700 .000*** 

教學態度不佳    未達顯著  

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未達顯著  

缺乏專業倫理  5.19 700 .000***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3.04 700 .002*** 

其他  6.46 700 .000*** 

**p＜ .01, ***p＜ .001    

整體而言，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七個類型中，有五個類型知覺得分較

高者為公立大學，即公立大學生在授課內容不適當、缺乏教學技巧、缺乏專

業倫理、缺乏做研究的熱忱，以及其他的知覺得分都較私立大學為高。  

有關公私立大學在學生知覺或滿意度比較的研究並不多見，唐福瑩

（2002）的研究並無發現公私立學校的背景會造成知覺上的差異，此與本研

究的結果不同。本研究乃以學生的大學入學成績推論其可能原因，由於公立

大學生的平均成績較高，教師可能認為學生對於課程內容較不會有問題、並

預設其較有能力自我學習，因此重研究而輕教學，相反的私立大學的教師可

能較擔心學生聽不懂課程內容，而較用心於教學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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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私立大學生於一般大學教師發生不受歡迎行為的知覺反應  

為瞭解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是否反應給教師知道，在公

私立大學生之間是否有差異，研究者乃統計受試者在七類別行為中分別選擇

「不會」的百分比，在檢驗公私立大學兩組間變異數沒有統計差異後，乃進

行獨立樣本 T 檢定。下頁表 4-3-3 呈現公私立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

的概況，研究結果發現：  

公私立大學生，無論在《授課內容不適當》（ t=-21.71，p＜ .001）、《缺乏

教學技巧》（ t=-22.08，p＜ .001）、《教學態度不佳》（ t=-21.06，p＜ .001）、《處

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t=-20.84，p＜ .001）、《缺乏專業倫理》（ t=-19.34，p

＜ .001）、《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t=-19.20，p＜ .001），以及《其他》（ t=-16.96，

p＜ .001）上的得分，皆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即私立大學生「不會」反應其知

覺的比例，顯著高於公立大學生。  

本研究發現私立大學生比較不會主動反應其知覺，換言之，公立大學的

學生比較有對教師提出質疑的習慣。推測其原因之一，乃是公立大學學風自

由（不像私立大學有較多的常規限制），因此有較開放、友善的環境與傳統校

風支持學生提出自己的想法。第二，以公私立大學生企圖心的比較觀點切入，

儘管公私立大學怠惰與進取者皆有之，但看入學成績可見學生對於目標之企

圖心，分數越高者越強，且公立學校可讓學生享用的資源（如教授或是建教

合作、出國留學等機會）較多，可以激發、啟發學生的企圖心。第三，因前

兩項條件，公立大學生同儕間遇積極奮發者或遇目標明確者的機會較多，彼

此見賢思齊也就較可能會變成較有進取的人。故推測公立大學的學生可能較

重視學習成效，因此遇到教師教學有阻礙學生學習之行為時，也就比較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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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反應。  

此外，程炳林（2002）曾針對大學生遇到問題所選擇使用的策略做研究，

發現國內大學生對策略的選擇，植基於所面臨的動機問題以及和學習信念之

上。公立大學生多數集中在「堅持努力」，相較之下私立大學生在意志策略中

的堅持努力（毅力）比例卻不高，似乎意味著私立大學生遇到教師出現不受

歡迎行為時，較不堅持己見而容易放棄提出質疑。然而以上推論是否正確，

尚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表4-3-3 公私立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的概況  

不受歡迎的行為  學校  樣本數
選擇「不會」的

平均百分比  
t 值  顯著性  

授課內容不適當  公立  241 43.55% 
-21.71 .000*** 

  私立  461 94.81% 

缺乏教學技巧  公立  241 39.22% 
-22.08 .000*** 

  私立  462 87.78% 

教學態度不佳  公立  241 44.23% 
-21.06 .000*** 

  私立  462 94.87% 

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公立  241 43.34% 
-20.84 .000*** 

  私立  462 93.48% 

缺乏專業倫理  公立  241 40.04% 
-19.34 .000*** 

  私立  462 92.75%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公立  241 35.27% 
-19.20 .000*** 

  私立  462 90.91% 

其他  公立  241 36.51% 
-16.96 .000*** 

  私立  462 88.3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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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私立大學生不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  

為瞭解學生不會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在公私立大學生之間的差異，

研究者乃統計受試者在勾選「不會」告訴教師時，所同時填寫下的原因項目

類別，並在檢驗公私立大學兩組間變異數沒有統計差異後，進行獨立樣本 T

檢定。表 4-3-4 呈現公私立大學生不告訴教師的原因概況，研究結果發現：  

1、  私立大學生面對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不會反應其知覺的原因以「不

願意溝通」（ t=-4.83，p＜ .001），顯著高於公立大學生。  

2、  公立大學生面對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不會反應其知覺的原因皆以「合

理化教師行為」（ t=5.20，p＜ .001）與「無主見」（ t=4.53，p＜ .001）

顯著高於私立大學生。  

表  4-3-4 公私立大學生不告知教師其知覺原因的概況  

不告訴教師  

的原因  
學校  樣本數  

選擇各項原因的  

平均百分比  
t值  顯著性  

溝通恐懼  公立  241 39.62% 
（未達顯著） 

 私立  462 42.39% 
不願意溝通  公立  241 20.69% 

-4.83 .000*** 
 私立  462 44.77% 
合理化教師行為  公立  241 27.26% 

5.20 .000*** 
 私立  462 10.30% 
無主見  公立  241 12.45% 

4.53 .000*** 
 私立  462  2.54% 

***p＜ .001 

綜合來說當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不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

在公私立學校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且私立大學生不會反應其知覺的原因以

「不願意溝通」，顯著高於公立大學生；公立大學生不會反應其知覺的原因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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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理化教師行為」與「無主見」，顯著高於公立大學生。簡而言之，公立

大學的學生遇到教師的行為可能影響其學習時，選擇忍一忍就算或覺得沒關

係，只要憑著自己努力學習，就會有好結果。而私立大學生，則常因主動反

應方面遇到挫折，或反應後教師卻不如預期的改善其行為，便放棄不再願意

嘗試與教師溝通。然而目前還無法從過去其他文獻結果來解釋此一現象，尚

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貳、不同學門領域的大學生與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的知覺  

一、不同學門領域的大學生認為一般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發生

頻率  

為瞭解不同學門領域的學生，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知覺上有何差

異，乃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4-3-5 呈現不同學門領域的大學生在大學

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的知覺平均數與標準差。在檢驗學門領域五組間變異數

沒有統計差異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當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

為時，學門領域不同背景的學生有顯著的差異存在（F=19.09，p＜ .001）。進

一步以 S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不同學門領域組間的比較結果，表

4-3-6 呈現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與事後比較，研究可發現：  

商商管管學學院院的的學學生生對對於於教教師師出出現現不不受受歡歡迎迎行行為為的的頻頻率率知知覺覺，，顯顯著著高高於於文文

史史、、社社科科、、理理工工以以及及設設計計藝藝術術其其他他學學院院的的學學生生。。   

過去的研究顯示，理學院學生會比非理科的學生給予教師較低的評鑑 (張

德勝，1999；Feldman, 1976; Feldman,1978; Ramsden, 1991; Wachte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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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研究卻發現商管學院學生知覺到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發生的頻率比其他

學院的學生來的更高，以羅寶鳳（2008）在跨領域大學教師教學風格與學生

學習風格的研究發現來印證本研究的結果，其研究發現商管學院的教師教學

風格以「權威型」為最多，而商管學院的學生學習風格以「合作型」為最多，

該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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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發現合

作型的學生，最不喜歡的教師類型為權威型教師。由此可知商學院的師生在

教學風格與學習風格上是非常不相合的，換言之，在商管學院裡多數的學生

不喜歡多數的教師教學方式，造成該學院學生在知覺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的

頻率相對其他領域的學生來的高。  

表  4-3-5 不同學門領域大學生知覺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概況（一）  

學門領域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數  

文史  140 23.76 4.81  .74 
社科  155 26.43 4.91  .83 
商管  143 42.52 5.19 1.33 
理工  164 36.60 4.30 1.14 

設藝其他  101 40.52 4.36 1.27 

 

表  4-3-6 不同學門領域大學生知覺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概況（二）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組間  39218.77   4 9804.69 19.09  .000*** 
組內  358591.35 698  513.74    
總和  397810.12 702     
事後比較  商＞文、社、理、設  .000***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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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學門領域大學生於一般大學教師發生不受歡迎行為的知覺

反應  

表 4-3-7 呈現不同學門領域的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的平均百分

比與標準差。為瞭解不同學門領域的學生，其在是否反應其知覺上有何差異，

經檢驗學門領域五組間變異數沒有統計差異後，乃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初步發現：  

當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不會」告訴教師其知覺在學門領域

不同背景的學生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F=15.33，p＜ .001）。進一步以 S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組間的比較結果，表 4-3-8 呈現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與事後比較摘要。研究結果發現：  

理＞文、社：  

當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不會」告訴教師其知覺在學門

領域不同背景的學生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其中理理工工學學院院學學生生選選擇擇「「不不

會會」」告告訴訴教教師師其其知知覺覺者者，，顯顯著著高高於於文文史史、、社社科科學學院院的的學學生生。  

羅寶鳳（2008）的研究發現理工學院的教師教學風格以「權威型」為主，

而人文學院的教師教學風格以「學習促動型」為主。可見理工學院的教師高

控制、不鼓勵學生參與，因此師生關係較為疏離，且維持上對下的權力關係，

學生遇到問題寧可選擇沈默或迴避；而文史、社科等人文類學院的教師較能

掌握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重視激發學生的學習，師生間相對上較有溝通

的空間，因此學生遇到問題也比較會反應出來。  

 

 92



 

表  4-3-7 不同學門領域的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的概況（一）  

學門領域  樣本數  
選擇「不會」的  

平均百分比  
標準差  

文史  140 64.14% .46 
社科  155 66.68% .45 
商管  143 77.55% .38 
理工  164 89.09% .27 

設藝其他  101 77.15% .19 

 

表  4-3-8 不同學門領域的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的概況（二）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8.46  4 2.12  15.33  .000*** 
組內  96.30  698 .14     
總和  104.76  702      

事後比較                   商、理、設＞文                        .000*** 

***p＜ .001     

三、不同學門領域大學生不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  

表 4-3-9 呈現公私立大學生不告訴教師其知覺原因的平均百分比與標準

差。為瞭解學生不會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在不同學門領域間是否有差異，

經檢驗學門領域五組間變異數沒有統計差異後，乃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初步發現學生因「溝通恐懼」（F=6.69，p＜ .001）以及「合理化教師行為」

（F=6.08，p＜ .001）而不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在不同學門領域的學生間

有顯著差異。  

進一步以 S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不同學門領域組間的比較結

果。表 4-3-10 呈現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摘要，發現兩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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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理、設＞文：  

學生因「溝通恐懼」而不告訴教師其知覺，商管、理工以及設計藝

術其他學院的學生顯著高於文史學院的學生。  

2、  文＞商、理、設：  

學生因「合理化教師行為」而不告訴教師其知覺，文史學院學生顯

著高於社科、商管學院、理工，以及設計藝術其他學院的學生。  

由前述已知，文史等人文類學院的教師教學風格以「學習促動型」為主，

是故師生間關係較密切，且擁有良好的溝通的空間，因此學生遇到問題也比

較能理性面對，並合理化教師的行為。而商管、理工的教師教學風格以「權

威型」為主，因此師生間維持上對下的權力關係，學生對於教師是恐懼的、

低自尊、疏離的，因為教師擁有支配（成績、當人、提供機會等）權力，迫

使學生表面順從，因此學生便不會將負面的感受反應給教師知道，在權宜考

量下，轉而選擇不說或迴避。  

然而設計藝術其他學院的學生何以「溝通恐懼」也相對較高呢？魏美惠、

鄭仲育（2006）認為這一類學院的學生需要教師擁有豐富的人脈及提供學生

演出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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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能導致術科能力的退化。所以為了能爭

取更多的設備與更多的表演機會，學生迫切的希望與教師持續建立良好的關

係。由此之故，當面對教師有不受歡迎行為發生時，設計藝術其它學院的學

生便較可能產生溝通恐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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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不同學門領域大學生不告知教師其知覺原因的概況（一）  

有達顯著的不告

訴教師的原因  
學門領域  樣本數  

選擇各項原因

的平均百分比  
標準差  

溝通恐懼  文史   96 23.90% .29  
社科  109 35.20% .36  
商管  116 46.12% .40  
理工  150 39.77% .37  

設藝其他   98 47.30% .39  
合理化教師行為  文史   36 37.50% .48  

社科  116 11.21% .30  
商管  108 16.20% .35  
理工  140 13.21% .32  

設藝其他   88 17.05% .35  

 

表  4-3-10 不同學門領域大學生不告知教師其知覺原因的概況（二）  

有達顯著的  

不告訴教師的原因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溝通恐懼  組間  3.62   4 .90 6.69 .000***
組內  76.25 697 .14   
總和  79.87 701    

合理化教師行為  組間  2.08   4 .52 6.08 .000***
組內  45.36 697 .09   
總和  47.43 701    

事後比較  
溝通恐懼  

合理化教師行為  

商、理、設＞文  

文＞商、理、設  
.000***

.000**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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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不同性別的大學生與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的知覺  

一、性別不同的大學生認為一般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發生頻率  

表 4-3-11 呈現男女大學生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的知覺平均數與標

準差。為瞭解性別不同的大學生，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知覺上有何差

異，在檢驗性別兩組間變異數沒有統計差異後，乃進行獨立樣本 t 考驗，於

表 4-3-12 呈現有達顯著者之 t 考驗值摘要。研究結果發現：  

在七類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類型中，只有《教學態度不佳》（ t=-3.81，

p＜ .001）因學生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換言之，在在大大學學教教師師教教學學態態

度度不不佳佳上上，，男男大大學學生生知知覺覺到到的的發發生生頻頻率率顯顯著著高高於於女女大大學學生生。  

過去以學生性別作為自變項的研究結果不盡相同，有些文獻顯示男女學

生在教師評價上並無差異存在（張德勝，2000；魏美惠、鄭仲育，2006；Kearney 

& Patricia, 1991），而本研究發現男大生知覺到教師教學態度不佳的頻率較

高，則與 Feldman(1976)的結果相符。試推論其原因之ㄧ，乃由於男女大腦結

構的差異，造成認知反應與感官知覺的差別，男性的大腦機能在掌管競爭、

自信、獨立等領域較為活耀（Gray, 2007），因此男生比女生還容易知覺到教

師對於其能力或自信的貶抑情況。此外，由於一般人有女性敏感纖細，男性

神經大條的二元劃分刻板印象，因此與學生的互動上教師通常較放心在男學

生身上開玩笑，或給予較嚴厲的批評指責，但透過本研究可發現，顯然男大

生並不是毫不在意的承受，他們確實地感受到比女生更多教師態度不佳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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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 男女大學生知覺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頻率  

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  性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數  

授課內容不適當  女  370  9.60 2.33 1.37 

 男  316  9.79 2.37 1.40 

缺乏教學技巧  女  370 21.19 2.87 1.51 

 男  316 20.82 3.08 1.49 

教學態度不佳  女  370 30.92 4.78  .97 

 男  316 37.78 4.93 1.18 

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女  370 22.26 3.36 1.24 

 男  316 21.76 3.57 1.21 

缺乏專業倫理  女  370  2.11 1.41 1.06 

 男  316  1.93 1.43  .97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女  370   .79 .96  .79 

 男  316   .74 1.06  .74 

其他  女  370   .61 .97  .61 

 男  316   .65 1.03  .65 

 

 

表  4-3-12 男女大學生知覺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 t 考驗摘要表  

有達顯著的大學教師  

不受歡迎行為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平均差異  

教學態度不佳  -3.81 684  .000*** -5.99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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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不同的大學生於一般大學教師發生不受歡迎行為的知覺反

應  

下頁表 4-3-13 呈現男女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的平均百分比與標

準差。為瞭解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是否反應給教師知道，在

不同性別的大學生之間是否有差異，在檢驗性別兩組間變異數沒有統計差異

後，乃進行獨立樣本 T 檢定。研究結果發現：  

男女大學生，無論在《授課內容不適當》（ t=3.80，p＜ .001）、《缺乏教學

技巧》（ t=-4.08，p＜ .001）、《教學態度不佳》（ t=-4.09，p＜ .001）、《處理作

業評量不適切》（ t=-4.19，p＜ .001）、《缺乏專業倫理》（ t=-3.53，p＜ .001）、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t=-2.92，p＜ .01），以及《其他》（ t=-3.16，p＜ .01）

上，「不會」將其知覺告知教師的情形，皆有顯著的差異存在，且男大學生選

擇「不會」的比例顯著高於女大學生。換言之，男男大大學學生生在在當當教教師師有有不不受受歡歡

迎迎行行為為情情形形時時，，「「不不會會」」反反應應其其知知覺覺的的情情形形顯顯著著比比女女大大學學生生高高。  

男大生比較不會主動反應其知覺，反過來說即是女大生遇到問題時較會

主動與教師反應溝通。推論其原因有二：其一，乃由於在性別展演上，女性

擅溝通，男性則顧自尊，溝通在傳統上被視為需放低身段「臉笑、嘴甜、腰

軟、姿美」，屬於女性化的行為，因此之故，男大生對於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

反應就沒有女大生來的多。  

其二，在溝通行為中，女性的確明顯地提出多於男性的問題，且較傾向

使用合作性的談話策略  (Herring，1993)。研究亦指出男女的溝通特質，是來

自於男女在團體中扮演角色之不同所型塑而成的，女性在團體中多半扮演的

角色是，創造親密和等值的氣氛，以溫和、可被接受的方式提出批評，並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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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親切可人的形象，獲取肯定；男性則以是否影響其在團體中地位為顧慮，

若有危及之可能性，則選擇保持緘默 (黃惠慈，2001；曾燦燈，2006)。  

表  4-3-13 男女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的概況  

不受歡迎的行為  性別  樣本數
選擇「不會」  

的平均百分比  
t值  顯著性  

授課內容不適當  女  381 72.22% 
-3.80 .000***

 男  321 83.17% 

缺乏教學技巧  女  381 66.14% 
-4.08 .000***

 男  321 77.15% 

教學態度不佳  女  381 72.15% 
-4.09 .000***

 男  321 83.98% 

處理作業評量不適切 女  381 70.79% 
-4.19 .000***

 男  321 82.88% 

缺乏專業倫理  女  381 69.50% 
-3.53 .000***

 男  321 80.78% 

缺乏做研究的熱忱  女  381 67.28% 
-2.92 .000***

 男  321 77.19% 

其他  女  381 65.71% 
-3.16 .000***

 男  321 76.56%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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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女大學生不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  

表 4-3-14 呈現男女大學生不告訴教師其知覺原因的概況。為瞭解學生不

會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在不同性別之間的差異，乃進行獨立樣本 T 檢定。

研究結果發現：  

當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不會告訴教師的原因，在男女大學生

間並無顯著的差異存在。  

表  4-3-14 男女大學生「不會告訴教師的原因」的平均百分比與標準差 

不告訴教師的原因  性別  樣本數  
選擇「不會」的

平均百分比 
標準差 顯著性 

 
溝通恐懼  

女  381 40.64% .37 

（
未 

達 

顯 

著
） 

男  321 43.40% .36 

不願意溝通  
女  381 40.17% .36 
男  321 42.31% .36 

合理化教師行為  
女  381 14.28% .25 
男  321 11.25% .22 

無主見  
女  381 4.90% .18 
男  321 3.0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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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同年級的大學生與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上的知覺  

一、不同年級的大學生認為一般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發生頻率  

為瞭解不同年級的學生，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知覺上有何差異，

乃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4-3-15 呈現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大學教師不受

歡迎行為上的知覺概況，初步可知：  

年級不同的學生，在教師《教學態度不佳》（F=29.95，p＜ .001）與《缺

乏專業倫理》（F=9.47，p＜ .001）上的知覺有顯著差異。進一步以 Sheffe 法

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年級間的比較結果，表 4-2-16 呈現事後比較摘要。研

究結果發現兩種情形：  

1、  三、四＞一、二：  

在教師《教學態度不佳》上，三、四年級（含延畢）的學生對於教

師出現這些行為的頻率知覺顯著高於一、二年級的學生。  

2、  二、三、四＞一：  

在教師《缺乏專業倫理》上，二、三、四年級（含延畢）的學生對

於教師出現這些行為的頻率知覺顯著高於一年級的學生。  

整整體體而而言言愈愈高高年年級級的的大大學學生生，，知知覺覺教教師師出出現現教教學學態態度度不不佳佳與與缺缺乏乏專專業業倫倫

理理的的行行為為頻頻率率愈愈高高。  

過去以年級作為自變項的研究結果不盡相同，Kearney 與  Patricia(1991)

的研究發現大學四個年級的學生在對於教師的知覺上並無差異，而張德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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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針對師院的學生所做的研究，則發現學生年級愈高，對教師的評價

也愈正面，皆與本研究之結果大不相同。  

試推論學生年級愈高，對於教師教學態度不佳與缺乏專業倫理行為知覺

也愈高的原因，乃由於從成年前期開始，後形式思考的發展愈臻成熟，因此

愈高年級的學生愈能結合客觀與主觀，並將個人化的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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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愈高年級的學

生對於事件能有更完整的合理與不合理之間的尺度架構，當教師懶散無心不

重視教學、對學生有不當的行為言辭、縱容作弊，或上課政治色彩濃厚，頗

有宣傳之意時，他們更能敏捷地判斷出哪些行為已然超出合理可接受的範圍。 

再者，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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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高年級修習的多是自己賦予期待較高的課程，若與期望不符合，則易產生

失落感或認知失調。反觀低年級同學多修習不能控制之必修課，若課堂中出

現不合期待之情事，也較能以正向的態度評價。  

然而有關年級方面的研究結果始終不一致，本研究之推論是否正確，尚

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表  4-3-15 不同年級大學生知覺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概況（一）  

 學門領域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數  

 一年級  184 9.18 2.33 1.31 

 二年級  172 9.32 2.13 1.33 

 三年級  166 9.57 2.30 1.37 

 四年級（含延畢） 180 10.63 2.53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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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6 不同年級大學生知覺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概況（二）  

有達顯著的大學  

教師不受歡迎行為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教學態度不佳  組間  45309.21   3 15103.07 29.95 .000***

 組內  352500.91 699 504.29    

 總和  397810.12 702      

缺乏專業倫理  組間  110.58   3 36.86 9.47 .000***

 組內  2720.38 699 3.89 

 總和  2830.96 702   

事後比較  
三、四＞一、二  

二、三、四＞一  
.000***

***p＜ .001       

二、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於一般大學教師發生不受歡迎行為的知覺反

應  

下頁表 4-3-17 與表 4-3-18 呈現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

的概況。為瞭解年級不同的學生，在是否反應其知覺上有何差異，經檢驗年

級四組間變異數沒有統計差異後，乃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初步得知當教

師不受歡迎行為發生時，學生選擇「不會」告訴教師其知覺，在年級背景上，

有顯著的差異存在（F=4.18，p＜ .01）。故進一步以 S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以瞭解年級間的比較結果，研究結果發現：  

當教師發生不受歡迎行為時，三年級與四年級（含延畢）的學生選擇「不

會」告訴教師其知覺者，顯著高於一年級與二年級的學生的學生。換言之，

愈愈高高年年級級的的學學生生愈愈不不會會告告訴訴教教師師其其感感受受。  

推論此原因有二，其一為社會化的結果。社會化使學生在教室情境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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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他人的行為，並以之決定其認知與行為。當教室裡有許多學生時，有兩種

情形：一種是「多數的無知」，大家都在等待，看別人是否採取行動，來決定

自己是否也要有所行動，但每個人都不知道其他人跟自己也一樣不確定。另

一種則是「責任分散」，每個人都假設一定有一個人會去做，所以就變成沒有

任何人去做。愈高年級的學生社會化的程度愈一致，也愈高，因此遇到教師

不受歡迎行為發生時，反應的程度也就愈低。其二，高中的教育有別於大學，

故低年級學生對教師的教學方式適應期較長，師生間較有磨合的動能。  

表  4-3-17 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的概況（一）  

有達顯著的大學  

教師不受歡迎行為  
年級  樣本數  

選擇「不會」的

平均百分比  
標準差  

授課內容不適當 一年級  184 68.87% .40 
  二年級  172 70.70% .34 
  三年級  166 78.14% .36 
  四年級（含延畢） 180 81.48% .33 

 

表  4-3-18 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反應「不會」告知教師的概況（一）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36   3 0.46 3.54 .000***
組內   89.71 698 0.13   
總和   91.08 701    

事後比較  三、四＞一、二  .000**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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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年級大學生不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  

表 4-3-19 呈現不同年級大學生不告訴教師其知覺原因的平均百分比與標

準差。為瞭解學生不會告訴教師的原因，在年級間是否有差異，乃進行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時，學生不會告訴教師的原因，在不同年級大學

生間並無顯著的差異存在。  

 

表  4-3-19 不同年級的大學生「不會告訴教師的原因」概況  

不告訴教師  

的原因  
年級  樣本數

選擇各項原因

的平均百分比
標準差  顯著性  

溝通恐懼  一年級  184 34.71% .34 

（
皆 

未 

達 

顯 

著
） 

二年級  172 40.70% .38 
三年級  166 46.20% .38 
四年級（含延畢） 181 42.59% .36 

不願意溝通  一年級  143 46.10% .35 
二年級  150 43.90% .38 
三年級  137 35.93% .36 
四年級（含延畢） 160 41.62% .35 

合理化教師

行為  

一年級  143 17.08% .27 
二年級  150 11.24% .22 
三年級  137 13.30% .24 
四年級（含延畢） 160 11.53% .23 

無主見  一年級  143  2.12% .10 

 二年級  150  4.16% .16 

 三年級  137  4.58% .17 

 四年級（含延畢） 160  4.2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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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旨在探討背景變項不同的大學生，其在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知覺

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乃根據第二階段問卷結果進行分析研究。以下將整

理在學生背景變項包括公私立大學、學門領域、性別與年級上，學生知覺一

般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的頻率、是否反應其知覺，以及不會告訴教師

的原因的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背景之學生知覺一般大學教師出現不受歡迎行為的頻率  

（一）  公立大學生知覺各項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發生頻率顯著高

於私立大學生。推論其原因乃教師對於學生程度的判斷差異使

然，使得公立大學教師投身於教學工作的程度少於私立大學教師。 

（二）  商管學院的學生知覺各項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的發生頻率顯

著高於文史學院、理工學院以及設計藝術其他學院的學生。此乃

由於商管學院的教師教學風格（權威型）與學生學習風格（合作

型）衝突使然。  

（三）  大學教師教學態度不佳上，男大學生知覺到的發生頻率顯著高於

女大學生。推論最主要原因乃性別刻板印象使教師較放心對男學

生有態度冒犯或逾越的行為發生。  

（四）  愈高年級的大學生，知覺教師出現教學態度不佳與缺乏專業倫理

的行為頻率愈高。推論乃因愈高年級的學生後形式思考的發展愈

成熟，使其對事件有較完整的準則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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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之學生是否反應其知覺  

（一）  私立大學生「不會」反應其知覺的比例，顯著高於公立大學生。

而其與學校風氣、學校資源、同儕學習所激發之進取、上進心，

以及個人對於處理事件的堅持度有關。  

（二）  在學門領域上：理工學院的學生「不會」反應其知覺的比例，顯

著高於文史學院的學生。由於理工學院的教師教學風格以權威型

為主，是故師生關係緊繃，學生較無法坦白面對教師。  

（三）  男大學生「不會」反應其知覺的比例顯著比女大學生高。此與傳

統的性別展演，以及性別的人際互動模式有關，總括來說，面子

問題為最大原因。  

（四）  愈高年級的學生愈「不會」反應其知覺，顯現出愈高年級社會化

的情形愈一致。  

三、不同背景之學生不告訴教師其知覺的原因  

（一）  在學校背景上：  

    公立大學生不會反應其知覺的原因以「合理化教師行為」與「無主

見」，顯著高於私立大學生；私立大學生不會反應其知覺的原因以「不

願意溝通」，顯著高於公立大學生。然而尚未有相關文獻能合理的解釋

其因。  

（二）  在學門領域上：  

1、  學生因「溝通恐懼」而不告訴教師其知覺，商管、理工以及設計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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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其他學院的學生顯著高於文史學院的學生。商管、理工學院因教師

教學風格以「權威型」為主，是故學生對教師有恐懼的心態；設計藝

術其它學院的學生則因有求於教師所給予的資源，故須盡力維持與教

師有良好互動關係。  

2、  學生因「合理化教師行為」而不告訴教師其知覺，文史學院學生顯

著高於商管學院、理工，以及設計藝術其他學院的學生。此乃由於人

文類教師教學風格以「學習促動型」為主，師生關係密切使然。  

（三）  不同性別大學生以及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不會告訴教師的原因

上無顯著的差異存在，然而尚未有相關文獻能合理的解釋其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