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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班級是教學活動的基本場域，由二個主要角色—教師及學生擔綱演出，然而，

班級中的師生互動實屬一複雜及動態之歷程，許多影響因素摻雜於其中，本研究

係以個案場域中幾則師生互動事件出發，探究學生眼中的師生互動，即學生是如

何看待教師這帶著權威性的角色，是如何決定採取怎樣的策略與教師互動，而又

是如何看待自身與教師們的互動？此外，經歷導師的更換，是否對師生互動亦有

所影響。 

    本研究採質性的個案研究，以一個八年級的教室為研究場域，藉由現場參與

觀察及訪談來蒐集資料，進行為期一年的研究，所得研究結論如下： 

 

一、師生互動是不斷協商的歷程。 

二、影響師生互動的制度面因素為升學主義、獎懲制度。 

三、影響師生互動的教師面因素為教師身份。 

四、影響師生互動的學生面因素為同儕團體。 

 

最後，基於研究發現及結論，進行研究反思。 

 

關鍵詞：師生互動、師生關係 

 

  



  



 

 

A case study o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tudents’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case study was to depi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addition, to 

investigating if the altering of homeroom teacher would influenc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he viewpoints of students were preferred to draw more and to fulfill the 

above-mentioned purposes,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re 

employed to collect empirical data in this qualitative case study.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proces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s dynamic and negotiable. 

2. Credentialism and system of rewards and penalties are the factors to 

influenc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3. The role of teachers influence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4. The peer group members influenc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Keyword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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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早期教室場域被視為「黑盒子」，甚少有學者關注於教室內之研究，因此師

生關係也始終被置於潘朵拉的盒子之中。班級體系中存在「教師」與「學生」兩

股影響力量，前者代表學校，基於制度或成人之立場來管教學生，領導其達成組

織之目標；而後者因擁有自身之價值與需要，對於教師之領導並非一成不變地照

單全收，而或因團體同儕間之支持力量與教師進行協商切磋。質言之，因教師具

有自身之地位與權威，而學生亦有屬於自己之文化，雙方可能潛藏價值與認知之

衝突，當衝突發生時，學生會使用不同的因應策略，形成直接衝突或作無聲的抗

議，而這般的互動行為，也不時地影響教師與學生雙方交互關係之樣貌（張建成，

2002）。 

    在本研究中並不特別去區分「師生互動」、「師生關係」或「師生互動關係」

之語詞，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由彼此互動而來，但主要仍以「師生互動」用

法為主，因「關係」的探究多為心理輔導領域的研究，而社會學領域的微觀取向

則對於人與人間的互動有所著墨，動態且複雜的互動關係是我一直很感興趣的研

究議題，而師生間的互動又因彼此間不平等的權力關係而更顯多樣化，正如同吳

康寧（1998）指出，班級組織為一半自治性性組織，從成員的基本屬性看來，它

是非成人組織，然而在班級中卻不得不接受成人社會的代表─教師的直接控制，

而教師往住將社會所賦予的正式權威的地位與權力視為理所當然，因而在與學生

的交往中會自覺或不自覺地帶有權威意識，對班級組織的控制也不會完全放棄，

當學生在面對帶著權威意識的教師時，他們一方面想保有自身的自治態力，一方

面又得接受教師的指導及控制，在這樣的相處模式之下，師生間的互動較其他互

動關係更顯複雜。 

    本研究旨在了解學生眼中的師生互動，前述已大致說明為何選擇師生互動做

為研究主題，而之所以從學生的觀點出發來探討他們怎麼看待與教師的互動，一

方面是基於我本身過往與教師互動的經驗，一方面在於我對於學生的想法一直很

感興趣，而單從學生觀點來探討師生關係的研究並不多，以下即對本研究進行概

述，主要分為個人經驗、理論啟迪、前導研究三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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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人經驗 
 

一直到現在，我都是個不曉得怎麼跟老師互動得宜的學生，在師生互動關係

上，遇過很多自己很喜歡的老師，很隨和、很受學生歡迎；也遇過很多不怎麼欣

賞的老師，很重視成績及表現、很難以親近；當然，還有些老師對我來說是無關

痛癢，沒什麼利害關係，久了也忘了名字的那種。我並不是那種表現特別搶眼的

學生，很平凡，正因為太過平凡了，如果在路上和以前的老師巧遇，多半我會選

擇低下頭，匆匆離去，因為我不曉得要怎麼跟老師寒暄，不知道要講些什麼話才

算適當，不知道要怎麼結束談話，不知道是從什麼時候開始，我會害怕和老師有

密切的互動，但同時我又會期待被老師關注、看重，身為一個學生，在師生關係

的經營上，我一直是這樣的矛盾。 

 
壹、 求學時期的師生互動 
 

    我記得，小學五年級的時候因為重新編班，換了一位風評很好的男導師，不

同於中低年級的女導師，高年級老師不苟言笑的樣貌更顯威嚴，教師節前，同學

們圍繞在老師身邊讀著老師收到的卡片，映入眼廉的某張卡片剛好就是我送給中

年級老師那種樣式，我不禁脫口而出：「我也有買這張卡片耶，但不是送給你，

是送給我們老師。」然後，老師暴怒，要我到牆壁旁邊半蹲，我心中著實委屈，

但誰叫我就是說錯話。這件事對我的衝擊不算小，成功地在我心中塑造出老師等

同於教室中的王那般高高在上的形象，多少也導致日後的我在與老師互動時較為

拘謹。由於老師相當重視成績表現，那時總會要求自己保持一定的成績來引起老

師的注意，卻又總覺得跟老師有相當的距離，同時，卻也在意同學的眼光，不知

道他們是怎麼看我與教師的互動。 

    到了中學時期，那段染著濃厚升學本位氣息的歲月，每日的生活大多由考試

測驗拉開序幕，「上課—測驗—獎懲—測驗」這般的學習循環填塞在教室學習之

中，表現好的學生有紅蘿蔔的犒賞，表現不佳的學生只能直吃棍子，而決定學生

得吃紅蘿蔔或棍子的衡量點總是由教師這個權力象徵來拿捏，「教師」與「學生」，

始終是「上」與「下」，單向而難以改變的關係。剛升上國一時，班上同學來自

各不同的國小，彼此都不怎麼熟悉，那時的導師是一位話不多的男導師，給班上

較大的自主空間，很少與班上有密切的互動，另外也因為他的外型貌似「周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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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們老愛在背後嘲笑他，這也是在升學氛圍中的樂趣之一。國二時不知道

什麼原因，換了另一位男導師，這位導師相較之下對班上的掌控較多，對於成績、

秩序及整潔都有所注重。但升上國二時，班上同學對彼此已經有某種程度的熟

悉，行為舉止也略顯叛逆，老師的話很少聽進去耳裡，因此雖然老師對班上有較

多的管理，班上仍是同年級因秩序問題而受學校關切的一個班，而我當時又擔任

班級幹部，負責管理班上的秩序，總覺得自己夾在教師與學生之間，無法管好班

上秩序覺得無力，覺得老師看不見我的無力而感到無助，那時真的覺得老師無法

同理我的心情，老想著假若老師能聽到我的心聲該有多好。同時，班上也歷經了

不同的導師的帶班風格，國一時由於彼此尚未熟悉，加上寡言的國一導師給予班

上較大的自主空間，班上和導師的交集並不多；而國二時的新任導師則較為注重

班級管理，對於班上的掌控較強，然而班上同學因經過一年的相處，已形成一套

班級文化，對於國二導師的管理多半不怎麼領情，雖不至於與教師有所對立，但

仍是與教師較為疏離、甚少有交集。雖然前後二任男性導師的帶班風格不甚一

致，但不曉得是否自己的性別因素，總覺得自己與二位教師間始終保持相當的距

離。不過，正因自己有過更換導師的經驗，我也想了解對學生來說，更換導師是

否對其與教師間的互動有所影響，而在歷經更換導師的過程中，學生又是採取怎

樣不同的因應、磨合方式？ 

 
貳、 實習階段的師生互動 
 

    大學畢業後，因為修讀教育學程的緣故，我回到小學實習，有一天中午一位

高年級學生衝進行政辦公室，哭喊著要找教務主任，他說：「我要告我們老師體

罰，他踢我的屁股。」那時的情景對我造成些許衝擊，時代不同了，隨著對人權

的重視，零體罰政策的頒行；及少子化的影響，每個孩子都被家長當作寶，學生

的權力似乎就這樣被無限地膨脹，在這樣的環境中，師生關係似乎也已有了變

化，教師與學生似乎漸漸地從傳統上對下的關係走向平行，甚或下對上的關係？ 

    實習輔導老師是位五年級的男導師，對於班上的數學成績十分要求，早自習

的時間都拿來加強班上的數學能力，老師還會考量學生的能力分配程度不一的數

學習題讓學生練習，原以為班上同學對於教師協助他們強化數學能力的作為都能

欣然接受，卻在某次下課時間聽到班上數學成績優異的女同學的抱怨，那時我在

想，究竟要在什麼情境下才能聽見學生內心的想法？除了數學能力的要求外，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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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希望學生能有接觸大自然的機會，於是在校園中闢了一個小小菜園，安排學

生輪班管理，澆水、除草及除蟲都自己動手來，此舉也嚇壞不少學生，老師聽到

了學生的抱怨，但他要學生好好體驗這樣難得的機會。這些學生升上五年級時，

也因為重新編班而進了這位導師的班上，下課時間時常看到許多學生往中年級教

室的方向跑，詢問之下才曉得由於他們十分想念前任導師，所以就趁下課時間回

去找前任導師，對此，實習輔導老師並不顯得在意。不過，開學後的班親會中，

幾位參與的家長表達學生無法適應教師的教學及管理，對此老師認為是時間的問

題，倘若磨合的時間夠長，學生自然就能適應得當。但就在班親會過後，班上陸

續轉出了許多學生，私底下聽班上同學說，這些學生因為無法改變教師的想法及

作為，於是藉家長之力而離開，我在想，假如教師能多聽聽學生心裡的聲音，能

部份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式，是否就不會有這樣的出走潮？ 

    當自己是學生的時候，總盼望著教師能聽見自己的聲音，了解自己的需求，

但又礙於師生之間上及下的不平等關係，不曉得怎麼讓教師聽見自己的心聲及想

法；而當自己的角色變成教師時，卻也發覺似乎難有一個管道讓教師聽見學生的

想法，於是我便想藉此研究，從學生的觀點出發，來探究他們怎麼看待自身與教

師間的互動關係。 

 

第二節 理論啟迪 
 

    進入研究所之後，接觸了許多理論，學習著怎麼從衝突論、微觀的角度來探

討學校教育、意識形態與學生的符應關係，我才發現，以前幾乎都沒有想過，學

校教育是如何帶給不同的學生不同的感受，只是單純地以自己的立場出發，覺得

教師與學生是難以相互交流彼此想法的不同個體。自己一直都是中規中矩的那種

學生，根據老師的指令行事，甚少質疑老師的權威，一直到接觸理論的啟迪之後，

才發現學生在面對權威的象徵時，可能採取許多不同的因應方式，因此，學生「怎

麼想」，成了我很想去瞭解的一部份。 

    接觸到衝突論及再製論時，我才開始仔細思索學校中的衝突與權力關係。從 

Bourdieu（1973）的文化再製觀點，思考學校教育在文化資本的傳遞過程中扮演

怎樣的角色，學校的課程組織及規劃、考試及文憑制度的設計，是否皆有利於原

先即擁有雄厚文化資本的群體，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是如何擴大群體間的差異；

從 Apple（1982）的研究，了解學生在學校生活中不是完全被動地接受社會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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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和規範；從 Willis（1977）的文化創生（cultural production）觀點，看到

「小伙子」（the lads）是如何挑戰教師的權威及對抗學校的規範，而這樣的抗拒

文化其來有自，學生自身的勞工文化背景與中產階級導向的學校文化格格不入，

因而有自覺地反抗學校教育的諸多規範，形塑出他們自身的文化。班級內的學生

來自不同的家庭背景，帶有不同的學習經驗，而這樣的差異是如何影響他們看待

自己與教師的互動？同時，當學生彼此在一年、二年的磨合、相處之下，形塑出

自身一套的同儕文化時，對師生互動又可能造成怎樣的影響，這都是我想進一步

去探究的議題。 

    最早研究學校文化的社會學者 W. Waller（1932），從衝突的觀點來分析學校

師生關係，他認為在學校這個組織中，師生關係是一種制度化的「支配─從屬」

（institutionalized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關係，師生間的互動行為有特定

的模式，教師須採適當的教室管理方式來維持班級紀律及促進學生學習，雖然有

時會因師生間的對立而使教室失去控制，然教師在與學生的相對關係中仍占優

勢，整體而言，師生間的關係是對立、衝突及不平等的。這與我過去的求學經驗

正恰相呼應，就因為師生間關係有著如此的特質，師生間總是保持相當的距離，

在上位的教師無法聽見學生們的想法，或許教師們曾試圖傾聽，卻找尋不到一合

宜的方式。 

    在讀到解釋學派（interpretive theorists）的觀點時，更讓我能深入去思索在

學生的日常活動中，教師與學生這二種皆具主動性的個體是如何產生互動、進行

意見交換、透過磋商達成共識。符號互動論（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研究重

點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質及過程，主要是以社會心理學的觀點來分析微觀的社

會現象，描述的是動態的人際關係而非廣大的社會結構；俗民方法論

（ethnomethodology）的理論基礎則受現象學及符號互動論的影響，以常識性知

識為研究對象，主要探究人們日常生活的態度與行為─即人們如何了解生活世界

的意義，試圖分析人們在現實社會裡的日常生活方式（陳奎憙，2002），而本研

究便是以一微觀的研究取向，探討學校教育中，師生間的互動磋商，究竟學生是

如何看待教師這帶著權威性的角色，是如何決定採取怎樣的策略與教師互動，而

又是如何看待自身與教師們的互動？ 

 

第三節 前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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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二因為修課的緣故，我曾以本研究場域─日暮國中（化名）另一個八年級

教室做為研究對象，進行為期約一個月的現場觀察，觀察學生與英語教師（兼導

師）之間的互動。也因為這次的研究，讓我對於師生彼此間的互動關係更感興

趣，期望日後有機會能再更深入探究師生互動的複雜面貌。 

    在這次研究中，我先是以問卷詢問學生對該名教師的看法，發現學生對於

教師的人格特質有極大比例的重視（見表 1-1）， 

 
表 1-1 學生對教師形容語詞整理一覽表 

形容語 次數 形容語 次數 形容語 次數 
很棒 2 耐心 1 成功 1 
風趣 6 三八 1 活潑 3 
陽光 1 認真負責 10 搞笑幽默 15 
了解學生 2 帥氣 4 很屌 4 
威嚴 2 有正義感 1 厲害 1 
很猛 2 用心 4 愛學生 1 
頭腦精明 1 風格獨特 1 少見奇人 1 
積極 2 勁爆 2 教的好 1 
努力 3 優秀 1 完美 2 
公平 1 聰明 1 說話很直 1 
知識 100 分 1 細心 1 班老大 1 
王 1 人很好 1 快(果斷) 1 
狠(不留情) 1 準 1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而觀察中也不時發現該名教師幽默風趣的特質， 

 

上課一開始老師先徵收冬令救濟的費用，「請各位善心的大爺們慷慨解

囊吧！我不會強迫你，捐不捐啊？十塊……，七號七塊，啊沒關係

啦，我現在身上也是一毛錢都沒有……，大財主大財主來囉，哇，一

百，鼓掌鼓掌，他比我還要有錢(笑)……，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大家踴

躍解囊，我現在登記這個只是記錄而已，不會作任何評價打分數啊，

別擔心喔！這是不勉強的喔，拜託啦，都捐了不要收回去啦。哇，追

加一百塊，鼓掌鼓掌，啪ㄚ聲(台：鼓掌聲)給它催落去，恭喜成為我們

班最有愛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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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7 觀) 

 

    即便是這樣一個極為平常的收費過程，老師也能以搞笑的說話方式成功地

鼓噪學生，營造熱烈參與的氛圍，也讓原先昏昏欲睡的同學振奮起精神，在歡

笑聲中開始上課。 

    而後我藉著觀察及訪談學生來瞭解他們對老師的看法，發現幾近全數的學

生都頗愛戴該名教師，因為老師「很特別、會試著瞭解我們的想法」；但部份女

學生也表示對該名教師無特別觀感或是不喜歡的態度，理由大略是因為老師的

偏心、情緒化表現，或是「無緣無故」找麻煩等。這些學生有的是被英語拒絕在

門外索性放棄學習、有的是幾度進出仍在尋找竅門，也有英語成就表現中等

的。即使身處在同一個班級，面對同一位教師，學生仍可能因為不同的因素，

對教師持有不一致的觀感，更可見師生關係的複雜性。 

在這次的研究中，我也發現，學生對於喜歡的教師，以及心目中「好」的教

師形象是有落差的，當我在訪談中詢問學生是否認同該名教師為一位「好」的英

語教師，所得的答案皆是肯定的，而當我進一步詢問理由時，學生的回答不脫以

下幾種： 
 

 上課氣氛有掌控，老師很幽默，和學生也有互動。 

 上課方式感覺不像一般老師那樣，比較像朋友的互動關係。 

 比較瞭解學生在想什麼，不會管得太嚴，很多事情的處理方式也比較適

當。 

 因為他算是認真。 

 他很好笑，很關心同學。 

 跟學生處得來，和學生可以聊。 

 上課很生動，會讓學生自己練習。  

(20090106、20090107 訪) 

 

    由上可知，大多數的回應是圍繞在該名教師人格特質及態度上，如幽默、

認真、朋友般的互動，然而提及教師本身「能力」之比例相較之下則偏低，主要

是在於「教學技巧」的能力論斷，如「他還不錯啊，進度 OK，教法 OK，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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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會擺爛」，但當我問學生怎樣稱得上為好的英語教師時，學生在「能力」部

份的著墨則較多， 

 

 讓學生聽得懂，氣氛不要太差 

 講解要讓人家聽的懂 

 要有英語的教學方式、瞭解學生、不要管得太嚴(多鼓勵學生) 

 瞭解學生，觀察每位同學對英語的反應及興趣 

 好的外文能力、幽默感、教學有結構 

 耐心、要（把課程）講得很活 

 管好秩序，讓學生吸收的到(知識) 

(20090106、20090107 訪) 

 

    當詢問學生一位好的英語教師應是如何時，學生的回答多聚焦於「教師對學

生學習狀況得有所瞭解及掌握」，即教學需具結構，讓學生能夠吸收，及「本身

之外文能力」，相較之下，該名英語教師的教師圖像是學生由極具互動之英語課

中刻劃而出，因而較為彰顯人格特質，而其專業能力則被置於較次之範疇之

中。這也可以看出學生在教師專業能力的衡量外，對於教師的人格特質份外地

重視（汪微萍、許殷宏，2009）。 

    此外，就算學生喜歡該名教師、喜歡該堂課，他們與教師的互動方式仍存在

著差異，在英語課中雖然師生互動融洽，但當遇到問題時會在課堂中立即提出詢

問的學生卻少之又少，畏懼提問的理由則是怕招來老師的不耐與斥責、怕擔誤上

課進度或是個人因素等，因此許多同學常常都處於似懂非懂的狀態之中。而在課

中總有特定幾位和教師互動頻繁的學生，透過他們與教師的互動，也為課堂增加

不少樂趣，就像學生在訪談中提及：「因為我們上課最主要就是幾個男生跟他對

話很好笑，上課很快樂…」。簡言之，就算是面對喜歡的老師，學生還是會有不

同課堂參與、師生互動的方式，那當面對不喜歡的老師時，學生是否只有迴避或

抗拒的互動選擇？又或者，存在著什麼多樣的互動策略？而又是怎樣的原因讓學

生採取不同的互動策略？這也讓我想從喜歡或不喜歡教師為出發點，來看即便是

如此「簡單二元」的分類結構中，可能出現怎樣的複雜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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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也基於前導研究的經驗，使我在這次的研究中試圖對於學生的家庭

背景、過去求學經驗及班級氛圍有更多的著墨，以理解師生間互動差異的可能

因素。 

    師生間互動的方式並非總是一成不變，其中摻雜許多複雜的因素，在學校

與師長、同儕相處時，學生可能與喜好的教師有密切的互動，但對於不喜歡的

教師卻也可能試圖登高一呼與老師作對、或可能選擇保持沉默等，他們會找出

一個自己認為最適當的方式來與師長互動，那麼，他們是如何決定與教師的互

動方式？是來自過往與教師的互動經驗？教師的授課科目、人格特質？所處的

班級情境、學校文化氛圍？或是有著其他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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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陳奎憙、王淑俐、單文經和黃德祥（1996）提到，班級情境為一複雜之社會

體系，個人背景因素、所持信念與所處之班級、學校文化社會脈絡交織堆疊出極

為錯綜之互動型態，「師生關係」一直是社會互動中最為複雜及微妙之型態，而

Younger、Warrington 與 Williams（1999）也曾指出，教室互動因極具複雜性而

不易分析，不同的參與者因其自身之背景經驗不盡相同，所知覺到的教室互動會

具顯著不同，由此可知，影響師生互動關係的因素極為紛雜，不同個體在看待互

動關係時會有所差異，並持有不同之因應方式。本研究欲探究學生是如何看待自

身與教師的互動，學生是如何與教師互動、採取什麼策略，而影響師生互動的原

因又可能為何，因此本章共分成三節，第一節回顧教室研究的歷史發展，從中也

得以看出教室研究的走向以及其所關心的面向；第二節由微觀取向的師生互動研

究出發，從中帶出師生互動的複雜面貌；第三節則整理師生互動的相關研究，以

瞭解目前國內外師生互動的研究現況。 

 

    第一節 教室研究的發展 
 

壹、 走進教室內研究 
 

Cohen（1972）指出，藉由社會學的理論視野進行教室研究，可以幫助我們

了解教室中有關教學與學習之間的問題，以及瞭解班級裡的正式與非正式結構中

的非個人因素，即教室中的學習成敗並非僅來自於學生個體的因素。不過，英國

早期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大多為鉅觀取向，主要關注社會階級是如何影響學生在學

校成就的表現，以及未來的職業選擇，直到 60 年代興起對學校組織的關注，才

見 Hargreaves 與 Lacey 對特定學校進行實徵性的調查，前者的研究是以英國南部

一間男性中學為研究對象，將學校視為社會關係的動態系統（a dynamic system of 

social relations），觀察學校中的互動過程以及每一天的行為（Hargreaves, 1967）；

而後者則以一所文法學校為研究場域，探討勞工階級學生的表現（Lacey, 1970），

然而二者雖走入校園中進行實徵性研究，但他們對於教室內的關注程度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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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二次大戰前，Walker 已採社會心理學傳統取向進行教室研究，其探究

的焦點為在教師的教學上─採權威式及民主式的教學（authoritarian versus 

democratic teaching），以及教師效能（teacher effectiveness），但其使用實證取徑，

亦即重視教室內事件的量化測量，這即遭受社會學家的批評，認為這般取徑忽略

了師生對於教室互動中特定模式的觀點。而為彌補這樣的不足，往後的教室研究

則添入民族誌的方法取徑，即文化及社會人類學之傳統研究方法，不將教室互動

視為理所當然的現象（Hammersley, 1980）。藉由民族誌的視野進行教室研究，研

究者可以一局內人（emic）的觀點來進行資料蒐集，透過觀察或其他方法得知場

域內成員們的看法及感受，因而得以瞭解社會情境中的成員是帶有怎樣的社會文

化知識（Spindler, 1982）。 

因此，教室研究是從初期的鉅觀取向，走向後期因社會學危機造成「功能—

實徵」典範之瓦解，出現以俗民方法論（ethnomethodology）、符號互動論（symbolic 

interactionism）、現象學（phenomenology）之教室觀察研究取徑，而這些的新取

徑都有一些共通的中心要旨：即個體在社會世界中扮演著主動的角色，而非行事

一致的文化傀儡（cultural dopes）。教室研究取徑的轉變也讓社會學家將關注焦

點置於特定情境中的社會互動模式及個體觀點及策略，如此一來，教室即非以往

研究所視的黑盒子（Hammersley, 1980），而開始重視教室內的種種層面。 

 

貳、 1970 年代的教室研究傳統 
 

Hargreaves（1980）指出，1970 年代是教室研究最盛的十年，因為其間出現

許多計畫方案、廣泛的理論及方法論取徑，。1970 年代早期，系統性觀察

（systematic observation）為美國教室研究的主要方式，其預設編碼列表來自社

會心理學的傳統，聚焦在語言行為方面，藉此測量、評估老師的同理與溫暖的氛

圍。編碼架構中最著名的為 1950 年代晚期興起的 FIAC（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Categories），美國觀察編碼系統中所包含的九十九種系統，有 30%係由

FIAC 而來。不過，系統性觀察的焦點隨時間而有所轉變，原先關注的焦點在於

老師與其言說，而後轉移至學生及其行為，尤其關注學生的「學術參與時間」。

同時，在 1970 年代期間，美國教室研究對於民族誌的興趣日漸高漲。 

英國方面，則自有不同的教室研究模式─’Mirrors’（Galton, 1978）的英國視

野與美國大不相同。英國發展出不同於 FIAC，而更廣泛、更具影響力的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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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 Hobbs 與 Kleinberg（1978）、Bennett（1976）、the ORACLE 方案（Galton, 

Simon & Croll, 1980）所使用的法則則與互動分析非常不同。而自 1972 年開始，

民族誌研究在該領域也明顯增加（Delamont & Hamilton, 1984）。 

Delamont 與 Hamilton（1984）認為進行教室研究的重要方式應注重持續、仔

細的觀察技術，然而使用系統性觀察進行教室研究時，研究者極可能僅關注規範

性的資料，忽略預設性編碼之外的細節，同時他們也指出系統性觀察有諸多缺失： 

(一) 強調顯著行為： 

系統性觀察過度強調外顯行為，造成觀察記錄上的問題。像是研究學生

的課業參與時間，許多研究者承認，觀察者必須去猜測或歸因，例如學

生停止書寫看向窗外的動作是否在學習？這當中，思考是無法觀察的，

但對於學生學習習性的觀察研究卻是極為重要的。 

(二) 粗糙的測量技術： 

有些系統性觀察中的分類與特性隱藏著一種對於教室事實的暴力。舉例

而言，在 BTES（Denham & Lieberman, 1980）之中，學習被定義為學

生在考試中能正確回答所得的分數，讀者被告知「學生若不瞭解任務並

做出正確回應變被標記為低成就」的觀念，此處所定義的成功與失敗的

學習即是種教育規範的暴力。 

(三) 環狀/重複/固著的事實： 
系統系觀察有其自我設限的困擾，即諸多研究（如 Boydell 的教師記錄、

ORACLE 團體的教室類型）假設學術任務包含產出的學校成就，並將

學校對於學生的影響視為理所當然的關係；但其所利用的預設編碼列表

受預設描述分類的左右，且不允許亦不鼓勵新分類的發展，故對於預設

之外的現象難以解釋。 

(四) 缺乏反身性： 

系統性觀察否定了觀察者處理其角色反身性的重要，輕信觀察者的存在

對於研究的影響力，而系統性觀察缺乏反身性的原因，某部分在於系統

性觀察聲稱要客觀的傳統，拒斥任何非科學的或形而上的「主觀性」資

料。 

McIntyre（1980）指出，系統性觀察研究的傳統以哲學方法學的實證主義為

基礎，藉由事先架構好的編碼系統來進行教室觀察，有系統地整納出教室中的互

動行為，以協助教師進行有效教學，因此，早期系統性觀察有一目的在於改善師

資培育教育，透過系統性觀察的資料呈現，教師可以瞭解到教室中哪些互動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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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再重複出現的或是著重關注教師及學生的語言行為，即從預先確定的觀點來

探究教室內的行動，同時協助教師檢視教室內行為、發展新的教學方式。然而，

正如上述，系統性觀察預先確定的觀察編碼架構可能導致觀察者僅著重教室內特

定行為的計數，忽略行為背後可能隱含的原因，另外教室內複雜的互動行為也可

能跳脫於預先的編碼架構之外，造成觀察者在觀察執行上的困難。而這般的觀察

取徑也無法對於教室情境的脈絡有所交代，造成研究發現的去脈絡化，而透過民

族誌觀察（ethnographic observation）即可彌補系統性觀察如此的不足。 

Spindler（1982）是促使民族誌蓬勃發展並被廣泛接受為民族誌之父。早期

的民族誌學者不是人類學家，關注外國的文化；就是社會科學家，關注自身社會

中陌生的種族團體，二者皆遭受文化衝擊並努力反思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存有的偏

見與預設，理解為何不同人對於相同事物會有不同的解讀。因此，系統性觀察與

民族誌的差異在於，前者將學校生活的諸多面向視為理所當然，但卻是民族誌者

卻是極力想從中找出問題。Spindler 指出，學校教育民族誌（ethnography of 

schooling）的研究焦點在與學校或學校教育相關的教育歷程或文化適應的過程，

因而對於同儕團體、遊戲團體、學校中各種形行式的暴力行為或其它與學校生活

相關的層面都在研究範疇內。在這樣一個社會互動的情境中，民族誌者對於社會

行動者的行動、言談及互動有所著墨，他們會利用觀察、正式或非正式的訪談，

透過情境中的參與者得到相關資訊（Spindler & Spindler, 1987）。 

民族誌企圖透過讓觀察者浸沒於「新文化」之中，挑戰個人對教室事物熟悉

的感覺。從事民族誌研究，觀察者必須長時間出現在單一或是小型的班級中，在

這段期間當中，觀察者不僅是觀察者，更可與參與者對話；而人類學家執行互動

分析時並不會在觀察者與被觀察者間作明顯的分類。 

除了教室觀察之外，民族誌研究者也會與參與者進行正式訪談。通常，研究

者會利用田野記錄收集觀察資料，並且使用整體的架構，亦即接受所有遭遇過的

情境並將其視為資料的基礎，這是與系統性觀察先驗、化約的特性截然不同之處。 

許多教室描述僅停留在外顯行為層面，忽略行為本身的意義，事實上，研究

者需瞭解人們的行為與其意圖是不可分割的，故進行教室研究時，現象學的理解

與情境行為的描述是須同時兼顧，這也是民族誌研究模式所強調的核心

（Delamont & Hamilton, 1984）。 

透過民族誌研究，研究者浸入教室情境中，能夠對於教室內的情境、文化脈

絡有所掌握，致力於從日常生活中的諸多現象找問題，同時透過研究者的反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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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爬梳行為背後的意義，而民族誌研究這樣的特性，可以讓我們從一整體性的

視野來理解教室內行為的發生及所代表的可能意義。 

 

第二節 微觀取向的師生互動研究 
 

70 年代後，隨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教育機會均等政策的失敗，人們將關注

重心從形式均等轉向實質均等，將研究視野從學校外部的各種制度轉向學校內部

的各個過程，師生互動在西方教育社會學中漸漸成為一專門的研究領域，（吳康

寧，1998：296）。此時，師生互動研究出現了微觀解釋取向的研究方式，鼓勵研

究者深入教室，描述師生互動的真實過程，若從符號互動論的理論視野出發，師

生間的互動係由符號而來，如語言、文字、手勢等等，由於符號是由社會情境所

界定，因而符號對於不同個體、置身於不同情境，可能帶有不同的意義，而藉由

符號，師生彼此得以表達其觀點。 

Delamont (1983)從符號互動論的觀點來探討師生互動，表示教室中的師生關

係就如「給與拿」（give and take）的互動模式，而這是一種協商過程，並且每天

都在重覆進行以及持續地被重新定義，並指出教室中的互動有四種面向，物理性

（physical setting）、時間性（temporal setting）、組織性（institutional setting）及

教育性（educational setting）： 

(一) 物理性（physical setting）： 

    大致可細分成三類，其中包括：學校位置、教室與學校環境的空間

關係以及教室內的格局與布置，都會影響教室中的互動。 

(二) 時間性（temporal setting）： 

    在教室中師生彼此的互動關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因此

研究者就不能忽略意義是在怎樣的時間脈絡下形成與發展，這樣才能確

實的詮釋在教室中所觀察到的現象。 

(三) 組織性（institutional setting）： 

    所謂「組織」，指的是教室背後，整個學校的組織。Delamont 援引

Strauss 的概念，指出學校的運作如同不斷進行的協商過程，雖然，學

校都擁有一套完善的組織結構以及正式的政策運作，但，仍會有許多事

物會不斷地被協商，進而可能形成一套新的規則。每所學校都有一套管

理學生紀律的規則，或被稱之為組織控管（institutional control），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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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都有各自的組織權力系統；我們應當關心，學校的權力介入對於教

師的私人領域（private domain）的影響為何？ 

(四) 教育性（educational setting）： 

    教室背後其實還有更大的一套教育系統在運作，從學校層面、地方

層面到國家層面都涵蓋在此運作系統內，當中這三層面彼此也一直處於

相互協商的局面。比如國家政策賦予教師更多的職權，讓他們能更自由

選擇教材；然而，當回到學校層面，校方可能還是會限制教師使用特定

的教材。 

    從 Delamont 的論點來看，當我們要研究教室內的師生互動時，除了互動行

為本身、教室內的情境脈絡以外，我們也當思索教室之外的情境脈絡影響，正如

陳奎憙等人（1996）在探究師生關係之性質及研究時，即開宗明義地點出社會變

遷與教育之關係極為複雜，教育可能為社會變遷之條件或原因，另一方面也可能

是社會變遷之結果或反映，易言之社會變遷與教育間係存雙向交互之作用。而由

社會變遷過程衍生而出之升學主義與校園倫理兩大問題，大大影響師生關係之建

立。 

    Woods（1983）也以符號互動論的理論視野出發，指出當我們在進行教室內

的師生互動研究時，應該注重情境中的幾點重要因素：空間（space）、物理特性

（physical properties）、時間（time）、知識（knowledge）、權力（power）、顧客

（clientele）、及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同時，他也提出教室中有幾項規則架

構（rule-structures），即時間規則架構（temporal rule-frames）、個人規則架構

（personal rule-framing）、課程規則架構（curricular rule-frame）： 

(一) 時間規則架構（temporal rule-frames）： 

    在學校生活中，課堂時間（period）是基本的時間單位，帶有教學

及控制的成份，如教師教學時會事先規劃出各教學流程階段，而在各流

程中都有其欲使學生達成的目標及期望。 

(二) 個人規則架構（personal rule-framing）： 

    Woods 引述 Hargreaves 等人（1975）的論點，指出教室中有許多約

定成俗的規則，同時學生會因對教師的喜好及評斷，來決定是否支持、

容忍教室中的規則，如學生可能會在課堂中製造噪音，新任教師會對學

生做出不適宜的要求或處罰等等。 

(三) 課程規則架構（curricular rule-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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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性質的不同會產生相異的課程規則架構，如數學科較美術科來

得具系統性，而教師教學方法的不同也會形塑出不一樣的教學規則架構

（pedagogical rule-frame）。「知識」與「權力」在課程情境中是為二重

要特性，在其中我們應當重視個體過往的經驗、社會化與否及物質條件

將會影響情境本身，如對於部份學生而言，他們的校外經驗遠超過校內

經驗，而其過往的學校經驗也會決定在新情境中的態度。 

    從 Woods 的觀點看來，師生互動中隱含了許多權力結構關係，而在教室內

的個體則自有其一套架構模式，如教師為了達成教學目的而採取特定教學方式，

學生會因過往經驗、對教師的喜好或同儕間的影響，而在互動中做出不同的行為

反應、形塑出不同的因應策略，因此，當我們在進行師生互動研究中，也應思索

互動行為背後各種可能的影響因素。 

    Waller（1932）也指出學校中的互動行為主要在於教學的提供與接收，師生

為達成教學活動而產生互動，其中教師會對學生的成就表現有所期望，並認為自

身有責任讓學生在學科上產生好的表現。教師與學生是師生互動中主要的二個角

色，教師主要的角色在於其執行者的角色，為建立規則的代表人物，因此教師必

須促進教室中的和諧及施行懲戒制度；同時，教師也是權威的象徵，教師可能藉

由命令、懲罰、對個人及團體關係的管理或操控、生氣、懇求等方式來建立及行

使自身的權威，只是師生間存在著不同的需求衝突，雖然這樣的衝突可能隱而不

顯，但仍不容忽視。 

Woods（1990a）指出，Waller 在論及教師權威的建立方式中所指的命令、懲

罰及生氣可歸為「控制」，其他的可視為「協商」。但其透過研究，觀察整納出八

種教師在互動中的生存策略—控制（domination）、協商（negotiation）、社會化

（socialization）、合流（fraternization）、缺席或離開（absence or removal）、儀式

及例行公事（ritual and routine）、職能治療（occupational therapy）以及自我安慰

（morale-boosting）： 

(一) 控制（domination）： 

    在控制的策略上，老師使用各種方式來壓制學生。老師有幾項技巧

可以有效控制學生，體罰或是使用言語攻擊，在體罰方式，教師可以做

出各式各樣有技巧但不留傷痕的身體攻擊；而在言語攻擊上，普遍可以

見教師對於學生的嘲笑，用讓人做噁的聲調，來嚇壞學生。 

(二) 協商（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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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策略的原則是交換。教師經常使用的方式包含懇求、道歉、

諂媚、奉承、承諾、賄賂、交換及威脅。通常老師提供的交換條件，

是免除或放鬆機構的限制，如看電影、聽音樂、出外參觀、社區服務

等讓學生有機會放鬆偷閒的活動。 

    另一個更常見的協商策略是「對規則的共識」。老師在與學生互動

時，會有團體共有的規範與標準，老師會選擇忽略某些並不會危害學

校，或不是公開炫耀的學生行為。 

(三) 社會化（socialization）： 

    即教導學生「對的事」，學生本身可能將不合宜的文化帶入學校情

境中，如個人主義的觀點則與學校偏好的接受、順從及一致性的文化

價值有所衝突。透過社會化讓學生在互動情境中不會造成其他衝突，

但多數的學生還未經過完整的社會化，因此老師必須運用其他策略來

與學生互動。 

(四) 合流（fraternization）： 

    即教師在某種程度上捨棄成人的角色，走進學生的世界，以降低

師生衝突的可能性。教師可能採取的方式有：和學生打好關係、軟化

內在衝突、增加學生義務感，並減少學生製造麻煩的慾望。 

    合流有許多形式。年輕的老師透過外表、打扮、言語及興趣常來

取得學生的認同，同時也透過與學生間的融洽關係來降低學生在互動

中可能持有的負面情感。年紀較大的老師則會表示自身與正式文化的

疏遠，在學生面前，以直接或含蓄的表現對學校規定及行動的不贊同。 

 許多老師也會分享粗俗的笑話，其他像是電視節目、廣告、運動等

話題，也都被老師拿來當做課堂話題。有時，老師也會自嘲，「模仿」

就是一種頗受歡迎的方式。 

 另一種合流的形式是「放任」。老師讓自己的行為規範完全被學生

文化取代。譬如在一吵鬧的課堂中，不見老師管理秩序，其只忙著在

各小團體之間來回指導、指派作業。表面上看起來這個課堂是無法無

天，但實際上老師仍舊繼續在進行他的教學。 

(五) 缺席或離開（absence or removal）： 

    即在潛在衝突中缺席，如虛弱的老師，需要被保護，因此課較少、

難教的班級也不會分配給他們；好的老師，則應該被酬賞。酬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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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自由時段」（free periods）的安排。還有些老師會選擇精神

缺席，如白日夢、想睡、看窗外、無法專心、忽視問題、浪費時間。 

(六) 儀式及例行公事（ritual and routine）： 

    透過儀式及例行公事來維持學校秩序，管理學生的行為。例行公事

為學校生活提供了一個老師和學生都可以接受的結構，並視為建立控制

的基礎。 

(七) 職能治療（occupational therapy）： 

    即找事情來讓自己忙碌，這也是學生常使用的互動策略之一，學

生為了抒發厭煩及憤怒，而可能會用玩牌、刻桌子、在紙上亂畫及看

漫畫的方式來將時間填滿；老師也會藉著讓自己忙碌來達到治療，如

標記書本、設置器材、給予個別指導，或是「拉長的練習」（spinning-out 

exercises），即浪費許多的時間在遲到、早退、和學生閒聊、準備課程

及材料、中斷、無關的故事及漠不關心的步調。 

(八) 自我安慰（morale-boosting）： 

    即教師透過一些詞語、修辭來合理化自身的行為，如 Sharp 和 Green

（1975）在「保持忙碌」的討論中提及，對教師來說，只要孩子忙碌且

主動找事做，那就符合所謂「孩童中心」的精神。另外也常見的「進步

主義」的詞彙及用語，老師從中建構他們自己動機的詞彙。學校制服被

宣稱「平等」、屈辱過程及統治技巧被呈現為社會化手段、區隔麻煩製

造的學生，透過宣稱他有獨特個性，所以必須受到特別對待。 

同時，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學生也會發展出自己一套的策略，Jackson

（1990）針對學生對於學校教育的感受進行探討，指出學生對於學校及教師的態

度經常在改變，過去的研究多在探討學生對於學校是持支持或反對的立場，但這

樣一分為二的處理方式卻往往遺漏許多訊息，正如以往的研究呈現，在學校情境

中教師往往較學生來得具權威性，他們需管理教室中的所有可能發生的事件，決

定待處理的事件的先後順序、決定誰可以發言、誰的行為可以被忽略，一位教師

得面對無數的學生，許多學生的需求或想法可能因此而被忽略。在教室的互動

中，學生必須遵從教師設定的規範秩序、根據教師所安排好的行事節奏來動作，

在這樣的權力互動脈絡中，學生自然地發展出二種因應策略，一種是力求表現、

接近教師權威，成為教師可倚賴的助手；而另一種學生則是盡力避免讓教師留下

不好的印象，儘量不製造麻煩。他更進一步指出，通常學生的學校生活經験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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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家長或教師所討論的，因為不管學生對學校經驗持著怎樣的看法，他們都必須

待在學校，他們必須學習如何服從成人（師長）的權威。因此，本研究欲以學生

的觀感為探究焦點，嘗試去瞭解學生如何看待自身與教師的互動關係。 

Hammersley 及 Turner（1980）指出過往關於學生觀點和適應的研究，焦點

主要都在偏差的（deviant）或反學校（anti-school）的學生，於是他們著手檢視

「順從」的概念，探究「順從/支持─偏差/反學校模式」的問題，指出過往對於

學生的互動行為的模式分類都過於簡單化，在過去，順從的學生通常被描繪成偏

差者的鏡像（a pale mirror image of the deviants），他們只順從中產階級或學校價

值和規範；而偏差者大多能發展出新奇的價值和策略來面對所遭遇的處境，順從

者卻只是順從學校對學生角色的定義。然而，其援引 Hargreaves（1967）的研究，

指出即便是在一個高度支持學校和擁護中產階級價值的班級中，學生仍可能因為

課程的不適當而對教師有所批評，從中可以得知，就算是順從學校的學生，也不

見得完全認同教師的價值觀；再者，學校中並不可能僅有一套中產階級的世界

觀。因此，「支持─反對」學校教育的結構模式並不足以解釋學生複雜的互動行

為模式。雖然 Woods（1979）曾以學生對學校教育目標及方法作為橫縱軸，修正

過往過於簡單化的適應模式，而提出一套學生策略模式，但 Hammersley 及 Turner

仍認為他的模式依舊忽略了互動情境中的變化（轉引自許殷宏，1999）。 

Furlong（1984）的研究嘗試以互動組的對照來探究學生在互動中複雜的策

略，他認為在班級情境中沒有一致性的團體和一致性的學生團體文化，所謂的規

範和價值是聯繫於「特定的情境定義」以及「典型的互動組」，而不是聯繫於特

定的朋友團體，教室中的行為有很大的變異性。 

 

第三節 影響師生互動相關因素 
 

    動態的師生互動磋商過程中，有著極為錯綜、龐雜之影響因素，可能來自鉅

觀層面的階級、性別與族群之差異，也可能與教師或學生個人不同之價值信念、

知覺態度有關，或受制於教育場域中互動情境裡人際關係、符號使用策略之影

響，方德隆（2002）即指出影響班級師生互動關係之因素除了班級內部師生角色、

課程教學等因素外，尚含班級之外的社會情境因素（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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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境 

課程 

教學 

學生 

背景知識 

教師 

背景知識 

動態的人際

互動歷程 

圖2-1 班級體系中影響師生互動之因素 

資料來源：修改自方德隆（2002：161） 

 

壹、 影響師生互動因素：社會情境 
 

    由上圖可知，社會情境對師生互動有所影響，正如 Delamont（1983）所指，

進行師生互動研究時，我們應留意在教室之外有一套更大的系統在運作，如學校

層級或國家層級的影響，臺灣濃厚的升學主義氛圍就成了師生互動的影響因素之

一，Yi 與 Wu（2004）在談論台灣學校教育時即指出為求日後有所成就，台灣教

育體制下的學生只得不斷應付無止盡之考試，致使學校中彌漫了許多失敗感，文

憑主義下的師生關係似乎緊扣著考試、競爭、升學而打轉。黃裕城（1993）也提

及升學競爭對師生關係之衝擊，為符應家長對子女成龍成鳳之高成就期望，教師

首要任務成了「販賣知識」，再加上課後輔導的興盛，沖淡了以往師生間較綿密

之依附感，同時，當教師得面對多名學生，無法兼顧所有學生之需求時，可能使

師生互動關係大打折扣，加上學生即消費者觀念的影響，師生間漸走向一種付費

受教、顧客導向之教學服務關係，也使師生關係產生變化。同樣的，杜永泰（2005）

也指出過去尊師重道觀念濃厚，家長信任學校、學生服從教師，師生關係較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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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受到民主自由風氣之激盪、家長教育水準日升、消費者導向意識抬頭以及少子

化等因素都帶給師生關係不同之影響。徐也淨（2006）則將學生對教師的分類視

為關注焦點，以一所常態編班的國中為研究場域，一個八年級班級的學生為研究

對象，透過訪談來進行資料蒐集，發現受到升學主義的影響，個案班級裡的所有

學生皆忽略「學測不考」科目的授課教師，由此可見文憑主義對師生互動所產生

的影響。 

     

貳、 影響師生互動因素：師生雙方背景知識 
 

    而在動態的師生互動歷程中，教師與學生為二個主要角色，其本身皆帶有過

往的互動經驗，而這樣的經驗會協助他們在與彼此互動時，採取特定的互動策

略，如 Keddie（1971）的研究中即指出，教師在與學生相處時，在某種程度上

會將其自身個人、社會及工作相關的經驗帶入教室，其依據能力及社會階級來為

學生分類，當教師在面對不同類別的學生時，也抱有不同的期望、採取不同的互

動方式。Ivinson 及 Murphy（2006）在探討教室中的互動時，也明確指出學生本

身會因家庭經驗、與同儕互動的經驗，影響他們對教室情境的參與及認同程度，

易言之，當學生在與教師互動時，彼此的互動關係可能會受家庭、或同儕因素之

影響，即此學生會將個人經驗帶入教室互動情境中。 

    李昆翰（2003）以一所國中班級及導師為研究對象，透過訪談及觀察等資料

蒐集方法，來探究教師對學生的分類行為，發現教師基於管教的便利性，會依據

其自身的個人經驗及教學信念來對學生進行分類，而分類的衡量標準特別著重

「學業」及「行為表現」二個面向，透過這二個面向框架出「順從性」及「可教

性」兩個主軸交織出的分類架構，將學生分成六種類型，也歸結出三大類的師生

互動關係。Ball（1980）的研究中則提及，師生彼此在見面互動之初，都帶著過

往的教室經驗或事先會蒐集彼此的資訊，而這樣的資訊能幫助師生事先界定彼此

所期望的互動情境，通常在師生初見面時，學生會採取二種模式，一方面學生會

試探教師的底限，測試什麼是教師所能或無法容忍的；另一方面學生也會形塑出

群體意識，以利日後與教師的相處。而學科知識的性質以及教師教學模式也是影

響師生互動的因素（Woods, 1983）。 

 

參、 影響師生互動因素：性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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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nger、Warrington 與 Williams（1999）探討教室中性別相異的師生互動情

形，藉由訪談教師、學生與觀察，發現教師與學生二者對於師生互動持有相異的

看法及感受。有的教師堅稱其對所有學生採一視同仁的態度，有的教師則坦誠即

便他們瞭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但實際上卻極難達成；相對地，值得注意的是，

不同性別的學生對於師生互動的看法也有所差異，從大部分學生的訪談資料顯

示，只有少數男生或女生認為教師是性別平等的。幾乎所有男生都覺得受到教師

較多的負面關注，他們認為教師對女生的懲罰較為寬容，而有的學生則認為女性

教師對男生的懲罰較嚴厲。許多男生指出女生上課說話不是被忽視就只是被告知

不要再講了，但相同的情形發生在男生身上不是被喝斥就是被趕出教室。甚至，

還有受訪學生指出，若女生跟老師發生爭論，老師還可能傾聽她的說法，若是男

生則馬上被轟出教室。同時，男學生發現女生可以和教師處得較好，甚至跟教師

撒嬌以達到目的，尤其對男教師更有用。男生也發現教師對男生有偏見而較注意

他們，特別是那些有不良紀錄的男生，如果發生一件老師沒有當場目擊的壞事，

教師通常會把箭頭指向班上最調皮的男生。 

    Einarsson 與 Granstrom（2002）的研究則更進一步指出藉著教室觀察，可以

發現，在學生的性別差異層面上，男學生得到教師較多的注意，男學生與女教師

的互動遠比男教師的互動來得頻繁，而女教師總是給予男學生較多的關注，不

過，隨著年紀的增長，男性教師將給予女學生較多的關注。 

    在石文宜（2006）的研究中，也得到類似的發現。她以師生互動關係的「量」

與「質」為思考點，整理師生關係與性別之相關研究，發現在「量」的部份，課

室中教師與男學生互動之頻率遠大於女生，主要推論原因在男學生較為主動或好

動之個性，而在「質」的關注面上，教師常提供較多互動以幫助男學生進行學習，

然女學生則少有此機會。此外，教師通常會詢問男學生較高層次之思考問題。另

在教師性別之考量上，或許學生對不同性別之教師持不同期待而導致師生互動關

係有所差異。 
溫麗雲（2002）透過參與觀察及訪談，探究花蓮縣一個小一班級裡生活課程

中的師生互動情形，發現其中存在著性別差異的因素，大致可由教學活動及教學

過程二個層面來進行說明：在教學活動上，女學生雖然配合度極高，然屬於默默

服從的群體，而男學生則較具自信，課堂中的發言較為踴躍；在教學過程中，教

師多半請男學生進行協助，而在要求教學順利的情形下，男生常被點名警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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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男生與老師的互動以負面居多。 

而賴月心（2008）以一所高職電子科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觀察數學科教

學歷程及教室管理等活動，及與師生的訪談來探究數學科男性教師與男女學生在

教學過程中的互動行為，其研究發現教師會依據男女學生本身的特質、個性及數

學能力表現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互動行為，如在班級職務的派任、口語表達、管

教態度與課堂關注等層面上都會突顯男女性別的不同；而學生亦從班級職務分

派、口語表達與管教態度上察覺教師容易有男女性別之分。 

 

肆、 影響師生互動因素：教師期望、學業成就 

 

教師在面對不同社會階級地位的學生，會持不同的互動態度及期待（Keddie, 

1971; Rist, 1970）。Rist（1970）探究學生階級與教師期望如何暗藏於師生互動情

形之中，指出教師心目中都會形塑一理想的學生類型，而這類學生通常是被歸屬

於成功的群體，若細究教師們對於「成功」的認知，便可發現其背後所帶有的社

會價值，「受良好教育的中產階級」被教師們視為成功之，而擁有這類特質的學

生則享有教師的高度期待，反之則較不受期待。而 Keddie（1971）的研究中則

顯示出，教師在面對能力中上的學生時則顯得極有耐心，課前會做足準備，課中

也針對學生的提問加以回答，但這樣的互動情形在面對低能力組的學生時則不復

見。 

郭榮澤（1985）的研究以台北市立一所國中八年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

問卷調查進行資料蒐集，並進行統計分析，來探討高低成就學生的師生互動關

係，發現高成就的男女學生群體在教師「教學技巧」、「講解」、「溫暖」、「鼓勵」、

「接納學生感受」以及「接受學生的想法」等層面的知覺均較優於低成就群體。

而楊憲明（1988）指出，教師常因自身價值型態與低社經背景學生有較大之差異，

因而在師生互動歷程中較難建立積極之關係。陳奎憙等人則提及，當教師在處理

學生或班級事務時，可能受自身主觀之影響，常較有利於社經背景較佳之孩童，

而在有意無意間造成對家境清寒者之歧視。 

江麗蘭（2006）則關注國小數學高低成就生師生互動，其以彰化縣一個小四

班級為研究場域，透過觀察並輔以訪談來蒐集資料，發現教師對高低成就生良好

表現的讚美方式有所差別、會賦予高低成就成不同的工作任務，並且在高低成就

生不當行為的處理方式上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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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一個八年級的教室為研究場域，研究目的在探討國中生如何詮釋師

生互動關係，以及形成不同詮釋的因素為何，藉此得知學生如何看待自己或同儕

與教師間的互動、在與不同教師互動時的想法、所採取的互動策略等。以下即針

對本研究設計，包括研究實施、研究場域的選取及對象及研究者倫理逐一說明。 

 

第一節 研究實施 
 

    若從結構功能論的觀點來看，班級是一社會體系，為學校組織的一部份，影

響班級師生行為有二大因素：制度層面及個人層面，前者為團體規範層面，受文

化因素影響；後者為個人情感層面，受生理因素影響。只是班級又為一獨特的社

會系統，影響班級內的互動因素並不僅限於系統內，即其並非一先驗的社會系

統，故班級社會系統是可藉觀察等方法作實徵性的研究（陳奎憙，2002）。因而，

本研究係以質性研究為思維，採個案研究之取徑，在資料蒐集方面則以觀察及訪

談並行，以下將分別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資料蒐集方法、受訪對象、研究者

角色與關係、研究倫理及自省幾個部份。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國中生如何看自身與教師的互動關係，以及影響學生與教師互

動的因素為何，基於質性研究思維能貼近研究對象的社會脈絡、凸顯主觀意義

（subjective meanings）與日常經驗（李政賢譯，2007）之特性，採質性取向作

為研究思維。在研究取徑上，個案研究受社會學理論影響頗深，多從微觀角度進

行教育研究，研究主題涵括學生間的同儕互動、教師角色的設定對師生互動的影

響、學校中的潛在課程，以及學校教育與社會均等間的關係等等（Goetz & 

LeCompte, 1984; 引自 Merriam, 1988），而個案研究對於整體性十分強調的特

質，也讓其在教育領域的應用上，無論研究對象是學生、學校或課程，都十分注

重對社會文化的詮釋及整體文化脈絡的考量（吳建華、謝發昱、黃俊峰、陳銘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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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同時，個案研究之所以適合作為本研究之取徑，係因本研究大致具備個

案研究四點特色─「特殊性」、「描述性」、「啟發性」以及「歸納性」（Merriam, 1988）： 

 

第一、 特殊性（particularistic），本研究以台北地區一所跨區就讀比例高而

升學率佳的學校中一個更換過導師的班級為場域，探討學生如何看待自身與教師

的互動，其中更因導師的更換，讓學生對於前後任教師持有不同的觀感及適應方

式，此為場域之特殊性。同時，本研究並不在與其他研究相互比較，而是著重於

從整體脈絡的觀點出發，來探究個案場域中的互動現象，此為研究焦點的特殊性。 

第二、 描述性（descriptive），由於師生互動係為一複雜過程，其中涉及了

許多的影響因素，本研究透過觀察及訪談來蒐集資料，力求達致「厚實的描述」

（thick description）來探討研究場域中發生的現象以及研究對象的觀點。 

第三、 啟發性（heuristic），個案研究在促使讀者能藉由研究現象來拓展其

經驗，而透過研究帶來的新意義，讀者也能確認其已知的知識。本研究冀望藉由

個案場域中的師生互動樣貌，呈現學生的想法及感受，引發讀者在其既有經驗上

產生共鳴，並為讀者帶來新的啟發及思考。 

第四、 歸納性（inductive），本研究在透過對研究場域中所得資料的反覆檢

視，呈現不同的學生眼中大致是如何看待自身與教師的互動，從中形成師生互動

間的規則或概念，亦言之，本研究是透過場域中所見及所聽的資料來理解學生眼

中的師生關係，而非進行任何假設的驗證。 

 

貳、 資料蒐集方法 
 

    關於研究資料的蒐集，我透過現場參與觀察及訪談來蒐集研究資料，在訪談

的部份先透過焦點團體訪談來瞭解班上同學分別喜歡或不喜歡怎樣的或哪一科

的教師、原因，及如何看待學生與教師互動的情形，同時將現場觀察時所產生的

疑惑提出詢問（焦點團體訪談大綱見附錄一），只是在焦點團體訪談中，訪談參

與者的言談可能會受他人的在場而影響，在不同的脈絡中提出不同的陳述

（Morgan, 2002），而藉由訪談參與者不斷的對話互動而獲取資料的特性，也可

能造成發言權僅握於特定某幾位較為強勢的成員手中（歐素汝譯，1999），因此

為能就研究問題進行深入探討，我再利用個別訪談來瞭解不同學生的看法，在個

別訪談的設計上，我著重瞭解學生的背景經驗，如過往與教師的互動經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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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否參與班級事務、又如何看待孩子與班級教師的互動（個別訪談大綱見附

錄二），試圖從中瞭解不同背景經驗的學生如何看待自己或班上同學與教師的互

動情形。 

 
一、 參與觀察 
 

由於師生互動關係可能會受微觀及鉅觀等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表現在學校

日常生活中，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選用上採參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黃瑞琴（1994）指出，參與觀察特別有助於研究人際間、事件間之關係、人群和

事件的組織以及人類社會生活的脈絡。透過參與觀察，我得以對日光班的班級文

化、學生文化有一定程度的瞭解，同時隨著觀察的時間增加，我也逐漸與學生建

立良好互動關係。每次進行現場觀察時，我會記錄田野筆記，田野筆記是將觀察

所得的人、事、物寫成文件的方法，格式則視研究者習慣與方便而定（Emerson, 

Fretz, & Shaw, 1995），學生常常戲謔地說我就像個狗仔隊、書記官，將他們上課

的情形全都記錄下來，比他們上課還要認真，而他們也時常在課間時聚集在我身

邊，翻閱我於課堂中所記錄的筆記，回顧他們上課情形，同時也能知道其他同學

在課堂中的動向。 

但也因為學生會利用課間翻閱我的田野筆記，98 學年度下學期剛開學沒多

久，小馬及小紅走到我身旁，拿起桌上的田野筆記開始翻了起來，小馬看到筆記

中寫到他將手機夾在書裡傳給其他同學時，突然大叫了一聲，引來小紅的注意，

小紅接過田野筆記後，開玩笑地大聲嚷嚷：「我來看這什麼爛東西！」而後像是

抓到我的把柄般地接著說：「老師你很機耶，你跟老師告密齁！」聽得我一頭霧

水，後來才知道小紅因為上課玩遊戲王卡，目前處於被導師禁玩的狀態，而田野

筆記中正好記錄小紅上課不專心的情形。我於是回應田野筆記是不會交給老師們

閱讀的，這是研究之初我就給班上同學的保證，這般保證我確實也都有做到，況

且他被禁玩在先，我記錄在後，小紅一臉「似乎也有道理」的表情，才讓這抗議

事件落幕。 

除了課堂觀察外，課間與學生的閒聊及討論也是我記錄的內容之一，有時我

會請學生幫我補充上課我所看到或聽到的資訊的背景知識，並隨手將其記錄在田

野筆記中，有時則是記錄學生彼此或與教師在課間的互動情形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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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 
 

除了透過參與觀察，觀看日光班學生與教師的互動情形外，我也透過訪談學

生，來瞭解他們如何看待自身或班上同學與教師們的互動，讓他們在自我表露的

過程中開展自身的師生互動關係經驗與觀點，在訪談的規劃上，由於初進研究場

域時，學生曾與我分享班上小團體較多，而在觀察的歷程中，則發現班上與老師

們互動較頻繁的多為特定幾位學生，其餘的學生則與教師們有較少的言語互動，

為求儘量瞭解班上所有學生的感受，因此本研究採「焦點團體訪談」及「個別訪

談」來進行資料蒐集。 

 

(一) 焦點團體訪談 

 

Flick（2002: 181）指出團體討論互動的訪談方式為一種建構社會真實的歷

程，更貼近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的情境（廖志恒譯，2007），它允許

訪談參與者有更多的時間來反思、並回想起一些經驗，同時某人提到的事情也能

激發其他人的回憶與意見，讓彼此的觀點有交流的機會（任凱、王佳煌合譯，

2005）。基於焦點團體較開放的問答方式，在訪談參與者彼此互動、對話的過程

中，將可能引發更多的想法，增加資料的豐富性，促使研究者獲取較深層及細緻

的涵義（歐素汝譯，1999）。為此，本研究先採用焦點團體訪談來蒐集日光班學

生對教師的大致看法，探究學生喜歡及無法接受的教師特質，透過這樣的歷程來

探討國中生如何看待自身及班上的師生關係，其中是否有差異性，而差異性的來

源又為何。 

在焦點團體訪談的分組規劃上，考量到學生與自己平日熟悉的朋友在一起較

能不吝表達自身想法，因此我請學生自行找尋組別，以 4-7 人為單位，再告知我

即可，但若學生無受訪意願也不加以強迫，在焦點團體訪談的安排上總計四場，

共 24 人受訪，在學生自尋組別下，焦點團體訪談的安排為男女學生各二場（見

表 3-1）。週四下午連兩堂的國文課多半被小慈老師拿來當作文課使用，而自習課

則是日光班學生得以閱讀課外讀物的課堂，因而訪談時間係利用週四下午的課堂

時間，以不妨礙老師教學進度為主，每場訪談大約進行 30~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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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焦點團體受訪成員一覽 

組別 成員 訪談時間 

小從組（男） 小從、小映、小毅、小重、鉛筆、小翹 2010/03/11 

小靜組（女） 小靜、小蔚、虎呼、幽刃、星夕、咩肚 2010/04/08 

小馬組（男） 小馬、小紅、炎絕、小華、小右、小按、小旋 2010/04/15 

小奕組（女） 小奕、小乘、小詠、小鈺、小涵 2010/04/22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這四組焦點團體訪談的學生特質及與教師互動的方式也略有不同，但大致可

因性別因素而劃分成二大類： 

 

1. 男生組：小馬組裡除小華外，其餘學生與教師互動十分直接，在課

堂中若對老師感到不滿，會立即將情緒反映在課堂中，也因此成為

教師較常關注的對象；而小從組裡僅小從會在課堂中直接表達其不

滿的情緒，其餘學生則在私下抒發其對教師的不滿。大抵而言，日

光班男學生在常規方面較常受到教師們的關注及糾正，當詢問到不

喜歡的老師時，二組男生的回答如出一轍。在日光班中，與教師們

互動直接的小從、小維1、小紅、小馬及炎絕是同儕間說話較有份

量的幾位學生，也時常成為班上的意見領袖。 

2. 女生組：小奕組裡的學生成績皆維持在中上，常規佳，平時皆為教

師得力助手，被委以負責班上許多事務，上課會認真聽講，針對課

堂疑問於課堂中或課間詢問教師；小靜組的女學生則偶會因秩序問

題受到導師的糾正，其中星夕因擔任班級幹部，時常協助教師處理

班級事務，二組女生在對導師的看法部份較為相近。 

 

(二) 個別訪談 

 

     植基於研究者欲發現、了解與獲得深刻理解的假設，研究者須選擇讓自己

有最多學習機會的研究參與者，此為立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的主要意涵

                                                 
1 在邀請學生進行焦點團體訪談時，小維表示無意願，因而雖然小維是英語教師被鎖事件的主

角之一，但本研究中並無其受訪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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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iam, 1988: 48）。在本研究中，因欲探討學生如何看待自身與教師的互動關

係，以及影響他們與教師互動的可能因素、在與教師互動時又可能採取哪些策

略，在邀請學生進行個別訪談時，除了考量學生的受訪意願外，我分別邀請了幾

位在學校與教師互動程度不一、互動方式不相似的學生進行個別訪談，訪談時間

與地點以學生方便為主，多半利用課後或自習課時間在學校內進行，少數幾位考

量到學期末考試將近，延至暑假期間，於校外速食店或圖書館進行（見表 3-2）。 

     

表 3-2 個別受訪對象資料一覽表 

受訪者 性別 父母是否參與

學校事務 

師生互動情形 成績 訪談

時間 

訪談

地點 

炎絕 男 父親長年在大

陸，極少與母親

談論學校事

務，母親也因日

後可能會換導

師，不積極參與

班級事務 

說話直接，上課

較難專心，面對

不喜歡的老師

會出現對嗆情

形，不喜歡的課

堂則趴著休息 

班上後段，日

後欲報考高

職 

2010/ 

0624  

校內 

虎呼 女 單親，母親平日

忙於工作，幾乎

不參與班級事

務 

互動低調，極少

與教師互動，不

喜歡上課 

中後段，日後

欲考高職美

髮科 

2010/ 

0618 

校內 

小馬 男 父親在外地工

作，面臨學校懲

戒時才與母親

談論學校事務 

說話直接，會視

心情回答教師

上課提問、與其

互動 

中段，日後欲

考警專或公

立高職 

2010/ 

0624  

校內 

棲蝶 女 覺得親師站在

同一陣線，在家

不會與父母談

論學校事務，但

父母會抽空參

與學校事務 

互動較為低

調，因負責而偶

被委以協助，上

課會指正老師

板書有誤部份 

中前段，日後

欲考公立高

中 

2010/ 

0620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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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個別受訪對象資料一覽表（續） 

星夕 女 父母會參與學

校事務，若與父

母抱怨學校老

師，則會被勸導

糾正自身行為 

擔任班級幹

部，為教師得力

助手 

前段，日後欲

報考前三志

願高中 

2010/ 

0703 

校外 

鉛筆 男 父母會參與學

校事務，也會與

孩子分享參與

的感受，尊重孩

子的想法，同時

也要求孩子有

所自制 

擔任班級幹

部，為教師得力

助手 

前段，日後欲

報考前三志

願高中 

2010/ 

0705 

校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在研究資料的編號上，我是依照「日期」、「資料蒐集的方式」及「對象／來

源」來處理，舉例而言，2010 年 3 月 11 日對小從組的焦點團體訪談的資料編號

方式為「20100311 團訪小從組」；2010 年 6 月 24 日進行的個別訪談，訪談對象

為炎絕，資料編號方式為「20100624 訪炎絕」；2010 年 3 月 11 日觀察音樂課所

記錄的田野筆記，資料編號為「20100311 音樂課觀」；若是課間與學生的談話與

討論則納入觀察的範疇中，不特別註明對象或來源，如 2010 年 3 月 4 日在課間

與學生聊到歷史課調課的看法，資料編號為「20100304 觀」。 

 
第二節 場域選擇與對象 

 

壹、 日暮國中 
 

    日暮國中座落在台北地區，是一間立校數十年的大型學校，學生總數共四千

多人。日暮國中與外的交通十分便捷，學校外頭的大馬路，傳統的市場充斥著吵

雜的人聲、車聲，老舊的建築矗立在路旁，感覺進入了一個曾經繁榮過的舊城，

騎車彎進位於巷內的學校，嘈雜隨即少了許多，環顧學校兩側，一邊多是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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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區；而另一邊則較富生活機能，寧靜與忙碌交織出學校周圍的情境。化名為

「日暮國中」即有這層涵意，白天與黑夜交班的日落時刻，是外出工作、求學者

起身前往下一活動場域之際，一整天的忙碌過後，此時彷彿是難得的偷閒時光，

身心即便鬆懈、腳步或許疲憊，斜掛在西方天際的夕陽仍舊散發和煦日光，為在

外的人們提供著光亮。一間座落在看似不起眼的地域，是跨區就讀的學生口中升

學率較高的學校，正如學生表示：「因為這裡的學生有很多上建中、北一女啊！」，

日暮國中為了踏著求學路的中學生們，正指示出一條明亮的路徑。 

    日暮國中雖屬大型學校，然校地並非十分寬濶，校地平面圖如圖 3-1，還沒

踏進校門口，就見高處標示著「尊師重道」四個字，斗大而顯明，彷彿欲行潛移

默化之用，提醒學生在與師長互動時，應有基本的禮儀與尊重，同時也應抱持著

不斷學習的態度來追求學問。 

    接近校門口處的花圃前擺置著許多告示看板，分享著學校社團的榮耀表現，

穿堂的二旁佈告欄貼了許多學校相關活動的照片集錦，如八年級的隔宿露營、校

慶及各項競賽，近來則是增加了學校校史的介紹，似欲讓學生對自身求學的環境

有基本的瞭解，整體看來，學校似乎亦十分重視學生多元能力的發展以及興趣之

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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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在選擇研究場域時，考量到學校內部重視升學的文化可能會對班級內的

師生互動產生影響（Woods, 1990b），同時，由於個人自身經歷過更換導師的經

驗，在與前後任導師互動時，往往無法以相同的模式進行互動，因而在考量合適

的研究場域時，即希望能找尋曾經換過導師的班級，一方面是因為相較於其他未

更換過導師的班級，這群學生多了個機會去接觸新的導師、適應與磨合新導師的

帶班風格，另一方面則能藉此探究學生因更換導師而持有怎樣不同的師生互動文

化。由於碩二修課時曾進入日暮國中觀察，同時日暮國中班級數極多，為北部學

生跨區就讀比例不低的大型學校，因而商請在日暮國中任教的學姊協助，順利與

日光班的小慈老師聯繫上，在簡單地與小慈老師說明研究方向後，小慈老師爽快

地答應讓我進入班上進行觀察。 

 

貳、 日光班 

圖書館 
 
教室 

游泳池 
 
電腦教室 

後門 
☉日光班 
 
教室 
工藝教室 
音樂教室 
家政教室 

 
教室 

合作社 

教室 
辦公室 

正門 

教室 

教室 

圖書室/教室/社團教室 

司令臺 
實驗室 
合作社 
辦公室 

 
行政樓 

運動場 

花圃 

符號 
☉日光班教室位置 圖 3-1 日暮國中校地平面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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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八年級的日光班為研究場域，係因考量九年級的學生即將面臨基本

能力測驗，其學校生活多被複習及考試填充，而七年級的學生因為剛進入新的學

習環境，同儕彼此尚未熟識，且尚未形成自身的班級文化或團體間的同儕文化，

在師生互動方面尚未凝聚「共識」。化名為「日光班」，是因為「日光班」的學生

對於喜歡的老師及課堂能保持著源源不絕的熱力，就像和煦的陽光般，相反地，

有些學生在面對不對胃的老師或課堂時像豔陽，散發出灼熱的光芒，尖銳的措辭

總令人為之捏把冷汗，而有的學生則選擇沉默、較少回應互動，像是被烏雲遮蓋

住的太陽，光線黯淡而散發出的溫度略低。 

    日光班總共 35 位學生，其中，原先為男學生 18 位，女學生 17 位，後因 2010

年一位女學生於過年期間發生車禍，長期住院，下學期一位男學生轉入，故男學

生共佔了 19 位，而女學生佔了 16 位。尚未開始觀察前，在與小慈老師的談話中，

瞭解到班上的女同學十分具有領導能力，總是主動地把班上各項事務處理完善，

而男同學則較為活潑，有時較缺乏自制管理的能力。七年級的導師因為屆退休之

齡而離開學校，而小慈老師也因近退休年紀，原先想轉為兼任教師，但出於學校

請託而接任日光班導師一職。 

    第一天正式進入班上前，老師已先向學生簡單說明這學期會有一位研究生到

班上進行觀察，在介紹我與班上同學認識時，老師先幫我開了場：「同學，老師

之前有說過這學期會有一位台灣師範大學的研究生到我們班上進行觀察，你們要

叫她老師，那她是要觀察什麼就讓她來跟大家說明。」接過麥克風之後，我簡短

地與學生進行自我介紹，並向學生說明我到班上主要是觀察學生與教師們的互動

情形。但學生似乎也沒將太大的心思放在我身上，班上呈現一種鬧烘烘的狀態，

因為就在我說明完研究目的的同時，小馬立即舉手發問：「妳是要觀察什麼啊？」

於是我又再度說明我是到班上看他們和老師們的互動方式，而在短暫地介紹過自

己與研究目的後，我走至老師特意為我空出的座位。 

 

一、 日光班教室安排與佈置 
 

日光班教室位於該棟樓四樓最末間，該棟樓三樓及四樓為一般教室，其餘樓

層為藝能科教室，任教教師若要至日光班上課，多半會經由教師辦公室與該棟樓

間銜接的樓梯，學生可遠遠地從走廊末端觀察到任課教師的出現，而教室一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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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梯則多是學生利用以出入的途徑，由於靠近學校側邊圍牆，有時會因為校外的

聲響而干擾上課的進行，教室位在較高樓層，因此學生課間活動大部份都是留在

教室內，靜態活動如遊戲王卡，動態活動有摔角擂台，偶爾才見幾位男同學至操

場打球，女同學則是以閒聊為主。 

第一次踏進班上，或許是剛開學之故，教室的佈置都尚未完成，公佈欄上也

尚未貼出許多公佈事項，學生的桌子左側一律寫上他們的座號，以利老師的辨

識，這也利於我在短時間內熟記班上同學的名字。開學約二週後，班上的公佈欄

由幾位女生設計完成，整個基調走可愛風，精心的佈置也因此獲得教室佈置比賽

該年級第一名。 

教室前方有黑板及講台（如圖 3-2），講台前方為講桌及二張課桌，課桌上大

部份時間擺放著學生繳交的作業；黑板右側有電視及 DVD 播放器，前方的公佈

欄大多貼示學校所發放的公告事項，而後方公佈欄則貼上學生活動參與的照片、

班級成績單，以及偶爾學生會發揮創意及美術能力，將課堂心得畫在紙上，將其

「公告」在公佈欄上。電視固定在中午用餐時間開啟，DVD 播放器的搖控器由

學校統一管理，偶爾課堂老師需要使用教學光碟，得事前通知班上事務組長，使

其至學校設備組借用搖控器。黑板右方會登記學生作業未繳交的名單，上方則寫

著每日成語介紹。 

 

圖3-2 「日光班」教室平面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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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眼中的上課日 
 

本研究時程計為 2009 年 9 月至 2010 年 6 月，2009 年 9 月至 2010 年 1 月主

要觀察日光班師生互動情形，2010 年 2 月至 6 月則規劃用來進行訪談。後因一

週僅至班上觀察一日，段考該週及前一週因課程多是用以考試為主，則不進班

上，98 年度上學期末，因發現與學生的熟稔度稍嫌不足，擔憂在訪談時無法得

到學生真實的想法，故在與小慈老師商情之後，將觀察時程延長至 2010 年 6 月，

訪談的進行則從 2010 年 4 月開始，先進行焦點座談，而後進行個別學生的訪談。

在觀察日的安排上，一方面考量到自身在師大仍有修課之需求，另一方面，週一

上課科目重複性較低，可觀察到學生與不同科目老師的互動情形，故 98 學年度

上學期進現場觀察的時間為週一，而下學期同樣配合修課需求，加上班上學生極

為喜歡的歷史課安排在週四，故在詢問導師及教師之後，將觀察日安排於週四。 

「日光班」課程表的節數分配如後（課程表如表 3-3）：國文六節，英語五節，

數學五節，理化五節，體育二節，輔導二節，地理、歷史、公民、生活科技、健

康教育、音樂、家政、童軍、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各一節，閱讀一節、學校行事

一節、社團活動一節，以及二節自習課，共四十節。 

 

表3-3 「日光班」的課程表 

節數與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1 08:15~09:00 英文 數學 生活科技 理化 數學 

2 09:15~10:00 國文 表演藝術 體育 數學 體育 

3 10:15~11:00 理化 國文 童軍 歷史 國文 

4 11:15~12:00 音樂 理化 公民 英文 英文 

午休 

5 13:15~14:00 健康教育 自習 家政 國文 閱讀 

6 14:15~15:00 視覺藝術 輔導 理化 國文 學校行事 

7 15:20~16:05 地理 英文 數學 自習 社團 

82 16:05~17:00 綜合輔導 數學 國文 英文 理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2 第八節課為輔導課，學生需繳交輔導費，並可自行決定是否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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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稀記得，就在 2009 年十月初，第二次進班上觀察時，第一節下課的時候，

坐在我前面的小雨轉過頭來瞄我桌上的田野筆記，很好奇地詢問我做筆記的原

因，如同上述，雖然在學期初第一次進班上時已經簡單說明過我在班上的角色及

出現的原因，但似乎班上的同學大多把我誤認成學校的實習老師，於是我只得再

次說明我到班上是想觀察同學與老師的上課互動情形，觀察學生遇到怎樣的老師

會有著怎樣不同的互動，她說：「那你不該今天來啊，今天的老師都很…無聊」。 

    週一的 8 堂課裡，只有音樂及美術二門藝能課，早上四門課中，學生更是連

上了三堂主科的課，所謂主科指的是被列入考科的科目，週一早上的課程分別是

英文、國文、 理化及音樂，三堂課接續下來，只見同學們接二連三地趴在桌上

進入夢鄉，小翹曾經說過「泡芙3課接國文，怎麼可能不睡」，對於學生上課睡覺

這種表現行為，老師的應對方式也有所不同，有的老師會挨過去把學生給搖醒，

表示他們已經被老師注意；有的老師直接在站在台前，一聲「喂起床了喔，上課

了喔」就開始上課；有的老師會要學生去洗把臉，告訴他們如果精神不濟可以站

著上課；也有的老師面對學生上課睡覺這種常態性的行為，就也視而不見，對部

份學生及某些老師而言，上課睡覺這種行徑似乎是理所當然、見怪不怪。 

    在私下與學生的閒談中，發現大多數的學生都很喜歡上歷史課，一方面是歷

史老師很有趣，一方面是老師上課會準備許多心理測驗來吸引學生注意，學生也

會建議我：「你應該要來上一下我們班的歷史課」，恰巧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我週

四並未排課，同時小慈老師表示，週四下午有三堂她的課，若需訪談學生則可加

以利用，因此在與小慈老師以及任課老師打過招呼後，將觀察日改為每週四。只

是，就在第一堂歷史課中，歷史老師表示其週四的課較為集中，授課負擔稍微沉

重，在與班上音樂老師商討後，決定將週四的歷史課與週一的音樂課調換。在歷

史與音樂調課後，四月中因為歷史教師家中私事，該週歷史課調回週四上課，於

是我才又得以有第二次觀察學生與歷史教師互動的機會。但沒了歷史課、多了音

樂課的週四，對學生而言，不再那麼好玩了， 

 

今天上課老師在說明音樂會要準備的事項，及抽籤決定演出順序，

大致完成後，老師開始帶著全班唱歌，但因為班上有同學沒有開口

唱，於是重唱了好幾次，小馬說：「拖到泡芙那一節就好了。」老師

                                                 
3 學生替英文教師取的綽號，含諷刺意味，因為老師曾請班上英文成績前三名吃泡芙，但班上

同學不甚領情，反應泡芙一點也不好吃，而得名，於第四章會有更進一步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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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後表示他會在上課前十秒放學生回班上。當好不容易等到老師

開口說可以下課了，有同學因為急著離開，椅子發出極大的聲響，

老師要學生回到座位上，並說：「剛有人椅子用甩的，再一次。」這

樣子的過程大概又耗掉了二分鐘的下課時間，終於在可以離開音樂

教室時，炎絕邊走邊說：「週四的課已經夠無聊了，還來這招，他媽

的。」 

（2010311 音樂課觀） 

 

    提到喜歡的課堂時，日光班學生多半會提到歷史課，相對而言，十分要求學

生上課秩序及配合度的音樂課，則顯得無趣，當歷史老師提及要調課時，學生感

到十分訝異，但因歷史老師希望學生能體諒他授課負擔沉重，學生也就願意接

受，只不過因為學生都清楚我週四到班上主要想觀察歷史課的師生互動情形，因

此在調了課過後，學生會跟我說：「可是歷史課調到週一了耶。」似乎為我錯過

精彩的歷史課感到可惜。 

 

三、 日光班快報 
 

    「日光班快報4」是日光班學生用以記錄班級生活中有趣或令人印象深刻的

點滴，主要由炎絕繪製，偶爾其他同學也會參與快報的繪製，收錄的題材有日光

班師生間的互動事件（如圖 3-3）、學生間的同儕互動（如圖 3-4），有時還會納

入學生蒐集而來的幾則笑話。 

                                                 
4 日光班快報已獲學生同意，於本研究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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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師生互動─數師撕作文簿事件   圖 3-4 同儕互動─躲避球事件 

 

繪製好的快報，在學生間流傳過後，會被貼在教室後方的公佈欄，也因此，

除了學生得以閱讀之外，課堂中會在教室內走動、留意公佈欄上訊息的教師們亦

得以獲取快報內容。有次在課間與小慈老師在教室後方閒聊時，公佈欄上即貼了

一張新發佈的快報，那次發佈的內容是關於班上同學的綽號，這次的快報是由小

右及小華共同製作，他們將幾位同學的圖像特徵明顯化，並配合其綽號添加其他

相關的素材，如小旋因貌似某卡通裡的角色，在班上的綽號為「章魚哥」，小華

及小右即畫出章魚哥當起小販，在園遊會中販賣章魚燒的圖示（如圖 3-5），小慈

老師表示這都是學生的創意，似乎也十分鼓勵學生發揮這般的長處。不過，從學

生的口中也得知，小慈老師會將快報撤下， 

 

水車伯是以前的流行，以前我們班都會在教室後面公告，不過老師中午

的時候每次都會把它撕掉，還會改錯字。真的很不識相欸！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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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班快報」的內容描繪，皆以詼諧的口吻重現各偶發事件的情境，帶領

同學回到事件現場，也加深了同學對這些事件的印象，某種程度上也凝聚了同學

間彼此的感受，形塑出一種期待，每當快報繪製完成後，同學們無不紛紛搶看，

看炎絕或其他同學筆下是如何陳述各事件，而學生也總有不絕的創意，讓各事件

能活靈活現（如圖 3-6）。 

圖 3-5 日光班快報─綽號合輯            圖 3-6 日光班快報 

 

四、 日光班教師 
 
由於本研究在探討日光班學生如何看待自身與教師們的互動，文中提及日光

班諸多教師們，在此對教師們的背景資料，如教學科目、在日光班的教授年級、

性別、年齡及綽號大致做一說明，在教師綽號的部份，係以日光班學生使用的稱

呼為主，若教師在班上並無特殊稱謂，則由我將其化名，或是以其教授科目來稱

之，例如視覺藝術科教師稱為「視覺老師」，而健康與教育科的教師則簡稱為「健

教老師」；另外，在年齡方面的資訊則是詢問學生而得的約略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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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日光班教師資料一覽表 

綽號 教學科目 性別 教授年級 年齡（歲） 

小慈老師 國文 女 八、九年級導師 55 

小揚老師 國文 女 七年級導師 50 

泡芙 英文 女 七至九年級 45 

水車伯 數學 男 八年級 50 

轉哥 歷史 男 八年級 46 

帥哥楊 地理 男 八年級 48 

橘皮 家政 女 七年級 40 

眼怪 公民 男 七年級 25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第三節 研究者角色與關係 
 

    在本研究中，我的角色為「觀察者的參與」（observer as participant），角色定

位為一週出現一次的觀察者，逐漸地，隨著進入現場的時間累積，我的身份由一

開始「與學生疏遠的老師」，轉變成「受邀參與學生學校或課後事務的老師」，學

生會主動邀約我參與班上的各項活動，或詢問我課後是否有時間與其外出，我與

日光班的學生們也漸漸地建立起信任關係，以下即大致說明研究者自身角色關係

轉變的幾個時期（見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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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研究者角色轉變時程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一、 2009 年 9 月至 2010 年 1 月：「老師」！ 
 

雖然經過 2009 年 9 月觀察初期的一次自我介紹後，「日光班」的學生知道我

是來班上進行觀察，但有時部份學生仍將我誤認為學校實習教師，一學期觀察下

來，我發現自己僅與少數特定的學生較為熟稔，而學生總是習慣以「老師」來稱

呼、看待我。 

 

今天小慈老師請假未到校，由健教老師來代理導師職務，午休開始過

後老師即先行離開，請我留在教室協助管理班上秩序，途中，小玟走

到我的座位旁邊，對我說：「老師，小詮一直把桌子往前推，不讓我睡

覺。」當我走向小詮時，只見他馬上把桌子往後拉，也不時注意我的

動向，假瞇著眼睛休息。 

（20091221 午休觀） 

     

    學生將我看成學校教師的一份子，並「賦予」我某種程度的權威，讓我不禁

擔憂學生會礙於我的「老師」身份，不願與我分享他們對於涉及師生關係議題的

2010 年 6 月過後 

2009 年 9 月~2010 年 1 月 

2010 年 2 月~2010 年 4 月初 

2010 年 4 月中~2010 年 6 月中

老師！ 

不只是老師。 

另一個老師？ 

不再是老師 

再度自介 

糖果出現 

退出現場 

危機？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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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感受，此時，「我」的身份位置顯得十分含糊不明，在與小慈老師商討延長

觀察時程時，我也將這個憂慮提出來與其討論，詢問是否有可能再度進行自我介

紹，並藉機說明下學期訪談安排的事宜。 

    自研究初期，小慈老師即十分支持我，由於我的研究必須進入班級觀察，小

慈老師從一開始對於觀察日的選擇就提供我充份的自主空間，知道我想觀察學生

與不同教師的互動情形，她也建議我選擇科目較多的週一，並表示她會協助我詢

問任課教師被觀察的意願。在觀察期間，遇到班級活動或學校活動，她也都歡迎

我的參加，在這個時期，我除了每週一次的觀察外，也和日光班的學生參與了園

遊會的舉行，偶爾在課間我會幫助坐在我前方的棲蝶複習英文，除此之外，我都

儘量避免涉入日光班學生與教師的日常互動。 

    在這個時期中，由於尚未找到一套與學生互動最適切的方式，學生對我多半

較為陌生，因而我與班上同學的互動較為疏離，只與座位周遭的幾位同學有較多

的互動，同時因觀察之初與小慈老師的互動較為頻繁，學生自然也把我列入教師

之列。 

     

二、 2010 年 2 月-2010 年 4 月初：「不只是老師」。 
 

    在 98 學年度下學期第一次進入「日光班」觀察時，我再次站在講台前進行

自我介紹，並重申自己並不是學校實習老師的身份，他們可以選擇是否要以老師

來稱呼我，同時提及這學期將訪談學生，或許是經過一學期的相處，學生對我的

熟悉感大幅提升，這次學生較能專注聽我說話，聽到我提到要訪談，小紅很快地

就問：「可以不要嗎？」但隨即又問我訪談內容為何，於是我告訴學生我會詢問

他們過往及現在喜歡或不喜歡怎樣的老師、影響他們對教師喜歡與否的原因，然

後從中再就他們的回答繼續詢問。 

    在這次自我介紹之後，我漸漸地與學生熟悉起來，每個觀察日的早晨，當我

踏進日光班教室時，學生對我的出現感到理所當然，會主動跟我打招呼：「欸妳

來啦？」學生在下課時間會圍繞在我身邊翻閱我的田野筆記，有的學生也會在私

下詢問我訪談的安排及內容，小雨更是直接以「大姐姐」來稱呼我，只要班上有

任何活動，她都是第一個詢問我是否參加的學生。在這個階段，由於逐漸與學生

熟稔，學生也瞭解我的研究在觀察班上的師生互動情形，他們開始主動和我分享

非觀察日發生的大小事及他們的想法，如拔河比賽即將到來但班上卻未積極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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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擔憂，上學期就和我互動不錯的棲蝶也會幫我保留班上不定期公佈的「日光班 

快報」。正如前述，「日光班 快報」多是經由炎絕之手，主要用以記錄班上發生

的大小事，記錄的對象可能為教師或學生。此時，學生也會詢問我對於班上教師

的看法，對此我多半語帶保留不正面回答，即不批評也不擁護任何一位教師，唯

有在對任課教師教學方式感到不解時，才與學生提出討論。 

    不過，在這個時期，由於日光班學生知道我在英語這個科目有較多的鑽研，

部份學生偶會在下課時拿著不清楚的英語題目來詢問我、請我協助，也因此，即

便與學生逐漸熟稔，我在學生心中仍保有「教師」的身份， 

 

下課的時候，小從、小重及鉛筆圍在我座位旁邊讀我的田野筆記，鉛筆

看著我密密麻麻的記錄，突然說：「老師妳寫這麼多，是要當書記官嗎？」

當我詢問他們為什麼要稱呼我為老師時，他們卻反問我：「啊不然要叫妳

什麼？」 

（20100304 第二節下課觀） 

 

    整體而言，在這個時期，雖與日光班學生互動變得較為頻繁，在某種程度上，

學生還是將我視為「教師」，不過在與其他老師相較之下，我與學生們的距離較

為相近，和學生們討論的話題也多針對學校、班級事務。只是，我也不免擔憂，

學生是否因知曉我的研究目的，加上仍賦予我「教師」的身份，因而對於我的提

問，會選擇提供我想了解的答案或有所保留，因此我在班上極少以教師自居。 

 

三、 2010 年 4 月中-2010 年 6 月中：「另一個老師」？ 
 

    這個時期，我在日光班的角色有了轉變。由於上一階段我與學生的距離已稍

加縮減，當男學生在下課時間拿出遊戲王卡競賽時，他們也逐漸接受我的旁觀及

提問，小旋甚至還拿出遊戲秘輯與我分享，小紅及其他同學也樂於為我解釋遊戲

規則。 

    四月中的一天下午，坐在我右前方的星夕突然喊了聲餓，我隨手拿出隨身攜

帶的糖果給她解飢，同時對於願意接受焦點團體訪談的同學，我也承諾以糖果答

謝，逐漸地學生會在課間詢問我是否有帶糖果，我的出現等同於糖果的發放，小

馬甚至私下和我以糖果為賭注，表示若班上拔河比賽能拔得頭籌、獲得首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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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供糖果作為對他的獎勵，由於正式比賽前一天和其他班級的友誼賽因小馬未

能堅持到最後而無法取勝，基於鼓勵他的立場我也就接受了這個賭注，最後班上

出乎所有人的意料，成功拿下首勝，我也履行我的承諾。此時，「日光班」學生

對我的稱謂從「老師」變成了「嗨啾5」，然而，我也擔憂我此時的角色位置會為

老師帶來困擾，因為有時候我還沒進教室，遠遠地學生看到我，就開始鼓躁不已，

有時甚至課堂還在進行當中，學生會走到我的座位旁邊跟我要糖果吃，絲毫不在

意台前的老師， 

 

老師完成今天的上課進度後，剩下五分鐘的時間要學生乖乖自習，此

時小馬走向我，跟我說：「我的嗨啾咧？」由於還沒下課，我緊張地搖

搖頭，但小馬站在我座位旁邊不肯離去，我只得壓低聲量要他下課再

跟我拿，他不死心地詢問：「為什麼不現在拿？」我說：「現在在上課

啊，不然你去跟數學老師拿。」才讓他乖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20100513 數學課觀） 

     

    我對於這類干擾了課堂進行的情形感到十分尷尬，私底下也多次與學生溝通

在上課時不要再有類似行為的發生，但學生的反應也多是漫不在乎地要我不用理

會老師，不怎麼把我的話放在心裡，為此，有次我利用課餘時間向小慈老師致上

歉意，因為在這個時期，我對於自身的角色感到些許的為難，自己似乎介於教師

與學生之間，學生從我的身上可以得到他們未能從教師們身上得到的滿足，而教

師則將我視為外來研究的角色，提供我相當的自主空間。對於我的致歉，小慈老

師只是帶著笑，說她有交代學生不要亂丟糖果紙，並未對此多加表示任何意見，

同時也關心我訪談學生的情形是否順利。 

    在這個階段，我開始大量與學生有頻繁互動，學生會主動邀約我參加班上的

活動，如下學期學校舉辦了拔河比賽，學生就詢問我是否會到場為班上加油，以

及當班上拔河比賽得到首勝後，小慈老師答應利用週五下午的時間帶班上同學到

學校附近的速食店用餐，學生也邀請我一同參與，當我說須尋求小慈老師的同意

後，學生當下就到講台前替我詢問老師的意見。而除了「嗨啾」之外，在某次的

閒聊之中，虎呼也為我取了「阿姑」的綽號，和我分享她的心事及秘密，邀請我

參與她的校外生活。 

                                                 
5 一種糖果的品牌，「日光班」學生很喜歡這牌子的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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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因為音樂課於期末舉行音樂演奏會，部份學生會在私下詢問我是否有意

願一同參與他們的練習，在第一次段考過後，我也在小雨的受邀之下，參與了他

們的演奏會排練，在排練過程中遇到小組意見不一致時，我也在一旁提供建議。

同時，由於音樂教師規定日光班學生在音樂會節目手冊中須邀請師長提詞，小雨

也請我協助完成這部份的作業。而在參與鉛筆組別的練習過後，我還與學生一起

購買音樂演奏會的行頭。 

    在這個階段，除了學校及班級事務外，我也逐漸地融入日光班學生的娛樂休

閒活動，平時學生也會跟我分享他們喜歡的偶像及日常生活，我和學生的距離更

為接近，某種程度對於他們而言，我不再被教師的身份所框架住，而是多了一個

「朋友」的角色，然而，學生也會拿我與班上教師來相比擬， 

     

妳在班上比較受歡迎，因為妳給人的感覺很親近啊，應該是說年齡層也

比較接近，然後妳給我們的態度也都很和善啊，所以大家都很喜歡妳啊。 

（20100704 訪鉛筆） 

 

 

四、 退出現場之後 
 

2010 年 6 月 24 日，我進日光班觀察的最後一天，那天下午，我邀請了小馬

進行個別訪談，訪談進行時，在得到小馬的同意之下，小紅和炎絕也加入了受訪

的行列，不過他們較是針對我的提問及小馬的回答進行補充，那天放學後炎絕則

是留在教室單獨受訪。那天在課間時我告知學生當天是我進班上的最後一天，和

我較為要好的星夕、虎呼及幽刃不斷詢問我是否參與他們的畢業旅行，九年級是

否還會回來看他們，而在訪談小馬時我也在言談間提到日後就不進班上觀察，炎

絕聽到便哀嚎了一聲，我戲謔地詢問他的哀嚎是因為之後再也沒有糖果可以吃，

還是因為沒有機會因為受訪的緣由可離開教室，炎絕則回應二個因素都有。 

由於曾經和日光班部份學生交換即時通訊，學生們偶爾會捎個訊息詢問彼此近

況，透過這些學生的分享，我也能大致得知班上的狀況。2010 年 12 月中，我接

到棲蝶打來的電話，邀請我參與班上當天下午的火鍋聚，並表示他們已經詢問過

小慈老師的意見。下午是由鉛筆帶領我到班上的新教室，學生們看到我直衝著我

叫「嗨啾」、「姊姊」，還拉著我一起拍照。我則是先與小慈老師打了招呼，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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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從後門走進教室。我坐在學生之間，黑板上寫著距離基測的倒數日期，學生們

繞著我告訴我班上模擬考的成績名次都有了變化，也和我分享班上的小八卦。當

天離開前，我也祝福學生日後考試順利。 

 

第四節 研究倫理 
 

    在研究倫理上，分由「化名」、「自省研究關係」，以及「資料使用」三個面

向加以陳述： 

 

壹、 化名 
 

    由於本研究涉及參與者彼此不同脈絡之觀點比較，在倫理之考量上將絕對遵

守「隱私與保密」之準則，即不談論與研究參與者有關的訊息，及運用匿名原則

來保護研究參與者，在匿名的部份，除個別訪談受訪的學生由他們自取暱稱，其

餘在觀察中或焦點團體訪談中出現的學生皆由我將其化名。 

 

貳、 自省研究關係 
     

    在這一年的參與觀察中，隨著與學生的熟稔程度的變化，我在班上的角色定

位也有所轉變，雖然一週只進入日光班觀察一天，我的出現似乎也逐漸為班上的

師生互動帶來些許影響。雖然在初入現場時，小慈老師曾帶著我與授課教師打照

面，說明我是以研究生角色進入班上觀察師生互動情形，但授課教師多半把我視

為「實習教師」，在課中會以「老師」來稱呼我，因此日光班學生一開始也多將

我以實習教師的身份看待，那時，我自身也因為擔憂介入班上的師生互動，加上

尚未找尋到一套與學生互動的合適方式，與日光班學生一直保持著一定程度的距

離，如此我可以以一個相對較為中立、不介入班上師生互動的角色來觀察學生與

教師們的互動，但當學生將我視為實習教師時，這般帶有上對下的關係，讓我不

免也擔心無法得知學生的想法，究竟他們是如何看待他們與教師的互動關係。和

學生關係的轉變關鍵點是在「糖果」的出現，一開始思慮不夠周延的行為也為班

上的師生關係帶來影響，當學生發現我隨身總習慣攜帶些小糖果時，他們會利用

下課時間對我發伸手牌，而後對於願意接受訪談的學生我又以糖果回報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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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與糖果劃上等號，即使是上課時間，男生們也會對著我要糖果，但會因為授

課教師的不同而有不同的方式，如果是英文課或國文課，學生較常無視於老師的

講課，轉過身對我大喊要糖果；數學課時，學生則會默默地走到我身邊跟我要糖

果，而在其他課堂則未出現類似的情形。在這段關係的轉變中，一方面我對於自

己與學生距離的拉近感到釋懷，學生也開始與我分享課堂以外的事物活動，我和

他們的關係不是像以往那般「上─下」的師生關係，而是較為傾向為一種年齡相

近的互動關係，對於學生而言，我比較清楚他們的流行、想法，較有親近感；但

另一方面，我也覺察到自己在某種程度上已經介入班上的師生互動。 

    關於介入班上師生互動的部份，大可就如後二點來思考： 

第一、 就如前述，學生跟我要糖果的舉動會穿插在課堂之中，偶爾也干擾

了教師的授課，另，部份學生會有亂扔糖果紙的情形，造成班上髒亂，

當我發現自己造成了這樣的影響，除了自省自己缺少了身為研究者的

自覺，與小慈老師討論自身舉動造成的干擾外，也與學生再三重申他

們這般的舉動會給教師添麻煩，我也會感到十分困擾，這才讓課中的

干擾降到最低。 

第二、 由於焦點團體訪談的時間安排在週四下午，雖然是利用自習課的時

間，降低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干擾，然而藉接受訪談之便，學生

有機會離開教室，迴避與教師的互動， 

 

參、 資料使用 
 

在完成焦點團體訪談後，我會將訪談稿謄出，並給各訪談組別的同學進行確

認，但由於焦點團體是由多位日光班同學組成，在謄錄逐字稿時，偶會遇到無法

辨識發言者的時候，此時我會在訪談後隔一週的觀察曰請該組受訪學生聽取無法

辨識的錄音片段，協助辨識發言者。不過在核對逐字稿的部份，日光班學生僅就

人名有誤的部份進行糾正，對於訪談內容則未表示意見。而在個別訪談的部份，

在訪談過、逐字稿謄出後，我會再就訪談內容有疑義或欲再追問的地方，以即時

通訊的方式進行詢問。 

「日光班快報」為學生用以描繪特殊事件或班級生活的刊物，得以呈顯日光

班學生的文化，可視為本研究重要資料之一，然而，雖已將個案學校及班級名稱

加以匿名，日光班快報特殊之情境描繪仍極具辨識度，對此，本研究雖欲以學生



49 
 

觀點來進行師生互動探究，但我也以研究者的角度出發來解釋所得之資料，欲從

中思考教師立場，探究教師於教室情境中可能受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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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互動事件二三回 

    本章節欲透過幾則事件來探究日光班學生與教師的互動關係，藉由訪談及觀

察學生得知他們對這幾則事件的看法，並試圖從所蒐集的資料中爬梳出不同看法

背後的影響因素為何。第一節探討更換導師對於學生有何影響，而學生又採取何

種因應措施來與導師互動，從師生互動中，探究國中生眼中期望導師有著怎樣的

職責與特質；第二節討論學生對教師取綽號的行為及其可能代表的意義；第三節

則在描述日光班學生將英文老師鎖在教室門外，不讓教師進教室上課的事件，從

中探究學生對這事件的感受，理解學生眼中的喜歡及討厭的老師特質為何，並進

而探討什麼原因影響學生對教師持有不同的觀感。 

 

第一節 「管太多」的導師 
 
由於日光班曾經更換過導師，學生在論及前後任導師時，存在極大的差異感，對

於離開的前任導師小揚老師，學生都感到十分懷念及不捨，而對於現任導師小慈

老師，則有諸多抱怨及不滿，本節在透過學生對前後任導師的觀感，來探究在學

生眼中，究竟對導師抱持何種期待，而在這般的期待背後，又存在何種意義。 

 

壹、 「小揚老師回來了！」 
 

    我還記得初入日光班時，看到學生如此大喇喇地趴在桌上睡覺、看到學生當

面對教師口出穢言時我的驚訝，也曾以為班上對所有的老師不是一付愛理不理，

就是老愛唱反調的態度，但有次我在和棲蝶聊天，她跟我提到學校校慶前曾舉辦

班級大隊接力賽，比賽那天他們班七年級的班導有回學校為他們打氣，全班陷入

瘋狂，氣氛很溫馨，從她的言談中發現，班上似乎和前班導的互動極為融洽，但

對於她的分享，我原先是抱著持疑的態度，如果不是親身感受，是很難想像她所

謂的「溫馨」， 

 

今天是校慶，班上為了園遊會的事宜也準備了一段時間，他們總共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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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各自負責販賣的項目，園遊會在十點開始，有的食物很受歡迎，

讓他們忙得人仰馬翻，有的則是賣相沒那麼好，較乏人問津，突然間有

女同學發出驚呼，高八度的叫聲要人不注意也難，原來七年級的導師回

來捧場，同學們紛紛一擁而上，雖說推銷的成份不少，但是我看到了他

們給老師的歡迎擁抱，很熱情。 

（20091106 園遊會 觀） 

 

原先預訂在 23 日的拔河比賽，因雨順延了一週，而改至 30 日下午，當

我到達班上的時候，或許是午休剛結束，班上並未開燈，學生看來有那

麼一點賽前的緊張，沒多久，比賽的時間已近，小慈老師就請全班到操

場預做準備，但到了操場之後，卻發現還沒輪到班上的賽程，天氣又十

分炎熱，學生在操場邊不斷地抱怨。第一輪的比賽結束，日光班學生取

得首勝，大家都十分地興奮，部份學生在小慈老師的安排下至福利社購

買飲料做為獎勵，而部份學生則紛紛走回教室。當學生走近教室時，突

然發現回來為大家加油打氣的小揚老師的身影，頓時驚喜的尖叫聲連

連，學生圍繞在小揚教師身邊久久不散。 

（20100430 拔河比賽 觀） 

 

    七年級的班導因為退休而離開，棲蝶說小揚老師直到七年級學期末才讓同學

知道她要離開，那時班上還辦了一個歡送會，大家都很捨不得，  
 

以前七年級比較有感覺，就是老師要離開的時候，我們還送她

powerpoint，全班都哭了。…，她本來說要帶我們到八上，都是這個

女人（小慈老師），為什麼她要來教我們？為什麼她不拒絕？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事實上，日暮國中對於日光班的導師安排也是一波三折，小揚老師並非原

先預訂的導師人選， 
 

第一個老師，原本是一個姓葉的老師，可是那老師沒有來，然後結果

學校請小揚老師來幫忙、來帶我們，原本小揚老師是在我們上七年級

那一年就打算要退休了，可是因為學校找她回來，所以她才延遲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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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才退休。 

（20100704 訪鉛筆） 
 

    由於一開始的導師調度出了問題，即網頁上公告的導師與實際到班的導師

不一致，讓學生對於新任導師有一定空間的想像6，再加上剛踏入一個新班級，

學生大抵對彼此尚未熟悉，讓日光班學生在初入七年級時不管在同儕互動或師

生互動上都顯生澀。而七年級的磨合，也讓日光班學生與小揚老師培養出相當

的情感，但就在此時，小揚老師因屆退休之齡而離開，學校於是請託小慈老師

接手日光班導師一職。 

    原先小慈老師也因近退休之際，在帶完前一任班級後，計畫轉為科任教師，

但因學校在七年級及八年級各有一位導師需求，在學校的請託之下，小慈老師

於是答應接下日光班的導師一職。 

    只是，與七年級導師的相處經驗，讓學生今昔有所比照，當重新面對一位

新老師的時候，學生常會以過往與教師的互動經驗來度量，指出以前及現在面

對的老師有何差異，而他們對於老師的接受度及互動方式又是有何轉變。部份

學生會與父母討論前後二任教師的差別， 

 

好老師就教法要獨特，自己準備上課重點，因為每個老師都有他的好處

跟他的壞處，所以我覺得…不要太威權、太有威嚴，這樣他跟學生的距

離就會很遠，學生就會覺得他不太好親近，像我們班導就是管太多了

啦，管太多就變成她自己找罪自受，真的啊，妳不覺得嗎？可是以前的

小揚老師不會啊，我們班都會把二個老師拿來比較。不過我媽是這樣

講，她說「小揚老師是小揚老師，小慈老師是小慈老師，妳不要把她們

二個混為一談，這樣的話，小慈老師永遠都有挑不完的缺點，不然其實

小慈老師也不用帶你們啊，是因為你們小揚老師要退休，學校要小慈老

師帶，她才來的啊」，可是小揚老師真的比較好啊！所以現在只要我講

小慈老師的壞話，我媽就不跟我講話了！我就覺得說她幹嘛一直站在老

師那裡啊？ 

（20100703 訪星夕） 

 

升上八年級，日光班學生彼此已熟悉，也培養出屬於他們的班級文化、互動

                                                 
6 據學生告知，家長在開學前曾蒐集網頁上公告之導師人選之資訊，然而開學後才發現並非由

葉姓教師擔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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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就在此時，導師的更換使得小慈老師就如同一位外來者一樣，踏入學生

們已建立出一套規則的場域。小慈老師與小揚老師一樣，都有自己一套班級管

理的規範，但當新的規範遇上固有的班級文化時，則需要更多的空間與時間進

行磨合，不過對於學生而言，小慈老師給的磨合空間並不大，因此也造成更大

的衝突及比較，當學生將不適應之感與家長反應時，發現家長與導師站在同一

陣營，卻也更加深了學生的比較心態。 

 

貳、 「鼓勵」重於「紀律」 
     

    日光班學生在論及前後二任導師時，最常用來比較的點，在於教師的帶班風

格，小揚老師是以鼓勵為原則，而小慈老師則對於糾正學生的行為較為重視， 

 

小揚老師真的是一個很好的老師，她教我們課的時候不會太兇，因為真

的沒有看過小揚老師發火過，她一年內大概…，因為七年級大概是我們

班最亂的時候，因為大家有事沒事就會互相罵來罵去，然後有些人會在

課堂上直接站起來到處跑，然後小揚老師那時候算是把我們班管得不錯

啦，因為她不會兇我們，她所有的事情都是好好講，然後她一切以鼓勵

為原點，那個時候真的全班都很喜歡她，然後一接…一換成小慈老師的

時候，全班傻眼，因為兩個人真的差很多。因為小揚老師對人…就不會

說太多，你表現得好她就稱讚個幾句，你表現不好她說個幾句那就算

了。然後小慈老師是你表現不好，她可以說你很多很多，然後你表現得

好的時候，她有時候給你稱讚個一、二句，不然就給你一個小東西就算

了，她沒有給人什麼特別的感覺就是了。我覺得是，她對不好的事情會

稍微花點心思，因為其實你沒看過，她對一個表現好的人會特別關注或

怎樣，可是你會常常看到她在班上一直對某些人發火。 

（20100704 訪鉛筆） 

 

    身為導師，對於班上的秩序管理有著更重的責任，對於學生的表現也有著

更多的期許，然而總是帶著鼓勵的小揚老師，以及不斷糾正學生的小慈老師，

在學生眼中有著不同的教師形象，總是鼓勵學生的小揚教師帶給學生溫和、溫

暖的形象，不怒則威的特質能收伏學生的心；而小慈老師總習慣放大學生的不

佳表現，時常叮嚀學生該注意自身的言行，這般作為則顯得囉嗦，並可能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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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排斥。 

 

可是我覺得我們班男生他們如果一直被人家唸唸唸，他們反而會覺得說

才不想理你咧，就像我們七年級的班導就會好好講、偶爾唸，然後我們

班男生就是會聽，所以我們班男生可能就很討厭有人在旁邊一直壓、一

直跟你說要怎樣，可是如果你是用很好的口氣講，他們就會聽。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二位教師的差異在家長日也可窺見一斑，家長日的設置，在於讓學生家長

更瞭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狀況，以及促進親師溝通與意見交流，教師可透過這

個管道反映學生在校學習的情形，並在必要之時，尋求家長的協助，共同促進

孩子的學習，也因此，家長便能透過這個管道知曉孩子在校的好壞表現，星夕

的父母會抽空參與學校家長日，以瞭解她在校學習的情形， 

 

小揚老師在家長日，就在全部的家長前面稱讚我，她就說我是一個自動

自發的小孩，我不會受全班同學都會罵髒話、我不會受這樣的影響就對

了，然後她就叫我爸站起來分享他的教養方式，然後我爸回家就一直

笑。然後我八年級的時候很反抗小慈老師，她就跟我爸講說我個性蠻倔

強的，「她是有說妳做事還蠻認真負責的」，不過我就說反正她就是講我

的壞話就是了。 

（20100703 訪星夕） 

 

不若小揚老師的公開揚善，小慈老師在家長日時，對於學生的狀況採正反並

陳的描述，如實陳述學生的在校表現，主要也在提醒學生還有哪些進步空間，

希望藉此讓學生能更進一步，只是，小慈教師總關注學生有哪些待改進的行為，

也多在提醒學生自己做得不夠好，讓學生不免有種導師管太多的抱怨。 

    對於日光班的學生而言，小揚老師的鼓勵除了在精神上的支持以外，在物質

上的獎賞也不吝於給予， 

 

以前的班導很有威嚴，她就是不會很兇，超有氣質，但大家上她的課也

都是很安靜，比較尊重她。她對我們很好，就是我們如果去比賽，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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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贏，她都會請我們吃東西，而且她會一直激勵我們。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唉喲妳應該七年級來的啦，假如有大型比賽，就比賽的話她就會請我們

吃東西，請我們喝飲料什麼的，然後現在這個老師連請我們吃個雞排死

都不要，摳門摳門。超吝嗇的，幾十塊就在那邊…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七年級班導我們班都很喜歡她，全班都會聽她的話，男生也很喜歡她，

現在的班導就比較囉嗦。七年級的班導她人太好了，聖誕節都會請我們

吃東西，兒童節也會，都用鼓勵性質的。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因為站在鼓勵學生的立場，只要學生參賽，無論得名與否，小揚教師都會提

供獎賞，而這樣的作為似乎也養刁了學生的胃口，因而當小慈老師接手日光班

時，學生自然也期望小慈老師對他們能有同等的待遇，能瞭解學生的需求，提供

學生他們所期望的事物。當小慈老師無法做出同等作為時，也就造成了在學生心

目中，其與前任導師的落差。 

 

參、 給點自主空間之「不要把我們當小朋友」 
 

她本來脾氣就不好，以前的老師比較好！她（小慈老師）上課有一點嚴，

不能睡覺、講話也不行，而且她每節下課都回來，長得也很抱歉。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在尚未進入日光班進行現場觀察前，小慈教師即與我分享班上女生能力較

佳，而男學生則較缺乏自律能力，而在這一年的觀察中，也見班上幾位女學生成

為小慈老師的得力助手，少數特定的男學生則擔任需付出勞力的幹部職位。為了

協助學生培養「自律」的能力，小慈老師從「他律」開始執行，對於學生的諸多

行為都加以管理，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能讓學生瞭解該遵守哪些規範面，不過對

於學生而言，小慈老師的班級管理太過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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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導就很喜歡講一堆大道理，像是什麼「態度決定高度」。而且她每節

下課都來，就覺得我們是小朋友，不會自己管，然後又一直講自律自律。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再加上身為導師，對學生各科的成績表現都會有所留意及期許，更讓學生認

為小慈老師「管太多」， 

 

研  ：為什麼班上那麼多人都喜歡以前的班導（小揚老師）啊？ 

棲蝶：以前班導管很少，人又很好，小慈老師管很多，別的科目都會 

      管，動不動就要記缺點…。 

（20091116 訪棲蝶） 

 

對於日光班學生來說，下課時間是屬於他們的，在這段時間中他們有自身想

進行的活動，像是男學生喜歡玩遊戲王卡或喜歡把教室後方桌子挪開，隔出一

個空間玩摔角，但是小慈老師有安全上的考量，禁止了學生的摔角競賽， 

 

她意見很多，我跟她講她也會講一大堆亂七八糟的理由，像我之前有問

她能不能摔角，我有說我會準備軟墊什麼的，她就說不要，那我就算了，

因為她理由實在有夠多的，我不想聽。 

（20100624 訪炎絕） 

 

下課時間被學生視為他們較能自主的時間，他們有著自身想要從事的活動，

但當導師出現在下課時間，也就為學生帶來了許多的限制及不便，某種程度上

也剝奪學生在下課時間的樂趣及自由，因此當學生每節下課都見到導師的身影

時，學生便會期望導師給予他們多一點自主的空間， 

 

小揚老師那樣就很好啊，其實她不會很常來看我們啊，她只有下一節要

教我們的時候她才會來，就待在教室裡備課啊，然後中午吃飯的時候、

早自休的時候，在教室裡看她的書啊。 

（20100703 訪星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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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年級的導師比較開放，就是說我們下課要玩什麼她都 OK 啊，然後比

如說我們上課要上廁所什麼的她也 OK 啊， 

（20100624 訪炎絕） 

 

除了下課時間的自主空間外，學生也期望在課堂中能有較多的彈性自主空

間，別老是把學生當成思想、行為不成熟的小朋友看待，別只是墨守成規、一

成不變，讓學生能有稍加喘息的機會， 

 

她會管很多啊，比如說上課裝水、上廁所，她就會說：「我會看你平常

的表現，決定要不要讓你現在去上廁所。」 

（20100624 訪小馬） 

 

在正課之餘，課表中總會穿插些空白課程，如自習課、閱讀課、學校行事、

社團活動等等，讓教師得以彈性運用。但教師與學生對這些課程的看法並不一

致時，則也引起了學生的不滿情緒， 

 

以前老師作風很大方，上課也簡單有趣，說話簡潔有力，啊然後學校行

事都打牌，本來學校行事是要開班會的，啊以前老師什麼都不管我們就

對了，啊現在就要開班會，還開一節，開那個又沒用，就一大堆人上去

嘰哩呱啦廢話就下來了，又沒屁用。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班會的舉行，在於推廣民主法治教育，期望藉此得以培養學生的自制能力，

同時也能增進師生間的溝通，活絡班務的推廣，不過班務的推廣及討論並非僅

留待於學校行事課中進行，因此日光班學生更覺得學校行事的班會召開是可有

可無，而前後二任導師不同的作法便分別代表著教師是否聽見他們的需求、願

意提供學生他們所期望的彈性自主空間。 

可惜，在日光班學生心中，仍舊希望小慈老師能給他們更大的自主空間，但

小慈老師有自身一套班級經營的模式，因此在師生角力的拉鋸戰，往往是教師

佔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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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小慈老師真的很…固執，她說要用的事…她決定的事情很少…應該

是說她決定的事情很少…應該說她一決定就幾乎沒有更改的餘地，然後

大家不管怎麼講怎麼鬧怎麼盧都沒有用，因為…畢竟人老了嘛，跟她講

話還常常聽得也不是很清楚，然後跟她講一些比較現代的話的東西，她

也會覺得你在說什麼就好像都聽不懂。 

（20100704 訪鉛筆） 

 

肆、 老師的話不能信之「不要朝令夕改」 
 

    身為導師，要管理班上大小事務，除了行政事務外，所有的課務也都有須經

手的可能，如排訂各科大小的考試、處理借、調課事宜、協助各科教師管理班上

秩序等等，也因為處理的事務稍嫌龐雜繁瑣，學生期望教師能將遊戲規則講清

楚，他們有一套明確的規則可依循， 

 

她真的管太多了，而且你知道嗎？她之前就說什麼被記二次（缺點）就

換一次警告，什麼換位置就要記警告，就喜歡拿警告來威脅我們，可是

她不一定會那個…。然後她做事又很常反覆，而且她有時候決定做某件

事，又突然跳到另外一件事去，她有一次就說座位要微調，到最後還不

是全部都換掉，就說一套做一套。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假使遊戲規則不清不楚或無法貫徹，便讓學生感到無所適從，就如同本章前

述，為協助管理學生的課堂秩序，班上有推行一套獎懲制度，然而獎懲制度的

施行時機總是在學生犯錯時，極少用以獎勵學生的優良表現，同時小慈教師在

解說獎懲制度時，也不時改口，讓學生有摸不著頭緒的感受，不知該聽信哪一

套說詞，如原先小慈老師表示小組的規劃是以周遭前後的六位同學為一組別，

來加以競賽，而後又提及是以各排為組別，如此的更動屢見不鮮，也讓學生感

到導師的反覆、不確定，而難以信服於學生。 

 

上課鐘響過了一會兒，才見幾位女學生慢吞吞地走進教室，老師說：「快

回去坐好，遲到了。」小紅問：「遲到不是要做伏地挺身？」老師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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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生是要做交互蹲跳，伏地挺身是對男生的處罰，於是小紅就問那些女

生為什麼不需要因遲到而受罰，小慈老師反過來說小紅同樣也遲到，也

並未受罰。只見小紅接著說：「那我現在做，她們也要做！」或許是因

為這段對話佔用了太多上課時間，老師只是說：「下課再做，不要囉嗦。」 

（20100415 國文課觀） 

 

伍、 老師很偏心之「大家求平等」 
 

    由於小慈老師較為倚賴班上女生的辦事能力，許多職務就委由女學生擔

任，但卻也因此有分配失調的可能， 

 

我就覺得她安排事情不會…平均分配，就是說她相信一個人比較多，她

就什麼事都給他，那個人會做到死。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對於教師而言，職務的分派代表能力的肯定，同樣的，協助教師處理班務，

對於學生而言，某種程度會為學生帶來受肯定的自信，然而過多的職務分擔卻

也可能為學生帶來負擔， 

 

我那時有跟她反應我不想再當（幹部）了，她就說可是沒有接手的人啊，

講了一大堆的，就擺明要我繼續當。可是每次我排好的東西她都會亂

調，害我就都要重弄。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她常常叫我做一大堆事情，她說什麼因為我高，所以像什麼裝窗廉啊，

什麼雜事一大堆都是我在做，我就覺得很無言，班上那麼多人，該做事

情的時候就常常是我來做。…我真的覺得，就算我是真的有能力，妳也

不能把所有事情都丟到我頭上，班上人那麼多，有一些更有能力，他們

更會做這樣的事情，只是妳不知道而已，妳為什麼沒有去找其他人去

做？…她就一直固定性地找幾個人做事，我就覺得就算是機器，妳這樣

一直弄他，也是會壞掉啊，何況我們是人，妳也不能這樣子啊，而且還

有那麼多人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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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5 訪鉛筆） 

 

    當教師倚賴學生的舉動為學生帶來負擔，卻無法適時做調整時，一方面讓

其他學生無法有為班務盡力或學習的機會，一方面也似乎有教師不信任其他學

生能力的暗示。除了職務的分派不平等以外，導師「偏心」的作為也造成了學

生心理的不平衡，而小慈老師的偏心行徑，大可由「因成績而偏心」及「因性

別而偏心」二層面來探討。 

 

一、 因成績而偏心 
 

小慈老師會不時提醒學生用功讀書的重要性，期許學生增進自己的學業表

現，未來考取好的學校，而獲得高成就。對於學生而言，導師是在意學生的學

業成績的，但對於學業成績表現不那麼佳的同學來說，這樣的期許並不是那麼

必要，也過於強求， 

 

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一直鼓勵我們上「好高中」，其實不一定上到建

中、北一女出來就一定有用，有的時候譬如說你對汽車什麼很有興趣，

你去讀汽車方便的科系，出來也可能會有出息…在汽車這方面，因為不

是說每個人都一定要讀書才會有出息。 

（20100624 訪炎絕） 

 

炎絕表示自己在讀書這方面不那麼在行，也因此也已立定志願，未來想以職

業類科的美術、設計領域邁進，因此當導師一再叮嚀學生學業表現的重要時，

對於某些程度的學生而言，這些叮嚀並未被放在心上，只是，當小慈老師也會

因著學生的學業表現而有不同的互動方式時，就造成了學生的不滿， 

 

她會根據成績好壞、或是幫她事情做得好不好或是做事的態度來評斷一

個人，然後對那個人的態度就不一樣。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老師每次都是針對我，譬如說我跟幽刃聊天，她每次都會說：「欸，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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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干擾幽刃上課，快考試了。」連幽刃主動過來跟我說話，老師也還

是會針對我。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咩肚） 

 

    咩肚在班上是屬於較為活潑的女生，小慈老師在課堂間會不時叮嚀她注意自

己的言行要有女生的模樣，而她在成績表現上的起伏較大，自然也引起小慈老師

的關切，在課堂之中，若咩肚周遭出現談話聊天的聲音，小慈老師則會首先糾正

咩肚，這樣的舉動也讓咩肚感到不舒服。 

 

二、 因性別而偏心 
 

由於日光班男學生較缺乏自律能力，小慈老師給予男生的自主空間相對地就

較女生來得小，同樣的舉動由男學生或女學生做出，會收到小慈教師相異的回

應， 

 

就重女輕男啊，小慈老師真的很嚴重好不好，就女生拿個衛生紙過去說

「我要上廁所」，然後老師就說「好，快去吧」，啊男生說要上廁所，她

就說不行，她就會講一堆有的沒有的廢話。 

（20100624 訪小馬） 

 

    在管理男學生與女學生的行為時，小慈老師也有著相異的作法，在糾正女

學生的行為態度時，小慈老師多半是以言語規勸，但在處理男學生的態度時則

較為強硬， 

 

小揚老師不會打學生啊，小慈老師會打，她會拉男生的耳朵，小揚老師

比較沒有差別待遇，上課比較平等，比較不會偏心。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小揚老師在提供學生自主空間的層面上，彈性較小慈老師來得大，相較之

下，小慈老師對於女學生自主能力的信任，以及男學生自律能力的不信任，在

師生互動之初，即已造成教師在面對男女學生時，有著不一致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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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老師，我們九年級會不會換導師？」 
 

之前輔導課…星期二的時候就玩大風吹，然後就有人說：「大風吹，吹

什麼？吹想換班導的人。」然後全班幾乎都換座位，輔導老師就有點訝

異，看起來有點尷尬地笑啊。 

（20100703 訪星夕） 

 

    日光班學生在與小慈教師長期難以磨合的狀態下，興起可否換導師的念

頭，因為學生知道小慈老師被學校請託來接手導師一職，也清楚小慈老師亦屆

退休之齡，更換導師的念頭一起，則引發眾多的響應，小紅更是直接在班上舉

手詢問小慈老師，隔年是否可能更換導師， 

 

我上次跟小慈老師講，她就跟學務處講，我就被學務主任罵啊…就有一

次小慈老師在講九年級的事啊，我就問她「老師，九年級有要換班導

嗎？」，她就說：「你是很想換班導嗎？」我就嗯，然後她好像就寫聯絡

簿之類的，然後她好像又去跟老師…她就去跟主任講，然後我就被叫到

學務處，主任就罵我，他就說：「你那麼想讓你們班導走？」他說小慈

老師是他拜託來的，然後他就說「再有下一次你就死定了。」他就說：

「就看你怎麼跟班上的人解釋」，班上都想她走，所以我怎麼解釋都沒

差吧？ 

（20100624 訪小紅） 

 

日光班學生在更換過導師的情形下，對前後二任導師有了相互比較的基準

點，也因此正如星夕的父母所言，當學生欲一再比較二位導師，則小慈老師的

「缺點」便會被無限放大。小揚老師與小慈老師有著不同的帶班風格，前者給

予學生較大的自主空間，總是以鼓勵學生為主，給學生一種被關心、需求被得

知的感受；而小慈老師則是力求陪伴學生共同成長，重視學生是否表現良好，

於是更為注重糾正學生不良行為，而這般的管理風格相較之下則未能提供學生

足夠的自主空間，學生感受到教師權威帶來的壓迫，加上小慈老師所採行的奬

懲制度給學生一種懲重於獎的感受，諸多比較之下，學生對於小慈老師更加無

法有著良好的互動、溝通。 

只是，二位教師差異的帶班風格縱然存在教師個人特質的因素，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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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可能因為小揚老師在接手七年級時就已清楚自己只帶日光班學生一年的時

間，而這一年的時間又恰巧為學生互不熟識、班級文化尚未建立，小揚老師並

不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在「管理」班上；而後任導師小慈老師則像是個空降部隊，

面臨一個文化已成形的班級，學生已有一套與教師互動的熟悉模式，在磨合上

勢必得花較多的心力，同時，自身又受請託之命，將帶領學生至九年級畢業，

在班級管理上也得更花心思，更為要求學生的言行舉止。因此，日光班學生在

與前後二任教師相處時，也持有截然不同的感受及互動模式。 

 

柒、 討論 
 

一、 真的「管太多」？ 
 
在班級互動中，教師代表學校，期於制度或成人立場來管教學生，教師被賦

予管控者的權威角色身份，而管控的層面包含對學生的管控及對知識的管控，前

者落於班級管理的範疇，而後者則是屬於教師教學專業之部份。而身為導師，除

了教學課堂上的對學生的管理之外，受到學校規範的影響，其亦須對學生的言行

舉止及服裝有所管理，Delamont（1976）即指出，教師有權力管理及糾正學生在

日常互動中的言談對話以及學生的行為。在本研究中，前任導師小揚老師，以及

續任導師小慈老師，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皆行使著其管控學生的權力，進行

班級、互動上的管理，然而二者使用的策略並不一致，也使得學生在提及自身或

同學與前後二任教師的互動關係時，有著相異的看法。 

小揚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關係，彰顯了其關懷的特質，即「小揚老師對我們很

好，就是我們如果去比賽，不管有沒有贏，她都會請我們吃東西，而且她會一直

激勵我們」；相較之下，小慈老師則較彰顯其約束管控的角色任務，「小慈老師上

課有一點嚴，不能睡覺、講話也不行，而且她每節下課都回來」，正如 Woods（1983）

所言，在學校教育中，課堂時間（period）是基本的時間區隔單位，在課堂時間

內，教師理所當然被視為教室的掌控者，無論學生採取何種互動策略，教師皆得

以在知識傳遞或班級管理上執行其角色任務，然而，下課鐘響後的課間時間，對

於學生而言，某種程度上來講是屬於學生的「後台」，在這段時間中，互動的角

色關係是為同儕彼此間，而非屬於教師與學生間，學生利用這段時間進行同儕交

流及互動，於是，在這段時間中出現的教師角色，對於學生而言，即是一種「外

來者」、「干預者」的角色身份。雖然，教師的管控角色在學校教育的各環節中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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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賦予的，教師有義務教導學生遵循學校規範、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然而當師

生雙方對於「互動情境」各持有相異的看法，也造成彼此間隱性的衝突。也因此，

所謂的「管太多」，其實是來自於師生雙方對互動情境的相異看法，學生無法認

同教師對於互動情境的觀點，而教師卻也因受限於本身被賦予的角色，不得不執

行其管控的任務，只是，在教師執行其管控任務的互動策略上，或許可以「適度」

地將學生視為「成人」的角色，而非將學生框架於「從屬者」的角色範疇中，提

供學生適度的自主管理空間，協助其進行社會化。 

 

二、 學生過往經驗對師生互動的影響： 
 
Waller（1932）提及，當學生初次踏入新的學校或是升上新的年級時，他們

或許無法從以往的經驗來界定新的互動情境，此時即可能接受教師所提供的情境

定義，或是與同儕共同合作以創造出對互動情境的定義。當日光班學生初入七年

級，面對不熟悉的同儕團體及陌生的互動情境，在新的秩序尚未建立之前，學生

會在與教師的磨合中尋求一套合宜的互動規則，「七年級的時候大家有事沒事會

在班上互相罵來罵去，有時在課中就會站起來到處跑，那時班上真的很亂，不過

小揚老師算是管得不錯，她所有的事情都是好好講，然後她一切以鼓勵為原點，

那個時候真的全班都很喜歡她」，Delamont（1983）則提及當師生初次互動時，

彼此對於教室生活情境可能有共通的想法，但仍須為新的師生關係建立出一套新

的互動規則。而 Ball（1980）指出，在師生初見面之前，雙方可能會蒐集與彼此

有關的資料，為新的互動情境做預設立場，對日光班學生而言，開學之前透過學

校網頁的公告得知日後將會遇上一位以嚴格著稱的導師，而在踏入新的班級情境

後卻發現與其互動的教師是凡事以鼓勵為出發點作考量的小揚老師，這樣的落差

也讓學生修正對於原先預設的師生互動情境的界定，小揚老師鼓勵的互動原則讓

學生感受到教師對他們的包容及關懷，在這樣的互動情境下，「老師管很少，人

也不錯，和班上也都有互動，班上同學會在下課的時候主動找老師聊天」，在這

個階段，師生互動上是融洽及相互尊重的。 

Woods（1983）指出，學生的過往經驗會決定其在新互動情境中的態度，當

日光班學生升上八年級時，重新面對新的導師，建立新的互動模式時，他們即以

過往與小揚老師的互動經驗來衡量小慈老師的作為，欲將過往與導師的互動模式

套用在新的互動情境中，然而新任教師對互動情境有自身一套的界定，他也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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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互動情境中帶入其過往與學生的互動經驗，當師生雙方對互動情境的定義不

同時，師生衝突則隨即產生。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光班學生與新任導師小慈老師衝突加劇的同

時，炎絕對小慈老師的觀感並不如其他同學一般負面，雖然炎絕也同樣參與了與

小揚老師的互動情境，但其過往與小學導師的互動經驗，區別出其與班級其他成

員的不同，  

 

我和炎絕、小從是同一間國小畢業的，那時我們的班級是在同一層樓，

那一層樓的導師都是以嚴格出名的，也都非常團結，而炎絕他們班的導

師又是其中之最。他們班不管是紀律或是什麼都管得很嚴，只要有學生

搗蛋，下場都很慘，譬如說如果有學生搗蛋，其他三班的導師就會跟著

過去他們班一起教訓學生。 

（20100705 訪鉛筆） 

 

由於炎絕與小學導師互動的負面經驗，導致其在與教師互動層面的陰影，造

成他與教師互動關係上的疏離，與其他同學相較之下，炎絕對於小慈老師的互動

模式有著較高的包容性。 

當師生雙方在踏入新的互動情境時，雙方對彼此的互動都有所期待及預設立場，

但卻有出現不一致的可能性，假若教師急於塑造其教師權威，建立新的一套教室

互動的規則，對於學生過往的互動經驗不加留意，且忽略與學生協商，師生雙方

對互動情境則難以達成共識，為師生互動情境埋下衝突的導火線。 
     

三、 從學生眼中來看教師的互動策略 
 

    Woods（1990a）指出教師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大致發展出八種生存策略，

即 控 制 （ domination ）、 協 商 （ negotiation ）、 社 會 化 （ socialization ）、 合 流

（fraternization）、缺席或離開（absence or removal）、儀式及例行公事（ritual and 

routine）、職能治療（occupational therapy）以及自我安慰（morale-boosting）。而

在本研究中，也可以發現不同的教師在面對不同的師生互動情境時，採取不同的

策略，其中以前四種─控制、協商、社會化及合流最為常見。在本研究中，英語

教師以酸葡萄或苛刻的語氣來與學生對話，這般「控制」的互動策略或許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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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學生直接不加以修飾的互動情境時，用以維持其自身權威形象或保留其尊

嚴的手段之一；延後考試時間點、班級內物質性或制度性的獎懲制度使用，則為

常見的「協商」手段；而學校教育中即是協助學生進行社會化的場域，在其中教

師基於成人立場來教導學生怎樣是合宜的行為；另外，歷史教師透過課堂間不時

穿插的笑話及心理測驗，與學生談論學生有興趣的話題，某種程度而言透過這種

「合流」的手段，即在與學生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 

從學生眼中來看待教師所採取的互動策略，可以協助我們探究在變動的教室互動

情境中，教師能採何種有效的策略來與學生進行互動，而策略是否得以收其成

效，主要在於師生雙方對於互動情境的定義是否有所共識，對於教師而言，瞭解

學生對於互動情境的定義是用以理解他們行動的唯一途徑，只是在瞭解之外，教

師本身也須衡量當下的互動情境，來採取最合適的互動策略，以下即就日光班師

生互動情境中常見的四項教師策略加以探討。 

    班級互動情境中二個主要的角色即是教師與學生，前者帶著成人世界的文化

價值，代表學校進行管理及教導的責任，而後者多被視為從屬者的角色，二者是

不平等的「上─下」關係，在師生互動情境中經常因為雙方對情境定義無法取得

共識而產生衝突，而倘若教師又多施以「控制」的互動策略來壓制學生，將學生

視為非成人的角色進行管控，更容易造成互動情境中的衝突情形。 

    而協商是為常見的師生互動策略之一，師生雙方進行利益交換，如教師使用

物質性獎賞來獲取學生在互動情境中的配合度或參與度，然而這個策略亦有其風

險性，當教師提供無效的交換條件時，則也無法與學生進行良好的師生互動。只

是在協商之前，值得思考的是，對於學生而言，他們在意的是協商的條件？或是

與之協商的互動對象？ 

    學生透過學校教育來進行社會化的歷程，然而，教師並非協助學生社會化的

唯一對象，在日常生活中，學生可以藉由與家長、教師或同儕團體的互動中來進

行社會化，但影響學生是否得以進行社會化的諸多因素中，學生的「重要他人」

佔了極大的環節（吳康寧，1999），也因而倘若教師無法成為學生互動性的重要

他人，對於學生而言，某種程度上也很難協助其進行社會化。在此我們也當思考，

教師是否一方面能夠兼具促進學生社會化之權威角色，同時也成為學生之重要他

人？ 

    此外，在本研究中，鉛筆曾提及「畢竟人（小慈老師）老了嘛，跟她講話還

常常聽得也不是很清楚，然後跟她講一些比較現代的話的東西，她也會覺得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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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什麼…就好像都聽不懂。」因此也可以看出，學生對於跳脫出傳統教師高高在

上的權威，某種程度可捨棄其成人角色、而走進他們的世界，能瞭解其想法或共

享聊天話題的教師是有所期待的。只是，教師本身仍是一具管控力的權威者，當

教師在師生互動情境中採用「合流」策略，而欲打破或縮減傳統師生關係的邊界

時，要如何在營造與學生的融洽關係及管理的權威角色間取得一巧妙平衡？ 

 

四、 學生的互動策略 
 

 
教室間的師生互動情境是複雜及變動的，其中，師生雙方間皆可能因著對當

下互動情境的不同定義而採取不同的互動策略，同時，策略也會隨著互動情境的

變化而有所不同。張建成（2002）提及師生雙方在初次互動時，會先由對彼此的

臆測開始，教師根據學生的外表、行為規矩、學業表現、可愛、同儕關係、人格

特質與偏差行為來建構其對學生的看法；而學生則會考量教師是否能維持秩序、

有沒有笑容，以及是否了解學生，來為教師進行分類。 

在本研究中，學生在師生互動情境中可能採取許多不同的互動策略，而影響

學生選取互動策略的其中一項因素來自於他們對學校教育的看法。當學生將國中

三年的義務教育視為「強迫教育」，即「就算不願意，仍舊得在學校待上許多時

間」，他們便極可能會在「無聊」的教室互動情境中「找事做」，當他們初次與教

師互動時，會先以不同的策略來試探教師可以忍受的底限為何，同時依據教師是

否能有效地維持班級秩序來評價教師；而當他們無法認同教師對互動情境的定

義，再加上自身受到同儕團體的支持力量時，他們便可能會採取直接、不修飾的

言談舉止來與教師進行互動，也因此總有幾位特定的男學生會與教師瞎扯、搞笑

或唱反調。 

而有的學生雖然未將國中三年教育視為強迫教育，但因為自己在學業成就上

的表現及職涯興趣的定向，他們對於教師教學的內容感到無法吸收，同時也認為

國中所學與未來往職業導向升學方向的關聯性不高，當他們在與教師互動時，會

採取較疏離的策略，他們會服從教師最低限度的要求及指示，但他們也希望在教

室互動情境中能保有一點彈性自主的空間，而這樣的彈性自主空間來自於教師的

提供，在課堂情境中，他們會試著找尋不同的事物來讓自己保持忙碌，因此也降

低他們自身與教師在情境中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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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學生認為國中三年的教育是為了日後繼續升學做準備時，他們會依據學

科性質的不同，即主科與否，而持有不同的互動策略，如棲蝶對於主科教師的無

感但對於教師的課堂補充仍會加以筆記，或小奕組女生在與主科教師互動時，不

時會針對自身在學習上的疑惑舉手發問等，但其中仍可以看出學生間之差異，而

這樣的差異來源，或如前述，一方面來自於學生家長對於學習、孩子教育的看法

及態度不同；一方面也能看見學生過去的求學經驗是如何影響著他們現在的教室

互動關係，如棲蝶過往不愉快的英語學習的經驗，影響了她在中學時期在英語課

堂上的互動，同時，在這裡我們也可以發現在教室互動情境外，升學主義對於師

生互動的影響。置身於升學主義這個大環境因素脈絡中，學生「被迫」對於成績

有所計較，此時若再遇上一位重視並要求學生成績的教師時，師生間的互動關係

則可能顯得更為緊張。 

    值得思考的是，有的學生除了心目中有一套理想的教師圖像外，基於過往與

教師的互動經驗，或對自身角色有所要求與期待，他們對於學生的「應然面」也

有一套自己的觀點，在教室情境中，他們會遵循著這樣一套的規則來與教師進行

互動，如在課堂積極參與、回應教師的提問、盡力達成教師的要求等等，易言之，

影響他們與教師互動的因素在於他們對學生角色定位的看法，也因此，積極參與

課堂互動並非表示他們正積極地與教師建立良好互動關係，而只是因為他們正在

盡學生應盡的本份。



70 
 

第二節 綽號的意義 
     

    取綽號，一個表面看似平常且親近的舉動，實際上，綽號之所以形成可能有

不同的因素，最稀鬆平常的不過就是依個人姓名來取小名，此外也可能由個人的

外型來取綽號，又或者是來自個人過往發生的事件或其他原因。本節主要探討取

綽號行為以及其背後可能隱藏的文化，由學生為何幫教師取綽號、又是根據什麼

因素來取綽號，這些綽號背後又各自代表何種意義；另，也探討學生如何看待教

師以綽號來代替姓名來稱呼他們，及其中所呈現的意涵。 

 

壹、 老師的綽號 
 

一、 「會爆漿的泡芙」 
 

導師：這節什麼課？ 

小旋：泡芙！ 

導師：那你桌上怎麼沒有英文課本？ 

（20100311 英文課觀） 

 

    第一次聽到「泡芙」這個稱謂，是在教室觀察開始將近二個月的時候，那時

國文課剛下課，坐在我右手邊的小翹一臉昏昏欲睡的模樣，打著呵欠、伸著懶腰，

邊說：「泡芙課接國文，怎麼可能不睡？」國文課的前一堂課是英文課，於是我

好奇地問，為什麼英文老師會被稱作「泡芙」，小翹表示七年級的學期末，英文

老師請全班前三名吃泡芙，作為成績表現優良的獎勵，但奶油餡過多，不受學生

的喜愛，因而得名。「泡芙」是日光班學生對英文老師的稱謂，提到她時，學生

們不是連名帶姓地叫她，就是以「泡芙」來稱之，此外，無論是提及「泡芙」或

相關用詞，學生都很有默契地知道在稱呼誰， 

 

上課時，老師詢問班上同學是否已熟記各水果的單字，有同學突然喊了

一聲：「hey, apple」，沒想到小紅接著大喊：「hey, 泡芙」，只見多數的同

學都笑了出來。上到一半時，老師要學生上台寫答案，然後開始評論起

學生參與的補習班，並用補習班的名稱來稱呼學生『你何嘉仁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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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音的』，突然小維說了一句：「妳義美的啦！」這句話又成功引起班上

一陣訕笑。 

（20100311 英文課觀） 

 

泡芙的稱謂當初是由炎絕先發起的，那陣子正好興起了一部卡通，裡頭有個

「泡芙阿姨」的角色，而又恰巧獲得獎勵的學生對泡芙這獎賞的反應不佳，不過

「泡芙」其實帶有更深層的涵義，並非只是因為老師以其作為獎勵而得名之， 

 

研  ：所以為什麼英文老師叫做「泡芙」？ 

小奕：她會爆漿。 

小鈺：泡芙阿姨每次生氣就會爆漿。 

研  ：聽說她會被叫泡芙，是因為泡芙很難吃？ 

小乘：她請過泡芙。 

小奕：那泡芙，噢好…奶，裡面都奶油，一吃就爆漿。 

研  ：所以…會叫她泡芙不是只因為她請同學吃泡芙，另外一方面也

是因為它會爆漿，可能就表示她有時候脾氣會爆掉？ 

小奕、小乘：對。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因泡芙內餡過多，而以「泡芙」來為英語教師命名，暗喻英語教師情緒起

伏較大，情緒管理較不穩定，而日光班同學也習慣以此來稱呼英語老師，對他

們而言，「泡芙」已經成為一專有用語，除了用來稱呼英文老師外，更被引申有

「情緒不穩」的定義， 

 

（不喜歡國文老師…）因為她最近開始耍泡芙啊，開始大聲了，她不

知道為什麼一直耍泡芙咩，就是一直叫，好像喇叭的音量控制壞掉了，

「不要講話！」（學國文老師用高八度的音調喊叫）。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學生把教師提高音量、情緒轉變迅速的情形，統稱為「耍泡芙」，泡芙不再

只是用以稱呼英語老師，而更是被廣為運用，尤其在男生的同儕團體中極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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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這更是一種同儕間相互認可的共享文化，同時，將泡芙專有名詞化，似乎

正顯示了學生對於教師的情緒管理十分地在意，因此也影響了學生如何看待教

師，教師的情緒管理成了師生互動的影響因素之一。 

英語教師知道日光班學生皆以「泡芙」來稱呼她，也對於「泡芙」這個綽

號感到不適，曾請託導師在家長日的時候轉告家長，請家長告訴孩子停止以這

綽號稱呼她， 

 

對，家長日…，我們班導轉達家長說，英文老師不希望班上再叫她泡芙

阿姨，她覺得這樣很不受尊重。啊我爸就說她那個人太正經了，經不起

玩笑。 

（20100703 訪星夕） 

 

學生幫教師取綽號的行為，以及教師綽號的涵義，可以看出師生關係的遠

近親疏，由於「泡芙」帶有負面的意涵，而學生亦不時在英語教師面前以戲謔

的口吻如此稱呼她，略有挑戰老師權威的意圖，但英語教師也未對學生的此舉

加以制止，而是刻意忽略，並未有所回應。 

雖然沒有直接制止學生這項行為，英語教師轉而藉由導師的協助，希望家

長能傳達她的感受給學生，讓人感受到師生之間的疏離關係，教師不習慣在學

生面前表露出自己的感受，無法傳達自身想法給學生，也因此並未能與學生進

行面對面直接的溝通。同時，藉由導師及家長之力來轉達想法，意欲在藉由其

力量對學生的行為加以管束，更顯示出英語教師對學生取綽號行為感到在意，

然而卻也無力制止。 

 

我們班一直叫她「泡芙」，她不太喜歡這個綽號，她家長日的時候有跟

老師講，然後老師有跟家長講，我媽家長日回來之後就有罵我說：「你

們班在搞什麼鬼？」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小蔚） 

 

然而，透過家長的間接傳達卻也不見實質的約束功效，當家長接收到英語

教師的想法時，一方面雖傳達了教師的想法，一方面卻也可能認為英語教師有

小題大作之感，認為綽號不過是學生玩笑之舉，卻忽略了綽號背後可能代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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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教師的觀感，以及對教師尊嚴的挑戰。 

 

二、 踩水車的「水車伯」 
 

    「水車伯」是日光班學生為數學教師取的綽號，也是在「泡芙」之外，另一

個由學生提出且共享的教師綽號，日光班學生表示數學老師很幽默，而「水車伯」

的由來，是源自於數學老師向班上同學分享的一個事件， 

 

講故事的時候，他會鬼扯一些有的沒的，會做一些有的沒的動

作。以前有個故事，就是外國人都已經在打棒球、賺大錢了，然

後我們還在那邊踩水車，就是外國人比較先進、我們比較落後，

啊然後他講到踩水車的時候有配合動作還有聲音，就腳在那裡踩

水車，我們就叫他「水車伯」了！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由於數學教師做出踩水車的動作讓學生印象過於深刻，因而得此名，數學教

師並不曉得日光班學生以「水車伯」來稱呼他，因此也不見數學教師對此綽號的

回應。同時，因為數學教師時常做出豐富的肢體動作，日光班學生在上數學課時，

都十分期待數學教師這樣的行為， 

 

老師在講解數學習作，有一道題目提到走路時若轉彎，角度計算的問

題，老師提醒學生走路時轉的角度為外角而非內角，同時，為加深學生

的印象，老師就站在講台上，原地轉了幾圈給學生看。老師的示範，讓

少數同學笑了出聲，而其他多數的同學則像一頭霧水，詢問其他同學發

生什麼事，而在詢問之後也跟著一同大笑。 

（20100415 數學課觀） 

 

    實際上，並非所有的學生在數學課中皆表現得極為專心，部份學生會利用數

學課的時間練習補習班的作業，有的學生則是累了就趴在桌上睡覺，只有少數的

學生會專心聽講，也因此對於數學教師突如其來的舉動，並非所有的學生皆能在

第一時間有所回應，但學生又期待數學教師在上課的行為舉止，因為對學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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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這是在正課之外的一點小樂趣， 

 

研  ：為什麼你們數學課都這麼安靜啊？ 

炎絕：因為在等他講笑話。 

研  ：他有講笑話嗎？ 

小旋：有啊，他本身就是個笑話啊！ 

研  ：可是你們上課有在聽課嗎？ 

    小右：就只有他在鬼扯一些其他有的沒的我們會聽。 

    小紅：要很勁爆的！ 

    研  ：欸對，他今天有轉那個外角和？！ 

    炎絕：我們上數學課就為了等這一刻而已。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學生因為數學教師搞笑的肢體動作而為其取名，顯示出學生在課堂之中總期

望得到些許樂趣，而這般樂趣可能來自學生自身的玩鬧，也可能來自教師的特

質，數學教師的肢體動作讓學生在正課之外獲得一點輕鬆的空間，這也在無形中

縮減了數學老師與學生間的距離。 

    然而，從「水車伯」這個綽號除了可以看出學生對課堂或教師的期待外，也

可以看出同儕間彼此的影響， 

 

幽刃：就他講話會有節拍，他以前比較常啊，就是突然會開始有節拍。 

研  ：所以踩水車就是因為他講話有節拍的意思？我不懂欸，所以什麼 

是踩水車？ 

幽刃：我也不懂啊。 

小蔚：其實水車伯是炎絕他們開始叫的。 

幽刃：什麼是水車？ 

小蔚：妳問炎絕他們那一組會比較知道。 

星夕：會不會是一種東西，然後上面有水，然後…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水車伯」是日光班學生為數學教師取的綽號，一提到「水車伯」，班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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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都很有默契地知道這是給數學教師的稱呼，然而在細問之下，才發現並非所有

的同學都清楚此綽號的來源，而是在班上較具號召力的同學影響之下，進而群起

效尤地如此稱呼數學教師。 

    英語教師與數學數師的綽號起初皆是由男生來命名，進而「推廣」至全班，

除了口頭上對老師以綽號來稱呼之外，炎絕偶爾也會製作「日光班快報」，記錄

班上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而班上的教師在快報中，皆是以綽號來現身，因而日光

班學生對於這幾位教師綽號皆十分熟悉，也凝聚出相當的默契。 

 

三、 「轉哥」VS「帥哥楊」 
 

「轉哥」及「帥哥楊」皆是老師自取，並告知學生可以如此稱呼他們的綽

號，然而，日光班的學生對於這二個綽號持著相異的觀感。 

 

(一) 轉哥 

 

「轉哥」擔任日光班的歷史科教師，而歷史課正是極受學生喜愛的課堂之

一，主要原因在於歷史教師十分幽默，在正課進度之餘會穿插心理測驗及笑話、

小魔術，以吸引學生的注意力。「轉哥」之所以為「轉哥」，原因在於歷史教師

的名字中有個轉字，於是他要學生稱呼他為「轉哥」。 

 

他很幽默風趣、很活潑、很搞笑，脾氣很好、不容易生氣，上課會

講心測（心理測驗），而且有時候會突然講出一些很幽默的暴點、

會做一些很好笑的動作。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當教師以「哥」字自稱時，似乎有縮短自己與學生距離的企圖，讓學生覺

得教師不再是高高在上、遙不可及，略帶「亦師亦友」的意涵存在，同時，由

於轉哥上課風格獨特，除了課本以外，轉哥會隨身攜帶心理測驗的書籍，當發

現學生精神不濟，或教學進度超前時，他就會拿出心理測驗詢問學生，藉此吸

引學生注意力，因而成為班上的人氣教師。每每聽見學生提及「轉哥」時，總

是帶著愉悅的口吻；提及歷史課，也多是開心的樣貌。只是，雖然學生總不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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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及「轉哥」時講到「心測」，他們對於轉哥的教學也表示推崇， 

 

他會把歷史課變得好像有點像動作片一樣，他自己會在那邊自導自演。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轉哥上課是十分投入的，會把課本上的內容化為一幕幕生動的畫面，正如

學生所言，他時常會自導自演，有時興致一來，還會配合教學內容發出激動的

聲響，有次他就在課中大喊「中華民國萬歲」，讓學生印象深刻。而轉哥這般生

動活潑的教學，也讓學生在上歷史課時感到輕鬆愉快，對於教師在課堂發下的

各章節重點預習整理，學生也都會跟著教師的進度去完成，上歷史課時，沒有

學生會做自己的私事，而是跟著轉哥的教學，投身於歷史學習中。 

 

(二) 帥哥楊 

 

「帥哥楊」是班上的地理教師，因為本身姓氏的關係，而自稱「帥哥楊」，

只是學生對於這個綽號並不十分苟同。在論及地理老師時，日光班學生都直接

連名帶姓地稱呼他，提及這個老師自取的綽號時，也多半語帶諷刺， 

 

什麼帥哥楊的，他超自戀，我覺得他長得不怎麼好看，又說自己是帥哥，

還說自己是小飛象。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我比較不喜歡帥哥楊，帥哥楊太靠么了，自戀。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由於地理教師外型並非口中自稱的「帥哥」，即便這樣的稱謂有教師玩笑之

意，學生並不以為然，同時也連帶地對教師放大檢視， 

 

他有抽菸跟吃檳榔的感覺，因為他講話都有菸的感覺，而且他牙齒黑黑

的，他講話有一種怪味…老師為人師表，不能抽菸啦！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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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學生之所以無法接受地理教師這個綽號，雖然直接的因素來自於教

師的外在條件與稱謂不吻合，但讓學生在提及這個綽號語帶反感的更大原因在

於學生對於地理教師的教法無所適從， 

 

我覺得他是課本背得很熟，可是都沒有人聽得懂他在講什麼東西，而且

他會自己講得很開心，會說自己去旅遊什麼事…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他講話都講得很小聲，而且他筆記很亂，他畫在黑板上都沒有人看得

懂，他講話都習慣跟前面講，我坐在第三排都快聽不到他的聲音，而且

他喜歡坐黑板，把我們的黑板坐壞。而且他很色都會摸第一排的人的

手，然後上課都一直吞口水，上課上一上還會玩無聊的遊戲，像有一次

他問問題，就說：「欸來，我們的第一名站起來。」小華就很無言，啊

如果他不會回答，他又說：「你這樣心機真的很重欸，你不知道嗎？」

可是他問的問題都是課外的。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地理教師的教法就如同他自取的綽號，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一般，學生在

上地理課時，因為教師音量過小、板書過草，學生無法理解教師的授課內容，

為此學生曾經請教師使用麥克風也未被採納， 

 

之前很不適應那個…地理老師啊，就是那個…什麼「帥哥楊」的東西，

他就是上課講話很小聲，啊板書又寫得很小，沒人看得懂他在寫什麼

字，然後又一直畫圈圈、畫線，根本不知道他在幹嘛啊，他根本把課本

背起來，然後就自己一個人嘰哩呱啦在那邊講，沒人聽得懂他在說什

麼，雖然我知道他其實很認真，但是就是不習慣這種教學方式。 

（20100703 訪星夕） 

 

對於這二個教師自取的綽號，學生持著相異的觀感，在提及這二位教師時，

學生也紛紛以截然不同的口吻來表述，對於學生而言，自稱是「轉哥」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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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雖然帶著教師的威嚴及專業，但其幽默有趣的人格特質與授課方式讓師

生關係並不如其他教師般遙遠，也因此，歷史教師就如同這個綽號而言，與學

生較為親近，上課會與學生閒聊，偶爾心理測驗涉及十八禁的話題也不讓學生

覺得噁心彆扭，只當是課中的一種調劑。面對自稱「帥哥楊」的地理教師，日

光班學生自然就把教師的外型連同教師的作為放大檢視，當教師外型無法與帥

哥畫上等號時，便會造成落差，而外型不過是學生用以衡量是否接受教師的次

要、非必要條件，倘若地理教師在教學上是具有吸引力的，也就能增加自身在

學生眼中的魅力，學生也不會對這個教師自取的綽號感到難以接受。 

 

四、 「橘皮」、「眼怪」… 
 

    日光班學生也會依教師的外型，私下為教師取綽號，但這類的綽號則較屬於

小團體間的文化， 

 

眼怪…是以前的公民老師，因為我是他的小老師，所以我跟他比較好，

然後他就是對我還不錯，會送我糖果，然後學期末會送我禮物就對了，

不過他不知道（綽號），我們都私下講…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幽刃：以前七年級…喜歡公民老師，他講話很好笑。 

虎呼：他眼睛凸凸的，他長得超像青蛙的。 

幽刃：他也是很幽默啊，以前不是誰叫他「眼怪」嗎？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橘皮…她有口臭跟橘皮臉，以前的家政老師…她的皮膚是月球表面…但

不會因為這樣不喜歡她，她人很好，又不囉嗦，她很可愛啊！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這二位教師的綽號並不像其他教師的綽號一樣被班上同學廣為得知、採用，

原因在於為教師取綽號的學生將這樣的綽號視為她們群體間私有的文化，用綽號

來稱呼教師，成為她們群體裡的一種約定俗成的默契，而不與外人所共享，當這



79 
 

約定俗成的默契被群體外的人所使用時，就好像秘密被攤開在陽光下， 

 

研    ：可是我不知道有聽過誰提過「眼怪」這個綽號耶？ 

小奕組：真的有喔？只有我們這組會私下叫欸，蛤，這是機密…， 

        不覺得其他人這樣講老師會很尷尬嗎？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由於這是小群體間私有的默契，同時，又是與教師外型有關的綽號，

小群體內的成員並不希望這般綽號的流傳造成教師的難堪。雖然這二位教

師在外型上並非出眾，然而他們幽默的特質、對待學生的和善態度，對於

學生而言是具有魅力的，也因此雖然「眼怪」及「橘皮臉」是依據教師外

型為教師取的綽號，對於小群體的學生而言，卻是一種與教師親近的象徵。 

 

貳、 學生的綽號 
 

    日光班學生將教師不直接以姓名稱呼他們的作為視為「取綽號」，也因此，

在本文中，並不特別去區分具特定性的綽號或不具個殊性的代號，二個用語雖交

互並用，但皆用來說明教師以姓名之外的稱呼來與學生互動。 

    日光班中會幫學生取綽號的教師並不多，主要為英語教師以及視覺教師，然

而這二位教師的這般作為都帶給學生不適感。 

 

一、 不討喜的綽號：「鴿子」VS「Hero」 
 

    「鴿子」與「Hero」這二個綽號，皆來自於七年級的鴿子事件，主角為炎絕

及鉛筆。 

    鴿子事件恰巧發生在英語課，當時從窗外飛來的鴿子讓炎絕受到驚嚇，當天

課堂中及下課後日光班同學紛紛以「鴿子」稱呼炎絕，帶有調侃之意，但幾次下

來同學發現炎絕對這個綽號十分反感而不再如此稱呼，然而，英語教師並不像班

上同學與炎絕有較常頻率的相處，並未察覺這個綽號帶給炎絕的厭惡感，而因此

以鴿子來稱呼炎絕，才引發炎絕在班上與英語教師對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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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我大部份都不會嗆啊，只是英文課…英文課其實我…她不要嗆

我，我也不會跟她有衝突，問題是她之前就是…講一些我不喜歡的東

西，比如說我的綽號，我很討厭，所以之前我其實都很少嗆老師，是後

來她講了（綽號），我很不爽，才開始嗆，因為我覺得她很機歪。 

（20100624 訪炎絕） 

 

    而鴿子事件的落幕，是在鉛筆將其趕出教室之外，為此英語教師特封鉛筆為

「Hero」，  

 

而且英文老師就很愛幫人家亂取綽號，然後叫得有夠噁心的，那時她

還叫我 Hero，可是我覺得很腦殘，妳這樣叫我讓我覺得很不高興欸。

（會跟老師反應嗎？）講了也沒必要啊，何必對她那種人講那種事情？ 

（20100704 訪鉛筆） 

 

    由於炎絕對鴿子事件感到十分厭惡，日光班學生也凝聚出一共識，將此事件

視為禁忌話題，日後少有人再提起，然英語教師並無管道得知學生的心聲，某種

程度而言，她以這般綽號稱呼炎絕及鉛筆，或許是想告知學生：「嘿，當時我也

在場，我們也一起經歷了相同的事件」，傳達他們是為共同體的訊息，然而就學

生的觀點而論，英語教師的行為卻似乎帶了點報復的程度，她的揶揄口氣勾起日

光班學生回想起當時的事件，並讓當事人感到不自在。 

    當學生對於教師行徑感到不妥時，並未積極找尋適當管道來告知教師，同時

又反過來認為教師無法理解學生的想法，如此的循環也日益加深了師生間的隔

閡。 

 

二、 被定型的綽號：「何嘉仁」、「Dr. Huang」 
 

喔還有「何嘉仁」（小毅），她很愛損他 ，不知道為什麼。她有一次

就說，「何嘉仁都考十三級了，連這個也不會」，還有一次就是，他上

課沒抄筆記，可是考試寫錯，然後她上課就說：「上課都不抄筆記，

然後翻譯沒有一次考滿分。」然後小毅就覺得很難過。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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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教師在七年級授課之初即大致調查統計學生是否有參與補習的經驗，而

後即經常以補習班的名稱為學生取名，並如本章第一節所述，會公開評論學生參

與的補習班，並以此作為學生學習表現的依據，然而這樣的舉動也讓學生感到難

以接受，除此之外，對於成績表現優異的小華，英語教師更是直接以「Dr. Huang」

來稱呼他， 

 

英文老師都叫他「Dr. Huang」，小華可能覺得這個綽號他不喜歡，每次

英文老師就會說，那我們請「Dr. Huang」來回答，然後小華有一次就

回應：「叫什麼『Dr. Huang』啊，我就不想回答啊是怎樣。」然後英語

老師就當場傻眼。 

（20100704 訪鉛筆） 

 

    以「Dr. Huang」來稱呼小華，對英語教師而言，在表示對小華表現的肯定，

「醫生」就如大家所公認般，是優秀的行業之一，也唯有表現優異者日後方能進

入醫界，只是，還處在國中懵懂階段的學生，對未來的志向尚在探索而未定，加

上英語教師時常在課中要小華協助管控課堂秩序，即帶領干擾上課秩序的學生至

學務處，這類的行為每每也迫使小華必須中斷課堂的學習，影響了他的上課權

益，讓小華不勝其擾，更是加深了小華對英語教師作為的負面觀感。 

 

三、 疏離的代號：「戴眼鏡的小朋友」 
 

視覺老師到了八年級就變得很機車，她就說：「我發覺我七年級用的方

法是錯的，如果八年級你沒寫功課你就要站起來，因為我覺得你要付

出一點努力。」然後講一大堆，又很喜歡說什麼，「謝謝你們只要讓我

做三件事」、「謝謝你們讓我只要管秩序就好」，然後她也很喜歡幫我們

取綽號，像是「戴紅色眼鏡的小朋友」…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或許是因為視覺教師授課班級過多，無法一一記起學生的姓名，觀察時總是

聽見她以「小朋友」來稱呼日光班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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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要學生拿出材料出來畫，並鼓勵學生踴躍投搞，但小馬及小旋一

直在聊天，老師於是說：「那邊的小朋友，不畫的不要在旁邊吵，沒

帶東西來做還在那邊講話！交了學費、買了書、買了制服，這樣好

嗎？」 

（20090928 視覺課 觀） 

 

    以「小朋友」這個稱謂來稱呼學生，正傳達學生他們自身與教師間存在著某

種程度的距離，一方面或許說明教師未能熟記學生的姓名，對此教師在班級管理

面上遇到一定的困難；而一方面也可能提醒著學生自身是處於身心不成熟的年齡

狀態，應服從教師的指導、管理。 

    視覺教師與日光班學生間的疏離感，同時也來自於學生對她教學方式的不

滿， 

 

視覺課很無聊啊，老師就一直管秩序，一直跟我們謝謝、謝謝，「謝謝

你們只讓我上了十五分鐘的課」、「謝謝你們真的很可愛」，一直跟我們

謝謝，然後我們全班都被記缺點，又一直跟我們講大道理。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對於日光班學生而言，視覺教師雖然總是帶著笑，但是笑語背後卻常是拐著

彎指責、挖苦學生，是個不易親近、也很難讓學生興起想親近的慾望的教師。 

 

四、 令人尷尬的代號：「帥哥」、「正妹」 
 

而且她很愛亂取綽號，她愛跟人家裝熟，在那邊說「帥哥」、「正妹」

的，很煩，因為想要收買我們。…因為有時候有些人被叫，其他人會

反過來說「又不是正妹」，長得又不正之類的。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帥哥與正妹是在英文課中最常出現的學生代號，卻也是讓學生感到尷尬萬

分的稱呼，原因在於，各人對美醜的觀感不一，當英文教師以這類與外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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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號來稱呼同學時，日光班學生會去檢視是否被稱呼的人值得如此稱謂， 

 

她連小老師都可以叫正妹，度數戴不夠啦！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日光班的學生會去檢視學生是否足以被稱為「帥哥」及「正妹」，當被以此

稱謂來稱呼的學生並不如教師口中是為帥哥或正妹時，日光班學生會作勢做出

十分直接的嘔吐反應，來表示他們的不滿及不贊同，因而更使學生顯得難堪。

同時，也因為同儕間這樣的檢視衡量，即便是外型不錯的同學，也不願意被教

師如此稱呼。這般的綽號讓學生認為不過是教師在與學生互動時不真誠的表現

之一罷了。 

 

參、 討論 
 

一、 綽號的意義 
 
(一) 「友好」的師生關係？ 

 

    Denscombe（1980）指出教師為了建立與學生的友好關係，教師會透過展現

其幽默感、鼓勵學生直接稱呼其名字，這樣的作為在建立友善及歡愉的班級氣

氛，而學生也能回應這樣的互動氛圍，對於學生而言，與這樣的教師互動時，感

到較為放鬆及友善，學生也認為與其他教師的互動關係相較之下，他們與這樣的

教師維持著較為真誠的互動關係。不過，正如前述，這係為教師用以有效管理教

室情境的策略之一。在本研究中，歷史教師與地理教師皆自取綽號，並告知學生

可以就綽號來稱呼他們，此即為一種師生互動的策略，只是，教師們採取相同的

互動策略，卻接收到學生二種不同的回應，形塑出相異的師生互動關係。究其原

因，教師在與學生互動時，其被賦予管控的權力，而其權力主要行使在二方面：

對知識的管控，以及對學生的管控（Delamont, 1976）。教師自取綽號並告知學生

可以使用的作為是用以建立友善的班級氣氛、有效管控班級情境，然而，另一方

面，對於知識的掌控也是教師在互動中所持有的有效資源，教師擁有相關學科、

教學專業知識，其也需就情境考量，來定義哪些是學生應當學習的知識，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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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皆自有一套教學模式，而在這樣的教學模式中，會產生不同的師生互動行為。 

    在本研究中，歷史教師「轉哥」除了採取讓學生以綽號為其稱呼的互動策略

外，在教學上，他也使用了其他的互動策略來提升學生的互動程度，透過他的教

學，歷史不再是舊知識、死知識，而是「把歷史變得好像動作片一樣，他會在那

邊自導自演」。而地理教師「帥哥楊」雖然也富有地理專業學科知識，但是在教

學的層面上，則因學生無法理解其授課內容，「他講話都很小聲，而且筆記很亂，

他畫在黑板上都沒有人看得懂」，幾經反應後也不見教師採取改善策略，使得學

生與教師在教室互動中形成了二個獨立的群體，無法提升學生在課堂的參與度，

也無法有效促進師生雙方的互動關係，於是即便二位教師都與學生有著相同的互

動策略，卻得到學生不相同的回應。 

 

(二) 誰是「關鍵」的決定者？ 

 

張建成（2002）指出，在班級團體中，與教師權力運用相對的學生同儕文化，

是影響班級互動歷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於學生們長期生活在同一班級情境中，

自然地形成了某些共享的價值與規範，一旦遭遇困難，同儕間會發展出集體性的

防衛機制，為個別學生提供社會支持的力量，同時，對於個別學生，班級中的同

儕團體也會有其獨特的獎懲或社會化功能。 

在本研究中，日光班學生共享的英語教師綽號「泡芙」及數學教師綽號「水

車伯」，恰皆由炎絕所發起，同時藉由日光班快報的繪製，提升綽號的曝光度，

也增進學生對於這些綽號的共識及使用度，而在「泡芙」及「水車伯」之外，其

餘零星的教師綽號則僅限於小群體的成員所使用，同時，當教師以「帥哥」或「正

妹」這樣的代號來稱呼學生時，被稱呼者即被置入一種「評價」的規準中，讓被

稱呼者及旁觀者皆形成不自在的感受，究竟在這樣的師生互動情境中，同儕團體

的影響有多大？  

Schmuck（1978）指出，同儕地位等級係為學生在班級團體中，因聲望、社

會權力或受人喜愛的程度，所佔有之高低不同位置，而這樣的位置可能因學生之

家庭背景及學業成就高低的不同而有所變化，但就人際關係的觀點來看，社交測

量地位的高低，更能顯示其在班級中的同儕地位等級（引自張建成，2002）。在

日光班中，炎絕雖在學業表現上不甚理想，但其在美術能力及創意能力的展現，

以及在與同儕互動上具高度社交性，如規劃同儕團體在課間活動的摔角競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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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他還為了這個賽制製作相關道具，一旦接觸有興趣的事物即全心投入的特

質，都讓炎絕在同儕團體間佔了一席之地，在師生互動關係中具有一定的影響程

度。 

Delamont（1976）指出在大部份的學校情境中，過於受教師喜好的學生通常

被視為「教師的寵物」（teacher’s pet），而不受其他學生的歡迎；相反地，在同儕

團體間具有反權威、教師及學校傾向且具影響力的學生則無法得到教師的喜愛，

一般而言，學生在師生間的關係與在同儕團體間的關係正好完全相反。而在同儕

團體間享有高地位的學生在不同的學校、班級及群體中具有不同的屬性，不過他

們可以凝聚同儕的力量來支持或反對教師。 

在與英語教師的師生互動關係中，炎絕無法認同英語教師在互動情境中所採

取的策略，「她都會講什麼什麼，比如說我明明就沒有講話，她就會說『炎絕，

你可以睡覺』，然後我就很不爽就嗆她這樣子」，對炎絕而言，他原先欲抱持著冷

漠的師生互動態度，但由於不認同教師的互動策略，才因此挑戰教師的權威形

象，他認為「老師除了教書以外，最主要他應該要教我們怎麼做人，做人是要從

別人身上來學習的，不是從文字可以寫出來的，就像老師上課這樣直接嗆學生，

我覺得他在教我們做人這方面就已經沒有了。」在英語課堂的教室互動情境中，

恰印證了 Delamont 提及的，學生在同儕及師生互動關係中地位的不一致，只是，

炎絕的反教師權威行為，主要來自於師生間對互動情境的定義及策略無法達成一

共識，因而所有衝突。不過，雖然炎絕在師生互動情境中具備一定程度的影響力，

但由於學生對於日光班快報所描繪的幾位教師或事件都已凝聚出共識，因此，炎

絕及日光班快報在師生互動關係中不過扮演著「催化劑」的角色，而非師生互動

關係中的主要影響因素。 

此外，在教師以「帥哥」、「正妹」稱呼學生的互動策略上，也可以看出同儕

團體的影響性，當教師以這樣的策略與學生互動時，無論被稱呼的學生是否真具

備教師所稱之外型條件，學生都會有所反應，對於符合外型範疇的個體，學生會

以揶揄的口吻覆誦教師的言語；對於不符合外型範疇的個體，學生則表現出作嘔

的神情。對教師而言，以代號稱呼學生的作為，無意間引發了學生的回應，也促

進了班級情境中的師生互動，因而教師在課堂情境中也一再地採用這樣的策略來

與學生互動；只是，就學生而言，教室的同儕團體中，會有不同的同儕等級地位，

也賦予了學生不同程度的「發言權」，在本研究中，部份特定的男學生在教室互

動情境中享有較高的發言權，一方面基於他們在同儕團體中因自身具較高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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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受到同儕的支持；一方面也因為他們在教室互動情境中，會與教師進行立

即、直接的互動，在課堂裡師生互動的歷程中，他們是主要與教師進行互動的群

體，上課搞笑、與教師瞎扯或唱反調，當教師在課堂中使用代號來稱呼學生時，

這些享有較高發言權的學生即會立即地給予評價，而這種「評價」的行為，也帶

給被稱呼者不自在的感受。 

 

二、 小同儕團體間的文化 
 

雖然，Furlong（1984）指出，在師生互動的情境中，並無一致的學生團體

文化，在研究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著眼於特定的當下情境，但在本研究

中仍可見小群體間形塑出一共享的團體文化，Delamont（1976）在認同 Furlong

的互動組（interaction set）論點外，也指出在教室情境中，特定的小群體仍是存

在的，且在師生互動中具有某種程度的影響力。 

不過，相較於先前研究將焦點置於偏差團體之文化對師生互動的影響性上

（Werthman, 1963; 引自 Delamont, 1976; Willis, 1977），本研究中常規表現及學業

表現皆在中上程度的小奕組則因彼此擁有共享團體文化，影響了她們與教師的互

動關係。小奕組的女生群體皆認為在學校學習中，友誼為附加收獲，求學主要是

為了日後升學做準備，因而在班級座位的選擇上，為了增進學習的專注，她們會

選擇前三班的座位，在課堂中遇到問題會勇於舉手提問，加上為教師取了僅由團

體共享的綽號，這是專屬於小群體之間的價值文化。同時，在本研究中，小奕組

因為自身與教師的友好關係，私下依教師外型來為其取綽號，但這些綽號僅限於

小組內的同儕成員所共享，而不與外分享，這樣的共享文化，也凝聚了小組成員

的情感及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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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喜歡的教師─從英文教師被鎖事件談起 
 

    日光班的學生跟老師的互動都很直接，常常可見學生對於老師上課的提問充

耳不聞，上課多半是一付提不起勁、愛理不理的樣貌，偶爾，部份學生會針對老

師的言行舉止回嘴，而回嘴的內容會帶有強烈的情緒性字眼，這種情形在英文課

更為明顯，英文老師也多半能對學生的情緒性字眼無動於衷，見招拆招，只是上

課氣氛總令人感覺不甚友善，在觀察將近一個月，某天英文課下課後，我問了棲

蝶是否英文課都是如此的互動情形，她說「是自從我們班有些人把老師鎖在教室

外後就這麼上了。」我對於把教師鎖在教室外的事件感到訝異，對於參與的學生

更是感到好奇，於是接著問是哪些學生，棲蝶想了想，說：「很多人耶，大家算

是…很團結耶。」然後她比了比教室後方的公佈欄上的「日光班 快報」，上面用

揶揄的口氣寫了幾行字： 

 

外表：特大香濃多重口感的終極泡芙7 

攻擊：不要講話！！門關起來就好了 

      吵什麼吵啊？ + 摔門功能 + 狂噴熱奶油 

必殺：「記警告喔！」 

武器：無敵大麥克風 

      布滿 ABC 的英文課本 

 

    由於「日光班 快報」多在描繪日光班學生在學校生活中發生的趣事，這類

的事件也多半成了他們茶餘飯後的閒談，因而鎖門事件自然而然被囊括在其中，

從學生口中我大概也還原出當時的現場。事情發生在某天早上的英文課，因為時

近秋冬，而日光班教室位於四樓最末間，不但風勢較大，幾乎所有授課教師要來

日光班上課時都得經過長長的走廊，在英文老師還未到教室前，教室的窗戶就已

經是緊閉的，上課鐘響後，風紀股長會走到台前管理秩序，並不時觀望課堂老師

是否已經出現在走廊上，那天，當風紀股長看到英文老師的身影，跟班上同學說：

「老師來了」之後，小維突然大喊：「把門鎖起來」，這句話成功引起其他同學的

注意與行動，炎絕及小從也在旁鼓吹，而小馬跑到後門把門給鎖上，小維自己跑

                                                 
7 「泡芙」為日光班學生為英文老師所取的綽號，帶有嘲諷意味，已於上一節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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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門將門鎖起來，當英文老師走到教室外頭卻不得其門而入時，不斷地拍打著

教室的門要學生開門，在教室裡的學生看到被鎖在教室外的英文老師一付氣急敗

壞的樣子時，顯得樂不可支，這更惹怒了英文老師，最後是由英文小老師在一片

責罵聲中將教室門打開，老師一進教室先是摔門表達怒氣，不斷拍打講桌，對這

件事的參與者做出懲處，一共開了四張小過懲處單，三張送到學務處，另一張懲

處單則因為有目擊證人擔保小紅並非直接參與其中而未送出。 

    事後學生想起這件事，還是語帶得意，不管是男生或是女生，都把整件事情

當作惡作劇的玩笑看待，並不覺得這類舉動有冒犯老師的意圖，在訪問小從那組

男生的時候，學生提到這件事，立即的反應就是「喔，最爽的一次」、「超好玩的」。 

班上其他未實際參與的同學，提到這件事，是這麼說的， 

 

小鈺：我們之前還把泡芙鎖在門外過，然後她生氣，就是整個門都鎖

起來，她都進不來。 

研    ：你們很得意嗎？ 

小乘  ：還蠻得意的，她摔門耶！ 

研    ：可是你們沒有很討厭她啊？為什麼這麼得意？ 

小鈺  ：就很討厭她啊，男生很討厭她，女生還好。 

（2010422 團訪小奕組） 

 

壹、 老師，你的情緒很難捉摸 
 

這次的英文教師被鎖事件屬於突發事件，在這個事件中，原為教室掌控、

管理者的教師，到了教室卻被拒於門外、不得其門而入，無法順利行使其被賦予

的權威，而處於受管理的學生，卻一反常態成為教室中做主的一方，顛覆以往的

權力關係，使得英文教師一進教室立即祭出懲戒制度，以宣示其權威，而這事件

也顯示出英文老師並不屬於受日光班學生喜愛的老師，  

 

研  ：不喜歡英文老師是因為？ 

小馬：長太醜。 

炎絕：善用麥克風、善用門、善用口罩… 

小右：XX 一票（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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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什麼？你剛說什麼？ 

小紅：善用公權力。 

小馬：班長請把他帶到學務處！ 

小按：然後班長就發揮他的公權力，把他帶到男廁。 

小右：就動不動就記 XX，記缺點，動不動就記啊，然後… 

炎絕：然後寫完還要摔粉筆…然後還有摔門。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英文老師上課時會使用麥克風來講課，但學生不甚習慣有些時候他說話語

氣的略顯急促、音調稍高、音量較大，因此將英文老師的麥克風視為其「武器」，

而當學生上課出現愛理不理、直接頂撞的情形，讓老師覺得不受尊重時，老師的

情緒表現十分明顯，除了執行懲戒制度外，也會拍桌及摔門來表達自己的不滿，

引起學生的注意，然而這般的行為也讓學生感到不適。同時，英文教師在絕大部

份的上課時間都戴著口罩，或許戴口罩有其個人的考量因素，然而這般舉動卻也

讓人不禁覺得有帶著與學生有所隔離的感受，教師可以利用口罩的遮蔽特性來迴

避與學生直接的接觸。在詢問所有男學生關於其不喜歡的老師時，他們的回答也

首推英文老師，主要原因皆直指其情緒管理有待加強， 

 

小重：一致英文。 

研  ：為什麼？ 

鉛筆：會喜歡她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有人可以跟她拿到東西吃吧？ 

小毅：可那也只是爛東西而已啊。 

小重：少來了，那東西有多好啊，狗食喔，真的又沒有多好，還在那邊講。 

研  ：所以到底你們為什麼那麼討厭她？ 

小重：我看到她就討厭。 

鉛筆：她就常常發飆啊。 

小從：我們連什麼都還沒開始做，她就開始罵…那我們做我們自己的事，

她也在那裡罵罵罵，不知道罵什麼。 

（20100311 團訪小從組） 

 

英文老師…我覺得她有一點點…機車，就是我們只要一說話，她就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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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暴出來，那個脾氣就會突然暴出來，我不喜歡這種突然會暴出來，

那個會嚇到…。 

（20100624 訪炎絕） 

 

有趣的是，男女生對於英文老師的觀感並不一致，在與女學生談到英文老

師時，女生對英文老師的負面觀感明顯低於男生，  

 

幽刃：還好耶，那是因為我們班男生太賤，她才… 

星夕：因為英文老師她是針對特定的人。 

小蔚：是我們班男生比較討厭（英文老師）…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由於在班上會與教師頂撞、發生摩擦與衝突的多為男學生，因此英文老師

懲戒的對象也多是男生，基於此，男女生對其觀感並不一致，女生認為英文教師

之所以不得不時常採用懲戒制度來進行班級管理，問題並非出自於教師本身，而

在於學生。雖然男女學生因在班上與英語教師有不同的互動方式，造成男女學生

在看待英語教師時有不一致的觀感，然而同時，學生也指出英語教師本身在看待

男女學生時即持著相異的評價。 

 

因為男生之前有二次選小老師的時候是選小按，然後英文老師很故

意，她說「男生不能相信」，結果引來我們全班男生的公憤，還把英語

小老師的位置換給小防，然後小防又是全班公認最討厭的對象，當場

全班的人跟她翻臉，然後老師就說「不要吵不要吵」，裝作沒在聽，以

自己為主，那天老師在講話沒人在聽，全部在底下聊天，她當場拍桌

罵人。 

（20100705 訪鉛筆） 

 

只是，即便女生對英文教師的負面觀感不若男學生那麼高，她們也提及自

身對英文教師的作法感到不適， 

 

研  ：所以妳們不喜歡泡芙？ 



91 
 

小鈺：還好耶，她會一直拿巧克力送我們，我覺得她巧克力好好吃喔… 

小涵：蛤，可是我不喜歡她耶，我很討厭她在那邊一直發怒。 

小乘：她會一直酸葡萄而已，大家都會知道她在講誰，可是她不會指名。 

小鈺：比如說有誰上課一直在講話，她就會說：「有些人上課都不用抄筆記

喔，那英文怎麼會好？」 

小乘：像翻譯考的好，她就會說「你上課再不專心，那這樣子以後你就會

考不好」。 

研  ：可是這個就比較沒有特別的特徵，你們都不知道在講誰啊？ 

小乘：我們都知道在講誰啊！因為就只有一個人啊…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大抵而言，英文教師無法受到日光班學生的認同，究其原因，並非其教學

專業不足，而是學生無法認可其班級管理、與學生互動的態度及情緒管理能力，

正如鉛筆所言， 

 

如果她是那種什麼事都不自己先做好的時候，然後反過來還要對我

們班上一直罵，那我們當然會覺得很不高興，為什麼她要把自己變

成這種處境？所以我們現在全班就是覺得，她會現在被我們全班這

樣子公認最討厭的老師的時候，是因為這樣子… 

（20100705 訪鉛筆） 

 

學期初班導都會先為各科教師選派該科小老師，由全班同學提名表決，英

語這科是由英語成績表現中上的小按擔任，然而英語老師對於這個推派結果不甚

滿意，改指派小防擔任小老師一職，成績優異與否並非英語老師選派小老師的衡

量點，事後她也告訴班上同學，請小防擔任小老師是為了激勵英語成績不理想的

她有學習英語的動力，雖然英語老師有自身的考量，且立意良好，然而戲謔的發

言已引起學生不滿，加上更換後的小老師人選是班上受排擠的對象，原先處於邊

緣位置的同學在課堂中被授予某種程度的權力，更是引起學生的負面情緒。 

而在與學生互動、對話的拿捏上，英文教師也時常說出讓人覺得不舒服的

言語，因此較無法得到學生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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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請棲蝶上台寫英語習作的答案，但卻發現棲蝶的答案有誤，於是

老師就說：「這位小姐妳是自己掰的嗎？…好，那妳先寫完，把妳掰的

寫出來。」 

（20100104 英文課觀） 

 

在不友善的言語之外，她也會在課堂中評論各補習班，並且以學生的課堂

表現來作為自身言論的依據， 

 

老師要學生寫英文習作，寫完之後點了幾位學生上台寫答案，看到學

生把時態寫錯時，老師在旁說了一句：「補習班有沒有教你過去式？」

而後在檢討選擇題時，老師點小重回答，連續問了二題小重都說不會，

老師於是說：「補很久了厚…補習班都沒有教你…？」然後要小重罰

站，之後講到閱讀測驗時，老師唸了一個段落並檢討題目，「第一題，

小重，答案多少？」小重給了正確答案，老師重覆了一次並說：「好請

坐下，剛有聽到答案厚？」小重很小聲地說了聲：「屁！」 

（20100104 英文課觀） 

 

老師要學生上台寫出指定單字的比較級及最高級，同時一邊點出學生參

與的補習班名稱：「看這個人什麼調調，就知道是哪出來的了。」而後

稍加評論了學生參加的補習班，「○○又沒有教得很好，又體罰得很兇。」 

（20100311 英文課觀） 

 

英文老師在課堂中有關補習班的言論，看似在批評學生參與的補習班，

然而，換個角度來思考，或許老師只是要提醒學生，只要上課多用點心、參

與度高些，也不需要額外花時間或費用在補習班。然而，英文教師的措詞及

語氣卻令學生無所適從，除了苛刻的言語之外，英文教師時常在無法有效管

理班上秩序的當下，提高說話的音量、加快講話的速度，對班上同學發脾氣，

這樣的作為讓學生直認為英語教師是個情緒難以捉摸的教師，有時候上一秒

和班上同學還有所互動，但下一秒就發飆。只是，英語教師之所以會出現這

般行為，究其原因，是部份日光班同學在不服教師管教時，直接不客氣的言

語即脫口而出，挑戰教師在師生互動中的權威形象，如此一來，英語教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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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學生這樣互動策略時，也就可能會以學生的互動方式來還治其人之

道，藉此一方面告知學生「既然學生的互動策略是如此，她也可以如法炮製」，

另外可能也試圖維持教師在教室中秩序的掌控者的形象。 

 

貳、 老師應該要備課 
 

事實上，部份學生提及英文教師的教學專業是足夠的，他們認為一個教師

在教學專業的表現上在於其是否備課、上課是否在課文之外有所補充，以星夕為

例，她提到學生會因自身成績好壞影響其對教師的看法， 

 

我對英文老師沒有很反感啊，我只是覺得她講話超難聽的，太苛

刻，…，她很認真，這是無庸置疑的，她上課都有備課，她其實還蠻…

對我們這些成績比較好的同學來講，她其實對我們幫助還蠻大的，比

如說她會要我們背單字啊，會給我們一些課外的講義啊，啊對那些成

績普普通通的可能會覺得她多此一舉吧，反正他們又不會看。 

（20100703 訪星夕） 

 

星夕在班上始終保持著前五名的成績，也常是老師們得力的小助手，在課

業上她對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學習態度偏向主動、積極，偶爾下課的時候會看見

她拿著英文課本或是考卷到講台前詢問老師，她覺得一個好老師不能只是照本宣

科，認為一個老師的「義務」必須將教學內容預先準備好，並期望老師能多補充

課外或相關的知識，因此就她而言，英文老師是位能幫助學生學習的教師。實際

上，星夕雖然認為英文老師說話苛刻，但也表示英文老師的言論從不針對她、也

不應該針對她，因為她上課表現一直十分自律、保持良好，她偶爾會在家中和父

母談論學校的科任老師，父母總採較為開放的態度，只告訴她若上課有聽不懂的

地方就試著自己讀，關於英文老師的部份，他們則認為或許是老師不滿被班上同

學取綽號而出現這些學生無法理解的舉動，並表示家長日時班導曾轉告英文老師

的言語，希望班上同學停止以綽號稱呼她。 

星夕的父母對於她在學校的學習狀況採開放態度，一方面星夕本身會對自

己做自我要求，另一方面則是她常出現身體不適的狀況，身為護士的母親希望孩

子能健康成長，因此與學業表現相較之下，她更為要求星夕多注意自己的身體狀



94 
 

況，並表示若星夕超過約定就寢時間，則無法參加補習，因為母親認為補習會壓

縮孩子的睡眠時間，進而影響健康狀況。不過，父母二人對於孩子的學習環境也

有所考量，因為學區內的學校離家甚遠，且風評不佳，因此星夕是跨區就讀日暮

國中，平日對於星夕的學習狀況，父母極少開口督促她讀書，遇到考試成績不理

想則會要求她將考試中不會的問題搞懂，避免下次再犯同樣錯誤，在這樣的環境

下成長，養成了星夕自動自發的讀書習慣，因為「一定要自己讀啊，不然沒人會

理妳。」 

星夕是屬於主動學習的學生，她期望學校老師能夠多補充一些資料、有自

己一套教學方式，先整理相關的內容重點，而非只是把課本內容帶過，如此一來，

在教師的協助下，能使學生受益良多。 

同樣在學習上較為自律的鉛筆，對於英語教師的課中補充與星夕持著不同

的看法， 

 

英文老師就有事沒事喜歡叫我們用一些有的沒的東西，她弄得東西都

很沒有意義，像是她就叫我們訂正翻譯有沒有，那翻譯，會的就是會

啊，不會的就是不會啊，那妳叫他們訂正是有什麼用？有時候還叫我

們寫一大堆有的沒的，她那些有的沒的，那些有的沒的想寫的人就會

寫，不想寫的就抄別人的，是有什麼用？ 

（20100705 訪鉛筆） 

 

鉛筆在日光班常被指派擔任幹部的角色，在學習上也保持著積極自律的態

度，上課間若遇教師提問，鉛筆會主動回答教師的問題，也會針對教師板書有誤

之處提出詢問，只是，鉛筆在課中這般與教師的互動模式，主要來自於他心目中

有一套學生在學校中應有的圖像及行為，在訪談中仍發現鉛筆與日光班多數的男

生一樣，對英語教師的教學方式及班級管理感到難以接受。 

 

對啊，那時泡芙就跟小紅說：「就是因為你一直問別人，所以才會成績

爛啊。」『名師出高徒嘛！』「啊小華是我教出來的，啊你是誰？你自

己不想聽我教課，當然不是我教出來的。」我真的聽了很討厭說，小

華他厲害是因為他自己可以學啊，欸妳現在只是問他東西而已，妳敢

說他是妳教的嗎？我就想說妳在嚣張什麼，妳不要都把別人的好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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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身上，少往自己臉上貼金的那種感覺。那時候如果嗆出來的話，

到時候可能被記警告的人會是我，其實有時候真的是為了自保才不敢

跟老師大聲。 

（2010705 訪鉛筆） 

在鉛筆的心目中，有一套學生的「應然面」，而他也以這種態度來與教師互

動，他認為學生應參與課堂，對教師有回應、與教師有所互動，他遵循著其心目

中「學生的本份」的行為準則，而這樣的行為準則，某部份來自於他小學的與教

師的互動經驗， 

 

那時候當班級幹部，老師都希望我們非常的主動，非常的體貼，所以

那個時候不管做什麼事情，第一順位都要先想到同學跟老師，不要因

為自己調皮或怎樣的就去弄亂事情，老師要求的就是快，然後又要

好，所以那個時候如果有事突槌（台語），就會很慘。[可是你們覺得

這是應該的？]應該的，那時候覺得是應該的…。 

（2010705 訪鉛筆） 

 

由於鉛筆在小學就擔任班級幹部，加上高年級遇到一位以嚴格要求著稱的

導師，因此許多學生的行為規範在國小求學期間都被加以要求，在這樣的互動過

程中，也培養了鉛筆在學校教育中，與教師互動的自律態度及行為。 

此外，對於鉛筆而言，讀書應該是一件開心的事，而非總是汲汲營營於成

績，鉛筆的父母對於鉛筆的學業成績表現也多留有其自主的空間，表示只要鉛筆

的成績能維持一定的程度，維持到不要太差的地步即可，而不會斤斤計較考試成

績。鉛筆就說：「我媽不會要求說少一分打一下，我想如果我媽是這樣子的話，

我大概也會覺得讀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也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養成鉛筆自

律的讀書態度，認為教師不需要對於班級太過掌控。 

而同樣地，棲蝶也認同英語教師課前備課、上課為學生補充相關知識的教

法，她認為老師事前備課是必要的，應在上課前先整理相關的概念，在課堂中為

學生做補充，然而她也提到她通常只是把英文老師補充的東西抄在課本中，不會

特別去記憶，「我不會的我就會抄起來啊，可是抄完我也不會看。」 

棲蝶在班上會主動協助教師處理班級事務，成績在中等程度，家中有三位

年長的兄姊，受兄姊的影響，她在學習方面較多數的同學更顯得獨立，欲以公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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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為報考目標。她認為到學校主要在學習有意義的事物，所謂的意義係指對日

常生活或未來職業有幫助，能增長自己知識的層面，若是遇到她喜歡的科目她會

不斷自我精進，反之，則帶著應付的態度得過且過，英語一直不在她喜歡的科目

範疇中，究其原因，係因父母從小對英語成績的要求，若考試成績不佳，除了在

校需接受老師的懲罰外，在家裡也得面對父母的責罰，  

 

我從小學就開始討厭（英文）啦，因為我家老媽很重視我的英文成績，

如果英文考不好，就會被罵、被我媽罰背課文、抄課文，所以英文考

不好的話，我要背課文給學校老師跟我媽聽… 

（20100620 訪棲蝶） 

 

從小對英語學習的負面觀感，加上現在英語教師雖然具備相當的英語專

業，但在部份教法上較難使她信服，也因此，她在英語學習上始終興趣缺缺， 

 

（很討厭）英文老師，因為她很機車，要我們背課文，一直扣我們的

分數，然後那個分數又算得超嚴格，課文如果沒背的話，一篇（扣習

作總分的）二十分…分數扣太重了啦，其他老師成績比較沒有算那麼

重。 

（20100620 訪棲蝶） 

 

英文老師在課堂中不時會為學生補充相關知識，要求學生背課文、訂正考

試錯誤之處，並偶爾會獎勵上課表現良好的同學，這顯示出英文老師對學生的表

現係有一定的期望，對自身的教學也有某種程度的要求，但即便肯定了教師的英

語專業，英文教師的教法對於不同的學生而言也形成了不同的意義，同樣是在學

習上較為積極的棲蝶及星夕，就因為過往學習英語的經驗不同，對英語抱持著不

一致的觀感，也影響了她們在英語學習上的成效，縱然她們皆認同一位好的老師

應當在課前有充足的準備，能為學生增加知識，然而「好」老師並不足以成為「喜

歡」的老師，同時，認同老師的教法也不等同於能全然接受老師的教法，棲蝶就

指出，由於自己本身不喜歡英語，即便英語老師上課會為學生補充相關知識，她

也只是被動地抄在課本上，當英語老師將補充的知識列入考試範圍並懲罰考試成

績不佳的同學時，這般重視成績的作法讓她更加討厭英語教師，當過去不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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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經驗遇上對教師部份教法的不認同時，就加深了她對教師的負面觀感。 

 

參、 老師的協商手段─考試、獎懲制度 
 

    英文老師是從七年級一路帶到八年級，七年級第二堂英語課時，在與學生尚

未熟稔的情況下，老師舉行了一次小考，並表示她會從中挑選二位分數最高及一

位分數最低的同學擔任英文小老師，雖然在第一節課時即事先告知學生考試範圍

為課本 Starter 單元裡的單字，對學生而言，這類的舉動仍是不甚友善、帶有某

種宣示其教師權威的意義， 
 

她第一天來的時候就想要給我們下馬威，第一天她就說隔天要考試，她

叫我們把課本一開始的單字一直背，那時我們全班就對她很反感了，因

為哪有老師第一天來就要我們考試？她現在也只有一招可以制住我

們，就是如果我們乖的話，考試點可以延後，她現在也只有這招可以制

住我們一下子而已。 

（2010705 訪鉛筆） 
 

    英文老師在第一堂課考試的作法是在瞭解學生的先備知識為何，從中不但能

瞭解學生的程度差異性，也能適時地調整自身的教法，但第一堂課隨即小考的作

為在學生的解讀之下，也等同於在給學生下馬威，考試舉行與否也視為教師教室

管理的展現，考試似乎成為教師與學生之間溝通協調的工具， 
 

幾次觀察下來，發現老師會利用週一的英語課來進行考試，而考試模式

都會先提供班上同學一點自習、準備的時間，而後才將考卷發下，今天

老師一進教室，仍是給班上一段自修的時間，也告知學生：「有人在聊

天的話，我們就發考卷」。 

（20091123 英文課觀） 

 

今天上課老師先指導學生寫英習，同時告訴班上同學，「如果很安靜就

移到明天考，如果很吵就趕快講一講趕快考。」 

（20100104 英文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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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這個協商工具對於不同的學生而言，重視程度有所不同。 
 

老師考前先留數分鐘的時間讓學生可再次複習考試內容，因為看到小馬

沒有好好利用這幾分鐘的時間，反而一直在講話，干擾秩序，於是說了

一聲，「老師看到在講話的，現在把考卷發下去」，但小維拿到考卷之後，

只是填上自己的名字就把考卷收起來做自己的事，而小從也是如此，把

考卷收到抽屜後就開始把玩起他的手機，看來不甚重視小考的成績。

（20091214 英文課觀） 

 

    當考試這個工具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效果時，老師也有其一套因應措施， 

 

只見她走向小維，詢問其是否已寫完考卷，並要求小維拿出考卷讓她檢

查，看到未填答的考卷時，老師拿出紅筆直接在考卷上打了分數，要小

維開始訂正，並告訴同學如果全班都有交訂正，就可以拿一張榮譽貼。

（20091214 英文課觀） 

 

    榮譽貼是學校這學期實施的獎勵制度，只要學生表現良好，就可以獲得一張

榮譽貼，小慈老師告訴班上，如果班上覺得自身課堂表現不錯，就可以向授課老

師領取一張榮譽貼，集滿二十張榮譽貼，就帶全班去看電影。獎勵制度是協助教

師有效達成教室管理的方法之一，學生多半會遵守遊戲規則， 

 

班上在小考，但部份學生無視於教室中的老師，持續在傳紙條，過了一

會兒，老師才要學生坐好，但學生未將老師的言語當作一回事，於是老

師在第二次指正學生行為時，說：「你第二次沒坐好囉。」學生仍是絲

毫不在意的態度，看著老師回答：「第三次。」當老師祭出：「記一次警

告喔！」的時候，才見學生坐正。 

（20091228 英文課觀） 

 

    但學生卻也可能出現不買帳的情形， 

 

    今天上課老師一進教室，小維就大聲地問老師：「有沒有五分鐘講

話時間？」只見老師回答：「本來昨天很乖有一張榮譽貼，但今天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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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來，小維就開口嗆，那我就没收了喔！」接著老師像是想到什麼似的，

又補充道：「你們班只要小維跟小從不要開口就好了。」被點到名的小

從只覺莫名奇妙，於是開口回應：「哭爸喔（台語），我是有說話喔？」 

    後來老師在上課時，幾位同學開始在台下互丟紙團，老師突然提炎

絕七年級上課時被鴿子嚇到的事件，詢問他那時臉是不是變得慘白，但

因為這事件是炎絕十分在意的點，於是炎絕很直接地就回嘴了：「臉變

怎樣關你屁事？」此時上課氣氛已經變得有點僵。 

    學生又開始互丟起紙團，老師因為炎絕丟東西要他到教室後面罰

站，但他並未站在老師所指定的位置上，老師說：「要站就站好一點。」

炎絕大概還受先前被老師揶揄所影響，說了一句：「站你媽好。」這句

話引起老師的不悅，她要炎絕小心言行，否則就要去學務處，炎絕很不

以為然地回應：「妳也只能叫人去學務處！」只見老師突然提高音量，

請班長帶炎絕到學務處，「說他妨礙上課秩序，屢勸不聽。」 

（20100311 英文課觀） 

 

    老師口中提到的鴿子事件，是七年級有次上英文課時，突然從窗外飛進一隻

鴿子停在炎絕的桌上，當時炎絕正專心於做自己的事，絲毫不受外在事物影響，

因此突然出現的鴿子讓炎絕嚇了一大跳，班上同學開始用戲謔的口氣稱呼炎絕

「鴿子」，而英文老師也偶爾會不經意地提起這個綽號， 

 

那時他嚇到就突然站起來離開他的位置，全班就有人開始笑，結果那

節下課就開始有人叫他鴿子，他聽了就很不爽，你知道炎絕嘛，他個

性是很分明的，他高興的時候他可以跟你很好，他不爽的時候就直接

跟你翻臉，我想那一天大概是他忍受的最後期限，然後英文老師就很

白目，英文老師就有事沒事找那些成績不好的人的碴，…，反正我覺

得英文老師都只管自己的事情，然後對別人的感受幾乎都沒有，她就

是只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別人講什麼她其實沒有在理，尤其是學生講

的都沒有在聽。 

（20100704 訪鉛筆） 

 

    這次的學務處事件，一開始英文老師還帶著笑笑的口氣和炎絕對話，但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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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開始鬧僵，彼此的互動顯得格外緊張，最後隨著學生不經修飾的回應，老師

才不得已搬出「學務處」的公權力試圖來約束學生的行為。無論是全校性或是班

級性的獎懲制度，都意在協助教師能夠達成有效的班級管理，進而提升教學效

能，當教師面對一整個班級，首先最容易注意到的不外乎是較引人注目的那些學

生，教師為使教學順利進行，收立竿見影之效，多半會採行獎懲制度，只是不管

是送學生到學務處、記警告這類全校性的懲戒制度，或是記缺點等班級性的懲戒

制度，對學生而言，都是來老師在管不動學生的情形下所採行的班級管理作法，

然而這種師生互動模式似乎已不是第一次上演，學生並未把老師的說辭當一回

事，事實上，學生也自有一套因應辦法， 

 

研  ：你們班今天英文課好恐怖喔！  

小映：他們早就常常互嗆了啦！ 

小從：我早就很…想嗆她了好不好。 

研  ：不是，我以為大家玩得很開心，沒想到突然就說要帶到學務處。 

鉛筆：英文老師都翻臉比翻書還要快的那一種。 

小映：根本就沒有去好不好？ 

（20100311 團訪小從組） 

 

    當老師提出送學務處的懲戒制度時，常委由班長或班級幹部將同學帶出，但

實際上，由於學生自有一套因應辦法，更顯得這個懲戒制度缺乏實質的公權力， 

     

小奕：…送學生去學務處真的很白目，很煩耶。 

小乘：然後小華就把他們帶到男廁。 

小奕：她都會用這個來威脅我們。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因為你知道嗎，她不是常常叫小華帶同學去學務處？她也叫我帶過，我

跟小華根本不想帶同學去學務處，就帶去某間廁所躲一下就好了，等到

下課再回來，因為我們根本懶得去學務處啊，因為我們想說，去學務處

真的很麻煩耶，到時候不僅敗壞我們班上的名聲，每次把他們帶去學務

處的時候又要聽學務處的老師廢話一大堆，誰都不想做這種麻煩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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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又要讓同學討厭呢，乾脆帶他們帶到廁所好好躲好就好，讓他們好好

撐過一堂英文課他們也爽。 

（20100704 訪鉛筆） 

 

    因為學生自有一套因應措施，導致懲戒制度無法發揮其實際的約束力，當老

師要班級幹部將態度不佳的同學帶至學務處時，不但顯得自己無法有效進行班級

管理，一方面也剝奪欲聽課的學生權利；而學生的因應措施，顯示出同儕團體的

「互助」文化，「到學務處」對於無心聽課的同學儼然不是懲戒，而是一種暫時

的逃離。事實上，並非所有的學生都與鉛筆持相同的看法，思考到懲戒制度的執

行可能會敗壞班上名聲。即便懲戒制度得以確實運作，學生也能在事後彌補，減

低懲戒制度的約束力， 

 

研  ：所以被記過怎麼辦？ 

小馬：就再去銷過就好了。 

研   ：怎樣可以銷過？ 

小馬 ：就做愛校啊…叫老師填單子就可以做了。 

（20100624 訪小馬） 

 

    獎懲制度的實施，由於「獎」、「懲」二者施行的頻率失調，「懲」的意義似

乎遠過於「獎」的意義，一旦班級秩序不佳，老師就表示要懲戒學生，同時，獎

懲制度的有效性端視其是否得以完全貫徹，實施方式學生是否得以信服、接受， 

 

這個老師（導師）就很喜歡用一些很雜的東西像是記缺點記優點的，可

是都沒有實際去執行，就顯得很亂…優點根本都沒有在用，而且我覺得

她是是針對班上某些同學記缺點，而不是因為想要鼓勵我們而記優點。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除了制式的獎懲制度外，教師也提供物質性的獎勵方式來提高學生的配合

度， 

 

今天是開學第一週，教師似乎在寒假期間出國休假，帶了一盒巧克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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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並告訴學生只要背書就可以拿到高級巧克力，但部份學生很不領

情地反應：「過期的吧！」 

（20100225 英文課觀） 

 

    與制式的制度獎勵相較，立即性的物質性獎勵反而更能引起日光班學生的共

鳴，只是當相同的作為出自於不同的教師時，班上同學多半會依其對教師的觀

感，劃分成「鼓勵」或「收買」二大類行為， 

                  

學生圍在我的身旁讀著田野筆記，看到我記錄關於英文課的種種，突然

說了一句：「泡芙真的很討厭。」旁邊一位學生接著說：「她都用吃的收

買人。」 

（20100311 觀） 

 

    當訪談但若是遇到喜歡的老師請吃東西，學生就有不同的反應及回饋， 

 

幽刃：她對我們很好啊！ 

研  ：怎樣叫很好？ 

幽刃：就是我們去比賽，不管有沒有得名，她都會請我們吃東西，她一直

激勵我們。 

（20100408 團訪小靜組） 

 

同樣的買東西請學生吃的行為，當來自不同的教師時，學生會產生不同的

反應，若是平時就不喜歡的老師，買東西請班上同學吃即為「收買」，同時，學

生會去依照老師所請的食物來評價老師，教師自掏腰包請學生吃東西，意在獎勵

學生，藉此提升學生的課堂參與度以及平時配合度，然而，食物所代表的意義對

於學生而言究竟為何？ 

 

     研  ：對你而言，怎樣算是好老師啊？ 

小馬：要會請東西的，就是表現好會請班上吃東西。 

研  ：老師有請東西啊，不是有飲料跟蛋捲冰淇淋？ 

小馬：蛋捲冰淇淋十塊錢，我隨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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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你請東西還有分等級喔？ 

小馬：廢話，要像以前班導一樣，她都請很好的東西，像是舒跑，還有以

前家長會帶東西來，之前那杯珍奶… 

研  ：一定要請到這樣才算好老師喔？ 

小馬：你至少有誠意，你十塊錢我地上隨便撿都有！ 

（20100624 訪小馬） 

 

學生依食物的價格來評價老師的好壞，易言之，請學生吃的食物價格較高

者是好老師的行為特質之一，反之則不被認為是好老師，但事實上，日光班學生

提及心目中的好老師時，獎懲制度並非其首要考量點，只是加分及扣分的衡量（見

圖 4-1），面對不喜歡的教師在實施獎勵時，較常得到教師獎勵的學生會因為教師

提供的獎賞而降低對教師的反感，相反地，較無機會得到教師獎賞的學生則絲毫

不受獎勵品的影響，對於老師提供的獎賞也不置可否，在懲戒制度方面，學生多

認為懲戒制度唯有從頭貫徹執行，才得以發揮其實際效益，整體而言，對於學生，

獎懲制度中，「懲」的警惕大過於「獎」的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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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日光班學生對物質性獎懲的看法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肆、 提供彈性自主的空間 
 

數學老師…，數學老師他直接告訴我們他的底限在哪裡，他說在他上

課的時候，不要吵、不要鬧，不要跟他愛亂開玩笑，這樣他就可以了，

他要上課好好上課，他該講笑話的時候他會講一些。所以我們上數學

課都很安靜。而且我們覺得他都真的照自己的說法來做，他說他會給

你時間做你的事情，但就不要在他上課的時候做自己的事，然後之前

小論在上他上課的時候寫作文，作文簿被老師撕成四份，我們就覺得

這個老師可以相信，因為他真的照著他的說法來做，他給了我們一條

道路可以遵守，我們只要不要偏離這條路就可以穩穩地走在那裡，…

言行一致大家才能夠有目標地去遵守。 

    （20100705 訪鉛筆） 

 

提到喜歡的老師時，男學生立即就提及數學老師，因為數學老師有著幽默

的特質、比較有趣，  

 

研  ：所以為什麼喜歡數學老師？ 

鼓勵 

降低反感 

鼓勵 

賄賂 

鼓勵 

不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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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右：他很幽默啊… 

小旋：他上課就會講一些有的沒的，然後配合動作。 

研  ：所以這樣就算幽默囉？ 

小紅：不是…是因為小論那件事！ 

小馬：把他考卷撕四段… 

小紅：他上課的時候寫作文，啊然後老師把他叫到前面，叫他說把它撕成 

      二半，他說不要，結果老師就噗嘶噗嘶（撕紙聲）把它撕成四段， 

      還說『你不蘇服我蘇服』…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撕作文簿事件同樣也登上炎絕繪製的「日光班 快報」上，上頭寫著： 

 

踩水車大伯8：作業在偶的課寫，偶會蘇服嗎？ 

             要撕存「四等份」，被撕作業蘇服嗎？ 

             你不蘇服，偶蘇服啦！！嘿嘿！！ 

 

上數學課時，日光班學生多半很安靜，數學老師在課堂上給予學生較多的

自主彈性，在學期一開始他就明確地告知班上同學他的上課規則，並且他也確實

照著自己的規則來走。很少見他在課堂上制止學生的行為，常見學生利用老師在

正課之外提供的課堂彈性做自己的事，但這次小論的作文簿事件，發生在數學正

課中，破壞了教師所設立的遊戲規則，引起老師的不悅，學生雖很少見數學老師

的怒氣，卻也表示支持老師的作法， 

 

小從：那是他（小論）自己的問題… 

小翹：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啊，超好笑的。 

鉛筆：是很好笑，但是沒人想被撕作文簿。 

小翹：他自己愛玩咩！ 

（20100311 團訪小從組） 

 

對於上課打盹的學生，數學老師也多半不加以制止，只有偶會針對干擾班

                                                 
8 水車伯是學生為數學老師取的綽號，下一節會加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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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秩序的行為給予警告， 

 

老師要學生拿出數學習作，開始檢討作業，他就坐在講桌前一邊講答

案，學生則邊聽邊抄答案，講到其中一題的時候，老師說有聽到同學

在反應題意不清楚，於是起身利用黑板為學生講解，同時說：「你昨

天沒寫作業，今天就比較辛苦一點啦。」似乎沒有很在意學生完成作

業的情形，突然小維的手機響了，引起班上部份同學的注意，發出了

一點聲響，老師於是開口要學生注意一下音量。一題目提到走路時若

轉彎，角度為外角而非內角，老師站在講台上原地轉彎示範給學生

看，多數的女生及少數的男生看到老師的動作都笑了。 

（20100415 數學課觀） 

 

數學教師在上課之初即設立好數學課的上課規則，也表示在正課之外，他

會提供學生自主利用的時間，這樣的彈性自主空間對於部份的同學而言，十分的

重要。他們並不會刻意去考量教師的教學專業或教室管理態度，對於教師的喜惡

主要來自於課堂是否有足夠的彈性自主空間， 

 

還有（喜歡）體育老師啊，因為他會讓我們在樹下乘涼，然後我們

就聊天，都在聊天，最喜歡體育課！最討厭英文課啊，因為她不會

讓我做自己的事，有一次上數學課啊，我就在睡覺，睡一睡就離下

課還有五分鐘，他（數學老師）就坐在我後面，我就起來，然後轉

過去跟他說我要上廁所，他就讓我去，我就去到下課，他還…蠻鬆

的我覺得。…我不喜歡英文啊，我覺得英文很煩，以前（國小）那

個的英文老師我很喜歡，他很有趣，…，以前沒那麼討厭英文，因

為單字很簡單，上了國中之後英文變難了，就不喜歡了。 

    （20100618 訪虎呼） 

 

虎呼在班上排名並不十分理想，她表示自己不很喜歡讀書，未來想讀高職

美髮科，七年級與八年級皆有登記參加學校與高職合作的技藝班課程，但因學校

技藝班合作課程有名額限定及資格順序的考量，而未能錄取，但她心目中已有想

就讀的學校，自己也在網路上查詢該校美髮科的資訊，並與校內老師聯繫上，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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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若欲就讀該如何準備。 

單親的虎呼和母親及外公外婆同住，平日母親忙於工作，沒有參加課後補

習的虎呼完成學校功課後多半以電視節目來消磨時光，很少與家人談論學校生

活，但曾與外婆提及未來的志向，雖未受到家裡反對，但仍被提醒學歷的重要性。

虎呼表示她最喜歡童軍課及輔導課，因為這二位老師是少數會玩遊戲的老師，而

對於英語，則抱持著負面的觀感，國小時學習內容偏向簡單，英語成績不錯，然

學習內容隨著上了國中之後而轉難，加上老師在課堂中十分注意學生的參與度，

不但增加了她對英語的厭惡感，也影響了她對英語教師的觀感。虎呼在談論對教

師的喜惡時，主要的衡量點在於老師提供的課堂參與彈性多寡， 

 

研  ：所以你上什麼課會做自己的事？ 

虎呼：數學…理化、國文。 

研  ：所以這幾位老師不會制止你做自己的事？ 

虎呼：對啊，他們不會看到我啊。…所以我不會很討厭他們。 

（20100618 訪虎呼） 

 

在課堂參與彈性的部份，棲蝶也提到喜歡隨性的老師─可以接受學生「討價

還價」，像是理化老師願意延後幾分鐘考試，讓學生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準備，

而炎絕則表示希望老師開放一點，不要管東管西，給學生多一點自由，而男學生

心中則是希望老師有一套自己「有效率」的管教方式， 

 

研  ：喜歡老師是因為他可能上課不會管東管西的嗎？ 

小重：要管就管好啊，不要一直在那邊… 

鉛筆：要管他們可以不用很兇，然後我們本身還可以管得很好。 

研  ：要管就管好是什麼意思？ 

小翹：就不要什麼都管，真的很機… 

鉛筆：就像數學老師啊，他本身可以不用很兇，那大家都也是很聽話，都 

      不會亂搗蛋。 

小翹：總覺得他生氣可能會被他… 

鉛筆：平時看起來人好好的，發飆起來其實很可怕。 

小翹：平時就是好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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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1 團訪小從組） 

 

伍、 教師的外型：加分條件？ 
 

在教師教學態度及課堂參與彈性這些因素外，當衡量教師是否受學生喜愛

時，他們也會提及老師的外型， 

 

研  ：所以為什麼喜歡童軍老師？ 

小紅：因為她很正啊。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小奕：我喜歡以前的歷史老師。 

研  ：為什麼？ 

小鈺、小乘：他很帥。 

小鈺：高高的、瘦瘦的…又很帥。 

研  ：可是你們不會因為老師的長相決定喜不喜歡他啊？ 

小詠、小乘：會啊。 

小乘：本來就會啊，因為他的長相就比較喜歡。 

小涵：可是如果真得很醜，但人很好也就還好。 

（20100422 團訪小奕組） 

 

在對教師的外型提出評論時，常見女學生提起男教師的外型，而男學生則

多半提及女教師的外觀， 

 

研  ：那你喜歡怎樣的老師？ 

炎絕：長得要差不多一點嘛對不對、脾氣好一點啊，啊最好是開放一點嘛 

      不要管東管西的啊。 

研  ：那你喜歡哪一科老師啊？ 

炎絕：幽默的那種，因為到目前為止沒有到長得還 OK 的出現，所以我主

要 

      是放在幽默感上面，像理化老師偶爾會說笑話、數學老師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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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然後…歷史老師也會。 

研  ：咦，你剛講到的老師都是男老師耶！ 

炎絕：對，因為你知道女老師到目前為止沒有那個… 

研  ：幽默感？ 

炎絕：不對不對，不是幽默感，對對對…也沒有幽默感，然後長得也不是 

      很那個… 

研  ：所以長得怎樣才可以…？ 

炎絕：哇這每個人的標準不太一樣，我的標準…有點高我覺得，我個人覺 

      得啦，有一點到名模那種… 

（2010624 訪炎絕） 

 

然而外型只是教師是否受學生歡迎的附加條件，是加強學生在課堂中的視

覺效果，在師生互動的層面，並未具有極大的影響力。主要還是在於老師的人格

特質、班級經營方式，或學科性質， 

 

研  ：所以妳喜歡的老師就是好講話？教得再不好也沒有關係？ 

棲蝶：就…對他不會有特別的感覺。 

研  ：那你現在對哪些老師不會有特別的感覺？ 

棲蝶：公民、體育、理化…好像沒了耶。 

研  ：可是妳剛剛提到理化老師好講話，妳喜歡理化老師… 

棲蝶：因為如果他不好講話我就會討厭他啊。 

研  ：為什麼？老師人不好嗎？  

棲蝶：沒有啊。 

研  ：那他的優點只有好講話嗎？那他教得不好嗎？ 

棲蝶：還不錯啊，就是沒感覺、沒感覺。 

研  ：可是他教得還不錯，人又好講話，但妳對他只是沒感覺？為什麼？ 

      那沒感覺跟喜歡中間的差別是什麼？ 

棲蝶：它是主科！ 

研  ：妳討厭主科？為什麼？ 

棲蝶：因為…就是主科嘛，分數佔很重。 

研  ：所以對你而言什麼是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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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蝶：國英數社自。 

（20100620 訪棲蝶） 

 

詢問日光班學生喜歡的老師時，常聽見他們提及上課輕鬆的藝能科教師， 

 

喔，很喜歡七年級的童軍老師啊，我們上課再怎麼玩他都不會管，童

軍課還能打牌，超好的！他什麼都不管。 

（20100311 團訪小從組） 

 

當學生逐漸熟悉我的出現，也瞭解我在觀察班上與教師的互動情形時，他

們也不斷地詢問我為何不選擇在週三或週五到校觀察，因為他們最喜歡週三的課

程或週五下午，因為「主科較少」，對於多數學生而言，沒有考試壓力、課堂常

是自由活動的週三早上及週五下午是一週中最悠閒的時光。而受歡迎的主科老師

特質則聚焦在人格特質、教學專業、班級經營（見圖 4-2）， 

 

 

 

 

 

 

 

 

 

 

圖4-2 日光班學生喜歡的教師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陸、 學校教育的意義 
 

日光班學生在面對不喜歡的老師，部份學生採取的互動策略十分直接，非

觀察日的某一天，學生告訴我，小紅在英文課時嗆了老師，原因是老師點小紅回

喜歡的教師 

主科教師 

非主科教師 

人格特質：幽默、有趣 

班級經營：有效率的管理 

教學專業：備課、補充知識 

學科性質：輕鬆

外型

外型



111 
 

答問題時，小紅是藉由同學的協助完成，老師於是說：「小紅，你要認真點啊，

不要一直靠小華的幫忙啊！」小紅下意識地回答：「小華成績好啊！名師出高徒

嘛！」老師愣了一下，回應：「他成績好是他自己努力的，又不是我教的。」小

紅這麼回應老師：「我又沒有說是你教的！」而後英文老師並未加以回應，轉移

話題繼續課堂進度。 

班上總有固定幾位與教師互動直接的男學生，對他們這般不加以掩飾的師

生互動模式，同學們表示已見怪不怪，但仍表示這樣的行為應考量所面對的教師， 

 

也要看他們是罵哪一些老師，如果是泡芙就算了，就讓他繼續罵下去，

但如果是對班導，就有點沒大沒小。 

（2010422 團訪小奕組） 

 

研  ：你們對於不喜歡的老師，上課是一直嗆還是怎樣？ 

小馬：嗆死他。 

炎絕：看心情，如果有精神就就嗆、沒精神就聽音樂。 

（20100415 團訪小馬組） 

 

炎絕是班上特定幾位與教師互動很直接的同學，對他而言，學校沒有讓他

學習到什麼知識，他說他都沒有在讀書，學校生活就是搞笑、睡覺及嗆老師， 

 

就之前啦，我以前也很少嗆（英文老師），就之前被她講一次就開始嗆。

她也都會講什麼什麼，比如說我明明就沒有講話，她就會說「炎絕，

你可以睡覺」然後我就很不爽就嗆她這樣子。 

（20100624 訪炎絕） 

 

回家過後的時間也泰半花在打電動上面，但他不正視學校所學習的知識是

有原因的， 

 

炎絕：我覺得我腦袋不太好…我覺得我記性不太好，真的。有時候我

自己會去背啊，有時候自己會去思考說以後讀智光那你畢業之

後可以做什麼，然後就去翻課本就很用心去背，背一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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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起來，哇，忘記了…全部不見了。 

研  ：你會覺得很挫折嗎？ 

炎絕：挫折的話是還好，只是有一點點…覺得說那這樣子背不起來，

那一直讀也沒辦法，那乾脆就往其他方面來發展。 

（20100624 訪炎絕） 

 

炎絕在班上的成績大約是 30 名，由於他表示自己在讀書方面不在行，當詢

問到他覺得在學校生活的感受，他說， 

 

在學校喔，一半開心一半不開心，很奇怪的是，我在主科方面大部份

是不開心的，因為我覺得…沒什麼意思聽不太懂，然後在藝能科那方

面的話其實覺得比較開心，因為我至少可以學到…雖然說沒有很多，

但至少學到一點東西，像畫畫至少有學到一點，然後那個體育課啊，

有練到體能什麼的…。 

（20100624 訪炎絕） 

 

    國中教育為義務教育，因此每天學生必須花上許多時間在學校，當我詢問學

生覺得來學校最主要是在做什麼時，學生的說法不一，成績在中後段表示討厭所

有老師的小從說：「我不能不來學校啊，我不來我媽會打我！」 

 

炎絕：不知道，搞笑、睡覺、玩手機，有時候（禮拜五）可以玩 NDS。 

研  ：那你覺得學校教育，國中三年嘛，給你什麼樣的幫助？讓你學 

      到什麼？ 

炎絕：好像沒有，只有交朋友，還有玩遊戲，至少我學會怎樣玩 NDS。 

（2010624 訪炎絕） 

 

    同樣的問題詢問成績中等的小馬時，他說： 

 

「應付吧！應付家長、老師，因為它是國民教育，所以一定要來學校。

如果它不是國民教育，我就會覺得有沒有來沒什麼差，反正他只是讓

我未來找到工作的一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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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4 訪小馬） 

 

    部份學生認為來學校是為了交朋友、玩，學校教育無法讓他學習到什麼，或

是如小馬所言為了協助未來得以找到工作，但若非國中為強迫教育就也可能不需

要到校，不過，也有學生認為學校課程是來上課、為考試做準備的， 

 

「考基測、為了基測吧，交朋友的程度不會像要考基測那麼多，可是也

佔了一點份量」。 

（2010422 團訪小奕組） 

 

由於對學校教育持不同看法，日光班學生對於學校生活有著不同的期待，

不但影響了他們平日在學校的生活模式，也影響了他們與教師的互動方式及頻

率，舉例而言，不同於下課時間總聚集在一起玩遊戲王卡或摔角大賽的男同學，

認為學校教育是為了基測做準備的小奕組的女生們多選擇於講桌前方的座位，上

課也都會舉手提問，即便在課間或自由活動的課堂中，她們也不若其他同學在玩

鬧嬉戲，而是會拿出參考書或教科書閱讀。 

 

柒、 討論 
 
一、 從鎖門事件談起 

 

在師生互動中，教師基於制度或成人立場來管教學生，是為一帶著權威的管

控角色，而學生則是受管理的服從角色，然有時也因獲得同儕之支持或自身的價

值需求，而與教師進行協商，師生間彼此帶著不同的文化及立場，二者是不平等

的「上─下」關係（Waller, 1932; Woods, 1983; Delamont, 1976; 張建成，2002）。

在師生互動關係中，教師會持續地觀察學生、回應學生，而後觀察學生的回應，

教師一方面會依據其所觀察到或所理解的學生反應來採取行動，一方面會基於其

自身教專業，與學生有所互動（Delamont, 1976:67）；而當學生遇到不受歡迎的

教師時，學生可能會跳脫出其從屬的角色，聯合同儕團體而破壞教室互動過程，

學生越是團結，教師則越無法將其所持的情境定義傳達給學生（Delamont, 

197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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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鎖門事件中，傳統被賦予權威、教室管控角色的教師被學生隔絕在

教室之外，而除帶頭及參與鎖門的幾位男學生之外，絕大多數的學生對鎖門事件

也都站在不反對的立場，顯示出這段師生互動關係的衝突性，學生凝聚其同儕力

量來對抗教師，挑戰了傳統師生「上─下」的互動關係，也挑戰了教師本身對於

「師生互動」的看法。同時，鎖門事件恰也印證 Furlong（1984）的觀點，Furlong

指出班級情境中沒有所謂一致性的團體和一致性的學生團體文化，規範和價值是

聯繫於「特定的情境定義」以及「典型的互動組」，而不是聯繫於特定的朋友團

體，教室中的行為有很大的變異性，研究師生互動時，應著眼於互動當下的特定

情境。大致而言，英語教師在與日光班學生的互動上有性別上及成就上的差異，

即多數男生遭受到教師較多的負面關注，教師對男學生有既定印象而較注意他

們，尤其是有不良紀錄的男生；而教師對於高成就學生持有較高的期待，對高成

就學生的能力有所仰賴，與高低成就學生的互動也有所差異。然而，從偶發的被

鎖事件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即便是平時較少受到教師負面關注的群體，如女學

生、高成就生，在事件發生的當下情境，多數的日光班學生彼此仍凝聚出一共識。 

此外，如同 Younger、Warrington 與 Williams（1999）指出教師與學生二者

對於師生互動的看法及感受是有差異的，在本研究中，英語教師依據學生的性別

及成就表現而產生互動差異，而學生則認為英語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差異主要聚焦

於性別因素上。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教師高期待的學生群體對其仍可能出

現負面評價，究其原因，在於教師為彰顯其自身權威所行使的班級管理互動策略

無法得到學生之認同。 

 
二、 喜歡的教師 

 
日光班學生對於喜歡的老師的看法，可以得出幾項共通點：一、教師的個人

層面：教師的人格特質，即教師是否具備幽默感；二、教師的教學層面：在班級

管理上，教師是否能有效地管理班級秩序，讓學生得以服從其權威，或者教師是

否提供學生足夠的彈性自主性，同時在教學專業上是否做足準備。以下即由這二

個層面進行探究： 

 

(一) 教師的個人層面─幽默為師生互動之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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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combe（1980）的研究中指出，有時教師為建立與學生之間的友善關係，

他們會採取幾種特定策略，如要學生直接以名字稱呼他，或是展現其幽默感，藉

此拉近師生之間的距離。只是，在傳統的教室情境中，教師多半採取挖苦或是其

他使學生感到羞赧的方式來進行教室管理，塑造其教師權威。Woods（1990a）

也透過實徵研究的結果，指出教師在互動上可能採取八種因應策略，其中，教師

可能會採用「合流」（fraternization）的策略來和學生打交道，即某種程度上教師

捨棄了在上位者的角色身份，透過分享有趣的課外話題以走進學生的視野，藉此

也降低了師生衝突的可能。就日光班學生而言，歷史教師「轉哥」在課堂中透過

心理測驗及笑話的穿插，讓學生在正課之餘有稍加喘息的空間，一方面提升了學

生對課程的參與度，正如 Denscombe 所言，課堂中的笑話是一種讓學生參與工

作任務的協商手段；一方面也在課堂歡笑聲中強化出其幽默的人格特質，建立起

學生眼中喜歡的教師形象，縮短師生間的距離。同時，幽默感的展現，也協助教

師營造出教室友善的氛圍。 

然而，幽默感的展現，只不是教師在師生互動上所採用的策略，某種程度上

或許區隔出其與傳統教師教條式形象的不同，看似縮減了師生間的距離，徐也淨

（2006）的研究中即指出，具幽默、親切特質的教師受到所有學生的歡迎。然而

實際上，受到傳統教室情境中不平等師生權力關係或與學生互動頻率的多寡影

響，即便是具幽默特質的教師，仍與學生維持著一定程度的距離，就如鉛筆眼中

看到的歷史教師：「他只是很幽默，但跟我們班上的關係其實沒那麼好，他也沒

有特別親近我們班，就只是把上課要講的講一講，講完就閃人這樣。」從中可以

看出，對教師而言，教師的幽默特質是用以協助教師完成教學目標的有效策略之

一（Denscombe, 1980:61），教師這般的友善特質，可以協助其有效控制教室情境，

提升學生的課堂參與以及維持班級秩序，有時或許沒有拉近自身與學生之間距離

的考量。Jackson（1990）透過其在小學場域的實徵結果指出，一位教師一天至

少有 1000 次左右的人際互動，而教師在教室場域中總有特定一套的教學互動模

式，如控制時間、控制學生發言、提問等等，也因而，在教室場域的互動中，教

師的教學是有著一套既定模式的例行公事，對於教師而言，幽默的展現可以協助

其更為有效、有系統地進行班級管理，雖然這樣的特質營造出友善的教室氛圍以

及師生互動關係，然而師生間的距離仍舊存在。 

  

(二) 教師的教學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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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er（1932）在論及教師角色時，曾指出教師主要的角色在於其執行者的

身份，有時須藉由懲戒制度的施行，來建立教室中的規則；同時，教師也是權威

的象徵，其可能藉由命令、懲罰、對個人及團體關係的管理或操控、生氣、懇求

等方式來建立及行使自身的權威。英語老師藉由發佈命令、說話音調的控制及執

行懲戒制度來建立自身的權威形象，而這樣的作法不但無法達到班級管理的成

效，也使得師生互動關係更加惡劣，從 Gannaway（1976）提出一套學生評鑑教

師的架構來看，許多學生認為他們有權力來測試教師的底限，假若教師在互動之

初無法維持班上秩序時，則容易受到學生的否定。同時，我們也可以藉由 Woods

（1990a）對教師互動策略上的分類來探討這現象，Woods 點出教師可能使用言

語攻擊的方式來控制學生，英語老師在課中會以學生不喜好的綽號來稱呼他們，

或是使用嘲諷的語氣來與學生互動，一方面或許欲藉此強化其自身的權威形象，

這與 Denscombe（1980）所指出的傳統教室互動中教師多以挖苦或令學生感到尷

尬的方式來進行教室管理，恰如出一轍；但另一方面，就如 Delamont（1976）

所指，教師在師生互動關係中，會持續地觀察學生、回應學生，而後觀察學生的

回應，而後其會依據其所觀察到或所理解的學生反應來採取行動，這也不難理解

為何英語教師會採取這般直來直往、針鋒相對的方式來與學生互動，當接收到學

生直接、毫不修飾的互動行為時，英語教師為了維護自己身為教師的尊嚴，也就

理所當然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而雖然在控制的策略外，教師亦採取協商的方式進行互動，如學生表現良好

即延後考試時間，或是針對學生的成就表現進行獎勵，然而由於學生早已對其班

級管理能力感到不認同，即便協商的策略得以收成效，但仍顯不彰。事實上，學

生皆認同教師應當維持班級秩序，但不應太過嚴苛（Hammersley, 1980），Delamont

（1983）也指出學生希望教師在進行教學的同時，也能管控好班級秩序。對於日

光班學生而言，無法有效管理班級的教師是無法被學生所接受的，一方面這顯示

出班級內時間規則架構的失效，教師耗費過多時間在秩序管控上，可能造成教學

進度的落後、損失學生聽課的權利；一方面在某種程度上，這也彰顯教師在與學

生互動上的「強架構」，加深了教師與學生二個角色間的區隔。Delamont 提及，

在教室互動中，教師必須決定其對學生期望以及自身可以忍受的界線為何，同時

告知學生並試圖讓學生接受教師的看法，日光班中的數學教師「水車伯」，在與

學生互動之初即明確說明自身的課堂規則，同時也確實照著自己的遊戲規則走，



117 
 

讓學生有所依循及信服其管理。 

從這裡我們可以看出，學生大多認同教師是為執行者的權威角色，然而他們

會不斷地探試教師的底限，以觀察教師是否能有效進行班級管理，一旦教師的管

理無法得到學生的認同時，其被賦予的權威角色也隨之削弱。 

 

(三) 從「喜歡教師與否」來看複雜及變動的師生互動 

 

在複雜及變動的師生互動關係中，教師同時扮演了許多角色身份，其為一秩

序的管理維持者，也是知識的傳遞者，在與學生互動歷程中，教師一方面要引導

學生遵循學校規範秩序、協助學生社會化，一方面也提供學生學科知識、促進學

生學習成效，在教師行使多重的角色任務時，倘若無法與學生建立友善和諧的互

動關係，則極可能無法達成其目標任務；相反地，若教師能受學生喜愛，與學生

營造出和諧歡愉的互動情境，提升學生在互動情境中的參與度，則較有利教師達

致其管束及教導的目標。同時，即便學生喜歡教師與否，不同的個體仍可能因為

自身過去與教師互動的經驗、同儕間的支持力量、對學校教育的看法、對當下互

動情境的定義或性別的差異，而持有不同的師生互動方式，也因此本研究即以學

生喜歡教師與否為出發點，探究複雜及變動的師生互動。 

在本研究中，學生在衡量喜歡的教師條件時，將教師的教學專業視為一基本

條件，亦即教師在課前應有所備課、課中須有所補充，如此可協助學生在學業表

現上有所精進，然而在其中卻可以發現，學生對此持有相異看法及因應策略，高

成就生基於家長開明的教育理念，多半持著自律的學習態度，希望藉由教師在課

堂中的教學澄清學習疑惑、提升學習成效，但本研究中的棲蝶雖有中上的學業表

現，卻因父母對於成績的極度重視及要求，影響她對於學習、成績與教師的看法，

將主科視為要求學業成績的科目，而主科教師則為「沒感覺」的教師。另一方面，

對於持消極學習態度的學生而言，他們有的對日後的升學方向已有大致想法，當

遇到備課及教學認真的教師，若教師在課堂中願意提供學生部份彈性的自主空

間，讓學生感到受尊重或受關懷，雖然他們並非十分看重自己的學業表現，但在

教學的互動歷程中，亦會與教師維持最低限度的互動，即偶爾回應教師問題、隨

手抄下教師補充的重點等等。只是就多數的教師而言，雖然面對在學習態度上具

差異性的學生，基於自身對知識傳遞的信念，仍會要求所有學生在課堂中保有一

定程度的參與，同時在班級管理上要求學生遵守教室互動情境中的規範，以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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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己及教師之尊重，教師的作為是立基於其被賦予的角色任務及期許，然而

當師生雙方對互動情境無法形成共識時，部份學生會採取疏離的互動策略，在課

堂中讓自己「保持忙碌」，師生間無法進行互動；而部份無法認同教師對互動情

境定義的學生，則可能會起而挑戰教師的權威，造成師生互動關係的緊張，而教

師在面對這樣的衝突情境時，有時為了維繫自身的權威形象及尊嚴，也採相同的

模式與學生互動，更加深了師生間的衝突互動關係的可能性。 

此外，學生對於教師幽默的特質亦有所著墨，從教師的角度而言，幽默感的

展現提高學生課堂的參與度、與教師的互動程度，營造出友善歡愉的互動氛圍，

也讓學生更易主動親近教師，與教師建立和諧的互動關係。但幽默感的展現係為

教師用以有效進行班級管理的策略之一，即便學生因此願意親近教師，師生間的

距離感仍然存在，而這樣和諧的師生互動關係也是變動的，幽默為教師促進互動

的策略之一，只是，教師本身同時對於教學互動情境亦有其定義，如本研究中的

數學教師，在與學生互動之初即明言要求學生的課堂參與，當學生違反了教師對

教學互動情境的定義時，則招致懲戒，這也顯示出即便教師採取幽默的互動策

略，其角色定位仍帶有在上位的權威形象。 

不過，以學生喜愛教師與否來探究師生互動關係時，「喜歡/不喜歡」這樣一

分為二的架構也可能框架住學生的看法，可能無法真正探求學生對於教師的觀

感，亦無法厚實地呈現出師生互動關係，正如同本研究中，當學生提及「外型」

亦是其衡量是否喜歡教師的條件之一時，「外型」是主觀的斷定，對不同個體則

有不同的接受程度，因而無法對學生的說詞加以確認。只是，雖然學生提及教師

的外型，學生也加以補充說明這僅為附加的衡量條件，並非必要條件，對於學生

而言，衡量是否喜愛教師，最重要的部份還是回歸到教師被賦予的角色任務：對

知識的掌控─教學專業面；以及對學生的掌控─班級互動面。 

 

三、 考試獎懲的意義 
 
(一) 考試作為協商手段 

Woods（1990a）指出教師在互動中會有幾項生存策略，其中一項為「協商」

（negotiation），意即教師提供部份交換條件，如免除或放鬆機構的限制。而在本

研究中，可以看到教師以「考試」作為與學生協商的手段之一，即如鉛筆在看待

班上與英語教師的互動時，指出「她現在也只有一招可以制住我們，就是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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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乖的話，考試點可以延後，她現在也只有這招可以制住我們一下子而已。」考

試為教師被賦予的角色任務之一，藉此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效，不過，另一方面，

考試也被用來當作教師在與學生互動中的一種協商工具，教師為有效管理班級秩

序，提供學生有限度的彈性空間，讓學生有額外的時間繼續為考試作準備。然而

這項協商工具，對不同學生而言則有著不同的意義及看重程度，對於重視考試成

績的學生來說，這樣的協商工具是有用的，學生可以利用這段時間加以複習；只

是，對於其他學生而言，「延後考試時間點」這樣的協商手段是無效的，將考試

延後對他們來說是拉長了「無謂」的等待時間，他們並未特別為考試做準備，某

種程度而言也不在乎考試成績，就此可以看出，當教師以考試作為師生互動的協

商手段時，「對成績重視與否」形成了區隔，決定了教師這般協商手段是否可行。 

也因此，當教師欲與學生進行協商時，或許可以事先衡量學生的需求，以決

定何為互動情境中有效的協商工具。 

 

(二) 獎懲制度的施行 

 

在本研究中，學生提及班上在實施「榮譽貼」這個獎懲制度時，因時常朝令

夕改，感覺教師並無完善的事前規劃，而教師總是在學生行為待改進時祭出獎懲

制度，讓人感覺獎懲制度的施行是「針對班上某些同學記缺點，而不是因為想要

鼓勵我們而記優點」。也因此，學生會去衡量教師提供的獎勵是否「得以接受」，

是否具有吸引學生產生循規蹈矩的行為，又或者只是「沒有誠意的獎勵品」。 

Delamont（1983）的觀點提醒我們應當留意在教室內的師生互動之外，可能

存在著更大的權力運作機制，教師在實施獎懲制度時，為確保此互動策略的有效

性，也時常與校級性的獎懲制度相結合。班級性的獎懲制度是用以協助教師得以

順利進行課堂經營的方式之一，校級性的獎懲制度則是協助教師有效管控學生的

途徑。然而，教師與學校在獎懲制度施行的考量上卻可能存在著本質上的差異，

對於校方而言，獎懲制度的執行，主要有「獎」重於「懲」的考量，因此一旦學

生因故被懲處時，他們亦得以藉由其他的管道來彌補其過失，但也因為如此，讓

學生持有「被記過，銷過就好了」的想法，這與教師欲使用校級性獎懲制度來懲

戒學生的考量有所出入，致使獎懲制度無法有效發揮管理學生的效力，獎懲制度

形同虛設。 

一旦獎懲制度無法貫行，教師無法藉助獎懲制度來有效管理學生，學生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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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脫疆的野馬不受控制，在與教師互動時更是採取直接、不客氣的態度來應對，

如此一來，更可能造成教師在班級秩序管理上的無力感，同時，也可能會增加師

生互動間的衝突。為此，我們也應當考量設置獎懲制度的意義為何；以及，透過

學生如何看待獎懲制度來思索，如何執行此制度才能有效協助教師進行班級管

理，促進教學的流暢性。 

 

四、 升學主義的影響 
 

臺灣濃厚的升學主義氛圍對教室內的師生互動的確有所影響（Yi & Wu, 

2004;黃裕城，1993；陳奎憙等，1996）。從這個角度出發可以得知，受到文憑主

義的影響，學科性質也成了影響師生互動的因素之一，如本研究中的棲蝶指出，

「不喜歡主科（國英數社自），因為分數佔很重。」由於部份教師會將學生的學

習成就視為自己的責任，而對學生的成績表現有所要求，雖然立意在促進學生學

習，然而為了提升學生學習所採取的教學策略，如罰寫，可能加深學生對學科學

習的無力感及對教師本身的厭惡感。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升學主義氛圍的彌漫下，教師與學生互動時，會

對學生未來的成就表現有所期待，期許學生日後能順利進入「好學校」就讀，但

就部份學生而言，他們在學習的歷程中發現自己的職業學習導向高於學術學習導

向，即在學習歷程中已逐漸探索出未來的定位，此時教師對於學生的成就期待無

法得到學生有效的回應，師生互動在這樣的情境下變可能淪為單向的知識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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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省思 

    本研究旨在透過學生的觀點，來探討學生如何看待自身與教師的互動，而又

是什麼原因影響他們與教師有不同的互動方式。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思維，透過觀

察與訪談來蒐集研究相關資料，本章將呈現對所研究資料的相關結論與後續建

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壹、 師生互動是不斷協商的歷程 
 

師生互動歷程始終是複雜且動態的，在本研究中，師生間的衝突協商更是不

時上演，對於教師所設定的教室、互動規則，學生可能出現不領情的回應，如學

生與英語教師的互動；也可能因喜好或信服該名教師而加以遵守，如數學教師確

實執行其教室規則，讓學生有規可循。而當雙方對於互動情境無法取共識時，衝

突則隨即產生，為了解決互動衝突，師生雙方會做某種程度的妥協，並重新一波

新的互動歷程。在這樣的歷程中，師生間彼此的勢力呈現消長的情況，有時教師

為了提升學生的學習參與度及有效地完成教學目標與進度，會採取不同的互動策

略，如展現教師個人幽默感、營造教室友善氛圍，或提供學生適度的彈性自主空

間，而這樣的策略多半也能得到學生的信服及配合，發展出和諧的師生互動關

係。然而，在本研究中，當學生無法認同教師的互動行為或策略時，則會以直接

的互動方式加以回應，表達不滿及不贊同，擴大了師生間彼此衝突的可能性。不

過，當教師在面對師生衝突的情境時，有時因須顧及教學進度或自身的教師尊

嚴，未能妥善化解衝突情境，也讓教師與學生之間漸形漸遠，該師生間的衝突或

距離加劇，此時教師會採取不同的策略來與學生互動，如本研究中獎懲制度的建

立即是一例。 

 

貳、 影響師生互動的制度面：升學主義、獎懲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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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互動的影響因素並不僅來自於教室內師生雙方背景知識，也會受到教室

情境外的社會情境因素所影響，在本研究中即見升學主義對師生互動之影響。由

於身處於文憑主義氛圍瀰漫的中學場域，教師對於學生未來的成就表現有所期

待，與學生言談間會期許學生未來皆能順利進入好學校就讀，然而教師對學生這

般的期許對不同的學生而言則有不同的回應。部份學生以就讀公立高中或明星高

中為己願，他們在求學、與教師互動時即著重教師在知識傳遞面上的準備度及專

業程度；然而部份學生因發覺自身的職業學習導向高於學術學習導向，未來欲踏

入職校生活，在面對教師期許時也無法有積極的回應，在學校生活中，他們無法

有效地吸收課堂所學，因而與教師互動時希望教師能提供適度的自主彈性空間，

也讓課堂間的師生互動有淪為單向知識傳遞的疑慮。 

此外，受到升學主義的影響，學生在與主科及藝能科教師的互動方式上也有

所不同，由於主科在升學考試的範疇中，學生會期望教師具備專業的教學態度及

完善的教學準備，課前備課、課中補充，當教師未能達致學生這樣的期許時，則

較無法取得學生的認同。而在面對藝能科教師時，由於學生以較輕鬆的態度看待

這類學科，也希望教師對於教室的管控能較有彈性，給予學生多些自主空間。因

而在本研究中，可看出師生互動受升學主義之影響。 

除了升學主義這大環境的影響因素外，在本研究中也看到獎懲制度的實施對

於師生互動的影響。本研究中，獎懲制度大致可劃分成「物質性獎懲」及「制度

性獎懲」二大類，獎懲制度是教師用來與學生進行協商的手段之一，當學生有良

好表現時，教師利用獎懲制度以茲獎勵；當學生出現破壞規範的行為時，則利用

獎懲制度進行懲戒。然而，學生在看待實施獎懲制度的教師時，會因著對教師的

看法而出現相異的回應，面對不受學生喜歡的教師，教師的獎勵策略被視為賄賂

或減低反感的作為，而若為受學生喜好的教師，其獎勵策略則更能促進其與學生

間的互動。 

遇到挑戰教師權威的學生時，為保持教學的流暢性，教師則會利用制度性獎

懲制度來懲戒學生，然而教師這般作為，也讓學生為教師貼上負面的標籤，認為

教師無法有效進行班級管理，同時，學生對於制度性獎懲也自有一套因應方式，

導致獎懲制度無法收其成效，也形同虛設。 

 

參、 影響師生互動的教師面：教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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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師生互動也會隨著教師身份別的不同而有所差異，易言之，學

生在面對不同的教師時，會持著不同的期待及互動策略。在與主科教師互動時，

學生期許教師能提供對考試有幫助的資訊，期望教師能表現出專業的教學態度，

課前有所準備、課中進行補充，雖然並非所有的學生皆能接受及吸收教師的課堂

補充，而希望教師能提供他們足夠的課堂彈性自主空間，但多數的學生皆表示課

前準備應為一名教師在教學上的基本作為。於是，當教師未能達致學生的期望

時，則較難取得學生的認同。 

在面對藝能科教師時，由於藝能科並非考科，與主科相較之下，藝能科的學

科性質較為輕鬆，少了考試及進度的壓力，學生多期望藝能科教師在課堂中能給

予他們充份的彈性自主空間，某種程度而言，藝能科對於學生而言是屬於調劑、

休息的時間，因而也不難想見，學生較無法接受視覺教師一再將課堂時間耗在教

室秩序管理上而佔用了他們得以自行利用的時間。 

此外，導師與學生相處、互動的機會與其他教師們相較之下，來得更多，學

生對於「導師」也有著較多的期望。在本個案中，又因歷經導師的更換，班上對

前後任導師的班級經營策略、師生互動的方式等等皆會加以比較，換言之，學生

會以其與前任導師互動經驗為基準，期望從後任導師身上得到更多。當遇到二位

帶班風格相異的導師時，學生並未試圖持續積極地與新任導師進行互動上的磨

合，而是企求新任導師能仿照前任導師的帶班風格，同時以一更為嚴苛的標準來

審視後任導師的帶班、互動策略。 

 

肆、 影響師生互動的學生面：同儕團體 
 

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出學生同儕文化對於師生互動的影響。價值觀相近的群

體成員會受到彼此的影響，以相似的策略與教師互動，如小奕組成員皆認為國中

三年的學習是為日後升學做準備，因而在課堂中若遇學習上有問題，她們會勇於

舉手提問，同時她們也因自身與教師的友好關係，私下為教師取綽號，而這類綽

號也僅限於小組內的同儕成員所共享，這般作為一方面凝聚了小組成員的情感與

共識，一方面也讓小組同儕形塑出相近的師生互動策略。 

從英語教師被鎖事件及為教師取綽號等事件出發，也可以看見同儕文化的影

響。同儕間與教師的互動極可能受到班上特定幾位意見領袖的影響，而恰巧在本

研究中，班上幾位意見領袖皆為男同學，也造成教師對於男學生的管理較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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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著墨，同時也使得教師與男學生的互動關係更顯緊繃。此外，日光班特有的快

報多半也經由意見領袖之手，扮演著師生互動的催化劑角色，透過描繪班上與教

師特定或偶發的互動事件，日光班快報再度凝聚出同儕與教師在互動上的共識。 

不過，從英語教師被鎖事件來看，也能發現，在師生互動的情境中，所謂的

學生同儕團體成員，會因當下互動情境而有所變化，在此偶發事件中，班上意見

領袖之一突如其來地登高一呼，引發了其他同學的群起效尤，即便未實際參與關

門鎖門的動作，多數同學都把整起事件視為惡作劇的玩笑，不覺這樣舉動有冒犯

教師的意圖。 

 

第二節 省思 
 

壹、 對教育現場之省思 
 

本研究在透過學生的觀點來探討師生互動關係，一方面得以藉由學生的立場

來瞭解他們在與教師互動歷程中所在意的面向為何，同時探討學生為何對教師採

取不同的互動策略。藉由過往的文獻整理，可以瞭解教師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

可能採取許多不同的策略模式，因此與學生建立出不同的師生關係。 

 

一、 師生雙方對於互動情境的共識需不斷磋商 
 

    當教師與學生初見面時，因為自身被賦予的權威角色，其欲在新的互動情境

中建立出一套共享的互動規則，然而有時師生雙方對於互動規則並未達成共識，

透過本研究的探討，建議教師在面對新的互動情境前，可對學生的過往經驗有一

概括之瞭解，彼此互動之初可能無法立即達成互動規則的共識，教師可藉由與學

生不斷的磋商，瞭解學生對新互動情境的定義，同時也明確告知學生自己的期

望，讓學生有「規」可循。 

 

二、 教師對於互動策略選取需適度衡量 
 

教師與學生互動時，應留意自身的互動策略選取是如何對班級成員造成影

響，若以本研究的探討出發，以獎懲制度的實施為例，教師可思索如何有效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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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制度，同時，獎懲制度的出發點是立基於鼓勵多數的學生，抑或是基於懲戒

少數的學生？ 

而透過本研究也發現，教師在知識面及班級管理面皆有權展現其掌控能力，

教師可能透過幽默的人格特質展現來營造友善的教室氛圍，如此得以受到學生的

喜愛，也能提高學生在課堂學習上的參與度，但並非所有教師皆能在師生互動關

係中營造出其幽默的教師形象，因而，教師也可在確保完成正課進度之前提下，

為學生保留部份自主的課堂空間，讓學生彈性運用，教師僅需執行基本的班級管

理即可。 

 

貳、 對研究之省思 
 

一、 研究設計納入教師觀點 
 

雖然本研究的關注焦點在於學生層面，然而若能適時加入教師的觀點，則能

使研究資料更加厚實，同時，教師與學生雙方皆為互動過程中的主要角色，教師

觀點的加入更能提升平衡報導的程度。因此，即便研究設計在瞭解學生如何看待

自身與教師們的互動關係，僅採學生的觀點仍稍顯偏頗，若能透過訪談教師，同

時呈顯教師們對於師生互動的看法及策略，則能增加研究報告的細緻度，且兼顧

教師與學生雙方的立場。 

 
二、 資料蒐集使用宜更細緻縝密 

 

此外，由於師生互動為一複雜的互動關係，學生在互動情境中可能與不同的

教師建立出相異的互動關係，本研究的敘寫主要是由幾件關鍵的師生互動事件出

發，探究學生眼中的師生互動，然這樣的敘寫方式可能無法概覽個案班級中的師

生互動關係，若能增加在場域中的觀察時間，更深入互動情境中，觀察學生與不

同教師的互動情形及策略，則更能描繪出個案班級中更為整全的師生互動關係。 

同時，本研究雖同時採取觀察及訪談等方法來蒐集相關研究資料，然，由於

一週僅入研究場域觀察一日，在研究資料的使用上主要以訪談資料為主、觀察資

料為輔，若增加觀察資料的份量，則可能致使本研究中「學生眼中」的師生互動

關係，淪為「研究者眼中」所見的「學生眼中」，是一種「再現」的師生互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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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若多使用訪談資料，則可能流於學生的片面之詞，造成研究報告的失衡，

因此在研究資料的使用上應更加斟酌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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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一直以來，我都是個不曉得怎麼與教師互動得宜的學生，期望在師生互動中

能得到教師們的關注，同時又在意同學們的審視目光而總也與教師們保持特定的

距離，即便經歷更換導師的經驗，也仍舊不知如何與教師互動，但一方面又深深

覺得教師處在高高在上的地位，無法瞭解學生的感受及想法，於是教師和學生間

似乎總有一段無法縮減的距離。實習期間，由於脫離在學的身份，以第三者的角

度觀察實習班級裡的師生互動，一方面既認同教師的教學理念，一方面卻又看見

師生雙方無法找到意見溝通的平衡點而導致彼此間的距離與衝突，於是教師認為

學生無法理解他的用心良苦，而學生則埋怨教師聽不見他們的心聲，在那段期

間，我就一直在想，我可以怎麼做來讓教師聽見學生的想法，只是那時又礙於自

己的「實習生」身份，無法有什麼實質的作為。 

    也正因為如此，當在選擇論文的研究方向時，我就一直鎖定師生互動為主

題。起初，也因為自己對電影的喜愛，想要以電影為媒介，來探討學生透過觀看

電影，會引發他們回想怎樣的師生互動經驗，而他們又是如何去詮釋自身與教師

們的互動經驗。只是自己畢竟是電影的門外漢，在電影素材的選擇上，一直拿不

定主意，老師及論文討論團體的夥伴們也一直協助我澄清研究的思考方向，當時

又考量研究對象是否有表達自我的能力，擬邀請高中生作為研究對象，於是我在

高中生常出没的「深藍論壇」留下邀請觀影的訊息，只是回應並不熱烈，對於研

究進度的停滯我十分地憂慮，卻又一直無法突破研究方法、媒介及對象的困境。

終於，在計畫口試過後，我反覆地思索口委們的意見，幾度衡量論文計畫的可行

性，而後整個論文方向大轉向，捨棄了以電影為詮釋媒介的研究方式，改而走入

田野進行觀察及訪談，研究對象也因為自身先前修課撰寫期末報告的經驗，改選

擇自己熟悉的國中場域，透過學姊的引薦、取得小慈老師的同意，順利進入日光

班進行研究，這才使得整個研究方向大致抵定。 

    進入日光班後，正如研究中所述，與學生的互動拿捏於我而言，成了一門重

要的課題，從一開始對於日光班的疏離到最後與學生互動的融洽，這一路上，小

慈老師都在一旁協助、配合我。而我在日光班研究、觀察的期間，與我先前經驗

不同的是，學生與教師們有著「毫不掩飾」的互動，對於喜歡的教師及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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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他們的互動方式有著極大的差異且直接，但因著自身研究者的角色身

份，看到學生與教師直接的互動時，我也不便加以介入，只是試圖去瞭解學生們

的感受及想法、探究學生行為背後的意涵。將自己置身於研究者的角度時，我看

到即使是認真教學的教師，一旦未能讓學生信服，師生互動間多半充滿著衝突，

然而，教師們也並非未嘗不試著改變與學生的關係，他們利用不同的互動策略，

如上課自主的空間、獎懲制度等來與學生進行互動，以改善或增進自身與學生的

關係，只是學生卻不一定領情，教師們很可能接收到學生在互動關係中負面的反

應，但他們不是不願意去瞭解學生的想法及感受，而是不明白如何或無暇去瞭解

學生的想法與感受，他們每天面對許多不同的班級與學生，有著不同的教學目標

及進度需達成，長久下來，可能習慣以同一套教學方式及態度與學生互動，只是

這樣的互動方式無法適用在不同班級的學生身上，然而，學生們在教師無法回應

他們需求時，則漸漸地將教師們拒於門外，如此也成了師生間互動衝突及距離的

來源。 

    透過這次研究，我也看見教師們的為難，他們每天要與許多學生互動，當面

對學生的挑戰時，也被「要求」以合宜的態度面對，否則極可能被冠上情緒管理

不佳的頭銜，但我們卻甚少想到，教師們是否需要相關的協助、而又能如何進行

協助？藉這次的研究，也讓我更清楚理解學生們的觀點及感受，冀望藉這次的研

究經驗，能協助自己未來在教育的路途上，多傾聽學生的想法、也讓學生瞭解自

己的想法，在這條路上能走得更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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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1. 喜歡班上哪位教師？ 

2. 不喜歡班上哪位教師？ 

3. 喜歡怎樣的教師？ 

4. 不喜歡怎樣的教師？ 

5. 與教師互動過程中深刻的事件為何？ 

 

附錄二 個別訪談大綱 

1. 未來求學的方向？ 

2. 家長是否參與學校事務，如家長日？ 

3. 喜歡怎樣的老師？ 

4. 無法接受怎樣的老師？ 

5. 心目中「好老師」的形象？ 

6. 怎樣看待班上與教師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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