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William Glasser 對學校教育問題之批評

與建議 
 

    Glasser 對現實治療理論與實務在學校應用上亦多所關注，他從學校教育的經

驗中，洞察出相當多的問題，並提出他的見解。本章內容即在說明他所關照到的

學校教育問題與建議，分為四個層面來談：教師方面、學生方面、教學內容與教

材教法方面、環境方面；並歸納、分析 Glasser 針對當前學校教育的沉苛所提出

的解決策略或方向；而第五章說明 Glasser 對教學革新與班級經營所提供的經營

建議與啟示，以作為「教學革新應從教育現場發韌」的理念註腳。 

 

第一節  William Glasser 對學校教育問題之批評 

Glasser(1969)指陳當今學校中失敗的學生太多了，其餘的學生也被學校中取

得成功的緊張壓力所拖累。Glasser(1969:5-10)表示一個人若是他不曾在其生活的

重大事件上經歷第一次成功的話，他通常是不會有成功的經驗的。Glasser 認為迄

今他的教育主張之主要貢獻是在於他了解：學校的主要問題是一個失敗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找出更多學生能夠成功的辦法，為了找出這些方法，我們必須找

出使更多的學生能夠成功的原因，展現出一種教育觀，使之可帶來一種更可能取

得成功的氣氛。進一步地，我們必須把這種教育觀貫徹到每一個班級課堂中，而

不僅是口頭空談或紙上談兵這種教育觀。以下分從教師、學生、教學內容與教材

教法及環境等四層面來談Glasser 對學校教育的問題之批評。 

 

壹、和學生沒有共融關係的教師 

    共融關係是學生能夠在學校成功的重要基礎，遺憾的是學校中太缺乏這種關

係了。一般教師有一個錯誤的觀念，以為教師不必和學生有共融關係，並且以為

學生的失敗是因為缺乏學習動機所致，但沒有進一步去瞭解為什麼學生會沒有學

習動機。在不瞭解的情況下，教師往往直覺地想用外在壓力來提高學生的動機，

然而，不免遭到失敗。 

 

    Glasser(1972)指出學生的不良行為大多是因為他們孤獨地選擇了不好的行為

方式，除非他們能和某一個人有共融關係，否則便不可能有負責的行為出現。不

幸的是，許多教師常扮演著高高在上的角色，缺乏溫暖與對學生生命的興趣，學

生無法在學校中與真正的「人」接觸。然而，這個真正的人則是學生建立成功認

同所必需的。學生唯有在共融的關係下學習思考和問題的解決，才能做好成功生

活的準備。一個過去是失敗的學生，只要擁有共融關係，他現在仍能成功，如果



學校再不提供成功認同的機會，他將一直生活在失敗的惡性循環之中。 

 

貳、缺乏關愛與自我價值感的學生 

    依現實治療理論，所謂的感受失敗指的是無法獲得愛與自我價值感，此二者

是人之基本需求。每個人都必須學習付出愛和接受愛，如果一個人能成功的被愛

與愛人的話，他的一生就已經算是某種程度的成功了。人們總以為愛的滿足是家

庭裡該做到的事，而不是學校該關心的；然則在學校中，學生也同樣的需要老師

的關愛與同學間的友愛。如果學生在家裡和在學校都沒有機會學習滿足其愛人與

被愛的需求時，長大成人以後將難以在這方面獲得滿足。 

 

    家庭與學校，所謂的「愛」不是狹義的親情或愛情，而是一種社會責任。如

果孩子們不知互相關心、不知幫助別人與負責，也就是只為自己不為別人時，將

不能得到愛人與被愛的滿足。唯有透過社會責任的愛才能培養成功的自我形象。

Glasser 認為溫暖的家庭並不一定能平衡孩子在學校中的失敗，因此我們不能全然

依賴由家庭來彌補學校中所遭遇的失敗(Glasser, 1969, 1994)。 

 

    更進一步來說，自我價值感要透過知識、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力來滿足。具

有自我價值感的人，比較有能力過成功的生活，比較有自信去愛人與接受別人的

愛，並且比較能忍受被拒絕的感覺。反過來說，在愛中，一個人才有追求成功的

動機，也才能有自我價值感。愛與自我價值感的關係密不可分，二者是個人追求

成功認同之要素。具有成功的認同者，能自覺是個異於他人的個體，也能體認自

己是個具重要和有價值的個體。 

     

    當一個人不能獲得成功的認同時，將會以犯罪或退縮的方式去尋求自我，但

用這種方式所得到的必然是失敗的認同。而當他們的需求沒有在適當的情形下得

到滿足時，他們就會認為是社會剝奪了他們的需求，於是用生氣、挫折、攻擊、

怨恨、反叛社會等行為來面對之。觸犯法律的目的便是在贏取他人的關注，而那

些不敢採取犯罪行為的學生，則是會出現退縮之類的行為。Glasser(1969: 41-69)

認為學生的攻擊、犯罪或退縮等偏差行為，是因為他們找不到好的方法來建立成

功的認同，欲幫助這些學生，必須讓他們瞭解唯有靠自己負起責任才能滿足其需

求，如果他們選擇失敗認同的方法，只好繼續承受痛苦。Glasser 雖然極力批評學

校教育的不是，但也非常強調學生自己應該努力奮發，因為縱使學校教育是完善

的，學生們若不知努力，不訓練自己的話，一樣會是個失敗的人。為了能建立成

功的認同，學生在學校中必須能和他人有良好的關係，這是學生所企求的。如果

學生在學校中是寂寞的，他將無法滿足愛與自我價值感的需求，也就無法產生成

功的認同。 

 



    我們可以說失敗的人是孤獨、寂寞與失落的，對這些人而言，沒有通往成功

認同之路，他們所有的只是挫折、痛苦、生氣與退縮等失敗的認同。成功認同的

人和其他人的關係良好，而失敗的人雖然也能和人們維持某種程度的關係，但是

卻常常抱怨自己是寂寞的、孤獨的。然而，許多人先天上生活在比較不利的環境

中，例如不正常的或貧窮的家庭，這些在家中就寂寞的人，到了學校中也是寂寞

的，學校很少注意到這種因寂寞而造成的失敗者。Glasser(1969: 127-129; 1972)認

為學校教育要多利用班級會議（classroom meeting）方式來減輕與驅逐學生的寂寞

和失敗。關於班級會議的方式，後一章將有詳細的敘述。學校教育應該培養學生

建立自我價值感所需的知識和能力，以及解決其學業或生活問題的能力，才能避

免學生形成失敗的認同。 

 

參、教學內容與教材教法過於僵化的問題 

一、僵化乏味的無趣教材 

Glasser 曾在一個小學六年級的班會中和小朋友討論「閱讀」(reading)的事，

他問：「什麼叫閱讀？」，小朋友害羞的說，閱讀就是在學校中做的事。在討論過

閱讀的方法、意義與重要性之後，Glasser 又問小朋友在學校之外，閱讀重不重要，

以及如果老師要他們自己從家裡帶書來學校閱讀時，他們會做些什麼？並且讓小

朋友想想要怎麼去買書。在這些問話中 Glasser 發現小朋友沒有學校的指定教科

書時，他們便不知道應該做些什麼，更遑論自己到書店買書了。他們幾乎不知道

在家也要閱讀。他們很少去注意父母為什麼要閱讀報章。在他們心目中，報章書

刊和生活是不相干的，小朋友說他們只愛看漫畫，但是帶到學校看會被老師沒

收，因為漫畫書是不好的。不是學校應有的讀物。從與孩子的討論中可以知道他

們最喜歡的課外讀物，在學校中是不被接受的；但另一方面，孩子們在學校所讀

的東西卻和學校以外的世界無關（Glasser,1969:45-55 ;Glasser,1993:50-55 ;唐曉杰

譯，1998：47-60）。 

 

    學校規定的讀物幾乎是枯燥乏味、毫無感情的東西，根本引不起學生的興

趣，因此不能享受閱讀的樂趣。Glasser(1992, 1993, 2000c)認為教材必須和學生在

校外的生活密切相關，才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也應該瞭解各種學生的生

活背景，才不會只侷限於一己的成長經驗，以致無法將教材和學生的生活經驗連

貫起來。然而，一個與學生生命一點交集都沒有的讀物，除了變成毒害生機的「毒

物」之外，還會是什麼呢？ 

 

    此外，學校應鼓勵學生依照他們的觀察和經驗來表達意見，讓學生知道他們

的意見是受重視的，如此才能使學生覺得生活經驗和學校的學習是相關的。學校

不應只是一個記憶正確答案而不容許異議的地方。如果學生發現生活中之所學所

做和學校中所學得的不一樣時，對他們來說這是很大的傷害。因此，強調標準答



案的學校教育，以及與生活脫節的教材內容，會使得學生養成惰性而好安逸。聰

明的學生背起答案來毫不困難，他們很容易得到好成績，但是現實生活比學校環

境困難多了，所以當他們上了大學後，最大的不滿便是所學與出了社會所需要之

間的不相干。教育的適切性，便是要讓學生明白為什麼要讀那些東西，他們才會

有學習動機。 

 

二、掐制學習選擇與動機的評量 

Glasser 認為造成學生在學校中成為失敗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評量方法的不

當，因此要革新為促進自我調節與反省的評量。一般學校以為「打等第」（grading）

能刺激學生，使他們認真學習，或能引起家長對學生表現的注意。那些評量專家

天真的以為「A」等學生會為了不退步去保持努力，得「F」等的學生則會為了

擺脫失敗而更加努力。再加上為了表示公正所採取的常態分配式的評分政策，使

一些很努力而且表現也不錯的學生，卻永遠只能獲得 C 或 D 等的報償，Glasser

極力抨擊這種制度，他認為教育以等級來判定學生的學習時，永遠只有得 A 等

的學生被肯定，成功與失敗被截然劃分了。此外，等級也成為道德的判官，在學

校中大家總認為優等生品學兼優，劣等生的就是品學兼劣，等級變成學習的替代

品與知識的象徵，教育愛的理想束之高閣(Glasser, 1993: 91-105; Glasser, 1992: 

104-121)。 

 

台灣成績評量的方式縱使與過往相較已有或多或少的修正，但考試領導教

學，偏重記憶、背誦的情況亦所在多聞，往往評量所考評的是學生的記憶能力而

非思考能力，而又哪有能力預測誰將來在社會上是有用之材呢？Glasser(1969)引

用美國猶他大學的Dr.Philip B.Price 教授團隊對醫學院學生所做的調查報告，該報

告指出醫生的能力與成就，和其就讀醫學院時的成績沒有相關。Glasser 又引用了

另一篇類似的調查報告：那些在大學中獲得榮譽獎章的優等生，在社會上的表現

根本也不見得出色。換言之，在學校的優等生們並不保證他也將是人生的優等

生，學校的評量方式顯然與人生中的真實粹練有著極大的差距。然而，為了進入

好大學，大部分的高中生被迫放棄思考的潛能，強迫自己熟悉記憶的本領。大家

以為不斷的考試、不斷的填鴨、不斷地灌輸，可以提升學術水準、加強學生學力，

實則不然。一旦分數成為學習的目的時，成績本身便比學到什麼更重要。考試領

導教學存在一天，便很少有學生會去鑽研與考試範圍無關的學問。學生從小就知

道問老師考試範圍在哪裡，不考的部份就不唸。許多人辯稱如果不考試，學生根

本就不聽課，這豈不正好證明了學校教育是以考試及成績來強迫學生聽那些與生

活不相干的教材？按理，只要教材適切的話，無論考試與否，學生都會專心去學

習。Glasser 認為如果沒有考試焦慮的情況下，學生將擴展其學習領域，教師也更

能提昇學術水準。 

 

此外，在過份強調考試成績的升學制度之下的另一怪現象是，除非學生本來



的學業就很優秀，否則他們將沒有機會表現讀書記憶之外的才華，如運動、音樂

或戲劇等。這種政策的預設立場是：連書都念不好的學生，是沒有權力與資格享

有課外活動的。台灣最明顯的情況便表現在社團活動最為蓬勃發展、校風最為開

放自由的，往往是那些各區的明星高中。「既會讀書又會玩」的名校印象，極端

地反襯著後段學校學生的一無是處，正是這種制度帶來的負面影響。其實非名校

的學生不見得就無法在讀書之外有所展現，而是他們根本不被賦予這樣的舞台。

在此，(Glasser,1993 ,2000c)的立場則是更主張應廣設課外活動項目，並且反對依

學生等級來限制學生的選擇。 

 

積極正向的人生觀都鼓勵人們應該不斷的突破自己，要再接再厲不可氣餒； 

我們知道人會變，而且每個人成長的速度不一樣，一個人在某個階段的失敗可能

只是暫時的現象。但是在等級掛帥的學校教育卻反其道而行，學生經驗到的是，

在學校的失敗，就註定了他們失敗的人生。這樣的評量制度在帳面上提高了學生

的成績，而實際上卻在替社會製造越來越多的不幸。 

 

三、重記憶輕思考的學習內容 

    學生在學前階段，會用思考來解決其生活中的問題，他們總是能成功的克服

遊戲中的難題，他們的生活充滿樂趣。最重要的是縱使他們沒有完成自己想做的

事或沒有符合大人的要求，也不會被標以失敗者的記號，所以他們相當樂觀。雙

親要他們做的，都是他們能瞭解的或能做得到的，生活中他們有很多體驗成功的

機會。他們不會遭遇有如在學校中所受到的要求，他們不必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某

件事。在學前階段他們會哭、會叫、會發脾氣、會做傻事、會遇到不如意的事，

但是他們在生活中學到的是用腦去思考，體驗到的是成功的滋味。 

     

學校教育對學生的要求總是重記憶甚於思考，而且都是強記一些與日常生活 

無直接關聯的事物。因此，從小學開始，想要成功的話，記憶力重於思考力，這

種教育使許多學生有挫折感。教育體系中，要求學生強記的程度似乎隨著年級的

增高而情況越嚴重。學生在上小學之前的生活是以思考為主，他們慣於用思考與

實作來解決生活或遊戲的問題，結果進入小學階段，強調記憶的教育給他們帶來

的卻是震撼和挫折。一些比較聰明的學生雖然仍然克服這個震撼，卻也不免覺得

生活與學校教育是兩回事。Glasser 批評學校教育只重記憶，忽視思考，把教育當

打字機一般，只一味的對學生輸入現成的知識和事實資料，教學生盡量地背，然

後在考試中完整的輸出來。然而，教育的目標應該是給人們心智工具，以便有效

地應付新情境，使人們的生活少些因害怕困難問題而引起的限制，並使人們能理

性地而非憑感情來處理新的情境與困難的問題(Glasser, 1969, 1992, 1993, 1997)。 

 

 

 



肆、大量製造失敗學生的學校 

     一般大眾總是認為學生的問題行為來自於外界的經濟、社會、家庭關係等

問題，但是Glasser（1969, 2000a）認為那些因素不是問題行為的主要原因，學校

中的失敗經驗才是最重要的成因。Glasser 從其治療經驗中，發現一個學生無論其

文化背景如何，如果他不能在生活中得到成功的經驗，他將無法擁有成功的生

活。Glasser 非常強調給學生成功的經驗之重要性，要是學生在學校中若能成功，

他的人生將有很大的機會成功；反之，若在教育歷程中屢經失敗的滋味，則在其

未來的人生中，成功的希望將大為減低。雖然家庭因素對學生的影響非常大，但

是學校不能就此放棄教育學生的責任。 

 

    再者，無論政府如何努力的改善社會問題或如何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如果

學校不能造就成功的以及有良好教育的公民，那麼一切社會的努力均枉然。學校

教育必須啟發學生的潛能，讓學生成功，才能解決國家的根本問題。社會動亂、

犯罪猖獗、精神疾病、失業救濟等問題，都是因為人們一直在失敗中，使他們失

去了對人生的鬥志。 

 

學校的功能是在教育學生獲得成功生活所需的知識與能力，使其能在生活中

滿足自我價值感之需求。人自出生至老，終其一生均在接受教育。小學教育是早

期所接受的正式教育。其實，學生們在入幼稚園之前即已學會許多應付外在環境

的能力，他們對周遭與未來充滿希望。學生在進小學之前，很少是注定為失敗的

人，那些失敗的學生都是在上了小學之後，才被烙上失敗的標誌的。Glasser 認為

學校最大的錯誤莫過於粉碎了學生的快樂世界。許多研究有關文化不利背景學生

的教育問題之專家，認為小學的第一年是教育的關鍵期，Glasser 完全同意此觀

點，而且認為無論文化不利的學生或是一般學生，小學教育的第一年是最重要的

一年。 

 

    學生在小學階段如果是失敗的，則其自信、學習動機等均會瓦解，並開始向

失敗認同。當學生深信自己不能以理性的方法來滿足需求時，會以情緒化的行

為，如犯罪或退縮等方式來取代之。雖然往後學生仍可學習成功的行為方式，但

是隨著年紀越大，改變將愈困難。Glasser 認為學生在五歲到十歲之間是最重要的

時期。十歲之前，學校的成功經驗非常有助於其未來生活的成功。過了十歲，也

就是上了初中、高中之後，將比較難有成功的經驗。雖然學生在每個教育階段都

可再做努力，但是小學階段的經驗是最重要的。 

 

Glasser 認為如果忽略了學生失敗的原因，任何教育改革的措施都是沒有用

的。這個意思並不是說不必增加教師人力、提高教師素質、增加經費或加蓋教室、

而是以其所提倡的教育精神和方法，便可以不必多花費金錢在硬體設備和增加人



力方面，從而達到改善教育問題的目的。我們必須趁早讓孩子在教育中有成功的

體驗，待其出社會後才能發揮成功的社會角色（Glasser, 1969, 1992, 1993, 1997）。 

 

    Glasser 認為我們的教育製造了太多失敗的機會，那些不符合或違反教師規定

的「失敗」學生，其自我形象（self-image）因為失敗的經驗與標籤變得不健全，

也常抱怨學校、帶給社會嚴重的問題。其因而主張：學校應該重視積極的引導、

強調不固定答案的自由討論、安排能培養學生決策能力的教育環境以及讓學生從

事參與和成功的體驗中去培養健全的自我形象，提供教育工作者許多寶貴的觀

念。他指出大家在談教育問題時，常強調外在社會環境因素是個大染缸，讓學校

的教育無法成功實施，卻根本沒有反省到學校教育本身即是製造失敗學生的大本

營。在學校環境尚未改善之前、學生的學習不可能改變、更不要說社會生活水準

的提升(Glasser, 1969, 1992, 1993, 1997)。 

 

伍、小結 

    從以上 Glasser 所論學校教育的缺失來反觀我國的學校教育，不得不佩服其

分析之精闢與見解之獨到。這些評論用於我國的教育現況亦有其一針見血之功

效。學校教育是國家對國民所做的有計畫之教育措施，所以聘請的教師均是具有

專業知能的人員，實應負起教育學生的責任。家庭對學生固然有其不可忽視的影

響力，但是父母終究非人人懂得如何教育子女，因此學校教育更責無旁貸的需要

使每位學生均得到最好的教育。在所有的學校教育中，Glasser 告訴我們小學階段

最重要。因此，當我們在培育國小師資時，Glasser 的觀念可作為很好的借鏡。 

 

另外，Glasser 對等級制度方面的抨擊，可說一聲聲擊中我國學校教育的要

害。升學主義使的教育變成為分數而教、為分數而學，手段與目的本末倒置有違

教育的旨意。對於分數不好的學生所貼之標籤，足令其無法翻身，對學生造成的

傷害實為教育之不幸。大部分的學生，為了爭取高分與名次，其身心所承受的壓

力與痛苦，往往使得他們一旦畢了業，便再也不願話當年，大多數的學生對學校

和老師毫不留戀，因為學校教育留給他們的只是挫折的經驗。尤其常態分配曲線

使得學生無論在怎麼努力也沾不上優等的行列。這種現象在資優班中尤甚，縱使

全班都是資優生，但為了評分數或等級，必須照常態分配曲線來分佈學生的表

現，因此有許多資優生到了資優班都只能處於中等或下等的位置，這對其學習動

機的傷害實足以埋沒一個人才。再者，這種評分分配方式將造成同學之間只知互

相競爭而不知合作與友誼為何物。因此，教師們在運用常態分配曲線與評分時，

怎能不三思可能帶來的負面影響？(Glasser,1969 ,1992, 1993, 1997; 曾端貞，1988；

182-183） 

 

 



 第二節  William Glasser 對教育問題之建議 

 

針對以上 Glasser 對學校教育所檢視：和學生沒有共融關係的的教師、缺乏

關愛與自我價值感的學生、重記憶輕思考的學習內容、僵化乏味的無趣教材、掐

制學習選擇與動機的評量及作業，與大量製造失敗學生的學校等問題，Glasser

進而提出相對應的建議，其表示我們目前教育的主要障礙是一種無參與、不相關

和不太重思維的教育觀；然而，教育必須趨向其對立面的教育觀，即參與、相關

和思維的教育觀，否則我們就無法解決那些在學校中的種種問題。以下分從教

師、學生、教學內容與教材教法和環境等四部分來說明 Glasser 對教育問題所提

出之建議方向及策略： 

 

壹、展現積極與期待的教師精神 

現實治療則不直接處理動機問題，而極力主張教師應該和學生充分建立共融

關係，學生只有在教師的關心之下，才會自發地朝向成功的認同去努力。比方說：

教師就應該積極鼓勵學生們勇於嘗試跟創新，並相信學生能夠從中獲得成長。如

果學生都有機會常常從事一種富有嘗試與創新的作業，他們的智慧便會得到很好

的發展，會學到最好的方法，在哲學、文學、科學、藝術，工程各方面，有豐富

的創新與發明。希臘哲人亞里斯多德有一句名言：「給不同需要的人同樣的待遇，

就如同給相同的需要的人不同的待遇，一樣不公平。」（郭為藩，1995：143）學

生的天賦資質、性向、學習能力各不相同，而老師應因材施教，針對學生的個別

需求給予適當的期待與指導，在如此的教師精神引導下，必能使不同的學生開展

出屬於他們的不同天空。因此教師在作業指導時，應鼓勵學生自我試探與勇於創

新，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學生的個性與個人的智慧，也才能帶來更多的樂趣，才能

使學生自動自發，樂此不疲（Glasser, 1993）。 

 

積極與期待的教師，必然也會樂於締造一個充滿學習動機的環境。學生對於

作業若能發生強烈的動機，一心一意想去學習，那麼，學生學習的時候，就會專

心致志地去努力。因此教師在作業指導時，應事先佈置環境，提供相關的教材，

以引起學生的專注反應，進而對作業產生興趣，學生對作業便不會排斥，便能自

然喜悅的完成這份「體驗」了。 

 

    反觀傳統的教育方式多是以高壓、強制的管理方式，也因此對師生關係及校

園氣氛造成不可弭平的傷害。換言之，若能使用 Glasser 所主張之選擇理論來取

代高壓、強制的管理方式，將可讓人們的思維和行為聚焦於維繫與加強雙方的關

係，因此當雙方面臨衝突或困難處境時，也可以在此穩固的關係下進行協商，或

許協商的結果不能每次都盡如人意，但絕對可以在不傷害彼此關係的情況下，於

兩造間獲致解決之道，且在這樣的關係下，也足以讓雙方在最惡劣的情況下仍能



維持雙方溝通管道的暢通。選擇理論認為，在我們生命結構中存在著五種基本需

求：生存、歸屬、求權、樂趣和自由，若能在教育的過程中讓學生學會如何滿足

這些基本需求，且在過程中不傷害、挫敗他人，他們將會感到學習的快樂與成就

（劉小菁譯，2002；伍育英譯，2002）。 

 

貳、培養充滿愛與自我價值感的學生 

要透過知識、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力來滿足人之自我價值感，且一個具有自

我價值感的人，比較有能力過負責、成功及滿意的生活，更可有心去愛人與接受

別人的愛，並且對於被拒絕的感受有較大的包容與彈性。反過來說，在愛的關懷

氛圍中，個體才有追求成功的動機，也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價值。愛與自我價值的

關係密不可分，二者是個體追求成功的認同之要素。一個具有成功的認同者，能

自覺自己是特殊存在的個體，也是重要和有價值的人。由此觀之，一個充滿愛、

能透過心智能力來解決問題的學生，也較能有自我價值感及成功的自我認同，亦

較能接受所面對的困難、挫折與挑戰。 

 

家庭所提供的是親情而學校所提供的「愛」是一種公共的社會責任。在學校

中如果學生們不知互相關心、不知幫助別人與負責，只為自己不為別人時，將不

能得到愛人與被愛的滿足。學生們若能互相幫助、彼此扶持、共同成長，在如此

社會責任的愛中才能培養成功的自我形象，唯有一個能提供愛與溫暖的校園才能

培育出充滿愛與自我價值的學生。Glasser 認為溫暖的家庭並不能補救學生在學校

中的失敗，因此學校與家庭的愛是同樣必要的，缺一不可的。 

 

相反地，失敗的人既寂寞又孤獨，對寂寞的人而言，成功的大門已經緊閉，

他們所擁有的只剩下挫折、痛苦、生氣與退縮等失敗的認同。成功認同的人和其

他人的關係良好，更能體認自己是充滿愛與有自我價值感的；而失敗的人雖然也

能和人們維持某種程度的關係，但是卻常常抱怨自己是寂寞的、孤獨的，更無法

體會他人的愛，而覺得自己是無能的、沒人愛、沒有價值與不重要的。 

 

Glasser 認為學校教育要多利用班級會議（classroom meeting）方式，透過教

師和同學們之間的關愛來減輕與驅逐學生的寂寞和失敗，先由班級中做起來，營

造溫暖、關懷與充滿愛的學校氣氛，讓許多先天上生活在比較不利的環境中的學

生，例如出生於不正常的或貧寒家庭的學生，能在學校中不再寂寞與退縮，目前

多數學校只重視學業考試分數而很少注意到這種因寂寞而造成的失敗者，也因此

許多學習不適應、憂鬱症或青少年偏差問題等情況越來越多、越來越嚴重。

(Glasser, 1969, 1992, 1993, 1997)。 

 

 



參、設計多元思考的教材內容與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 

一、重視多元與思考的學習內容 

當前的教育不重視思考而偏向於記憶，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受確定性原則

（certainty principle）所支配。按照確定性原則，每個問題都有一個正確和錯誤的

答案，於是教育的功能就是確保每個學生都知道教育工作者認定重要的一系列問

題的答案。確定性原則引導學生去相信學校主要關注的是正確答案，教師與書本

是這些正確答案的儲藏庫；如此一來，只要確定正確性原則支配我們的教育系

統，學生就失去自由討論、多元思考的能力與學習機會；然而，確定性與死背硬

記不能教會學生思考，更迫害了學生的創造力與獨創性。 

 

而今天我們所稱的教育大多僅僅是知識的累積與記憶，而很少重視問題的解

決和思維能力的養成。學校往往重視記憶，相對地忽視了人腦的思考功能。在偏

重記憶的教育下，學生們只記憶大人認為重要的事物，而不會思考整個問題與生

活的關係，長大後也就不知道如何解決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這個沈苛必須要

立即的加以轉變。人天生具有思考的、創造的、藝術的與感性的大腦；更重要的

是，教育的目的應是教導學生運用人類天賦的能力，以便使人類的生活更美好。

我們的教育實在應該好好想想，該怎麼去教學生如何在環境中生活，教育學生如

何用大腦去思考。 

 

美國學者 Eisner(1985)曾指出我們需要什麼樣的學校，其中一項就是要培養

學生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力，要學生養成思考的習慣，這是未來學校教育的重

點。美國在一九六 0年代起，曾推廣幾個大型課程方案，其中一項強調中小學生

「如何思考」的大型計畫，如「探究訓練」（inquire training）、「創造性思考方案」、

「有創造性地思考」（thinking creativily）以及「麥亞士－－陶浪創意畫冊」

（Myers-Torrance idea books）（林清山譯，1990：245）這些方案都是在訓練學生

思考的能力。為什麼要培養學生的思考能力呢？這是因為任何學習都需要學生本

身的思考與了解，如果學生學習不願思考，只是依樣畫葫蘆，完全模仿老師所做

的示範動作或樣品，自己很少應用自己的思考，學習效果自然欠佳。因此教師要

多設計富有思考性的作業，如此學生就會常用思考，思考力也就愈來愈進步，對

日後的學習與生活適應就愈有幫助。 

 

此外，Glasser(1969:71-78)提出「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應該從學校

教育中透過討論加以培養。隨著藝術教育更深入地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之中，受過

藝術鑑賞教育的學生將更能在這個閒暇時間日增的時代去享受可供鑑賞的藝術

財富。而另一與藝術批判密切相關的思維是「創造性思維」（creative thinking）。

學生應該有比現在更多的機會去進行藝術、音樂、戲劇、文學，甚至電影的創造

等。通常這些創造能力的學科在學校中多被認為是不切實際而不被重視的，然



而，他們往往能夠最直接地引來對學生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動機、參與和關聯性。 

 

二、提倡思考性教學，養成學生社會責任 

Glasser(1969, 1980, 1992)指出人類大腦的最重要功能－思考，已在不良的教育

制度下遲鈍了下來。加上教育體制偏重科技科目的結果，使得人類在已登陸月球

之際，留在地球上的種族、戰爭問題等卻仍未獲改善。社會問題與科技問題同樣

需要藉思考的功能來解決，而且社會問題所需的思考並不比科技性問題容易，但

是學校中對社會問題的教導卻遠少於科學教育。 

 

僅僅記住知識，而不是用知識去解決與一個人自己和社會有關的問題，這就

妨礙了個體與其他人、與個體所在的世界進行廣泛接觸。確定性原則強調的是孤

立而不是合作與參與。每個人都有正確答案，正確答案本身就有自己的價值，而

不是解決一個人自己的問題或他人問題的手段。如此一來，當學生互相競爭下，

大家都為尋求確定性的答案而往往變得越來越孤立；然而，一個社會只有透過合

作才能生存下去，合作是明智地評鑑自己社會處境的結果，但合作方面的知識在

現代競爭性教育中卻是很少被教育的。因此學生沒有合作的能力，也對社會冷

漠，失去了與大環境的聯繫，只能孤獨、寂寞或變得感情用事、憤世嫉俗。 

 

所以說，學校教育必須教導學生思考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教其相互關心，

才能養成社會責任。社會生活並沒有直接的答案，我們不是生活在固定模式的環

境中；因此，學生必須學習容忍生活中的不確定性，才能應付生活中的各種迷惑，

並在常變的世界中維持積極的動機。學校不能只教學生背誦固定的答案，因為當

他們習慣於記憶固定答案，一旦面臨多變的社會時，將無法因應。所以學校要教

學生如何發現問題，使學生發展思考問題的能力，教他們提出問題及思考答案。

Glasser(1969:35-60,1992)表示學生有責任找出最好的一些方法來解決他們自己提

出的困難問題。提出問題、找出合理的解決辦法和付諸執行實施這一系列的過

程，這即是「教育」。 

 

而教師除了須協助學生提出問題並思考解決之道外，進一步要教學生如何做

決定（decision making）。做決定需要勇氣、責任和良好的判斷力，一旦做了決定

要貫徹始終。Glasser 指出許多心理疾病患者的困擾便在於無法做決定，所以生活

一團糟，這種現象即是導因於缺乏做決定的訓練和自信。如果一個人在學校中沒

有成功的經驗，便不會發展出做決定所需的能力，以及執行決策所需的自信。因

此，為了培養學生做決定的能力，學校必須提供思考性的討論課程。做決定是一

種過程，是從形成問題、思考各種可能的方法到評判各種方法以做成選擇的過

程。「決定」是隨著環境變遷，運用智慧審度現實條件，經過一再的評價才得到

答案的過程，此過程異於提供固定答案的背誦教育。 

 



家長和學校當局往往深信他們知道對學生而言最重要的事物是什麼，這個信

念反映在學校教育中，變成了強調安全至上與死知識的堆砌，而盡量讓學生避免

提出問題、作評鑑與作決定。其實，我們教給學生的應該不是灰姑娘式的神奇世

界，而是生活中的實際事物。學校應該提供學生機會去學習思考與作決定，亦即

讓學生在沒有評分壓力、沒有失敗之虞的情境下，從正反兩面來思考問題與討論

問題，學生必能從中體驗到參與的快樂。善記憶、考試得高分的學生充其量只能

覺得「還不錯」，但是能和老師一起討論、一起思考的學生，會覺得自己「很棒！」，

當學生喜歡討論課程時，將不再認為上課是個困擾，學校中也不再有失敗者或成

功者之分了。 

 

社會的希望繫於人們能理性的解決問題，因此教育應培養學生有效處理問題

的能力，以便理性的解決生活中層出不窮的難題。如果學生不能理性思考，便只

會抱怨、退縮、甚至以藥物麻醉自己。再者，當學校教育只重記憶一些事實，而

不教學生思考與生活及社會相關的問題時，所培養出來的學生對社會將是冷漠

的，而且不知合作與民主為何物。此時，民主必須從實際生活中習得，當學校讓

學生對自己要學習的課程負責，以及決定自己的行為準則時，他們才真正懂得什

麼叫作「民主」。教育應該是讓學生知道自己必須為問題尋求最好的解決方法。

所謂的「教育」便是學習發現問題、尋找答案與付諸實行的過程。記憶不是教育，

答案也不是知識，它們是思考的大敵，會摧殘創造力。 

 

三、學習充滿生活體驗與生命意義的教材 

Glasser 認為學校教材必須和學生的生活相關，才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

機。教師也應該瞭解各種學生的生活成長背景，才能將教材和學生的生活經驗連

貫起來，在教學上更加生動精彩與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教師應多鼓勵學生多多

發表意見，讓學生知道老師是在乎與重視他們的看法，如此學生才會覺得他們與

老師的關係是相關的，並且覺得自己是參與在學習過程當中。學校不應只是一個

記憶正確答案而不容許異議的地方，學校應是一個民主開放與尊重多元的溫馨環

境，學校必須力求不斷改革，俾便保障學生能徹底理解所學(Glasser, 1969, 1992, 

1993, 1997)。 

 

    舉例而言，學生能從閱讀、聆聽與觀察中欣賞一種作品或事物的真善美，如

文學、美術、音樂或舞蹈，都能吸引人心，誘發共鳴。藉由對作品的欣賞，使學

生心靈合而為一，使學生願意追隨作者之真善美。一則可以確定日後努力追求的

方向，建立正確的人生觀；一則提高學生自動自發，繼續不斷的努力學習，欣賞

是屬於內心的活動，而發表是自己表達出來與朋友分享，是最能展現自己的個

性。發表是多方面的，如在語文方面有討論、座談、演說、演話劇等；在音樂方

面有獨唱、合唱、唱遊、樂器表演；在美術方面有繪畫、設計、書法、雕刻、化



妝等。教師在指導作業時，應欣賞與發表並重，使學生培養正當的興趣及陶冶性

情，並且願意表達出來，與朋友分享（周繼文，1974：23-24）。這些就是能夠讓

學生體驗生活、感動生命的學習材料呀！總而言之，當學生發現學習是有趣的時

候，才會真正地學習，也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所謂「動機」，係指引起個

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導致該種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歷程。（張春

興、林清山，1985：250）學生對於教材若能發生強烈的動機，一心一意想去學

習，那麼，學生學習的時候，就會專心致志地去努力。 

     

    Glasser 認為學生須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學習是學生自己的工作，若要學生真

正學會一件事情，一定要他們自己去做、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自己去經歷，而

不能代替學生去反應。教師的任務，只是設法引起學生的反應，指導學生的反應。

孔子說：「不悱不發，舉一隅不以三隅反，則不復也。」（論語．述而篇）在西方

自動原則，創始於福祿貝爾，到了杜威提出「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

口號，更成為教學方法的圭臬。所謂設計教學法，意即在讓學生自行決定目的、

自己計畫、自己實行、自己批評實行的結果。（孫邦正，1986：255-256）因而，

教師在指導學生時，應讓學生主動去看、去想、去做、去經歷、去體驗，以達到

做中學及自動自發的目的。 

 

四、實施促進自我調節與反省的評量 

客觀的考試是指重記憶標準答案，不重思考的教育制度下的代表性事物。這

種考試不鼓勵學生獨立思想、探索未知與擴展學習領域，只要求學生強記已知的

事實資料，於是學生往往只願意去記一些教科書上的「重點字」而忽略書中的重

要觀念和精神。也就是他們只記憶表面的「字」，而不去思考字句的內在意義

(Glasser, 1992, 1993)。 

 

Glasser(1969)又指出和重視記憶息息相關的兩種缺失是「確定性原則」

（certainty principles）和「測量性原則」（measurement principles）。在確定性至上

的教育體制之下，學生學到的只是記憶一大堆「正確」的答案。學生認為課本上

寫的以及老師說的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知識都不重視。 

 

教育要如何使學生能夠思考，學習在能力範圍內解決問題，否則成績評量毫

無意義。實施怎樣的教育，才能增進關聯性與思考性，又應如何實施才能與學生

的現實生活密切相關，這才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根源所在，過去五段評量法

（A-B-C-D-E-F 的等級評分制度）可能刺激得A或 B的學生求學動機，但對於無

法獲得 A 或 B 學生來說，無異是告訴他們該放棄努力了，因為他們不可能得到

好成績。 

 

Glasser 指出 A-B-C-D-E-F 的等級評分制度，其缺陷正在於強調學習失敗甚於



成功，而失敗是造成學生問題的主要原因。在社會裡，對於能力不足的表現給予

低成績其實沒有什麼道理，因為不管有沒有文憑，幾乎每一名學生都需要接受讓

他們具備充足生活能力的教育，才能在這個社會中生存下去。失敗的學生往往拒

絕努力用功。如果取消等級制度，學生不再被貼上「失敗」的標記時，學生才有

浪子回頭的機會。欲督促學生認真向學，一定要讓他們知道自己不會失敗。如果

將學生評為下等時，會讓學生蒙上失敗的陰影，對學生本人、對教師、對父母、

對學校、對社會等都沒有好處。教師不可一味承襲不良的評分方法，而忽略它給

教育帶來的弊害(Glasser, 1969: 99-126; 1992: 104-121; 1993: 95-105）。 

 

沒有失敗的學生，並不意味必須降低標準或不重視學習。學校依然要評量學

生的進步情形，以便瞭解學生應加強練習之處以及需要進一步予以指導的部份。

評量時必須按照學生個別的學習能力來評分，不可要求全體同學在齊一的進度下

學習，也不以畫一的標準來評分，因此學生不會被貼上失敗的標籤。Glasser 提議

兩種成績報告的方法，一種用於小學階段，另一種用於中學階段。這兩種方法一

律革除 A-B-C-D-E-F 的等級評分制度(Glasser, 1969: 91-269, 1992: 104-121, 1993: 

95-105, 2000c）。 

 

（一）成績報告表（report） 

小學階段的學習評量不依某種標準來評出學生的等第，可採取報告表的方

式，將學生的學習表現以及有待加強的部份，用正面的、鼓勵的語句予以陳述下

來。這種報告方式比傳統的等第評分法費心，因為教師在下筆之前必須先對學生

的學習情況與特質有透徹的瞭解，否則沒有辦法做紀錄。教師、學生和家長若一

起討論這份報告表，將更能發揮其功能也更有意義。 

 

在報告表最後可列一項「優秀表現」（superiorwork）欄，當學生能自動自發

完成課外學習時才能獲得「優等」的評語，目的在鼓勵學生為自己的教育負責，

自動進行課外學習，擴大學習範圍。 

 

（二）「及格－優秀」評量法（pass-superior） 

中學裡每一學科由不同的老師來擔任，與小學的制度不同，所以 Glasser 為

中學設計了另一種成績報告方式。每個科目的評分只有兩種記錄方式，一為「優

秀」，以「S」（superior）表示；另一為「及格」，以「P」（pass）表示，至於沒有

通過的學生，亦即不及格者在學科上不予評分，這種評方方式可消除對學生的傷

害。那些不能通過某學科的學生 很可能是家庭因素、或生病、或對該科目不感

興趣等所致。這些同學均有機會重讀或重新培養興趣，成績報告表上只登記該科

目「及格」，並不紀錄修讀了多少次。 

 

當學生不必擔心成績單上會被註以不及格的等第時，才有勇氣嘗試比較難的



課程，亦即學生不必因害怕成績太差而放棄修讀某種學科，如此必可擴大其學習

的領域。Glasser(1995, 2000c)指出一般教師設立的標準都太高、教材又太多，學

生不易吸收，只有少數學生能跟得上教材，大多數學生只能得「C」或「D」等。

在這種標準不切實際、計分方法又失當的情況下，必然很容易產生失敗者。運用

「及格-優秀」的評量方法時，教師必須放棄不易達到的高標準，所教的內容亦

要符合學生的學習進度。Glasser 認為高深的教材不是不能教，而是要給學生有足

夠的時間來學習與吸收。在這種評量方法下，當然仍會有許多學生感到學習困難

而無法通過某些學科，因此，學校應準備職業或技能訓練的課程，使這些學生還

能選讀適合他們的學科，也好讓任何學生都有及格的機會。 

 

Glasser 所提的「及格-優秀」評量法頗值得我們參考，唯在應用之前似乎必

須先克服學校課程安排的問題，貫徹教育部所頒訂的課程選修辦法，然後才有可

能發揮此評量法的功能。當前我國的高中與國中教學有許多採高標準者，所帶給

學生的挫折無可計量，而 Glasser 的作法應可提供從事教育工作者仔細思考，並

改進我們在教法教材與評量上的問題。 

 

肆、環境方面 

一、充滿教育愛及民主精神的學校 

若學校裡所進行的教育能以愛出發，真誠、開放地去接納與關懷每一位學

生，提供其實質上與精神上的支持，協助學生了解自己、接納自我，進而對自我

負責，方能為自己的行為做出正確的決定；如此一來，學校將成為一個充滿「人

兒味」的好地方，在此充滿「共融」的關係下，師生都能愉悅地參與每日的教學

互動歷程。學校並非灌輸學生知識的場所，而是培養學生學習如何求知的地方；

教師的教學重心應置於提高學生心智能力，培養學生獨立思考，在教師的引導

下，充分發揮心智潛能及改造經驗的能力，始能學習遷移、應用所學。一個充滿

樂於學習與成長的溫馨校園環境是我們所努力追求與邁進的目標。 

 

此外，學校是學習真正民主生活所需的種種知識與技能的公共場所：學生必

須了解在共同生活中，一方面無法避免矛盾和衝突，它方面也是學習尊重他人不

同意見的健全心態。民主生活的概念是必須的，學校必須是學生實踐民主生活的

場域；亦即，學校是實施民主教育的實驗室，透過課程設計與實際教學，可以幫

助學生獲得民主生活的經驗，了解民主的真諦，以培養自治精神與良好的民主風

度，因此，民主的涵義在學校教育運作過程中更得彰顯(Glasser, 1969, 1992, 1993, 

1997)。 

 

 

 



伍、小結 

我們不能確知學生是否明白來學校受教育的目的以及接受教育的價值，但是

可以確定的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失敗在於沒有教學生去探索所學和生活的相關。升

學主義是國內中小學教育一向為人所詬病的積弊，其遺害不僅在於扭曲國民教育

五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妨礙教學正常化，且導致惡性補習、越區就讀、偏畸的能

力分班等怪現象。在升學主義籠罩之下，學生們早出晚歸、熬夜苦讀，增加為人

父母沈重的心理負擔。部分家長一味鼓勵子女埋首課業，子女只要肯讀書，有較

滿意的學業成績，便百般奉承唯恐不周，更不忍心叫他們做家事，操灑掃之勞，

也自然忽略指導其待人接物的道理。Glasser 呼籲學校教育實應教學生們思考與生

活切身相關的事物；然而，學校教給學生他們的，對他們卻毫無意義，甚至連教

師都不知道教材的價值與意義。學校教育的缺失，除了壓抑學生的思考與創造之

樂趣外，也忽略了教學生所應負的社會責任。學生們不知道要互相幫助，不知道

如何同甘共苦。在偏重記憶的教育下，學生們只記憶大人認為重要的事物，而不

會思考整個問題與生活的關係，長大後也就不知如何解決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

了。 

     

我們的學生所要面對的是二十一世紀瞬息萬變且繁複的社會，很多事情隨時

都有改變的可能，知識也不斷推陳出新，甚至有學者研究指出，我們現在所學得

的知識，到二十年後將只剩下十分之一有用（曾志朗等，2001）。生活在這樣的

e世代中，如果僅是傳授給學生很多知識，卻沒有教導他們去思考、判斷、解決，

那麼將來當他們面對社會的各種情境和狀況時，將要如何去處理、去適應？又處

在這個民主時代，很多事情都需要溝通、說理，學生說話能力低落，將來怎樣去

表達自己的想法？怎樣與人溝通協調呢？因此，目前僵化死板的教學的確有需要

改進的空間。 

  

從 Glasser 的建議中，我們可以重新省思，教育的本質為何？又我們應該如

何把 Glasser 對我們的教育啟示落實於教育現場當中，我們期待積極關懷的教師

精神、學生同儕的和樂相處、快樂學習、更希望學習教材能真正對所有的莘莘學

子有所裨益，在重視能力的時代裡，我們衷心的期待每個學生都能在溫馨校園裡

快樂成長、且在此過程中學習自尊自重與社會責任，以及能力與民主精神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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