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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是社會性的生物，生活在社群之中，有效率的社群生活真規範性，個體必須有遵守的態

度和能力。每個人生情境，都有特殊的紀律要求，學生需要培養紀律以迎接未來的人生。當學

生從家裡來到學校，他們即處於學校的紀律要求之中 和教師、同學合作，遵守學校和班級規

範，專心上課，準時交作業等等，都是校園生活的紀律。

沒有紀律就無法進行有效的學習，也無法和同儕有良好的互動，當孩子在見童與青少年階

段，家庭及學校沒有幫助他們養成紀律，未來人生所面對的工作、人際關係及家庭生活，勢必

會產生很大的挫折。

貳、正向管教與紀律概念釐析

一、紀律是肉化的自我規範

有著良好紀律的學生能將規範、價值觀點與信念予以內化，能夠控制衝動，理性思考以及

在行動之前做正確的判斷，以有效的行為來解決問題;在人際相處上能夠同理他人，並且能自

我肯定以及與人合作，以莫定未來在職場、社會生活及家庭生活所需的紀律。

教師負有教化學生的任務，學校教育必須為學生裝備迎接未來人生所需的態度與能力。學

校生活是學生成長歷程極為重要的階段，教師是此歷程的靈魂人物，教師的管教信念更是影響

學生發展的關鍵。

紀律之目的不在於方便管理，而是在於幫助孩子形塑內化的行為與思考架構，此架構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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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的自我價值，而非因為恐懼權威者，或基於逃避處罰或免於罪惡戚。小孩的紀律行為是在

社會化的歷程中，透過父母與教師的關懷與教導，養成遵守社會情境規範的行為。紀律不可能

在批評、指責、輕視或羞辱中培養出來，因為這些負向經驗只會貶抑孩子的自尊，並養成憤世

嫉俗的思考模式。低自我價值的人，情嵐上比較脆弱，過到困難時的情緒反應往往過大，妨礙

理性思考的功能，由於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而產生更大的挫折感。

有紀律的學生才能遵守校規，社會化歷程即是一種學習在社會情境中能配合情境規範的行

為。校規或任何團體規範﹒都是輔助孩子養成內化行為的媒介，適當的規範同時具有讓孩子擁

有安全廠、信任厲的功能。就像一個人到了陌生情境，都須先熟悉該情境的規範，才能有安全

廠，否則不知自己什麼狀況下會冒犯了當地的文化或觸犯當地的法令。通常當個體知道限制的

範圍之後，行動的自由鼠也才跟著產生，所以規範看似對人的限制，實者是提供自由與保護所

必需。

二、正肉管教與紀律相生相成

紀律是自我管理以促進自我實現，並貢獻人群的行為模式。自我管理包括行為的規範、合

宜的情緒反應、合於現實的期待及正確的問題解決能力。正向管教與紀律是一體之兩面，藉由

正向管教，紀律才得以養成，這樣的觀念有助於釐清教師與父母在管教上的迷思，也可指引出

正確的管教方法，連到所期望的管教效果。

正向管教的過程不用處罰，也不是縱容，而是以相互尊重和合作的方式，在溫和而堅定的

教導下，幫助孩子培養面對人生任務所需的自律能力。教師往往以為「不處罰」等同於縱容，

因而很難接受正向管教的方式。正向管教反對處罰，不表示學生可以無法無天，任意非為。正

向管教認為處罰只能立即嚇阻不良行為，而不真長期效果。嚇阻行為是外控的，如欲達到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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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必須形成內控的行為模式。處罰無法教導自律的行為，學生不可能在處罰的

方式下形成紀律。此外，處罰所產生的副作用，其對學生的負向效應，將惡化原來

的偏差行為。因為對學生施加處罰，將一再的削弱他們的自尊，強化無能厲，激化

對教師的怨恨，進而採取報復的手段，以更反抗性的犯行來平衡內在的不平。

正向管教在於讓學生被尊重及有尊嚴的狀況下，願意遵守規範，產生自律性的

行為。太嚴厲及高控制，或太寬鬆及高縱容，都無法讓學生負責。前者學生將忙於

反抗權威、操縱大人或逃避處罰，把精力耗損在破壞性的行為中;後者則把精力消

磨在自我放縱的活動，生活在沒有設限的世界中，兩者均無法把精神放在訓練有效

能的生活所需的能力，以及發展健康的人生信念。處罰是對學生的拒絕與否定，縱

容是對學生的不信任，不認為學生有自律與負責的能力，二者都剝奪了學生訓練自

己負責以及從行為的成就中來體驗自我價值的機會。

自尊來自肯定自我，沒有付出努力的人就沒有自我肯定的機會，正向管教運用

民主討論的歷程，讓學生在被尊重的狀況下，學習遵守規範和行為的自我管理。必

要的、清楚的、合理的規範，是保障學生學習以及養成紀律所必需。

當教師希望學生改正偏差的行為、有良好的行為表現，卻採取讓學生心生恐懼

或怨恨等負向情緒的處罰策略，可謂反其道而行。反之，尊重及尊嚴的維護，才是

引導學生走向正途的良策。改正錯誤及面對困難的課業和人際等議題，非常需要以

勇氣來克服之，教師需要幫助學生擁有自我價值竄，學生才能產生勇氣。

正向管教不易植入教師心中，乃因教師往往期待管教的速效一立竿見影，若不

能立竿見影，則認為方法是不好的。講求速效本身是對的，管教本就應該有效，只

是我們必須先界定「有效」的定義，有效不在於學生屈服或便於管理，而是學生內

化有利人群及個人成長的規範與信念，並具備適應性的行為能力，正向管教是基於

關心學生，是為了幫助學生養成紀律，以儲備迎接成人生活之所需。

為了幫助學生培養內化的紀律，教師在教導學生時必須符合數個要件，才能連

成有效的教導:

1.教師必須用正向的管教方法，以理性的思考和溫和的態度來教導學生。

2. 教導時必須能了解學生，考量每個學生的特殊需求和難處，並且讓學生接收

到關懷。

3. 和學生討論規範的意義，幫助學生明白團體中的設限是為了保障團體成員的

自由。也就是規範在於保護他們的安全和行為的自由，而不是在剝奪他們的自由。

經由討論可以促進學生自律性的遵守規範。

4. 教師的情緒管理與正向管教密不可分，教師的負向情緒是正向管教的最大阻

力。學生的不良行為，尤其是攻擊性行為很容易讓教師挫折或生氣，教師在挫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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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將沒有能量對學生釋出關懷，因為人的本能是朝向自我保護的。

三、團體規範與紀律

紀律是一個人自律的生活態度和行為的自我規範，紀律是個體自發性的自我

管理，是自律的行為不是外在的規範。當我們說這個團體有良好的紀律，實際上是

因為團體中每個成員都有紀律。團體中每個人都有紀律時，則團體呈現出秩序與合

作。同樣的，談班級經營，雖然是以班級規範為考量，但是班級經營必然要從每位

學生的自律行為著手，才能達到有效的班級經營。

只有當個別的學生有著良好的紀律時，班規或團體生活公約才有規範班級的功

效。教師必須對班規在班級經營上的功效有正確的理解，才不會把班規當成是限制

學生行為的規條，以及在學生連犯班規時的處罰依據。

班規的意義不在限制學生行為，而是為了班級團體有某種共識的秩序所制定，

以便班級成員能在有秩序的團體中共同學習。多數教師的經驗是班上總是有幾位學

生不守班規，軟硬兼施仍無法讓那些學生服從班規，有者僅是屈從，而非自律性的

遵守班規。而多數服從班規的學生，並非班規的規範效果，而是這些服從性高的學

生，本身的自律能力是高的。對於不服從規範的學生，必須先協助他們養成紀律，

才有可能產生自發性的遵守規範的行為。

閩、處罰與紀律

處罰無法培養學生的紀律性行為，經由權威、處罰方式維持團體紀律的教師，

只能讓學生害怕處罰而暫時屈服，他們沒有辦法在處罰中發展自我控制的智慧。最

糟的結果是受到處罰的孩子認為他們也有處罰他人的權利，他們會把受到教師處罰

的不平，報復在其他孩子的身上，以贏回他們失去的自我價值。他們也會報復教

師，以奪回權力。

處罰對於沒有紀律的學生，只是一再的磨損他們的自我價值，他們會為了保護

自我價值，通常會用經驗中「有效」的方法，那些方法往往是攻擊性的。管教學生

的大忌是以憤怒壓制學生或以暴制暴，這些暴力孩子須要被關懷與肯定，才願意與

教師及外在體系合作。

命令和指責會讓師生陷入權力的爭奪，若教師固守自己的權威，將導致孩子

不願遵守規範'並以連規犯過行為來抵制教師的權威。在校園中常看到教師用錯誤

的方法試圖維持「班級秩序 J .但是學生卻愈來愈悸離規範的情形。罰站、坐隔離

座、將學生趕出教室、向全班宣告該生不屑於班級、告訴同學不要和該生做朋友

等，都在剝奪學生的歸屬鼠，會對學生的自尊造成極大的傷害。或許教師知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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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在意的是同儕的認同，於是採取最能打擊學生要害的處罰方式，以為如此一來學

生會知所警惕，這是管教的大迷思。被剝奪歸屬厲的孩子會奮力反擊，一種是外向

性攻擊，轉而霸凌同學或對教師報復，男外一種極端則用退縮、自殘、憂鬱、懼學

等來反映對自己，對他人及對外在世界的怨恨。指責將訓練孩子爭辯，體罰將訓練

孩子暴力。

教師必須相信紀律養成於正面的、接納的，不真威脅，性的師生關係中，同時它

是持續性的教導歷程，不是在團體失序或是學生有偏差行為時，才訴諸紀律訓練。

學校是教育場域，要用正向的方法來引導學生培養自律，若沒有教導的過程，只在

學生犯錯時施予處罰，則失去教育的意義。

五、以「學生A中心』的思考

教師負有協助學生養成紀律的責任，正向管教即基於「學生中心」的思維，而

不是「秩序管控」的考量。以學生為中心的態度是正向管教的人性觀，是為了學生

的成長所實施的教導方法，以管理秩序為目的之教導，將傾向於訴諸權威與命令，

學生所鼠受到的是負向的經驗。

有紀律的孩子才能經營成功的人生，並對人群有所貢獻，這也是家庭與學校教

育重視學生紀律的主因，然而家長及教師對於紀律的期待往往是以成人為中心的思

考，即從管教上的方便，以為了讓學生能聽話為出發點，設定一些規範來限制學生

的行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思考，則從教導學生養成紀律的立場，讓孩子在信任

的親子關係和師生關係中，學習社會生活中的為人處事之道。也就是成人必須用心

營造有利於孩子養成紀律的生活情境，由於紀律性的行為須要自我控制，孩子必須

控制衝動和慾望，所以是一種長時間的訓練歷程，習慣才得以養成。也就是紀律不

會無中生有，而是成人用愛心鼓勵，用理性教導，用行為示範以致。

從教師中心來思考管教時，容易落入用控制或處罰的方式來達到學生服從規範

的目的。有紀律的孩子以自律來服從規範，受外力控制的孩子，本身即缺乏自律。

當我們鼓吹向正管教時，教師的迷思之一是被剝奪了處罰學生的權力，等同於失去

管教權，學生將成為脫瞳野馬。然而連用正向管教的目的，即在於將管教權發揮最

大的效能，不是失去管教權，而運用處罰的教師，實際上才正是失去管教權，因為

處罰將導致學生更大的叛逆，這才是真的失去管教權，因為教師對他們已經束手無

策。

在教師揭藥管教權之時，實應先思考學生的受教權，學生需要被了解而不是被

批評，他們需要被教導而不是被斥責，他們需要被尊重而不是被否定，他們需要被

關懷而不是被拒絕。正向管教的方式，以學生為中心，能贏得學生的信服，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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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向的影響力，這應該才是管教權的真義。

朮、民主的討論

教師希望學生能服從規範，首先要贏得孩子的合作、民主的討論，即在於示範

合作，以及邀請合作。指責與處罰，學生經驗到的是人際的仇恨或拒絕，無法讓學

生習得合作。民主的討論歷程，能訓練學生自我管理，因為行為規範是師生共識的

決定，是學生的自我要求，經由討論，學生學習思考與做正確的決定之能力。亦即

正向管教的最終目標在於良好品格的養成。

成人在協助孩子養成紀律的歷程，必須把孩子的自我價值嵐放在最重要的位

置。自我價值戚從參與的過程、歸屬於團體、被同儕認同以及被成人肯定之中建

立。當孩子不瞭解或不同意成人的規範時，必須用民主的討論方式，以雙贏的方式

協助孩子服從，否則孩子將訴諸連抗的方式，並對權威者產生怨恨，而以對抗權威

為其生活的重心。

受到尊重的孩子，擁有高的自我價值鼠，才能接受規範;被信賴的孩子才有

負責任的行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孩子，才會控制衝動性的行為，並選擇正確的

問題解決策略。具反抗性、攻擊性的學生，他們的成長經驗可說是被斥責、批評或

處罰所填充起來。然而為什麼他們還是無法有紀律?此現象顯示出他們已對處罰麻

木。再者，他們幾乎缺乏正向的人際經驗，教師必須以另一套有效的方法，用民主

的討論，提供他們矯正性的人際經驗(corrective experience) .讓他們在情鼠上

體驗被尊重、被接納與被信任，在行為上體驗與練習和他人合作，在思考上學習自

我覺察、自我控制並能分辨是非。

透過民主的討論是連成師生雙嬴之不二法門，教師不願意採取或不相信民主討

論的雙贏功效，通常是因為教師缺乏民主討論訓練，不知如何民主的討論，二者深

植強權或處罰的迷思。教師運用成人的權威與處罰的方法，達到嚇止不良行為的目

的，這只是從教師管理上便捷的角度之作為，或許有暫時性便於管理的效果，並未

達成協助學生自律的功能。處罰及權威只會提供他們有機會訓練出更為「強悍」的

本事，如果教師願意換個角度，從學生成長的長遠考量，將比較願意採取民主討論

的方式。

長期以來行為不良的孩子，承受著低自尊的痛苦以及不信任成人，他們最熟悉

的行為是向教師豎戰旗，加上缺乏過當的溝通能力，所以在民主討論的初期，會採

取不合作的態度或語出不遜，也因為這些孩子屬於沒有紀律的一群，更須要教師用

民主討論的教導方式，才能幫他們導入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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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主討諧的運用一自然能果和邏輯錢果

阿德勒學派的父母效能訓練 (Dinkmeyer， Mck旬， Mck旬，& Dinkmeyer,

1997) 和教師效能訓練 (Drekurs ， Grunwald, & Pepper, 1998) 是國內外廣被運

用的訓練模式，此學派提出自然後果和邏輯後果的方法，來培養孩子自我管理的行

為能力，同時主張經由紀律訓練，可培養自我負責的行為，用負責的方式去滿足價

值廠與歸屬感，而不是用偏差的行為去爭取注意與權力，或是以尋求報復和無能化

的行為來面對家庭及學校的困難。

自然後果和邏輯後果是該學派紀律訓練的著名方法(曾端真、曾玲現譯，

1996) .這個方法的原理是讓孩子承擔行為後果的責任。孩子由行為後果來產生

內在自我控制的行為，養成自我規範，負責與自律。

自然後果是指孩子行為之後所產生的自然結果。例如:摔倒了，膝蓋受傷;

錯過校車，遲到了;手機掉在地上，摔壞了;沒吃早餐，肚子餓了。生活中發生自

然後果的行為比比皆是，孩子往往不須成人多費唇舌，就能學到行為與後果間的關

聯，知所警惕，並學會避免再次犯錯。當孩子經驗到行為的自然後果時，成人不要

再處罰孩子，也不必趁機說道理。處罰、責備、說教都會消蝕自然後果對孩子的警

惕功效。父母常犯的錯誤是: r 跟你說過不要亂跑，你不聽，你看摔倒了。」或

說: r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粗心! J 這些話會讓孩子的學習變成是被動的，是因為怕

父母責備才不再亂跑。若父母沒有指責說教，只表示關懷，則孩子必須為自己的跌

倒負責，或為自己沒聽父母的話負責。從自然後果的經驗，孩子學到必須小心走

路，也學到長輩的話是有道理的，以後聽從指導的意願將大大提昇。

邏輯後果是人為的方式所加諸於行為的後果，不是行為本身所自然產生的後

果。欲邏輯後果對孩子產生自律的效果，使用時必須符合邏輯原則，若教師沒有掌

握邏輯後果的原理，運用不當則與處罰無異，將無法培養孩子的合作、負責與自主

行為。邏輯後果的原理以及使用上應把握的原則如下:

(→)道守正當性原則和民主原則

正當性原則意指所加諸的後果的型態，必須和孩子所犯的行為有關聯，而且量

要合理。若加諸於孩子的是不合邏輯的後果，將會引起孩子的怨恨，並採取反抗的

行為來報復。如:孩子寫錯一個字，被要求罰寫100遍;孩子打破一個碗，被規定

不准吃飯，這些是不合邏輯的後果。

民主的原則是指所加諸的行為後果，是成人和孩子共同討論之後的約定。也就

是邏輯後果必須是與孩子的民主約定，才能培養負責的行為。一般生活常規可多運

用邏輯後果的方式來訓練，孩子從民主的溝通中，經驗到合作和負責的行為。與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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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討論後的決定，才能彰顯邏輯後果的原理與效果，未經討論而逕自加給孩子的行

為後果，若孩子不瞭解或不能接受，則形同處罰。

(三)目標在於養成自我負責與自律

運用邏輯後果的目的不在於處罰孩子或讓孩子受辱，而是在於讓孩子從經驗中

學會自我負責。所以若邏輯後果與孩子所犯行為無邏輯上的關聯，則不會達到培養

孩子自律行為的功效。成人必須用民主討論的方式和孩子共同議定，所制定的邏輯

後果是孩子的決定，才能訓練他們自動自發的行為。如果未經討論，有時候縱使成

人給予的規範是合理的，孩子也會認為這種外加的規範是對他們的處罰，而加以反

抗。其實他們抗議的是成人的權威，他們爭辯的是過程的不被尊重而不是規範的合

理與否。只要孩子抗拒，便不能取得他們的合作。孩子的信服與合作是常規訓練的

要件。若孩子不合作，則常規的訓練會成為師生或親子雙方的戰爭，遑論自律與負

責了。

(三)良好的闢舔為調總有憊的闢鍵

邏輯後果的效果真基在良好的親子與師生關係﹒成人與孩子之間的互相信任才

能執行雙方的約定，若成人無法相信孩子有遵守約定的能力，或孩子不相信成人會

徹底執行約定，邏輯後果便失去功能。孩子信服成人才願意合作。如果孩子已對成

人有抗拒的心理，應先疏通孩子的情緒。有時候孩子的抗拒，是因為未經討論，成

人便專制的制定規範'有時候則起因於成人在執行邏輯後果時，帶著情緒或對孩子

責備，情緒與責備，將抵銷邏輯後果的功效。

在國、高中，學生有代表參與校規的制定，在班級中導師必須有能力引導民主

的討論，以制定班規。經過民主討論的決議，才能有訓練紀律的功能。培養學生進

行民主討論是正向管教的基礎，是設定規範與行為界限所需的歷程。

參、教師對挑戰高學生的因應

教導學生需要高度的能量，尤其遇到高難度的孩子，很容易落入用權威壓制學

生的方式。挑戰性高的孩子需要的是協助，當孩子挑戰時，教師要想: r我該如何

幫助他，才能使我們不再衝突?我要做些什麼，孩子才願意放下武器? J

→、教師善用情結功能

教師要營造孩子無需用武器的學習情境，孩子才能打開心扉接受協助。生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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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是教育工作者無可免的情緒經驗，教師接納自己的情緒，好好的思考情緒的意

義，不將負向情緒歸責於學生，比較不會對學生做出情緒化的斥責、處罰或體罰。

多數時候，教師的管教失當乃因自尊受傷所產生的防衛反應，教師出現這種負向行

為的歷程與學生以偏差行為來因應挫折、受傷、或憤怒的歷程是一樣的。

學生的攻擊行為也多數起因於自尊受傷，當師生同時受傷的時候，成人必須是

先轉換態度的一方，教師先退一步，才能開展與學生對話的空間，若教師叫學生道

歉，將加深學生的積怨和學生事後反擊的力道。

有關懷的心才能產生關懷的行為，受傷的心會出現攻擊的行為，責備與處罰

學生，往往是教師情緒失控之後加諸於學生的過度反應處置。處罰學生的強度和教

師的挫折程度成正比，學生的狀況和教師是一樣的，受傷愈深，對教師的反抗就愈

大。

負向情緒在提醒教師，不宜冒然對學生做出任何反效果的反應，同時也在警示

教師自己先前用來對待學生的方式已對學生造成傷害，否則學生無須向教師宣戰。

所以正確的運用負向情緒所隱含的意義，對教師有積極的功能。

二、暸解學生民給予正確回應

(→)接輸學生的防衛行為

多數教師會將學生的各種反抗行為解釋成心懷惡意的行為，也就是把學生的

行為直接解讀成對自己的惡意攻擊。然而，多數時候學生並非對教師有惡意。以現

時代家庭結構的多元性，家庭功能的式微，社會文化及青少年同儕文化的特性，縱

使學生到了國中，未必都已經建立合宜的行為能力，學生的不當行為往往是他們所

習得的行為習慣或行為模式，從他們的經驗來說，他們未必認為自己的行為是不當

的，他們所出現的行為反應，符合了他們的邏輯和經驗。

教師需要從行為學習的角度來理解學生的行為，也正因為學生在學校之外習得

了不良的行為模式，在學校之中是他們重新學習正確行為的情境。有些學生的不當

行為，源自缺乏安全戚與自我價值戲，內在的脆弱導致他們必須用防衛性的方式，

來面對環境的刺激，這類學生對於糾正或處罰的反抗特強，甚至於輕輕的責備都會

引起他們強烈的受傷戚，學生的反抗強度和其受傷的程度成正比。

(二)教師是示範者

不論那一種學生，教師都必須示範面對問題之正確態度和行為，教師若在瞭解

學生的行為原因之前，即動怒、訴諸權威手段或屈服於學生的頑劣態度，則無法教

導學生。教師面對與處理師生衝突的歷程，是學生觀摩學習解決問題能力的機會。

多數學生之所以用暴力反抗來因應生活中的挫折及各種人際問題，乃是在成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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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沒有良好的示範者，教師若處理不當，等於是在學生的經驗中，再增添一位錯

誤的長輩。

缺乏正確學習經驗的學生，教師必須先以溫和接納的態度靠近學生，讓學生

的人際關係經驗有獲得修正的機會。接著再從瞭解情境事件的過程來示範理性的思

考。

教師的示範讓學生嵐受自尊與自我價值，學習正確的人際互動方式，學習分辨

是非，釐清思考的盲點與擴展思考的廣度，這個教導歷程有別於直接的斥責、訴諸

校規、通知家長加以管教，這些方法只不過做到「處理」問題的義務而已，除了遠

離教導的目標，又再次加重了學生與權威者間的敵意，敵意正是反抗行為的溫床。

(三)幫助學生重建自我價值威

對於成長歷程缺乏愛與安全戚的學生，教師是幫助學生重建自我價值厲的重

要他人，著名的人格心理學家及心理治療大師阿德勒CA. Adler, 1870-1937)

說 r 教師之於學生就像遲來的母親!J Cbelated mother) CAnsbacher &

Ansbacher, 1956/1964.) ，此外，阿德勒非常強調學校教育和教師必須能彌補家

庭教育之不足，因為父母並非教育專家，教師則是教育專家，由於家庭在教育孩子

上的失功能，才更凸顯學校教育與教師角色的重要。

缺乏愛與安全厲的孩子，對成人沒有信心，同時在表達愛與承接他人的關愛方

面的能力亦多所直乏，因而同儕關係亦相對的不良，他們顯之於外的行為有攻擊性

反抗型，也有被動性反抗型。前者出事連連，讓教師疲於應付，後者消極被動，也

讓教師挫折不堪。

(四)嬴借他們的心和合作

欲協助這些孩子，只能先從贏得他們的心開始，當他們的自我戚有所提升的時

候，才有可能開張耳朵打開心扉來接受師長的教導，以及接受校規的約束。在未贏

得孩子的信任之前，所有加諸其身的規範，他們都將視之為侵犯了他們的自由，他

們也就盡其全力的反抗。

教師常過到軟硬不吃的學生，這種學生最擅長的是反抗權威，因為他們從小就

生長在斥責與體罰的環境，早已練就一身不怕處罰的功夫，也就是他們不怕教師來

硬的，但是又為何軟的他們也不吃呢?教師對之好言相勸或誠心關懷，都像吃閉門

羹，那是因為他們對成人的不信任，恐怕自己付出善意的回應之後，會受傷更深。

男外，他們沒有能力用善意回應成人，在他們的行為模式之中，沒有這方面的學習

和經驗。

每個學生的家庭經驗和學校經驗差異很大，過多的挫敗經驗形成了他們的低自

尊，同時這些學生的家庭並未提供他們正確的人際經驗和訓練他們的自律行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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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培養出對自己負責和與別人合作的行為能力。加上從小和成人的相處經驗不良，

和成人關係不好，未能建立對人的信任鼠，他們對成人或權威體系真有敵意，因此

很容易成為校園中瓶逆的一群。

教師面對這類先備經驗區乏的孩子不能用一般孩子所能接受的方式來要求他

們。先備經驗充足而且對人有信任厲的孩子，已具備服從和合作的能力，遵守規範

對他們而言是生活中自然的一部份，挑戰度高的孩子，則視服從等同於輸給權威。

這些孩子輸掉太多的自我價值，每輸一次就打擊一次，他們致力於避免在人際

之間有任何輸的嵐覺。他們過度害怕輸的嵐覺，所以在面對輸的情境，會有過度的

反應。

人格心理學家阿德勒( 1870-1937) 用過度補償來說明個體的適應不良症狀。

當個體有過深的自卑，將會以過度補償行為來獲取優越的厲覺或位置 (Ansbacher

& Ansbacher, 1956/1964.) 。學生的挑戰行為可說只是他們用來擁有主觀設定的

優越位置的武器。

家庭與學校經驗的失敗鼠，讓他們對失敗有深深的恐懼，教師必須先同理他們

的厭覺、接納他們，以逐漸滋養他們的安全獻。安全厲足夠的學生，不必再捍衛自

己的地位，才能放棄武器。

沒有與成人合作經驗的孩子，不會有合作的能力，沒有被信賴過的張子，不會

有能力信賴成人，教師必須相信學生的作對不是在向自己挑戰，而是在保衛其自我

價值，才能化解衝突，建立信任的關係。

三、用鼓勵積極等符

孩子在學習紀律的歷程，必須先克服過去的舊經驗:原有的思考和行為模式，

以及脆弱易傷的情廠，教師必須明白學生不是在反抗教導，而是他們的經驗刻骨銘

心，去之不易。

改變是困難的工程，須要教師足夠的支持和鼓勵。鼓子需要時間去改正錯誤，

每個孩子受過的傷不一，復原力的條件差異亦大，所需的時間也就不同。教師必須

瞭解學生的個別差異，允許他們以自己的速度進行學習，學習歷程遇到瓶頸時，須

給予支持，學生才有勇氣前行。

成功的經驗是滋養勇氣的維生素，成功的經驗並不是指成就，而是一種被肯定

進而自我肯定的心理歷程。教師必須針對學生「付出努力」的過程給予鼓勵，而不

是針對學生的表現。

勇氣是指面對困難的情境或可能失敗的情境，仍努力以赴，是以積極正向的方

式解決問題的態度。懦弱者會以傷害自己或攻擊他人的方式逃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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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過程得到肯定，可以有勇氣去克服困難，並在做事的過程中增強自我

價值獻。對於那些無法在最後的表現或成就上贏過同儕的學生，鼓勵對他們更顯重

要。學校中強調學業競爭或各種才藝競賽，對多數學生而言是挫敗的，因為佼佼者

只是少數，違規犯過的學生往往是在學校中的失敗者。

現實治療的創始人 Glasser有一本名著: r 沒有失敗者的學校 J (Glasser,

1969) 迄今仍然是班級經營上的重要著作之一。如果每位教師懂得鼓勵學生，班

級上便沒有失敗的學生。阿德勒學派取向的班級經營，強調教師要區辨「讚美」和

「鼓勵」功能上的差異。

讚美是針對成就給予的肯定，鼓勵是針對努力的過程給予的肯定。前者只有能

力優異的孩子才有機會獲得，後者則任何一位孩子都可能得到，只要成人願意肯定

他們的努力。但是我們的學校文化重視對優秀表現者的讚美，卻吝於給其他學生鼓

勵，於是產生了許多在學校沒有地位、沒有歸屬厲的學生，這些孩子爹不疼、娘不

愛，也就沒有自愛，我們實不能奢求他們有紀律。

教師面對挑戰的孩子，須用鼓勵重建他們的自尊，並以積極的態度等待他們回

頭。積極的等待是向孩子表達對他們的信任和對他們的支持。教師用正向語言表達

對學生的努力之肯定，用欣賞的眼光接觸學生，用心去傾訴學生的聲音，對學生是

很大的鼓勵。受到鼓勵的人，才有勇氣對焦於問題的解決，並且改正錯誤的行為。

肆、結語

當學生願意學習的時候，教書已是一件困難的工作;當學生放棄學習的時候，

教書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何幫助學生不自我放棄，是正向管教所關心的，同時不

放棄學生是值得教育工作者致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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