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班級經營的社會學基礎
研

實踐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高博銓@助理教授

班級經營是學校教育的重要活動，教師班級經營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到

學生的學習成效。從其內容來看，班級經營的工作涉及了教學、課程、師

生關係以及價值目的的抉擇等層面，這些活動的內容和實施或多或少都與

社會學有關，左右師生之間的互動品質，不容輕忽 ο 有鑑於此，確實有必

要清楚地瞭解班級經營的社會學基礎。是以，本文首先探討社會學與班級

經營的關係，指出社會學的研究領域涵蓋了學校的班級經營;其次，分析

班級經營所依據的結構功能論、衝突理論、交換理論以及符號互動論等四

個主要的社會學理論觀點和主張;再次，列舉當前重要的班級經營理論及

其核心概念，同時說明其所依據的社會學取向 o 此外，就相關理論的主張，

指出其在班級經營上的應用;最後，總結相關的討論。

關鍵詞:班級、班級教學、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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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logical Basi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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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的社會學基礎

Classroom management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school educ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classroom management directly affects students' learning. Good classroom manage

ment requires skills in teaching , wise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an ability to emphasize 

the proper values, and the maintaining of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 To some ex

tent, th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ology and in

fluenc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this reason , we cannot ig

nore the importance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and and de

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by exploring its sociological basis. 

First旬， the paper shows how classroom management is a sociological issue;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structural-functionalism, conflict, exchange,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irdly, it lists some important theories and/or strategies of clas

sroom management and shows how their key concepts are based on sociological con

cepts or schools. In addi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most important application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its sociological basis. 

Keywords: classroom, classroom teaching, classroo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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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教育普及，學校陸續成立並採取系統化的教育方式之後，學生的管理或班

級經營的問題就一直是教育工作者的嚴峻挑戰。因此對於如何做好班級經營的工作，

營造親切和諧的班級氣氛以促進學生的學習，乃自然成為學校教師關注的焦點。就

班級經營的內容來看，其範疇主要涉及了班級的規範、教師的教學、學生的輔導、

師生的溝通互動、學生同儕間的相處、學校行政的配合、親師的交流等各類的議題，

這些議題對於班級經營的成效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成為教育工作者必須加以正

視的地方。根據Marzno ' Pickering 和Pol1ock (2004) 的研究指出，有效的班級經營主

要包括四個要素(1)規則與常規 (2) 介入管教 (disciplinary interventions) 

(3)師生關係;以及 (4) 心向(mental set) 。這些要素乃是以教師和學生為核心，

同時也與兩者問及其與外在環境的互動密切相關，其所交織形成的聯繫，真有明顯

的社會互動關係，因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班級經營，頗其意義。

事實上，自教育發展以來，教育活動所其有的社會意義即獲得許多哲學家和教

育家的支持，強調其為人類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此而言，美國著名的哲學家

和教育家杜威指出:

實際上，每個個體都是在社會環境中成長，而且必須在社會環境中成長。個

體唯有在一個具有既定意義和公認價值的環境中活動與生活時，個體的反應才會

愈來愈明智，或者是從反應中獲得意義。透過社交活動或是透過具體表現信仰之

活動中的分享，個體經由行動逐漸獲得屬於自己的心智。因此，認為心智是由完

全孤立之自我所擁有的，是與事實背道而馳。......自我並不是獨自重新建構知識

的孤立心智。 (Dewey， 1916/1966: 344) 

準此以觀，個體的發展必須在社會環境中進行，而個體透過與環境的交流互動，

方能從諸多現象中，進行分析、整理、比較、歸納，從而瞭解種種活動彼此聯絡貫

串的關係'據以提升個體的心智能力。換言之，人類的發展與學習，尤其是成長階

段中的兒童與青少年，必須與他人及環境互動，個體很難自外於環境而獨立進行。

就此而言，學校教育中的班級組織，乃是學生在家庭外，社會互動最基本的單位，

因而對班級經營所奠基的社會學基礎加以探究，自然有其重要性。基於此，本文首

先探討社會學與班級經營的關係;其次，說明班級經營所奠基的社會學基礎;再次，

對於班級經營理論的社會學分析;最後，總結相關的討論。

鹽、社會學與班級經營

社會學( sociology )是一門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的科學，其探討的問題是

社會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及個人對社會組織的運作過程。就其內容而言，社會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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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主題著重在發生於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 ) ，而不在個人的內

在心理特質、人格特質、心理動機、意識與潛意識、學習能力、良心等屬於心理學

(psychology )研究的範疇(蔡丈輝， 2006 ;蔡宏進， 2005) 。準此而論，社會學主

要是研究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探討習以為常現象背後的影響因素，

社會學不將社會大康生活習慣中的事務視為當然，而是追根究底地去探究其形成的

原因和影響。王振寰 (2000)指出，社會學有兩個基本假設:其一是個人的行為和

思想會受到社會的影響;其二是社會與制度是人所創造的，因此也可以為人所改變。

Hoy和Miskel (2004) 認為，學校是一套社會互動系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將

互動的個人納入成為一種有機的關係中。而學校的特徵則是藉著各部分的互賴關係、

明確界定的成員、分化的環境、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以及其獨特的丈化所構成。

基於此，班級是學生在學校生活中，日常學習的主要場所，班級活動包含了學生同

儕、師生關係、親師溝通，以及親師生與班級、學校組織間的互動等，這些要素彼

此相互交織，形成複雜的社會體系，同時也增加教師班級經營的困難度和挑戰性。

Manning 和 Bucher (2006) 指出，學生的不當行為主要源自四個目標:獲得注意

(attention getting) 、尋求權力 (power seeking) 、心存報復 (revenge) 、表現無能

(feelings ofinadequacy) 。是以，教師若欲有效地經營班級，則應該要能見微知著，

洞悉學生不當行為的原因。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原因是如何形成的。從社會

學的角度來分析，舉凡師生互動的模式、教師的權威和角色、學生的次級文化、學

生家庭社經背景、班級氣氛、校園文化、課程教學等，都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影響學生的行為及其在班級中與他人的互動。有鑑於此，班級經營確實與社會學存

有密切的相關，而認識其所奠基的社會學基礎，尤屬當然。

嗎?叫班級經營的社會學基礎

誠如上述，班級中師生不同角色所形成的關係是多方面的，而其所發展出來的

社會體系則猶如一個小型複雜的社會。教師在此班級體系中，一方面要承擔其教師

角色的任務，履行其職責;另一方面也要瞭解社會大累對於教師角色的期待，滿足

可能的需求。此外，吳康寧 (2005 )指出，班級除了具有正向功能外，也存在著負

向功能。張建成 (2002)發現，班級內所發生的事件，會展現出多元性、同時性、

立即性、不可預測性、公開性以及歷史性等特色。就此而言，班級的經營確實給予

教師帶來極大的挑戰。值得關注的是，班級既然是一個社會體系，則對於班級組織

的社會學分析饒富意義。社會學家Parsons (1 959) 在其(班級是一種社會體系) (四le

school class as a school system) 一文中，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美國中小學班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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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罷! 自功能指出學校班級的活動具有社會化和選擇的功能明顯指叮級體系
韌 的社會特性。而其對於班級體系的社會學分析，可說是這方面研究的濫觴，頗具意義。

如 前述P訂sons對於班級體系的探討，主要是從結構功能論的觀點來進行分析。事

實上，若從其他社會學理論的觀點來探究班級體系，則更能凸顯班級組織多元而複

雜的特性，給予學校教育帶來更多的啟示和助益。是以，本丈以下將從結構功能論

(structural-functíonalísm) 、衝突理論 (conflict theory) 、交換理論 (exchange the-

ory) 、符號互動論( symbolic ínteractíonism )等四個主要的社會學理論來探討班級經

營的基礎，俾供教師班級經營之參酌。

一、結構功能論

結構功能論一般也被稱為和諧理論 (consensus theory) 或簡稱為功能論(如lctí

onalísm) 。結構功能論主張社會結構中，組織的成員應該要有共同一致的價值和信

念，且組織內每一個部門都真有各自的功能，彼此之間相互依賴，同舟共濟，就像

自然界的有機體一樣，各系統互相合作，維繫其生存與發展。此外，組織各部門功

能的發揮與各部門間的整合和協調，則有利於組織體系的均衡和穩定，從而維繫社

會整體的生存和延續。至於結構功能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則包括 H. Spencer 、A.R.

Radclíffe Brown 、 E.Durkheim 、 T.Parsons 、R. K. Merton等人(陳奎熹， 2001 ;蔡丈輝，

2006 ; Ritzer & Goo曲1妞， 2003 )。準此而論，結構功能論認為組織各部門皆具效用，

都可以為組織的穩定和發展做出貢獻，即使組織面臨困境或發生變遷，產生失衡的

現象，組織的社會體系仍能協調整合，齊心一致，謀求解決的辦法，以保障組織的

穩定和發展。

根據結構功能論的觀點，班級為一社會體系，班級中則存有各種不同的工作和

任務，例如作業繳交、清潔打掃、健康檢查、衛生保健、體育競賽、藝艾活動、課

程學習、午餐吃飯、上下學、班級級務、班級會議、親師座談、科學展覽等各式各

樣的班級工作，都需要班級中各部門(各小組)或成員間進行分工協調，合力完成。

整體而言，結構功能論主張班級成員都能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並且能順利地完成

各項指派的工作和任務，維持班級的正常運作，進而尋求班級的穩定和發展，讓每

一個班級的成員可以在此社會體系中繼續成長和學習。在此過程中，即使遭遇難題

和挫折，各部門或成員亦能平心靜氣，調整策略，圓滿完成任務。當然，其中班級

教師的領導和作為，亦可能是班級體系穩定與否的關鍵因素。

二、街突理論

結構功能論基本上是將社會視為一個和諧、穩定、整合的社會體系，重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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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各部門的功能發揮與合作協調。衝突理論則是延伸白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點，認

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因此強調社會關係，尤其是支配者和從屬者之間利益所產

生的對立性，以及社會急速發展過程中，可能造成的社會變遷的普遍性。此外，組

織或團體為取得優勢地位，必然採取強制的手段，迫使其他團體屈服，以形成新的

社會秩序。因此衝突理論常常從對立衝突、變遷、強制等角度來探討社會秩序。此

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K. Marx 、L. Gumplowicz 、 G. Simmel 、R. Dahrendorf等人(陳奎

聾， 2001 ;蔡丈輝， 2006 ; Ritzer & Goo曲1阻， 2003 )。由是觀之，衝突理論認為社會

關係常存在一種不對等的關係，支配團體握有實質的權力，掌控多數的資源，而被

支配團體則處於權力被剝奪的狀況，唯有透過衝突的手段，方能改變被剝削、被略

奪的事實，進而取得優勢地位。是以，社會的發展是一種不斷的衝突和變遷的過程。

依據衝突理論的主張，班級體系內的成員因其所擁有的資源、權力、利益、地

位等條件上的差異，形成不對等的現象，因而帶來體系內次團體或成員間的爭論和

衝突。在此過程中，佔有優勢的一方會極盡所能，利用其所享有的較佳條件，控制、

支配、宰制男一方，以掌握其競爭優勢，維持其既得的利益。然而，相對地，被支

配的一方亦會尋求突破，打破被控制的僵局和劣勢，極力反撲，所以班級內會不斷

地出現口角、衝突、敵意、抗爭等場面，而這種情勢乃是班級體系中的常態，不必

大驚小怪。整體而論，班級內的爭論和衝突具有價值性，是班級體系進一步發展，

更趨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教師的班級經營則旨在確保此一發展方向，讓班級中不同

的團體或成員能在此意向的引導下，進行良性的互動和競爭。

三、交換理論

交換理論試圖採取行為主義的原則，將之與其他的觀念融合，再應用於社會學

家所關切的題材上。交換理論可以說是一種綜合心理行為科學與經濟學觀點的理論，

主張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存在著目的性 (goal) ，主要是為7要獲得酬賞 (rew訂d) 或

對個人具有價值性，當類似刺激再度出現時，可能會引發個體相似的行動。因而互

動的行為就猶如經濟行為上一種利書關係的計算:儘可能地擴大利潤 (profit) 或酬

賞，同時也會儘量地減少成本( cost) 或損害。由於此種人際之間的互動是以利害關

係的計算為前提，所以本身真有動態性。是以，同樣的酬賞在不同的人看來，就有

不同的價值程度，而同樣的酬賞在不同的互動情境中，所具有的價值程度，其高低

亦不同(蔡丈輝， 2006 ; Ritzer & Go。由1阻， 2003 )。由此看來，交換理論乃是結合心

理學和經濟學的觀點，從行為科學和經濟報酬的角度來詮釋人際之間的行為互動關係。

基於交換理論的觀點，學生在班級體系內，其同儕及師生之間所產生的互動關

係，都可以從學生個人酬賞的高低或利益交換的角度來加以解讀，因此教師若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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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班級經營的工作，就應該要認清學生行為背後的酬賞系統。就此而言，美國教育

家1. Holt在其{孩子為何失敗) (How childrenfail) 一書中的一段描述，頗能印證此

理論的觀點:

很多學生喜歡使用察言觀色的策略，先試探地說一個字，再看老師的胺色猜

測方向是否正確。這一招對多數老師都很管用。不過這位老師是撲克臉，察言觀

色法派不上用場。從這班學生的表現看來，顯然很多人搞不清楚什麼是名詞、形

容詞和動詞，不過學生猜對答案的比例卻很高。......老師很驚訝， ......孩子說:

『妳並不是真的指出答案，但妳都會站在正確答案欄的旁邊。」學生從老師身體

傾向黑板的角度便可約略猜出答案。(張美患譯. 2005 : 35) 

前述的描述中，可以發現，學生在班級的學習活動，會依據教師的臉色、表情、

肢體動作、移動位置等特性來判斷教師的意向，同時考量行為後果的報酬情形，例

如，不回答會受到體罰;大聲地回答錯誤會面臨精神暴力;輕聲地回答錯誤會有短

暫的責罵;猶豫地回答正確會受到鼓勵;肯定地回答正確則受到實質獎勵。學生則

仔細地權衡此酬賞性質，從而決定適當有效的行為反應。而在此過程中，學生的行

為都是隨著教師的回應彈性調整，從互動中選擇因應的方式，十足反應了交換理論

的觀點。

四、符號互動論

符號互動論認為沒有一種理論，也沒有任何一種從科學定理出發的觀察可以取

代人們對於生活領域中發生和發展著的現實的研究。符號互動論強調社會互動中，

人們習得意義和象徵符號而得以連用其獨特的思想能力，同時人能依撮其對情境的

詮釋為基礎，進而修正或改變意義和象徵符號。基於此，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

是經過一套了解與解釋的動態過程。其理論是一種重視個人在互動中角色運作的理

論，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社會互動的動態性。是以，個人對互動對方所表

達的行動反應不是本能或體質上的自然反應，而是根據社會情境的現場來加以判斷，

然後再依據自己的思考結果而表達出應對的行動，這些運作過程通常是透過符號的

使用而進行的。其後的標籤理論( labeling theory )就是符號互動論的一個旁枝，主

張行為本身並不是決定好壞的主要因素，社會或一般人對該行為的標籤才是關鍵(石

計生· 2006 ;蔡丈輝. 2006 ; Ritzer & Goo恤妞.2003 ) 

Kanpol (1999) 指出，符號互動論認為個體的行動和思想包含了內化的文化規

範、行為、價值、態度、象徵、姿勢與語言，這些都被鎮般在社群裹，成為社群的

一部分。 Wink (2004) 也認為，學生、教師和社區中的人士都以當地的情境來了解

問題，溝通意見，他們以自己的脈絡為基礎來發展屬於他們自己的答案。而任何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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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養育過見童、青少年的人，都了解環境在決定一人的社會行動時所扮演的關鍵角

色。就班級體系而言，情況也是如此。吳齊殷 (2005 )歸納諸多的研究發現，當教

師能有效地經營班級，營造積極正向的班級氣氛和文化時，則學生間同儕的友誼關

係會較為親密和活絡，適應能力也較強，同時課業學習成就和身心健康也會朝向有

利的方向發展。是以，班級中學生同儕和師生間的互動行為應該從班級的脈絡來加

以詮釋，而個體的行動和思想也反映其內化的班級丈化和規範。質言之，個體行為

意義和象徵符號的瞭解應置於班級的情境脈絡中，並採取動態的觀點來掌握社會互動。

發、班級經營理論的社會學分析

前述已從結構功能論、衝突理論、交換理論，以及符號互動論等四個主要的社

會學理論來探討班級經營的基礎。其中交換理論和符號互動論兩者皆重視社會互動

過程中關係的瞭解、建立，以及維繫，其關注的焦點在彼此的利益關係與符號意義，

強調這些要素的解讀和詮釋，性質較為接近，因此可將其歸類為解釋取向的社會理

論。基於此，以下將以重要的班級經營理論為對象，從功能取向、衝突取向，以及

解釋取向來探討其對於班級經營理論的影響。當然，多數的班級經營理論或模式通

常融合了前述不同社會學理論的觀點，並非完全依據單一理論。不過，從各班級經

營理論的核心概念中，仍可大致看出其所偏向的取向，讓教師在運用時，可以更進

一步地瞭解。

綜觀班級經營的理論，可以發現，班級經營理論的種類繁多，也受到教師不同

程度的支持與採用。 Charles和 Senter (2004) 在其〈做好班級管理} (Building classroom 

disc伊line) 一書中就指出了十八種班級經營的模式，這些模式從先驅型的理論，如

B. F. Skinner 、J. Kounin 、R. Dreik帥，到較為精緻型的理論，如L. Canter和M. Canter 、

W. Glasser 、R. C班win和A. Mendler '以至於最新的理論，如B. Churchward和 M.M位shall

等人所提出的理論。同樣地， Manning fO Bucher (2006) 在其〈班級經營:模式、應

用與實例} ( Classroom management: Models， 中'Plications， and cases )一書中，也介紹了

十八種不同的班級經營理論及其所衍生出來的班級經營模式，用以協助教師建立適

用於自己班級的經營模式。因此，以下對於班級經營理論的社會學分析，就是以這

兩本書中所介紹的幾種較具代表性的班級經營理論為例，說明這些班級經營理論所

奠基的社會學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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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i 一、偏於功能取向的班級經營理論
γ研
r 究 F. Redl和W. Watte伽:rg (凹的的團體動力和教室紀律理論對班級社會體系中成

員生活及團體動力學有相當精闢的闡釋，認為班級組織中存在著領導者、小丑、烈

士，以及教唆者等不同的社會角色，彼此交織形成團體中的各類行為。這些行為包

括:感染型的行為，會擴散至團體其他人;找代罪羔羊或欺壓弱小的行為;陌生人

所造成的壓力性反應;嘲諷教師身邊的紅人;分化或瓦解團體等。而教師在經營班

級時，其所能採取的策略包括:支持學生自我控制、理解學生行為的差異性、給予

學生情境協助。整體而言，此理論係以結構功能論為基礎，強調班級和學生的紀律

及規範的建立，並以此確保班級的穩定和發展。過程中會對於學生的違規行為給予

情境的協助，強化其自我控制，以達成班級體系的均衡和穩定。

Manning 和 Bucher (2006) 指出， Albert 的合作式管理理論重視班級的穩定和發

展，主張班級的經營應以師生的合作為前提，尤其教師應該發揮其人格感召的能力，

影響學生的選擇，進而改變學生的行為，而不應一昧地採取外在控制的方式來管理

班級。學生的不當行為主要源自四個目標:獲得注意、尋求權力、心存報復、表現

無能。對此，教師應該以三C策略來因應(1)與教師和同儕和諧相處，產生連結

( connecting ) ( 2 )給予學生機會，使他們能夠對於班級做出貢獻( contributing ) 

(3)讓學生感覺自己有能力 (capable) 勝任所指派的工作。基於此，教師應瞭解學

生不當行為的目標類型，才能對症下藥，謀求對策，以矯正其偏差的行為。此外，

教師也應該提供機會，安排各種活動，讓學生彼此協調與整合，有能力完成指定的

任務，為班級貢獻心力，進而發揮其對於班級的功能，同時凝聚班級成員，和舟共

濟，為團體一齊努力，達成班級發展的目標。

Johnson 和 Johnson (1 995) 的三C班級經營理論亦是以班級團體為主，強調成員

間的協調合作、功能整合及團體規範。主張運用合作(∞operation) 、衝突解決

(conflict resolution) 、公民價值 (civic values) 等三個C作為班級經營的核心概念。

由於強調合作，所以教師的教學也儘量採取合作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從班級的學習

活動中，自然學會尊重他人，瞭解他人，進而與他人合作並建立彼此的信任關係'

這有助於公民價值的養成，同時許多的問題和衝突也能經由此過程而獲得解決。

JohnsonfDJohnson (2005) 亦指出，人與人、人與團體之間，彼此真有相依性( inter

dependence ) ，每個團體的成員都能運用團體動力學的概念，憑藉著自己的力量而獲

得成長。基於此，教學的典範已經從過去以個人研讀為主的方式，轉變成同儕之間

合作學習的模式，並從此過程中建立共享的價值，作為衝突解決的機制，促進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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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穩定。而從許多的研究發現，個人透過參與小團體的運作，可以帶來更高的

成就，營造更正向的關係並增進心理的健康。

二、偏於街突取向的班級經營理論

B. F. Skinner的行為改變理論主張個體的一切行為改變取決於其本身對於行為後

果的滿意程度(張春興， 2006) 。準此而論，教師在班級經營的過程中，若欲學生

能表現出「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的合宜行為，則可以運用行為心理學所提出

的正增強作用 (positive reinforcement) 、負增強作用 (negative reinforcement) 、懲罰

( punishment )、消弱( extinction )等行為改變的技巧來過止學生不當的行為並激發

學生表現適當合宜的行為和舉止。一般說來，行為改變的技術或手段乃是優勢的一

方(教師)用來宰制、控管、統領、灌輸、影響弱勢一方(學生)的主要工真，而

為了有效控制被壓制的一方，常常剝奪其利益或權利，衝突和緊張的關係不免產生，

明顯具有典型的衝突論色彩。

與 Skinner的行為改變理論相似， Canterf日 Canter (2001 )的果斷紀律理論強調獎

賞和懲罰的必要性，認為透過獎賞和懲罰的強制實施，可以消葫班級中的混亂、失

序、騷動、對立、衝突，讓班級獲得短暫的平靜並減少學生不當的行為，甚至可能

激發良好的行為，十足反映出衝突理論的觀點。但實施獎賞和懲罰時，必須把握要

領，避免落入無效的反應類型而前功盡棄。 Canterf日 Canter在其果斷紀律理論中，揭

棄了三種教師處理學生行為的反應類型:猶豫不決型、火冒三丈型、果斷堅定型。

其中前兩類是缺乏效能的，甚至可能對於學生產生傷害，至於最後的果斷堅定型教

師則能以強制的手段，貫徹原則，態度始終如一地實行獎懲，同時也應用破唱片法

(broken-record response) 來教導學生，讓學生臣服於教師的管理，也保障了教師的

優勢地位和權力。

以上是從支配者的角度來看班級經營理論，但若由從屬者的角度來看，則衝突

理論自對立衝突、變遷、強制等概念來說明社會的不合理性，所以被壓制的一方應

該認清此一現象，重視個人被壓迫的事實及個人的需求，努力尋求可能的改變。

Glasser (2000) 的選擇理論便反映了此觀點，主張所有的行為都是植基於個人的選

擇，主要是為了滿足人性的五種基本需求一一生存、愛與隸屬、權力、自由及樂趣。

這五種基本需求中，文以愛與隸屬最為重要，這是與他人建立關係的需求，所以人

際關係是個人選擇的核心。而和諧的關係是建立在信任與尊重的基礎上，學校或班

級中的紀律問題，多數是源自於不和諧、不信任、不尊重的關係，因此讓學生視學

校為痛苦的深淵，是一個不快樂的地方。有鑑於此，教師於班級經營中，應體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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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受壓迫的心理感受，楊棄要命的壞習慣:批評、責備、抱怨、盼明、威脅、懲罰、

利用獎賞控制學生等，而應該熟悉七種建立和諧師生關係的技巧:開展、傾聽、支

持、協助、鼓勵、信任以及親近等，讓學校蛻變為快樂的園地。易言之，教師在與

學生互動的過程中，應該讓學生感受到被關懷的情感，隨時傾聽學生內在的聲音，

支持其對自我的認識和暸解，同時在過程中給予主動的協助和鼓勵，而透過師生間

的親近和情感交流，當可建立彼此的信任感，以利營造優質的校園環境。

與Glasser的選擇理論相同， Coloroso (2000) 的內在紀律理論也是由從屬者的角

度來看，其理論肯定兒童與青少年的價值性，強調兒童與青少年值得成人花費心思，

投注更多的時間、精力、資源去教育他們。而在班級經營的過程中，教師應該以自

然的態度，以他們希望被對待的方式來教導他們，從而培養學生內在的自律。 Coloroso

認為，不同類型的老師會給予學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意志薄弱型 (jellyfish) 的教師

軟弱無能，班級規範常常是標準不定，一日數變，學生無所適從，因此班級中經常

出現混亂和失序;保守封閉型( brickwall )的教師缺乏活力，對於學生的自律能力沒

有信心，所以班級事務悉數掌控，深怕出社漏。此外，教師習慣性地運用其至高無

上的權力，班級中學生猶如驚弓之鳥，釀若寒蟬，而老師只是教導學生思考什麼，

而不是教他們如何思考，所以無法培養學生內在的紀律;剛毅果斷型 (backbone) 的

教師則提供學生必要的支持和資源，同時教導學生如何思考，讓學生從班級活動中

探索自我，認識真實的自我，而且透過創意性、建構性、責任性的活動來增進學生

的內在自律。

三、偏於解釋取向的班級經營理論

Curwin和Mendler (1 988， 1997) 的尊嚴管理理論是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的尊

嚴與自尊，主張教師應該採取民主而非權威的方式來對待學生。而所謂尊嚴地對待

學生，就像哲學家M.Buber所言「我一汝」關係 (Iand訂的u) ，個體並非單獨存在，

而是與他人和諧、一致地共存，-我」不是獨立的，而是與「你」相互依賴、依存

的。值得關注的是，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不僅要注意到說話的方式，其他如溝通態

度、傾聽技巧、肢體動作、講話聲調、目光接觸等象徵符號，也都應該同樣地重視，

讓學生感受到教師的誠意和關愛，而此種強調學生尊嚴的班級管理模式可大幅降低

學生的紀律問題。就此而言，教師的班級經營是注意師生互動過程中，個體行為意

義和象徵符號的瞭解，才能採取有效的互動策略並對學生傳達基本的尊重感。

Gordon (2003) 認為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應該從教師的效能訓練著手，其理論的

核心是學生對於紀律的理解。 Gordon 主張，學生偏差的行為或態度主要是源自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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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認知或疏忽，事實上，學生基本上都真有認知的能力。職是之故，教師可以

學生的認知能力為基礎，連用方法從師生的社會互動中，掌握其行動和思想的意義

及其所代表的象徵符號，並以適切的象徵符號傳遞正確的訊息，讓學生熟悉各種紀

律的定義，以培養學生自律的能力。而為了達成上述的目標，教師要能夠培養所需

的技術'這些技術包括:明確地定義問題;洞悉學生需求的能力;改變班級環境和

教學實務;改進學生的行為;運用「我 訊息 J (I-messages) 積極地聆聽學生的

心聲等技巧。顯而易見地，這些技術重視師生社會互動過程中，意義和象徵符號的

解讀與傳遞，是屬於偏向符號互動取向的班級經營理論。

與Gordon的教師效能訓練一樣， H. Ginott的和諧溝通理論亦強調學生自律能力

的培養，因而教師在與學生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應該瞭解行為及象徵符號的意義，

傳遞理性的訊息而不要涉及學生的人格或品德方面的批評，更不應對於學生貼標籤

或有歧視、偏見的行為出現。進而言之，教師應該避免對學生作評價式的稱讚

( evaluative praise ) ，而應針對其特定的行為或表現，給予鑑賞式的稱讚( appreciative 

praise) 應該避免使用「你 訊息 J ( you-messages )而可以運用「我一訊息 J (1-

messages) 的方式來傳達教師個人的感受 (Manning & Bucher, 2006) 。由是觀之，

Ginott 重視師生之間的理性對話，教師要示範良好的溝通方式，掌握學生行為的意

義，確保學生有正確的認知，以期培養其自律的行為。

最後，根據上述所介紹的重要班級經營理論及其所屬的社會學取向，將其整理

如表 1 所示:

表 l 重要班級經營理論及其社會學取向一覽表

勇往繞經營理論 倡導者 主要概愈 社會學取向

﹒團體或斑紋中存在領導者、小丑、烈士、教唆

團體動力和教 F. Redl 者等不同的角色。

室紀律理論 W. Wattenberg ﹒支持學生自我控制、正豆角平學生行為的差異性、
功能取向

給予學生情境協助。

﹒教師.發揮人格Il\~力，影響學生的選擇，進

而改變學生的行為。

合作式管猩猩
L. Albert 

﹒三C策略(1)師生、周儕的連結 (connect﹒
功能取向

論 ing) (2) 給于學生做出貢獻( contribut-

ing) (3) 被學生感覺自己有能力(間，

p曲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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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要班級經營理論及其社會學取向一覽表(續)

班級經學理論 倡導者 主要概念 社會學取向

﹒運用合作、街突解決、公民價值等三個C作為

三 C 斑紋經營 D. Johnson 斑紋經營的策略。

理論 R. Johnson ﹒個人透過參與小團體的運作，可以帶來更高的
功能取向

成就，營造更正向的盼你並增進心理的健康。

﹒個體的一切封為改變取決於其本身對於行為後

行為改變遑論 B. F. Skinner 
泉的滿意程度。

街突取向
﹒運用正增強、負增強、處罰、消弱等技巧可以

過止學生不當行為。

﹒獎賞和懲罰是有效的，運用獎賞和懲罰可以減

L. Canter 
少學生不當的行為。

果斷紀律理論
M. Canter 

﹒果斷堅定型教師則能貫徹原則，態度始終如一 街突取向

地實行獎懲並應用破唱丹法( broken-record re-

sponse) 。

﹒學生所有行為都是選擇而來，是為了滿足人性

的五種基本需求一一生存、愛與歸層、權力、

選擇理論 W. Glasser 自由及樂趣。 街突取向

﹒建立和諧師生關餘的技巧:關懷、傾聽、文

持、協助、鼓勵、信任以及親近等。

.避免使用體罰、威脅、恐嚇的方式，應該使用

自然的方式，以學生希望被對待的方式來對待

內在紀律理論 B. Coloroso 
他們。

街突取向
﹒區分三種類型的教師:意志薄弱型(jelly-

fish) 、保守封閉型 (brickwall) 、剛毅果斷

型 (backbone) 。

﹒斑紋的經營應該要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的

尊嚴管理理論
R. Curwin 尊嚴與自尊。

解釋取向
A.Mendler ﹒讓學生成受到教師的誠意和關愛，才能對學生

傳達基本的尊重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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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要班級經營理論及其社會學取向一覽表(續)

﹒學生基本上都具有認知的能力，其偏差的行海

或態度主要是源自於其錯誤的認知或疏忽，需

要教師給予概念的澄清和引導。

教師效能訓練 T. Gordon 
﹒獎勵和懲罰對於學生都是無效的，重點在於強

解釋取向
化教師效能訓練。

﹒關鍵技能:明確地定義問題;洞悉學生需求的

能力;改變班級環境和教學費務;運用「我一

訊息 J (I-messages) 聆聽技巧。

﹒傳遞理性的訊息而不要涉及學生的人格或品德方

和諧濤通理論 H. Ginott 面的批評。 解釋取向

.避免作評價式的稱吉費，而應給予鎧賞式的稱吉費。

肆、結語

班級經營是學校教育的核心活動，影響學生的學習至深且鉅。誠如教育學者

伽nstein和Hunkins (2004) 所指出，教師和學生在學校生活裹，彼此會不斷地進行社

會互動並於過程中發展出一套社會秩序，包括一系列的常規和規則，而其團體規範

和組織價值也會變得普遍，這些都會滲透並塑造個人的人格與行為。是以，對於師

生互動所形成的班級體系進行社會學分析，則顯得格外具有意義。基於此，本文從

結構功能論、衝突理論、交換理論以及符號互動論等四個主要的社會學理論來分析

班級經營的社會學基礎，指出班級經營過程中諸多的社會學詮釋方式和觀點，俾供

教師掌握班級經營的社會學基礎。

此外，為促進教師對於班級經營活動的進一步瞭解，乃從社會學的功能取向、

衝突取向以及解釋取向來論述班級經營理論，並選擇十個重要的班級經營理論為例，

分別說明各理論的核心概念及其所屬的社會學取向，以瞭解不同社會理論或學派在

班級經營上的應用，這有助教師釐清不同班級經營理論所依循的社會學取向，進而

協助其建立個人的班級經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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