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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嘗試以正向心理學中的「希望成理論 J ( Hope Theory)為基礎，設計影片討論團

體方案，籍以探討是否能有效提升教師之「希望店主」以對抗工作中的倦怠戚。研究採質性取

徑，分三階段進行。首先，採內容分析法選取可作為討論教師希望成之影片，並剪輯出適合

片段及設計相關討論議題。接著，再以焦點團體形式進行細部討論與修訂，針對四部影片各

片段設計出討論提綱。最後，則根據前述所發展之方案內容進行影片討論團體。研究結果發

現，透過影片觀看及討論活動，不但更能增進老師同理學生的能力，也刺激老師思考許多習

以為常的教育問題。本研究建議，除了個別希望戚之外，未來還可針對集體希望成著力。尤

其未來各校在推動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時，若能在認知方面的增能之外，還能強化教師情意方

面的素養，效果將更為全面。

闖鏈詞:希望戚、教育影片、教師專業成長、倦怠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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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u中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inematic teaching methodology

on teachers' hope. C.R. Snyder' s Hope Theory was adopted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conducting a content analysis, 4 educational movies that illustrate stressful lives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were first selected. Then clips taken from these movies were put to discuss in a focus group.

Issue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hope theory were designed accordingly. By implementing this cinema

program in a small group with 11 participants of in-service teachers, it was found that not only it

fosters teachers' empathy but also promotes more reflections and creative thinking.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professional growth were made.

Keywords: hope, educational movies, teacher' s professional growth,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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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結論

一、研究背景

希臘神話裡的薛西弗斯 (Sisyohus) 是

一個頗為悲劇性的人物，他因犯錯而被泉神

懲罰，每天要將一塊沉重的大石頭推上山

頂。這個故事之所以悲慘，乃是因為當他辛

辛苦苦完成這個任務後，他還必須眼睜睜看

著這塊大石頭滾進山谷。因此日復一日，薛

西弗斯必須永遠地、毫無希望地重複這個無

甚意義的動作。許多人進入工作世界後，所

面對的挑戰也是:如何在那堆類似「薛西弗

斯式」的永不停息工作中找到工作意義，並

能保持高昂的鬥志。

上述這些有關「工作意義的思考」

「工作壓力的調適」以及「如何激勵自己的

工作士氣」等議題，對於第一線服務的教師

尤其重要。因為相較於其他行業，它所服務

的對象身心方面皆較不成熟(尤其就義務教

育階段的學生而言) ，非常依賴老師的帶

領，因此教師很容易在身心疲乏狀態下經歷

了情緒資源的過度付出。此外，由於這個行

業具有高度社會影響力，因此當教師產生職

業倦怠時，社會所付出的成本亦更為昂貴。

例如，社會新聞中屢見一些教師因情緒失控

而作出管教不當的行為，此類報導不但嚴重

降低教師士氣，也影響社會對此行業的觀

感。

然而，雖然有關情意素養方面的議題

對於教師非常重要與迫切，卻鮮少被納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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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專業成長的課題，以致於許多老師

常常罹患了職業倦怠(j ob burnout) 卻不自

知。根據Maslach 、 Jackson等人探討職業倦

怠的發現，他們指出那些有著嚴重職業倦怠

的人，常常呈現三種心理癥狀:一是「情感

耗竭 J (emotional exhaustion) ，亦即工作

使得他們的情緒資源過度耗損，導致他們在

情感上無法再對服務對象提供適當的回應;

二是「去個人化J (depersonalization)

指他們對於服務對象產生負面、麻木、冷淡

或過度疏遠的態度，這種態度不但使得他們

在看待別人問題時缺乏人性面的關照，更認

為當事人的痛苦乃是其咎由自取的結果;

三是「個人成就感降低J ( 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亦即他們不但對自己的

工作表現不滿意，甚至也開始對自己的能力

產生高度的懷疑與極負面的評價(Masla恤，

Jackson & Leit缸， 1997) 。可見如何幫助一個

老師成為更專業的工作者，除了增進其工作

能力之外，更應針對其工作態度進行強化。

因此本研究認為如何在教師專業成長研究議

題中加入有關情意素養方面的探討，乃是一

個重要的課題。

二、研究目的

立基於上述想法，本研究嘗試以正向心

理學中的「希望感理論 J ( Hope Theory)為

基礎分析教育影片，並發展出適用於探討教

師希望感的議題，於教師成長團體中進行討

論，藉以探討此做法是否能有效提升教師之

希望感。本研究其體目的如下:

June ,2013 Secondary Education 41



6智雄

(一)研擬適合作為探討教師希望感的議題。

(二)探討教育影片應用於教師成長團體對教

師希望感各構面的影響。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未來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以 r .希望感」對抗「倦

怠感」

近年來以正向心理學觀點探討心理適

應議題，已成為一個趨勢。其中C.R. Snyder

與其同儕更提出希望感理論作為分析一個

人情意素養的角度 (McDermott & Snyder,

2000; Snyder, 1994, 2000; Snyder, Cheaven ,

& Michael , 1999; Snyder, Rand, & Sigmon,

2002)。他們發現希望感與個體訐多生活面

向上的心理適應狀況有密切關係，包括:自

我知覺能力、正向想法、正向情緒等。尤其

在面對挫折時，高希望感者較少採取逃避的

策略，而會適時彈性調整目標，因此也更具

心理健康特質。

由於Snyder等人認為，當一個人對某事

抱持高度希望感時，他們通常不會被動的等

待著願望自動實現，而是以主動的態度去追

求目標，因此所謂「希望感J '實際上牽

涉到三個構面的互動歷程:一是「目標」

(goals) ，亦即當我們所追求的目標愈明

確、重要與可行，我們的希望感也會愈高;

三是「方法J (waypower' 或稱為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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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亦即當我們有愈多的方法或策

略來追求目標時，我們的希望感也會愈高;

三是「意志力J (willpower' 或稱為agency

thoughts) ，徒法不足以自行，意即我們必須

有強烈的決心與心理動力去運用上述各種方

法來追求目標，這才表示我們是對這件事抱

持著高度希望感。

Snyder等人認為， ，.希望感」並非僅

是一種盲目的、不切實際的情感反應O 相

反的，它是一種認知的思考歷程。在此思

考歷程中，個體會根據先前所設定的「目

標 J '反覆推演計算自己是否具有足夠的

「方法」達成目標，以及自己是否有足夠的

「意志力」去運用這些方法。尤其當障礙

(barriers) 出現而使目標受阻時，更可以看

到希望感的重要性一因為它牽涉到個體會

不會有意願去找尋替代方法，並以類似繞路

的方式來追尋原先希望達成的目標。

觀諸上述Snyder等人的論點，可發現以

希望感理論探討教師專業發展議題應是一個

非常可行的角度。如同本研究一開始所說，

教師工作中充斥著許多「薛西弗斯式」的任

務，很容易讓一個人感到無力感，認為自己

對生活沒有掌控能力，進而在情緒上變得易

於動怒、苦惱或不安。然而，與其耽溺在這

些負面情緒中，若身處於這樣狀態的教師，

願意更積極地問問自己，.我真正在乎的是

什麼? J (目標思維)、「我該採取哪些步

驟? J (方法思維)、「我的決心與毅力足

夠嗎? J (意志力思維) ，那麼這樣的反省

反而會讓他/她產生更大的行動力，而非停



留在自怨自艾、自我貶抑的泥沼之中。

若再以希望感理論觀看教師這個行業，

亦不難理解為什麼教育現場中屢見不鮮一些

原本是相當認真於教學、最後卻反而被指責

為 r，情緒失控」的老師了 o 由於此行業所面

對的對象是一群較不成熟的個體，因此在客

觀條件上中、小學教師本來就是容易產生職

業倦怠的高危險群。而臺灣近年來積極推動

教育改革，尤其在課程方面有相當大的變

革。從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

改革，到一百零三年將要實施的十三年國

教，皆期待能夠透過各種革新作法以改善臺

灣國民教育的品質。然而如此美好的教育理

想與龐大的教改工程，實施至今，卻受到許

多社會輿論的嚴厲批判，尤其老師常常成為

一群最受指責的對象。究其原因，乃是因為

這幾波教改對老師的最大期待是成為主動的

「課程設計者」、「課程評鑑者」與「行動

研究者 J (周淑卿， 2004) ，然而此種角色

的轉換，卻造成許多老師的恐慌與困擾。尤

其傳統上對於大多數老師而言，所謂「教

學」便是只需依據教科書內容作補充以及設

計延伸活動便可。他們並不習於分析課程綱

要內容、思考課程架構的問題，甚至很少對

課程與教材進行研發與統整的工作。此種習

慣性的作法，導致他們在當前改革運動中不

但感到格外挫折與壓力，他們的調適不力也

容易被解讀為偷懶或抗拒。

此外，雖然教改企圖鬆綁教育政策，

但由於社會價值觀念難改，使得考試競爭與

分數至上的氣氛仍瀰漫在教育體系中o 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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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若再缺乏自我省思能力，無法時時提醒自

己是在從事一個「全人教育」的工作，而僅

定位自己的工作是在教出分數高的學生，當

他/她又無法以多元且有效的方式達成此目

標，且缺乏高昂的意志力來面對教學中的各

項挑戰，那麼可以想像:這樣的老師，他們

的希望感能有多高? !毋怪乎許多「恨鐵不

成鋼」的老師，在長期處於挫折的狀態下，

逐漸成為一個對學生的問題缺乏同理心、動

輒處罰學生，甚至傷害學生而不自覺的人

了 o

當然，一個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

什麼老師會認定自己的工作僅是在「教出分

數高的學生 J ? (或者許多行業中的工作者

亦有類似消極態度，認為自己並無能力改

變整個大環境， r 我不過是顆小螺絲釘罷

了! J )有關此問題，本研究認為還涉及了

「集體希望感」的問題，此固然有待整個組

織文化進行改造工程，不過許多人的確在忙

碌的工作中忘記了自己進入這個行業的初

衷，也忘記了一個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工

作是實現自我的一種方式，也是我們在短暫

而有限的生命中證明自己曾經存在過的一種

最佳方式。儘管個人的力量相當微薄，但是

如果每個人都願意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來改善

這個世界，那麼聚沙成塔的力量，仍是不可

小騙的。

總結上述，由於希望感理論內涵結合了

有關目標設定、問題解決、自我效能、挫折

因應能力等重要心理能力，頗能夠用來作為

提升工作態度的理論依據，因此本研究者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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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希望感理論作為基礎設計教師成長方案，

探討如何提升「希望感」以對抗工作中的倦

怠。

二、提升希望感的步聽與具

體策略

根據Snyder等人的觀點，希望感是

一種認知的思考歷程，且可以透過教導

的方式而習得的 (McDermott & Snyder,

2000)。在其設計的一系列教學方案中(例

女日， Lopez , Floyd, Ulven , & Snyder, 2000;

McDermott & Snyder, 2000; McDermott &

Hastings , 2000) ，他們特別推崇以敘事

(narrative) ，尤其是透過說故事、閱讀文

學作品與討論等方式，來了解個體內心的想

法，並改善希望感低落的情形。

根據上述觀點，本研究認為在探討工

作中的希望感時，亦可循此一模式，尤其在

設計方案時可分別針對他/她的「目標」

「方法」及「意志力」等三個構面一一探

討。

(一)發展真體可行旦真重要性的「目

標」

希望感理論認為，個體的目標愈是明

確、具體與可行，其希望感愈高。因此提升

希望感的第一步，乃是先從「目標」方面著

手。「有夢最美，築夢踏實J '理論上，每

個人都應該是個尋夢者，勇於為自己的理想

而奮鬥不懈;然而在真實世界中，卻不是每

個人對於自己的人生方向都有清楚規劃的。

尤其在每日無甚意義的工作中，如何界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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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工作目標，常是一個關鍵。因此根據希

望感理論，當我們面臨職業倦怠時，首先應

問自己的問題便是，-我清楚自己的目標

嗎? J ，-我的渴望是什麼? J 以及「我設定

的目標合理嗎? J

尤其針對最後一個問題， McDermott 、

Snyder (2000) 認為，許多人在目標設定上

常常犯了好高驚遠的毛病(可能是缺乏自知

之明、或者是眼高手低) ，導致所設定的目

標過於高遠。因此此時便應列出自己的優先

順序，並將遙遠的、長期的大目標分割為具

體、可行的小目標，藉由專注於立即可行的

小目標上以逐步完成大目標。此外，有些人

常畫。地自限，不敢嘗試較具挑戰性的目標，

這時便應鼓勵他們讓想像力馳騁，允許自己

可以盡情做夢。

(二)擴展與精進各項工作技能，以強

化「方法」構面的思維

有了清楚的「目標」之後，下一步便是

發展出各種可以到達目的地的「方法」。通

常每個問題都有至少一種以上的解決方法，

而Snyder ( 1994)認為希望感愈高者，愈能

想出其他替代方案。尤其身處於知識經濟的

時代中，知識便是力量;然而知識的半衰期

卻日益縮短，導致學校所學的，很快就用不

上了。因此我們皆應抱持著終身學習的概

念，不斷精進自身的問題解決能力。尤其如

果職業倦怠的主因是來自於工作時常出現瓶

頸，那!要此時便應專注於「方法」思維，亦

即，問問自己，-我的專業能力足夠嗎? J

「我應該如何提升自己的問題解決能力? J



希望感理論認為， r 方法」的選擇與使

用是連成目標的關鍵，但有時大目標需分解

為幾個小目標才能夠漸次完成。因此當遇到

困難時，更需主動嘗試，從眾多方法中找到

較為可行的作法，如此才能順利地提升希望

感 (Snyder， 1994) 。

(三)增強個體之「主體性」與「意志

力」

「徒法不足以自行 J '即便有清楚的目

標與方法，若當事人知覺的自我能力是非常

負向消極的，則亦無法產生足夠的動力。根

據希望感理論，所謂「意志力」就是指對於

自己是否能夠使用「方法」來連成目標的知

覺。這是一種自我內言，亦即「我可以做得

到」、「我不會輕易放棄」。尤其在遇到障

礙時，意志力會幫助一個人有強烈動機使用

其他的方法。

尤其當我們設定一個目標後，若事與

願違，現實種種考驗與阻難迫使我們的目標

無法實現，則我們更應該停下腳步來反省檢

討:事情為什麼會這樣?是自己用錯方法

了?還是自己還不夠努力?或是應該重新調

整自己的目標? (Snyder, 1994) 。總之，套

用希望感理論的話，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

「目標」、「方法」與「意志力」是三者缺

一不可的要素。

綜言之，基於上述希望感理論觀點，本

研究企圖針對中等學校教師為對象，設計一

個以希望感為理論基礎的團體方案，並藉由

教育影片討論以提升他們的情意素養與有效

降低其職業倦怠。

教育影片應用於教師希望恩闡體之研究

Fostering Teache 悶， Hope Group Through Movie

三、影片討論團體對於提升

教師專業的意義

承上所述，本研究之所以選擇教育影

片片段進行討論，乃是因為 Snyder等人認為

透過敘事方式不但可以了解一個人達成目標

的方法及意志力，更可以有效提升其希望感

(詳見Snyder ， 1994之文獻整理) ，而本研

究認為教育影片除了兼具有娛樂性及教育性

之外，在觀看劇中教師角色心理歷程的轉折

時，對於教師自我觀照、自我瞭解與獲得洞

察的能力應該會更有助益，因此本研究乃選

取此種媒材作為介入的手段。

事實上，影片討論應用在教育上早已被

國內外許多學者所認同(林思 f令， 2000 ;崔

光宙、方永泉， 1997 ;陳木金， 1996 ;鍾聖

枝， 2000 ; Blasco , Blasco, Levit郎， Moreto ,

& Tysinger, 2011; Blasco & Moreto, 2012)

而其他領域亦大量借助影片於其專業中，如

〈看電影學法律>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

基金會， 2002) 、〈看電影主修MBA: 好

萊塢10大影片的商戰管理技巧> (翁榮源，

2002 )、《看電影勇闖科學世界> (崔元

石， 2008) 、〈媒體教育的第一堂課:看電

影，學新聞與傳播意理> (姜如珮、陳奕

宏， 2008) 、〈在深夜的電影院遇見佛洛伊

德 電影與心理治療> (王明智， 2011 )

等，可見影片的價值目前已普遍受大眾所肯

定，它絕不僅止於娛樂效果而已 r寓教於

樂」應是其最佳寫照。

有關如何選擇適合的影片，黃麗瑾

(2004)建議可考慮以下幾點: (1)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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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人的關聯性; (2) 配合當事人的理解

能力; (3)正面的主題; (4) 媒材的現實

性; (5) 具模糊性; (6) 能吸引當事人的

興趣。由於本研究的主要對象乃是中學教

師，因此在選擇影片時亦特別考量影片中是

否涉及中學教學場景以及內容是否凸顯中學

教師工作挫折的情節。此外，本研究並不觀

賞整部影片而是選取影片的片段，主要是考

量未來各級學校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時，時間多半相當有限，因此為更符合現場

需要乃作此決定，本研究並不特別比較整部

影片與影片片段是否有不同的教育效果。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徑，分三階段進

行。首先，採內容分析法選取符合討論教師

希望感之影片。本研究根據黃麗瑾 (2004 )

建議，在選擇影片時，除了趣味性之外，

主要是挑選與中學教室場景有關，且具有

師生衝突情節的影片內容。此主要是在凸

顯本研究所關注的工作倦怠議題。經此過

程，共挑選出四部影片，分別為: <我

和我的小鬼們> (The Class) 、〈危險心

靈> (Dangerous Minds) 、〈自由寫手〉

( Freedom Writers) 、〈吾愛吾師> (To Sir,

With Love)

接薯，則是根據希望感理論三個構面

挑選適合之片段進行剪輯並設計相關討論問

題。為使討論議題能夠貼近教學現場的狀

況，本研究進一步以焦點團體形式邀請四位

國中現職教師逐一針對四部影片進行細部討

論與修訂 I ，以過j慮、出合適片段。此除了可

針對各片段所設計的問題大綱進行細部討論

之外，也具有前導研究的功能。

根據前述兩階段所發展出來的影片片

段與提綱，本研究在第三階段另外再邀請

12位2012年暑期參加中等教師進修學分班

之課程成員，並由研究者向此課程成員邀

請而參與此團體。成員共包含l位男性以及

11位女性，其中5位為大專畢業，7位為碩士

學歷。領域別則涵蓋語文、社會、自然/生

活科技、資訊教育、藝術人文以及綜合輔導

領域。成員之年資由4年至23年教學經驗不

等，其中有7位成員教學年資達10年以上，

成員年齡則由29歲至50歲不等。有關團體進

行方式，請參見下文。

二、實施程序

為配合成員的上課時間，團體共分三次

進行，每次2~4小時不等，共計10小時。每

次進行方式皆是先以單槍投影方式播放影片

片段，再根據影片的討論問題邀請成員自由

發言。在三次團體之後，研究者再以紙本方

式邀請成員以匿名方式填寫回饋表。各次團

體之內容、目標與使用影片參見表卜

l 四位老師中，有一位為本文第一作者之博士班學生。透過其協助，乃得以邀請其校內平日對教師專業成長議題即

深~興趣的三位好友一起參與此次焦點團體。團體共進行10小時，為節省成員交通日寄間，乃選定某個週末以一整

天方式完成。四位皆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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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次團體之內容、目標與使用影片

教育影片應用於教師希望感團體之研究

Fostering Teache悶， Hope Group Through Movie Clips

次數
內容 目標 備註/使用影片

1.介紹團體以及自我介紹。 1.關係建立。 《我和我的小鬼們》

2.分享曾威脅自身教師希望 2確立希望感議題。

!惑之情境 o 3.熟悉影片討論團體之進行模

3.影片賞析與討論。 式。

1.影片賞析與討論。 1.如何發現與涵納不同學生的生 1. <危險心靈〉
命經驗，由此出發看見學生的 2. <自由寫于〉
樣貌。

2.發展多元的教學資源。

3.向內探索自己擁有之優勢與特

2. 長，形塑個人風格。

4.賦權予學生，與在此經驗中的

茁壯。

5透過兩部影片的探討與交叉比

較討論，發現自己的優勢以及

希望感為何。

1.影片賞析與討論。 1.介紹希望感理論，並透過影片 《吾愛吾師〉

2.回饋與統整課程學習。 重新思考我們心中有意義之「目

標」、「方法」及「意志力」。

2.檢討目前自己因應工作挫折的

3. 模式。

3.思考在臺灣教學大環境之下，

個人生涯的抉擇與彈性調整方

式。

4.珍重再見。

三、影片內容分析與方案設計

針對本研究所挑選出來的四部影片，

以下首先對劇情做簡要介紹，再根據希望感

理論各構面為架構進行內容分析，並歸納每

個影片在焦點團體之後所發展出來的討論議

題。

(一) «我和我的小鬼們》

1.劇情簡介

這部影片是以法國一所中學為場景，主

角佛抗蘇瓦(以下簡稱蘇老師)是一位

已在公立學校任教四年的法文教師。蘇

老師對教學與學生均相當用心，他總是

不厭其煩地想辦法將法文與口語上的不

同用法讓學生了解。即使偶而學生會在

課堂上提出頗為挑釁的問題，例如，老

師是否是同性戀者?蘇老師也不會生

氣，他只是要學生說明為何會問這樣的

問題，再輕描淡寫地回答學生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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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蘇老師算是一位稱職的老師。

2. 挑選片段及其內容分析

然而，就像大多數在教學現場中的老師

一樣，蘇老師雖然相當用心卻仍然會為

了學生的一些行為而感到挫折。片中蘇

老師將身為一位基層教師的無奈感受與

情緒明顯表現出來，此應可引起教師觀

康的強烈共鳴，這也是為什麼本研究認

為此片適合用於教師團體使用的主要原

因。尤其其中有幾個片段生動呈現教師

挫折場景與應對方式，可呼應教師希望

感的團體討論。

為了凸顯議題，此次挑選的片段乃是有

關蘇老師在課堂上要求學生庫芭起立朗

讀課文卻遭庫芭拒絕的事件。庫芭認為

老師是遷怒於她，因此堅決不唸;但蘇

老師認為庫芭是在耍個性，因此在課堂

中要求同學描述庫芭的行為，最後下課

時蘇老師還將她留下來。雖然蘇老師嚴

正地告訴庫芭她所犯的錯誤，而庫芭亦

在口頭上向老師致歉，但才一轉身庫芭

便大聲地嚷著:她的道歉是不情願的。

隨著同學們在一旁訕笑，蘇老師則是非

常挫折，生氣得將教室中的椅子踢翻。

若就希望感理論來分析此片段，研究者

認為可從「目標」及「方法」兩個角度

切入:在「目標」方面，當蘇老師希望

庫芭朗讀課文，而庫芭拒絕引起後續效

應的情境當中，便可發現教師己模糊了

自己在課程與教學上要求學生朗讀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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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反而轉移到教師被學生挑戰時

的不平衡心境來處理，因此此片段可讓

教師思考，-蘇老師的目標是否出了問

題? J ;再就「方法」而言，當蘇老師

受到學生拒絕與挑戰時，反而讓其他同

學以羞辱方式評論庫芭的行為，且要求

庫芭下課後留下來，卻不去理解學生的

心情，只是一味譴責並要求庫芭道歉，

最後終於得到負向的結果及收場。因此

此處則可討論，-蘇老師的方法是否出

了問題? J 。

3. 焦點團體之建議

四位焦點團體成員皆認為，要求學生念

課文的場景在臺灣的教學環境中時常出

現，而若真發生片段中的事件，應該也

會令教師挫折，因此頗適合以此片段來

引導討論。尤其這樣的片段很適合引導

教師(特別是新任、資淺教師)思考，

在面對學生挑戰時的應對方式。也提醒

教師必須非常覺察自我的情緒管理，

尤其更要避免說出會引起師生對立的話

語。此外，成員亦建議，可進一步引導

教師思考:身為老師所擁有的「權力」

究竟為何?而他們也建議，可在團體中

引導教師討論，要如何做才能更理解孩

子的狀況(例如，孩子可能是「不會

唸」而不是「不願唸 J )。

4. 問題設計

根據上述過程，本研究最後歸納問題提

綱如表2 。



教育影片應用於教師希望感團體之研究

Fostering Teachers' Hope Group Through Movie

表2 «我和我的小鬼們》剪輯片段及討論提綱

剪輯片段重點 討論問題

蘇老師要求庫芭朗讀課文而遭庫芭拒絕，在1.庫芭的行為，通常一般老師會如何解讀?

班上有一番討論與爭執，最後是班上另一個2猜猜看蘇老師接下來會怎麼做?

學生唸了課文。 (27: 14-29: 16)

蘇老師要求庫芭下課後留下，下課後的談1.你覺得蘇老師的處理方式有何可取與不可

話、蘇老師的強勢以及挫折叉無可奈何的結 取之處?

束。 (37 : 24-40 : 25) 2.你認為蘇老師應該如何處理庫芭的問題，

才會比較真有教育意義?

3.如果遇到像庫芭這樣的情況，是不是容易

讓老師情緒失控導致希望感受到影響?

(二) ~危險心靈》

1.劇情簡介

片中的主角 露安畢業於英國文化學

院，雖然學經歷相當豐富，但是生活卻

不順遂，她曾離過婚，也墮過胎。在沒

有教學經驗的情況下，她至一所中學想

謀個臨時教職，不料卻輕易地獲得了

「特別班」的全職教師職位。整部影片

描述了她與特別班學生相處由壞轉好的

經過，也可看到一個老師從挫折中如何

慢慢重拾希望感的過程。

2. 挑選片段及其內容分析

此影片具體且完整的描繪身為教師所面

臨的挑戰(包括自我懷疑、尋求支援/

資源、尋找方法、嘗試、挫折以及渡過

收穫的過程)。從主角身上，我們可以

看出希望感的因素及其流動，以及如何

克服並重拾希望感的過程。以下分別以

希望感理論的視野來分析故事幾個片

I'!U.
R叉﹒

(l) I 目標」方面:從露安激勵學生的方

式可以探討「目標」設定之重要，因

為她採行不同於其他教師的計分方式

每位學生在學期剛開始時成績均

列為優等，學生只要小心維持，學期

末就可獲得優等成績的方式來肯定與

鼓勵學生，讓學生看到希望，並願意

為自己再努力一次o 本片段除了可看

到教師設定目標之重要外，也讓我們

了解「目標」對學生的希望感亦同等

重要。

(2) I 方法」方面:為了引起學生注意，

露安使用陸戰隊勁裝打扮與教學生空

手道方式。而為了引發學生的興趣，

她也放棄使用課本中的例句，而運用

一些措詞強烈、內容聳動，卻深入學

生內在生命經驗的句子。此外，她亦

挑選貼近學生內心以及感興趣議題的

詩詞作為教學，引起學生動機致力學

習。以上種種，片中露安所使用的教

學方法均貼近其教學目標，也得到正

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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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 意志力」方面:雖然一開始經歷了

被譏為「白鬼」而遭學生轟了出來的

挫折，露安並不因此放棄，反而尋求

許多內外在支援。尤其影片中段開始

出現許多挑戰教師的一連串事件，包

括校園暴力事件、黑道介入等令其感

到挫折幾乎被擊倒而決定放棄擔任教

職的事情，但最後在聽見學生的回饋

以及本身的意志力她叉再次找回希望

感。

3. 焦點團體之建議

成員認為雖然影片中的場景在臺灣教室

表3 «危險心靈》剪輯片段及討論提綱

中可能較少出現，但在一些學習氣氛不

佳的學校仍有可能發生，因此仍可選入

作為討論題材。他們建議除了可引導團

體中的教師討論自己有何內外在資源可

尋求，或發展自身可引起學生注意及學

習動機的方法，還可思考身在臺灣的教

學現場中，一個教師對於教材的掌控度

與彈性調整的權力可以有多大，或是可

以如何根據學生特性以作彈性調整。

4. 問題設計

根據上述過程，本研究最後歸納問題提

綱如表3 。

剪輯片段重點 討論問題

露安第一次進入班級即被譏為「白鬼」而遭學生轟1.你認為露安走出教室時有哪些b情緒?

了出來。受到挫折與朋友的鼓勵，返家開始閱讀教2.你覺得露安接下來會如何面對她的問

師相關期刊書籍尋求資源。 (07: 34~13 : 28) 題?

第一天，她一身陸戰隊勁裝打扮，果然引起了學生 1.你覺得露安的作法可取嗎?

的注意，她透過教學生空手道，逐漸建立了與學 2.你覺得露安有沒有解決她所過到的問

生間的關係，學生終於肯靜下來聽她講課。(14 : 題?你是否有類似的經驗?你如何處

42~17: 52) 理?

教英文課時，露安為了引發學生的興趣，放棄使用1.在這一片段中，你想到什麼?啟示?

課本中的例句，而運用了一些措詞強烈、內容聳動 想法?

的句子。到後來揚棄了原先的教材，以閱讀民謠歌

手鮑伯﹒狄倫 (Bob Dylan) 的歌詞以及詩人Dylan

Thomas的詩詞，藉此引導學生進入了詩的殿堂。

(20 :的~22 : 48)

班級中的學生發生衝突事件，露安當下介入處理， 1.在這一片段中，你想到什麼?啟示?

後續發生的事情讓兩位學生被學校以停學兩週的方
想法?

式處理，因此造成班級其他學生對露安的誤會。片
2.你覺得露安是不是一個希望感高的老

段中描繪學生在上課時不願再理會露安、露安與學

生溝通的過程。而後在課堂中露安引導了學生思考 師?在臺灣教育現場中這樣的老師常

人生選擇的大議題。 (46 : 54~ 51 : 15)
見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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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由寫手》

1.劇情簡介

改編自美國威爾森高中203班學生其實

故事的電影，是以1992年洛杉磯暴動的

影像紀錄作為背景。當時處在種族動

亂中，因族群融合政策，導致原本是

辦學績優的白人學校，在「自願整合」

( voluntary integration) 政策，必須接納

各種族學生混合上課，因此來自不同種

族的學生，每天生活在種族動亂的陰影

下。

片中古維爾(以下簡稱古老師)是一位

年輕且缺乏教學經驗的老師，被分派接

手203班，面對一群因為血統原罪，出生

後就沒有選擇命運權力，親眼目睹親友

在幫派鬥爭中喪命，從小就必須在街頭

學習如何求生存的學生，古老師雖嘗試

許多方法，學生卻不領情，師生關係是

對立而尖銳。直到過程中，古老師透過

讓學生寫日記作為融冰的開端，且以活

動引導學生看見彼此的共同內在經歷，

才漸漸消調學生之間的隔閔與對立。

2. 挑選片段及其內容分析

與上一片《危險心靈〉中的露安老師頗

為類似，古老師亦是一位頗為年輕而無

經驗的老師，劇中情節呈現了她從不被

學生接納到最後受學生愛戴的經過。由

於本片與〈危險心靈〉雖然有若干情節

相似但效果卻非常不同，因此本研究亦

嘗試比較兩位老師的異同。以下分別以

希望感理論的視野來分析故事情節:

( 1)目標方面:片中古老師的教學目標由

教育影片應用於教師希望感團體之研究

Fostering Teachers' Hope Group Through Movie Clips

原先的學科知識教學，轉換為以較能

引起學生動機、貼近學生生活的音樂

歌詞為媒材使用，最後發現學生們內

心生命的傷痛及生活經歷造就出的以

為鬥爭才能生存的錯誤認知，而修正

課程及活動導正學生錯誤的認知，激

發學生的自覺，擴展學生的視野，激

勵學生對生命付出關懷，珍惜自身生

命而付出投入學習。

(2) 方法方面:在片中古老師採行了許多

方法及活動引起學生興趣，甚至付出

自己私生活以照顧學生需要。其中有

失敗也有成功的方法，可在團體課程

當中引導教師討論方法的適切性與選

擇。

(3)意志力方面:片中可見新手教師在面

對挫折、困境、不知所措且不熟悉的

學生背景以及教學大環境的不友善

時，解決困境且自我相信的意志力展

現。

3. 焦點團體之建議

雖然成員認為族群議題在臺灣並沒有如

片中如此對立，但校園中仍有類似的問

題，且一些弱勢學生會因其社經背景而

對學習非常排斥，因此本片可用來討論

弱勢學生的教育問題。尤其面對校方或

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困境，亦可幫助教

師思考可如何因應以及彈性調整教學內

丹勻

19' a

4. 問題設計

根據上述過程，本研究最後歸納問題提

綱如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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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地

表4 «自由寫手》剪輯片段及討論提綱

剪輯片段重點 討論問題

第一天古老師滿懷期待進入學校，經過 l 你有通過這樣的場景嗎?相對於別班的秩序，自

學校優等班看見整潔的教室時感到無比 己班級的混亂狀況是否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希望。但後來進到自己任教的班級以 2.你認為古老師接下來會如何面對她的這個班級?

及見到學生的混亂情況...... (07:20--
11 : 54)
古老師使用2PAC饒舌歌曲與音樂嘗試 1.從剛剛的片段中，你看到了什麼?

打破僵局，但學生卻不領情，反而攻擊2.古老師使用2PAC饒舌歌曲與「危險遊戲」中露

古老師只是一個「完全不懂他們在校外 安老師使用跆拳道與Bob Dylon詩的方法有何相

要面對什麼困境J '卻假意要瞭解的 同或相異之處?

外人。後來古老師也嘗試使用換座位的3.你使用過換位置這個方法來消除教室中的敵對間

方式解決班級課程當中的學生衝突發 題嗎?效果如何?

生，但最後前來上課的學生越來越少。

(19: 43--23: 20)
古老師發現學生的需要以及設計適合的 l此片段中校方的態度，是否有令你聯想到什麼樣

課程，卻無法獲得校方願為這l生孩子提 類似的經驗?

供所需教育資源。 (37: 25--39: 05) 2.面對類似情境，你會採取什麼樣的因應方式?

古老師以「站到線上遊戲」引導學生看1.從古老師設計的這個活動，啟發了你什麼想法?

見彼此雖為不同種族但經歷內在經驗的2.你覺得古老師是不是一個希望感高的老師?

共同性，消明班級中的族群衝突與對3.你覺得古老師跟露安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立。 (40 : 50--45 : 24) 4從這個電影故事當中，你有哪位學習?

(四) «吾愛吾師》

1.劇情簡介

片中描繪一位黑人工程師賽克萊(以下

簡稱賽老師)為了生活因素前往倫敦的

一所中學教書，不料他教的班是被全校

公認為難以馴服且已放棄的班級。他在

不願放棄學生的心情下開始教導學生生

活的秩序和禮儀，同時他也在繼續找尋

工程師的工作。在某一次學生嚴重的挑

釁當中，賽老師幾乎要失去理智，幸好

冷靜後回到班級，乃決定放棄過度學科

導向的上課內容，而改以能夠回應學生

生活需求、感興趣的主題討論做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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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向，例如進入社會所必須擁有的

一些正面特質，如彼此尊重、謙遜、穿

著整齊等，還有一些人生議題，如婚

姻、工作等，讓學生看見老師的用心，

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最後雖然他取得

工程師工作，但賽老師仍決定要繼續留

在教職的工作中。

2. 挑選片段及其內容分析

茲以希望感理論分析片中相關故事情

節:

( I )目標:片中賽老師在看見學生的本

質與需要後，立即修改了原先學科

知識的教學目標，改以回應學生生



活需求、感興趣的主題討論做為課

程主要方向。

(2) 方法:賽老師在改換教學目標前後

均使用許多方法以讓教學能更順

利，其中有有效也有無效的方法。

例如轉換目標前對學生的課堂秩序

要求、要求學生念課丈等，以及後

來以提升學生自我價值為方法引導

學生學習禮儀及品德。

(3)意志力:賽老師在被學生挑釁時的

挫折展現以及冷靜之後的自我轉

換、後續事件中的打擊沮喪，到最

後願意留任教職放棄原先的工程師

工作追求，均表現出賽老師在身為

教師上對於自己能力、方法及希望

感的意志力。

表5 «吾愛吾師》剪輯片段及討論提綱

教育影片應用於教師希望感團體之研究

Teachers' Hope Group Through Movie Clips

3. 焦點團體之建議

成員認為此片雖然有些老舊，但某些議

題仍頗值得思考。例如故事中的賽老師

最初便是因為找不到其他工作才去應徵

教職、另外片中有些資深老師對學生採

取放棄的態度等，這些都相當能夠反映

目前臺灣教育現場的問題，因此成員認

為此片頗適合進行討論，尤其初任教師

很容易喪失其希望感，應可藉由此片引

發一些思考。

4. 問題設計

根據上述過程，本研究最後歸納問題提

綱如表5 。

剪輯片段重點 討論問題

賽老師進入倫敦一所中學任教，第一天進入 1.身為一個初任教師的心情?

學校在認識其他教師時，即從其他教師口中 2這位劇中人物的心情是否有貼近你的情

得知即將任教班級的混亂。以及其中一位女 況?你還有其餘的擔心嗎?

同事表達自己身為初任教師非常害怕學生的 3.在你的教學生涯當中，你是否遇過一位瓶

心'I育。 (03 : 27~09: 28) 頸，讓你懷疑自己是否還要繼續待在這份

工作上?

賽老師過到學校中的另一位同事，其態度與1.故事中的孩子可憐、痛苦的地方在哪裡?

校內其他老師不太相同，提醒他，這類班級2.回到你的教學經驗中，那位讓我們感到非

中的孩子也是令人感到憐，惜、需要理解的。 常挫折的學生是否也可以從別的角度來看

(13 : 01~21 : 21) 他們?

賽老師以一般固有、傳統的方式教導學生，1.這樣的教學方式或是場景熟悉嗎?

但卻在班級中引起學生的反彈與教學負面的2.這樣的教學方式對這位學生來說為何不適

效果影響。 (28 : 12~36 : 47) 三λ?
仁::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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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學生挑釁賽老師的事件，在過程當中賽 1.有關生活、人生的議題要如何融入在教學

老師非常憤怒且對自己的努力包含一直以來 當中?

在學生面前克制情緒感到挫敗。發洩並冷靜

過後，決定調整上課內容，改以回應學生生

活需求、感興趣的主題討論做為課程主要方

向。 (01: 17: 31-01: 19: 05)

賽老師確定應徵上了自己追求的工程師工1.如果是你，你會如何抉擇?

作，同時在期末時收到學生及其他老師對其2經過今天的討論，你認為教師這份行業適

這學期付出與努力的正面回應。最後片尾賽 合你嗎?

老師決定放棄工程師的生涯留在教職當中。

(01 : 33 : 25-01 : 43 : 40)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增加資料分析之信效度，本研究兩

位作者先根據希望感理論將團體過程中成員

討論之內容，以及團體過後成員之回饋進行

歸類，再針對不一致的地方進行討論，直

到形成共識為止。資料編碼方式為:成員

代號一日期一資料來源一流水號，例如，

A-072701-03代表A成員在7月 27 日團體中第

三次發言。

肆、結果與討論

一、影片團體成致分析

經過前兩階段的分析及焦點團體修訂問

題提綱之後，接著再以教師成長團體形式進

行第三階段研究。以下呈現此過程中成員的

對話，以說明其對教師希望感的影響。

(一)影片討論促使成員在「目標」構

面上有更深入的思考

1.透過影片劇情而反省「教師的權力」

由於影片的劇情張力較大，因此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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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發教師更深層次的思考。例如在

〈我和我的小鬼們〉一片中， F老師便

問道 I 我在想為什麼老師有權力要求

學生念課文，老師的權力是從哪裡來

的? J (F-072701-02) 。這個問題馬上

引發熱烈討論 'F老師繼續說 I 我覺

得老師是有權力的，但這份權力也要看

學生願不願意給你，因此老師要如何做

到學生願意將權力交給你就很重要。」

(F-072701-03 )。而J老師則頗不以為

然表示 I權力這個詞有點不好，老師

當然有責任與使命風要達成課程的目

標，應該是老師希望學生能配合教學繼

續把進度走下去。 J (J-072701-04)

而A老師則試圖站在學生的角色回應:

「我也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問題，老師會

說學生應該要尊重學生，但是學生會說

你憑甚麼?為什麼我一定要尊重你?J

卉。72701-02 )。還有一位老師L也持類

似看法 I 我覺得老師要善用自己的權

力，我還是覺得老師有權力要求學生，

但是當學生無法做到時，老師可以了解



學生的狀況，手法可以再細膩一點。現

在教育將學生跟家長拉高，學生很容易

認為自己權力很大。我覺得老師是有權

力的，但是可以更細膩處理學生的問

題。 J (L-072701-03)

2.因反省教師角色而進一步思考教學行為

中的「目標」與「手段」二者差別

這樣的討論除了思考到老師的角色如何

定位之外，也讓老師進一步思考「目

的」與「手段」的差別。J 老師在聽完

眾人意見後便提醒大家 I 剛剛的討

論，我們應該要拉高層次去思考『目

標』的問題:想一想我的大目標為何，

然後我們選擇用甚麼方式解決問題才不

會較不理智。 J (1-072701-05) 。研

究者認為，經由影片討論，老師們的對

話顯然比起只是一味責怪學生問題的內

容，要更為專業與建設性。

(二)影片討論促使成員更能罔理學生

以及在「方法」構面上有更多元

的思考

1.透過影片主角所犯的錯誤反而成為成員

的借鏡

影片的戲劇性讓老師們在情緒上很快便

感染到主角的挫折，在觀看一系列影片

中老師的挫折之後'E老師分享 I 讓

我想到第一年教書的時候，講話學生都

不理，沒有效能的情緒，很沮喪。」

(E-072801-03)。透過觀看影片，本研

究也發現可幫助老師們較快進入學生的

內心世界。例如在〈我和我的小鬼們〉

一片中 ·H老師便試圖說出學生的心

教育影片應用於教師希望感團體之研究

Fostering Teache悶， Hope Group Through Movie

聲 I 庫芭已經說我不想唸了，但好像

公然成為討論的焦點，被很多人攻擊。

居民覺老師是藉由與她起衝突來轉移焦

點，覺得很不好受被針對。老師也沒有

安撫她。 J (H-072701-02) 0 C老師也

說 I 老師沒有同理到孩子的情緒，只

想解決自己的焦慮與問題，沒有幫助到

接子。他知道接子不是很情願因此孩子

走了之後還是很生氣。他只是想要解決

自己的焦慮。 J (C-072701-02)

2. 影片內容可刺激成員產生多元的思考

這樣的思考不但較容易軟化成員的情

緒，也讓成員比較願意再往其他解決方

法思考。尤其在觀看到片中教師的負

面示範後，成員們更能激盪出具體作

法。 D老師便說道 I 老師應先安撫、

同理接子的情緒，並告訴孩子剛剛的行

為造成老師的困擾，協調彼此之後可以

接受的方式，也可以對學生道歉。」

( D-072701-03 )

此外，成員在觀看完一系列影片後，還

會試圖比較影片差異而找出教學方法上

較適切的作法。例如，在看完〈危險，心

靈》與〈自由寫手〉三片時 ·F老師指

出 I 露安可以看見學生脆弱、困難、

需要的地方，讓學生成受到老師懂他

們。但古老師則僅僅是去找出學生戚興

趣的東西，似乎沒有去傳達她懂學生的

這個部分。 J (F-072801-06) 。這樣的

差異讓成員體會到，當老師的生命經驗

異於學生時，便常常無法理解學生的問

題 'E老師指出 I 艾琳是具有樂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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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人，從小成長過程中很有資源。但

是丈琳覺察問題的能力比較慢，雖然已

經意識到有點不對勁，但仍沉浸在自己

美好的想像中，後來才發現問題點加以

修正教學。 J ( E-07280 1-06)。顯然當

老師們能夠跳脫僵化的思考時，他們也

能產生更多創意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影片討論促使成員自我反省，但尚

無法有效強化他們的「意志力」

1.影片討論所產生的動力仍不夠強烈，無

法刺激成員改變

關於意志力，老師們都很佩服影片中主

角的毅力，但他們認為這與現實生活的

情況似乎有些落差。 C老師感嘆，-普

通來說老師們的固著性還滿強的...... ,

大多的老師在教學現場中的無力成是變

大的。 J (C-07280 1-04)。甚至有一

位老師還提及，他們學校有一位非常

無為而治的老師，當班上同學不想聽課

時，他就]ilt學生聊天，聊到學生累了才

上課 (D-072901-0 1)。有趣的是，與

其同校的C老師則反駁，-有些人覺得

那位老師無為而治，但他們班核子有兩

極，我曾聽過他們班核子有對別人說過

「反正我們班已經是後段班了，反正就

這樣.!J '我聽到那時候覺得很心疼。」

( C-072901-05 )

2.影片過份戲劇化的情節尚需在生活中找

到例證

雖然影片討論尚無法提升成員的意志

力，然而透過觀看影片片段成員們比較

容易因為思考主角的狀態而增加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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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或生活的提醒。 L老師說，-我覺

得兩位老師希望成都很高。但覺得老

師會因為為學生付出而離婚戚到很不可

思議，當初我也因為學生跟先生有一些

協調，後來就很明確學校的事情留在

學校完成，不影響到家庭的生活。」

( L-072801-06 )

從老師們的對話可發現，教育影片的內

容的確可以讓老師很快勾起他們對教學

生涯的許多回憶，但他們對於影片人物

如此投入的態度則覺得頗不可思議。固

然影片是有些戲劇效果的成份，但不可

否認的是，教育工作本就是一個需要高

度投入的行業，如何激發老師們願意突

破求新的動力的確是一大挑戰。本研

究認為，透過團體過程的對話與腦力激

盪應該是一個不錯的起步，然而改變畢

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成，若還能加上

外部的配套作法(如通過教師評鑑辦

法) ，它應該會更有成效才是。

二、成員對影片團體之回饋

研究者在團體之後以開放式問卷邀請成

員對影片討論團體提出意見並針對進行方式

予以回饋，茲歸納成員意見如下:

(一)透過影片討論，能對學生產生更

多同理、貼近與了解

老師們認為經過影片討論， ，-更了解

報子的需要」、「不僅能對學生差異色容，

對學生家長也能多元色容、尊重」、「能更

以同學的需求為主，了解核子的需要，設定

教學的主題」、「用不同的角度看待學生，



尊重他們，協助他們」。本研究認為這樣的

轉變，應該有助於他們未來在處理學生問題

時多一些耐心，而這對於希望感中的「方

法」、「意志力」構面亦皆有幫助。

(二)藉由影片討論，可增進對教學其

他面向議題的思考

老師們認為， r 這個過程讓我找到了一

些答案，許多老師辛苦的維護著他的權力，

卻得不到他們要的結果，因而造成對教育工

作的失望」、「教師的權力是一個有趣且值

得探討的議題，今天的體會是權力要建立在

學生的需求上，避免以老師的框架框住學

生，是會有阻礙的」、「今天碰觸到的議題

像「老師有沒有權力叫學生念課文』、『無

為而治的老師是不是就是太懶散了Jl '很多

都值得我們深思，身為老師的我們都想要給

學生很多，可是也要他們領情」。能自我反

省與自我挑戰，本就是成長的開始;而老師

願意放下威權，開始思考「教師的「權力』

以及『權利』為何? J 更是一個可喜的現

象。本研究相信，這方面的省恩將特別對他

們未來在設定「目標」構面時有更正面的影

響。

(三)影片中的角色提供目標、方法上

的思考方向及楷模

老師們認為， r 多了學習、模仿的楷

模，隨時提醒自己，不斷地學習成長」

「今天體會到影片中的老師是有堅定的信

念，這種信念是希望載的來源」、「在本工

作坊裡看到如何著手改變的具體作為，並設

下新的目標，冀望新學期達成後有小小的進

步」、「在和伙伴的討論過程中，聽到大家

教育影片應用於教師希望感團體之研究

Teache時， Hope Group Throuah Movie

的回饋，有多一點方法可以使用」、「能察

覺到自己可用更有彈性的方法去看問題」

「其實，走上了課之後，才看清楚自己的盲

點。以往太重視目標取向，所以增加許多壓

力(對自己，也對學生)。經過工作均的課

程之後，的確知道，訂一個更符合現實的目

標會讓自己更輕鬆」。由於影片中的老師都

歷經了由挫折失敗而轉化成為優質老師的歷

程，對於成員相當具有啟發性。如同Bandura

(1 997)自我效能理論所建議，如能藉由觀

察看到被觀察者失敗的理由，那麼這樣的替

代經驗對於自我效能的提升將更具建設性。

本研究認為這對於提升教師希望感亦同樣深

具意義。

(四)議題討論刺激成員思考並對未來

有所期許

整體而言，老師們認為， r 經過本次的

工作坊，我有多一些不同的想法，有一些小

小的，新的目標，如處理學生情緒問題」

「謝謝教授的帶領。教書多年，因為喜愛這

份工作，所以有再多的波折，至今我仍會看

書、問人、查資料等思考自己的不足，還

有沒有我未察覺到的深層問題要解決、注

意」、「能以比較有彈性的觀點去面對」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準備方法的熟悉度和

運用時間的拿捏。若有機會增能將更好」

「隨時充實自己，調過自己，勿追求『完

美』。用不同的角度看待學生，尊重他們，

協助他們」

當然，本研究也瞭解，如何堅持理想，

對教書工作抱持高度希望感，是無法只靠幾

次的研習就能奏效，它還需要更多的努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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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此許多成員不約而同表示，雖然老師

們可能透過這些影片或討論增強希望感，但

是畢竟課程的時間不長，要如何讓老師回去

之後還可以保有希望感是一個更重要的議

題。顯然未來若能常態性進行教師專業成

長，並將情意素養方面的議題也納入其中，

應會有更持續的效果。

恆、結論興建議

一、結論

雖然我們都知道，工作的意義一一它不

應該只是一個「職業 J '而是一個實現個人

理想的「志業 J '然而如何在每日「薛西弗

斯式」的磨鍊中產生希望感以支撐自己繼續

往下走去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根據希望

感理論，我們唯有胸懷大志(目標思維)

精進自己為人處世的能力(方法思維) ，並

帶著全新心情以最快速度上緊發條向前進

(意志力思維) ，我們才能在無可避免的工

作倦怠中找到全新的力量。

本研究針對中等學校教師為對象，設計

一個以希望感為理論基礎的教師成長方案，

並使用教育影片進行團體討論，以了解其對

教師希望感的影響。結果發現，透過觀看剪

輯後的片段及進行議題討論，不但更能夠增

進老師們同理學生的能力，也刺激老師們思

考許多習以為常的教育問題。例如，過程中

老師們開始反省:何謂教師的「權力 J ?此

外，對於「目標」與「手段」的分辨，也讓

老師們成為更具彈性的問題解決者。而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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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角所犯的錯誤也會刺激團員思考並成為

成員的借鏡。顯然透過影片討論，是鬆動教

師信念一個頗可行的作法。然而本研究也

發現，單純只是靠戲劇化的情節以及「坐而

言」的團體討論，恐怕尚無法真正刺激成員

改變，唯有在生活中找到足夠有說服力的例

證，才可能是產生教師成長的動力來源。

整體而言，這種較不嚴肅的方式頗能獲

得成員的肯定。團員自認更能對學生產生同

理、貼近與了解，也能增進對教學各面向議

題有更多思考。而影片中的角色儘管有些戲

劇化成份，仍可提供思考方向及楷模，並刺

激成員對未來有所期許。因此這應是一個頗

具潛力的作法，可成為未來教師專業成長活

動的一個參考。

二、建議

(一)針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第三階段乃是選

擇方便樣本，邀請暑期進修學員參與團體。

由於這些老師已經算是一群相當有改變動力

的老師，因此在研究結果推論上有其限制。

未來若能以常態方式在教學現場中進行，並

針對各校教師最常出現的工作倦怠議題持續

進行影片討論與專業對話，將對老師有更大

助益。此外，由於本研究在選擇影片時是以

片段方式選取剪輯，難免有些「斷章取義」

之憾。未來若時間允許，能以更有系統進行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則建議可以觀賞完整部

影片後再進行討論，這對於情感上的感動應

該會更具影響力。



(二)針對實務工作的建議

如何透過影片討論，幫助教師在面對工

作挫折時能針對個人的「目標」、「方法」

及「意志力」各構面作進一步的省思與成

長，是本研究最為關注的課題。然而，不可

諱言，本研究相信若要對老師的希望感產生

長遠的影響力，還必須持續進行專業對話與

成長，並靠著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來逐步說服

老師。尤其在制度上如何建立更好的配套措

施以及除了「個人希望感」之外也努力形塑

組織中的「集體希望感」等議題，都是未來

可再進一步探索的領域。如同Goleman在其

〈工作EQ} 一書中所言，員工之間的士氣常

會互相傳染，這種類似某種社交病毒的情緒

會互相交換形成一種看不見的人際組織，最

終則影響組織氣氛與團體效能(張美惠譯，

2003)。可見提高整體競爭力不但有賴於健

全的組織體制，更應強化組織內部的希望感

才能奏效。尤其針對臺灣將要推行的12年國

教新政策，目前許多基層教師充滿恐慌，對

於政策不明導致無法確立明確目標之事，更

感到嚴重的焦慮與職業倦怠感。本研究認

為，此時教育主管單位除了應該積極加強客

觀資訊宣導及配套作法之外，其實更具建設

性與關鍵性的作法還在積極培養教師面對變

動的情意素養與心理動能。尤其未來各校在

推動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時，若能在認知方面

的增能之外，也能納入如何強化教師情意素

養方面的議題，效果將更為全面性。謹以此

文拋磚引玉，希望可以引發更多人對教師希

望感此議題的重視。

教育影片應用於教師希望感團體之研究

Fostering Teache悶， Hope Group Through Movie C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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