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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將依據在實驗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料作結果的分析呈現及討論。第一節

為量化資料的分析，將依序探討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生幽默感、社交技

巧與自尊的影響。第二節為質性資料分析，第三節為綜合討論。 

 

第一節 量化資料分析 

壹、 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童幽默感之影響 

 

一、 多成分幽默感量表 

 

主要目的是瞭解實驗組學生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的教學之後，評估自己幽默

能力提升的效果上是否優於控制組。研究中所指的自陳的幽默能力是以學生在陳

淑蓉所編製的『多成分幽默感量表』上的分數來表示，其中所包含的能力包括幽

默理解能力、幽默創造能力、社交中的幽默能力、幽默因應能力、幽默的態度及

笑的傾向六個向度，故在統計處理上，將以學生在『多成分幽默感量表』上的前

測分數當作共變數，組別為自變項，後測分數為依變項採用單因子多變量共變數

分析，檢驗在排除了前測分數的影響之後，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多成分幽默感量

表』的後測表現上是否有顯著的差異。而在進行單因子多變量共變數分析之前，

研究者必須先檢驗資料是否符合共變數分析的基本假設，故必須先進行『各組迴

歸線平行』以及『共同斜率為 0』兩個假設考驗，符合基本假定之後才能進行兩

組的主要效果考驗。詳細分析結果分別說明如下： 

 

（一） 兩組受試者在『多成分幽默感量表』上的描述統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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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回收經研究者整理過後，扣除掉缺席者及作答情形有問題者（檢驗題反

應不符合該測驗所設定的標準、所有題目選擇同一個量尺水準、遺漏值超過分量

表題數的一半等）之後，實際可作資料分析者共 54 人，其中實驗組 28 人，控制

組 26 人。兩組學生在『多成分幽默感量表』上的描述統計量，包含原始平均數、

標準差、調整後平均數的結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兩組在多成分幽默感量表前後測的平均數、標準差和調整後平均數 

實驗組 控制組 
量表內容  

N M SD
調整後
平均數

N M SD 
調整後
平均數 

前測 28 3.40 .55  26 3.42 .50  
幽默理解 

後測 28 3.59 .89 3.53 26 3.58 .80 3.64 

前測 28 3.27 .96  26 3.33 .70  
幽默創造 

後測 28 3.67 .78 3.74 26 3.26 .79 3.18 

前測 28 3.05 .90  26 2.90 .74  
社交中的 
幽默能力 

後測 28 3.51 .79 3.53 26 3.13 .67 3.12 

前測 28 3.51 .64  26 3.19 .62  
幽默因應 

後測 28 3.68 .78 3.57 26 3.46 .55 3.56 

前測 28 3.73 .62  26 3.43 .61  
幽默的態度 

後測 28 3.99 .74 3.93 26 3.65 .56 3.71 

前測 28 3.33 .82  26 2.81 .72  
笑的傾向 

後測 28 3.34 .83 3.21 26 2.98 .69 3.12 

 

（二） 『各組迴歸線平行』假設考驗 

 

    『各組迴歸線平行』的假設考驗主要在檢驗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迴歸線斜率是

否相同，考驗結果如表 4-1-2。表 4-1-2 結果顯示，兩組在『幽默理解能力』、『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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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創造能力』、『社交中的幽默能力』、『幽默因應能力』、『幽默的態度』及『笑的

傾向』六個向度均未拒絕虛無假設（p>.05），符合『迴歸線平行』的假設，表示

兩組受到共變數（前測分數）的影響是相同的，故可繼續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 4-1-2 「多向度幽默感量表」各組迴歸線平行假設考驗結果 

 Wilks＇Λ Sig. 

組別 × 幽默理解 .9005 .694 

組別 × 幽默創造 .9115 .754 

組別 × 社交中幽默能力 .8604 .475 

組別 × 幽默因應 .8217 .298 

組別 × 幽默的態度 .8575 .460 

組別 × 笑的傾向 .8202 .292 

註：*p＜.05 

 

（三） 『共同斜率為 0』假設考驗與『兩組主要效果』考驗 

接著進行『共同斜率為 0』假設考驗與『兩組主要效果』的考驗，結果如表

4-1-3。在『共同迴歸線斜率為 0』的檢定方面，求得Λ(1, 6, 46) = .165，p < .001，

達顯著差異，表示共同迴歸線斜率並非為 0，顯示共變數和依變數的關係是不可

忽視的，必須用共變數加以調整才行。也就是說，必須將受試者在『幽默理解能

力』、『幽默創造能力』、『社交中的幽默能力』、『幽默因應能力』、『幽默的態度』

及『笑的傾向』六個向度的前測表現予以考慮。 

 

另外，在『兩組主要效果』的考驗方面，求得Λ(1, 6, 46) = .693，p < .05，

達顯著差異，表示在排除掉共變數的影響之後，實驗組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後，

在『多向度幽默感』量表上的平均分數優於控制組的表現。而為了進一步瞭解實

驗處理在哪些向度上發生了效果，將以同時信賴區間法進行兩組在六個能力向度

上平均數差異的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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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多向度幽默感量表」多變量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註：*p＜.05；**p＜.01；***p<.001 

 

（四）『兩組平均數差異的事後比較』 

 

實驗組在『多向度幽默感量表』的整體表現與控制組達顯著差異之後，將進

一步探討實驗組學生究竟在哪些向度的能力得到了顯著的進步。而本研究將以同

時信賴區間法來進行兩組平均數差異的事後比較，若 95%的信賴區間並不包含

0，就表示兩組在該向度的調整平均數有顯著的差異存在，實驗處理在該向度就

發生了效果。 

變異 

來源 
df (SSCP) 

多變量

Λ 

 
向

度 

幽默 

理解 

幽默 

創造 

社交中

幽默能

力 

幽默 

因應 

幽默 

態度 

笑的 

傾向 
 

.109 -.591 -.431 -.011 -.223 -.101 

-.591 3.218 2.348 .059 1.216 .552 

-.431 2.348 1.713 .043 .887 .403 

-.011 .059 .043 .001 .022 .010 

-.223 1.216 .887 .022 .460 .209 

組間 

1 

-.101 .552 .403 .010 .209 .095 

.693* 

(1,6,46) 

4.847 2.760 1.937 5.135 4.743 2.518 

2.760 9.947 9.656 6.600 5.338 6.023 

1.937 9.656 10.693 8.194 6.152 8.630 

5.135 6.600 8.194 9.681 7.510 9.836 

4.743 5.338 6.152 7.510 6.365 7.277 

共變項 

6 

2.518 6.023 8.630 9.836 7.277 11.896 

.165*** 

(1,6,46) 

29.277 15.433 11.090 10.378 10.159 5.697 

15.433 22.021 15.281 11.805 10.249 11.579 

11.090 15.281 17.409 10.516 9.244 12.796 

10.378 11.805 10.516 14.174 7.934 8.800 

10.159 10.249 9.244 7.934 16.247 4.847 

誤差 

46 

5.697 11.579 12.796 8.800 4.847 18.417 

 

總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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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表 4-1-4。表 4-1-4 顯示，在『幽默創造能力』以及『社交情境中的幽

默能力』兩個向度上的 t 值皆達顯著差異(p < .05)，同時信賴區間也未包含 0，顯

示兩組學生在這兩個能力的表現達顯著差異，而從表 4-1-1 得知，實驗組學生在

『幽默創造能力』的調整後平均數（M=3.74）高於控制組的調整平均數（M=3.18）。

在『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實驗組學生的調整平均數（M=3.53）也高於控制

組學生的調整平均數（M=3.12）。可見實驗組在經過幽默訓練課程之後，在這兩

個向度上的表現均顯著優於控制組的學生，研究假設 1-2、1-3 獲得支持。在其他

『幽默理解能力』、『幽默因應能力』、『幽默的態度』及『笑的傾向』四個向度上，

t 值並未達顯著差異(p > .05)，同時信賴區間包含 0，表示幽默訓練課程對於改進

學生這四方面的幽默能力，並沒有顯著的效果，研究假設 1-1、1-4、1-5、1-6 未

獲得支持。 

 

表 4-1-4 「多向度幽默感量表」兩組平均數差異之事後比較結果表 

95%信賴區間 
內容 

常態化平

均數差值 
標準差 t 值 

下限 上限 

幽默理解能力 -.10 .25 -.41 -.61 .40 

幽默創造能力 .56 .22 2.60* .13 1.00 

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 .41 .19 2.13* .02 .80 

幽默因應能力 .10 .17 .06 -.34 .36 

幽默的態度 .21 .19 1.14 -.16 .59 

笑的傾向 .10 .20 .49 -.30 .49 

註：*p＜.05 

 

二、 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 

 

此測驗主要在測量實驗組學生在經過幽默訓練課程的實驗教學之後，幽默理

解和幽默創造的能力是否和控制組學生有顯著的差異存在。和多向度幽默感量表

不同的是，本測驗並非用自陳式的方式讓受試者憑自己的感受來圈選分數，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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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些作業讓受試者填答，評分者再依據客觀的評分標準給予受試者分數，是

屬於客觀式的能力測驗。 

 

測驗內容主要在測量學生的『幽默理解能力』及『幽默創造能力』。幽默理

解能力的測驗包含『幽默笑話選擇』以及『幽默笑話改編』兩種題目類型，每種

題目各七題，共十四題。『幽默創造能力』則是由『幽默短文改寫』以及『幽默

標題命名』兩部分構成，也是各七題，共十四題。故總量表共二十八題，每題分

數由 0分至 3分不等。『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雖然屬於客觀式的能力

測驗，有固定的評分標準，但為避免評分者對於學生填答反應和評分標準在主觀

認定上有所偏誤，本研究邀請兩位台灣師大心輔系的學生當評分者，以皮爾森積

差相關法考驗其評分者間信度，以求評分的一致及客觀性。最後則以兩位評分者

所評的的平均分數當作最後的評估指標。 

 

在分析方法部分，仍是以學生在『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上的前測

分數當作共變數，組別為自變項，後測分數為依變項，採用單因子多變量共變數

分析，檢驗在排除了前測分數的影響之後，實驗組和控制組在『新編幽默理解與

幽默創造測驗』的後測表現上是否有顯著的差異。相同地，研究者將先進行『各

組迴歸線平行』以及『共同斜率為 0』兩個假設考驗，符合基本假定之後再進行

兩組的主要效果考驗。詳細分析結果分別說明如下： 

 

（一） 評分者間信度考驗 

 

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法求得信度係數，由於其中『幽默笑話選擇』有固

定的標準答案，故不進行考驗，其他各項分數評分者間信度如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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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本研究『新編幽默創造與幽默理解測驗』之評分者間信度 

測驗 各項目 信度係數 

幽默理解測驗 幽默笑話改編 .939*** 

幽默創造測驗 幽默短文改寫 .963*** 

 幽默標題命名 .949*** 

註：*p＜.05；**p＜.01；***p<.001 

 

由上表 4-1-5 結果顯示，兩位評分者在該測驗每個部份的評分都有相當高的

一致性，評分者間信度係數皆超過.90 以上，達.01 的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中『新

編幽默理解與創造測驗』的評分很客觀，可以做為評判學生幽默感的一個可靠的

測驗工具。 

 

（二）兩組受試者在『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上的描述統計量 

 

由於該測驗為能力測驗，學生未填答並不能代表是遺漏值，故除非是該樣本

遺漏題數達全題數之 2/3，否則有遺漏值者將以 0分計算，不刪除該樣本。而在

扣除掉缺席以及前後測其中之一未測量者，實際可作資料分析者共 57 人，其中

實驗組 29 人，控制組 28 人。兩組學生在『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上的

描述統計量，包含原始平均數、標準差、調整後平均數的結果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兩組在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前後測 

的平均數、標準差和調整後平均數 

實驗組 控制組 
量表內容  

N M SD
調整後
平均數

N M SD 
調整後
平均數 

前測 29 2.26 .46  28 2.15 .60  
幽默理解 

後測 29 2.41 .50 2.39 28 2.26 .79 2.29 

前測 29 .89 .49  28 .96 .58  
幽默創造 

後測 29 1.29 .36 1.30 28 1.10 .5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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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組迴歸線平行』假設考驗 

 

『各組迴歸線平行』的假設考驗主要在檢驗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迴歸線斜率是

否相同，考驗結果如表 4-1-7。表 4-1-7 結果顯示，兩組在『幽默理解能力』和『幽

默創造能力』兩個向度均未達顯著水準（p>.05），拒絕虛無假設，符合『迴歸線

平行』的假設，表示兩組受到共變數（前測分數）的影響是相同的，故可繼續進

行共變數分析。 

 

表 4-1-7 『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各組迴歸線平行假設考驗結果 

 Wilks＇Λ Sig. 

組別 × 幽默理解 .8961 .064 

組別 × 幽默創造 .9723 .496 

註：*p＜.05 

 

（四） 『共同斜率為 0』假設考驗與『兩組主要效果』考驗 

 

  在『共同迴歸線斜率為 0』的假設考驗方面，求得Λ(1, 2, 53) = .22，p < .001，

達顯著差異，表示共同迴歸線斜率並非為 0，顯示共變數和依變數的關係是不可

忽視的，必須用共變數加以調整。也就是說，必須將受試者在『幽默理解能力』

以及『幽默創造能力』兩個向度的前測表現予以考慮。在『兩組主要效果』的考

驗方面，求得Λ(1, 2, 53) = .88，p < .05，達顯著差異，表示在排除掉共變數的影

響之後，實驗組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後，在『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量

表上的平均分數優於控制組。最後，以同時信賴區間法進行兩組在兩個能力向度

上平均數差異的事後比較，以瞭解實驗組學生在哪一個能力上顯著地優於控制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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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多變量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註：*p＜.05；**p＜.01；***p<.001 

 

（五） 『兩組平均數差異的事後比較』 

 

本研究將以同時信賴區間法來進行兩組平均數差異的事後比較，以.05 為顯

著水準，若 95%的信賴區間並不包含 0，就表示兩組在該向度的調整平均數有顯

著的差異存在，也就是幽默訓練課程對於該能力的培養具有顯著的效果。 

 

結果如表 4-1-9。表 4-1-9 顯示，在『幽默創造能力』方面，t 值達顯著差異

(p < .05)，同時信賴區間未包含 0，表示兩組學生在幽默創造能力上面的表現達顯

著差異，而由表 4-1-6 得知，實驗組學生的幽默創造能力調整後平均數(M=1.30)

高於控制組學生的調整後平均數(M=1.09)，顯示實驗組在經過幽默訓練課程之

後，幽默創造的能力顯著的優於控制組的學生，研究假設 2-2 獲得支持。在『幽

默理解能力』方面，t 值並未達顯著差異(p > .05)，同時信賴區間也包含 0，表示

幽默訓練課程對於改進學生幽默理解的能力，並沒有顯著的效果，研究假設 2-1

未獲得證實。 

 

變異 

來源 
df (SSCP) 多變量Λ

 
向

度 

幽默 

理解 

幽默 

創造 
 

.145 .292 
組間 1 

.292 .588 

.88* 

(1,2,53) 

15.050 10.415 
共變項 2 

10.415 8.699 

.22*** 

(1,2,53) 

8.906 1.989 
誤差 53 

1.989 4.421 
 

總和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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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兩組平均數差異之事後比較結果表 

95%信賴區間 
內容 

常態化平

均數差值 
標準差 t 值 

下限 上限 

幽默理解能力 -.10 .11 -.93 -.32 .12 

幽默創造能力 -.21 .08 -2.66* -.36 -.05 

註：*p＜.05 

 

小結 

綜上所述，以學生在『多向度幽默感量表』的表現來看，實驗組學生在排除

掉前測分數的影響之後，在『幽默創造能力』以及『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兩

個向度的後測平均得分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研究假設 1-2、1-3 獲得支持。而在

『幽默理解能力』、『幽默因應能力』、『幽默的態度』以及『笑的傾向』四個方面，

在排除掉前測分數影響之後，實驗組學生和控制組學生在後測分數的得分並未達

顯著差異，研究假設 1-1、1-4、1-5、1-6 並未獲得證實。 

 

    以學生在『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的表現結果來看，實驗組學生在

排除掉前測分數的影響之後，其『幽默創造能力』的後測平均分數顯著高於控制

組學生，研究假設 2-2 獲得證實。但在『幽默理解能力』方面，兩組學生的表現

則未達顯著差異，研究假設 2-1 未獲得證實。 

 

    究竟幽默感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童幽默感的提升是否有效果呢？從上

述結果來看，兩個測驗皆有測量到的『幽默理解能力』以及『幽默創造能力』上，

都顯現出一致的結果，即對提升學生的幽默創造能力有幫助，但卻無法提升其幽

默理解能力。另外對於學生的『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也有提升的效果，其餘

『幽默因應能力』、『幽默的態度』以及『笑的傾向』則沒有提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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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童社交技巧之影響 

主要目的是瞭解實驗組學生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的教學之後，對於其社交技

巧是否有提升的效果。社交技巧是否有提升是以學生在『兒童社交技巧量表』上

的分數來判斷，其中包含五個分量表：合作行為、正向肯定、同理心、負向肯定

以及自我控制。故在統計處理上，以學生在『兒童社交技巧量表』上的前測平均

分數當作共變數，組別為自變項，後測分數為依變項，採用單因子多變量共變數

分析，檢驗在排除了前測分數的影響之後，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兒童社交技巧量

表』的後測表現上是否有顯著的差異。相同的，在進行單因子多變量共變數分析

之前，必須先進行『各組迴歸線平行』以及『共同斜率為 0』兩個假設考驗，符

合基本假定之後才能進行兩組的主要效果考驗。詳細分析結果分別說明如下： 

 

一、 兩組受試者在『兒童社交技巧量表』上的描述統計量 

 

在扣除掉缺席者及作答情形有問題者（包括檢驗題反應不符合該測驗所設定

的標準、所有題目選擇同一個量尺水準、遺漏值超過分量表題數的一半等）之後，

實際可作資料分析者共 64 人，其中實驗組 32 人，控制組 32 人。兩組學生在『兒

童社交技巧量表』上的描述統計量，包含原始平均數、標準差、調整後平均數的

結果如下頁表 4-1-10 所示。 

 

二、 『各組迴歸線平行』假設考驗 

 

『各組迴歸線平行』的假設考驗主要在檢驗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迴歸線斜率是

否相同，考驗結果如表 4-1-11。表 4-1-11 結果顯示，兩組在『合作行為』、『正向

肯定』、『同理心』、『負向肯定』及『自我控制』五個向度均未達顯著水準（p>.05），

符合『迴歸線平行』的假設，表示兩組受到共變數（前測分數）的影響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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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繼續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 4-1-10  兩組在兒童社交技巧量表前後測的平均數、標準差和調整後平均數 

實驗組 控制組 
量表內容  

N M SD
調整後
平均數

N M SD 
調整後
平均數 

前測 32 3.28 .60  32 3.33 .44  
合作行為 

後測 32 3.16 .61 3.18 32 3.28 .47 3.27 

前測 32 3.25 .54  32 3.22 .47  
正向肯定 

後測 32 3.12 .52 3.12 32 3.23 .42 3.23 

前測 32 3.17 .53  32 3.08 .62  
同理心 

後測 32 3.11 .62 3.12 32 3.20 .45 3.20 

前測 32 3.05 .57  32 3.06 .49  
負向肯定 

後測 32 2.90 .56 2.92 32 2.88 .48 2.87 

前測 32 2.69 .61  32 2.78 .56  
自我控制 

後測 32 2.73 .77 2.76 32 2.82 .50 2.79 

 

 

表 4-1-11「兒童社交技巧量表」各組迴歸線平行假設考驗結果 

 Wilks＇Λ Sig. 

組別 × 合作行為 .9555 .813 

組別 × 正向肯定 .9292 .603 

組別 × 同理心 .8071 .060 

組別 × 負向肯定 .9578 .830 

組別 × 自我控制 .9557 .815 

註：*p＜.05 

 

三、 『共同迴歸線斜率為 0』假設考驗與『兩組主要效果』考驗 

 

『共同迴歸線斜率為 0』與『兩組主要效果』的假設考驗結果如表 4-1-12。

在『共同迴歸線斜率為 0』的檢定方面，求得Λ(1, 5, 57) = .29，p < .001，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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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表示共同迴歸線斜率並非為 0，顯示共變數和依變數的關係是不可忽視的，

必須用共變數加以調整才行。也就是說，必須將受試者在『合作行為』、『正向肯

定』、『同理心』、『負向肯定』及『自我控制』五個向度的前測表現予以考慮。 

另外，在『兩組主要效果』的考驗方面，求得Λ(1, 5, 57) = .94，p > .05，未

達顯著水準，表示在排除掉共變數的影響之後，實驗組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後，

在『兒童社交技巧量表』上的表現和控制組並無顯著差異存在。也就是說，幽默

訓練課程對增進學生的社交技巧並無顯著的效果。 

 

表 4-1-12 「兒童社交技巧量表」多變量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註：*p＜.05；**p＜.01；***p＜.001 

 

小結 

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排除掉前測分數的影響之後，在「兒童社交技巧量

變異 

來源 
df (SSCP) 多變量Λ

 
向

度 

合作 

行為 

正向 

肯定 
同理心

負向 

肯定 

自我 

控制 
 

.133 .163 .129 -.072 .052 

.163 .200 .157 -.089 .064 

.129 .157 .124 -.070 .050 

-.072 -.089 -.070 .039 -.028 

組間 

1 

.052 .064 .050 -.028 .020 

.94 

(1,5,57) 

6.511 6.003 6.588 5.579 4.421 

6.003 6.737 6.612 4.778 3.851 

6.588 6.612 7.216 5.277 3.623 

5.579 4.778 5.277 5.205 4.154 

共變項 

5 

4.421 3.851 3.623 4.154 5.077 

.29*** 

(1,5,57) 

11.912 4.476 8.131 6.450 9.918 

4.476 7.067 5.496 4.419 5.893 

8.131 5.496 10.978 6.307 8.898 

6.450 4.419 6.307 11.504 9.588 

誤差 

57 

9.918 5.893 8.898 9.588 20.998 

 

總和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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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的後測平均分數並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的後測平均分數，顯示本研究之

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有效提升國小高年級學生之社交技巧。本研究假設 3-1、3-2、

3-3、3-4、3-5 皆未獲得證實。 

 

參、 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童自尊之影響 

主要目的是瞭解實驗組學生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的教學之後，自尊是否有提

升的效果。自尊的高低是以學生在陳根旺（民 91）所編製的『國小學童自尊問

卷』上的分數來表示，其中包含五個分量表：心理自尊、生理自尊、學業自尊、

人際自尊以及家庭自尊。故在統計處理上，以學生在『國小學童自尊問卷』上的

前測分數當作共變數，組別為自變項，後測分數為依變項，採用單因子多變量共

變數分析，檢驗在排除了前測分數的影響之後，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國小學童自

尊問卷』的後測表現上是否有顯著的差異。相同的，在進行單因子多變量共變數

分析之前，必須先進行『各組迴歸線平行』以及『共同斜率為 0』兩個假設考驗，

符合基本假定之後才能進行兩組的主要效果考驗。詳細分析結果分別說明如下： 

 

一、 兩組受試者在『國小學童自尊問卷』上的描述統計量 

 

在扣除掉缺席者及作答情形有問題者（包含檢驗題反應不符合該測驗所設定

的標準、所有題目選擇同一個量尺水準、遺漏值超過分量表題數的一半等）之後，

實際可作資料分析者共 69 人，其中實驗組 35 人，控制組 34 人。兩組學生在『國

小學童自尊問卷』上的描述統計量，包含原始平均數、標準差、調整後平均數的

結果如表 4-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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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3  兩組在國小學童自尊問卷前後測的平均數、標準差和調整後平均數 

實驗組 控制組 
量表內容  

N M SD
調整後
平均數

N M SD 
調整後
平均數 

前測 35 2.17 .30  34 2.17 .31  
心理自尊 

後測 35 2.79 .49 2.75 34 2.66 .46 2.70 

前測 35 1.88 .52  34 2.11 .58  
生理自尊 

後測 35 2.82 .66 2.77 34 2.87 .57 2.93 

前測 35 2.46 .53  34 2.64 .46  
學業自尊 

後測 35 2.56 .54 2.53 34 2.39 .55 2.42 

前測 35 2.38 .34  34 2.41 .32  
人際自尊 

後測 35 2.77 .45 2.73 34 2.63 .41 2.67 

前測 35 2.30 .32  34 2.42 .34  
家庭自尊 

後測 35 2.93 .63 2.87 34 2.83 .55 2.89 

 

二、 『各組迴歸線平行』假設考驗 

 

『迴歸線平行』的假設考驗主要在檢驗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迴歸線斜率是否相

同，考驗結果如下頁表 4-1-14。表 4-1-14 結果顯示，兩組在『心理自尊』、『生理

自尊』、『學業自尊』、『人際自尊』及『家庭自尊』五個向度均接受虛無假設

（p>.05），符合『迴歸線平行』的假設，表示兩組受到共變數（前測分數）的影

響是相同的，故可繼續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 4-1-14 『國小學童自尊問卷』各組迴歸線平行假設考驗結果 

 Wilks＇Λ Sig. 

組別 × 心理自尊 .9306 .561 

組別 × 生理自尊 .7835 .100 

組別 × 學業自尊 .9266 .527 

組別 × 人際自尊 .9198 .472 

組別 × 家庭自尊 .8943 .298 

註：*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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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同斜率為 0』假設考驗與『兩組主要效果』考驗 

 

接著進行『共同斜率為 0』假設考驗與『兩組主要效果』的考驗，結果如表

4-1-15。在『共同迴歸線斜率為 0』的檢定方面，求得Λ(1, 5, 62) = .54，p < .05，

達顯著差異，表示共同迴歸線斜率並非為 0，顯示共變數和依變數的關係是不可

忽視的，必須用共變數加以調整才行。也就是說，必須將受試者在『心理自尊』、

『生理自尊』、『學業自尊』、『人際自尊』及『家庭自尊』五個向度的前測表現予

以考慮。 

 

另外，在『兩組主要效果』的考驗方面，求得Λ(1, 5, 62) = .92，p > .05，未

達顯著水準，表示在排除掉共變數的影響之後，實驗組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後，

在『國小學童自尊問卷』上的表現和控制組並無顯著差異存在。也就是說，幽默

訓練課程對增進學生的自尊並無顯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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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5  『國小學童自尊問卷』多變量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 

來源 
df (SSCP) 多變量Λ

 
向

度 

心理 

自尊 

生理 

自尊 

學業 

自尊 

人際 

自尊 

家庭 

自尊 
 

.037 -.120 .078 .050 -.017 

-.120 .391 -.256 -.162 .054 

.078 -.256 .167 .106 -.035 

.050 -.162 .106 .067 -.022 

組間 

1 

-.017 .054 -.035 -.022 .007 

.92 

(1,5,62) 

2.160 3.021 2.330 1.582 2.979 

3.021 7.177 3.768 1.862 4.704 

2.330 3.768 3.053 1.494 3.021 

1.582 1.862 1.494 1.432 2.255 

共變項 5 

2.979 4.704 3.021 2.255 4.431 

.54* 

(1,5,62) 

12.965 8.868 9.370 5.983 9.800 

8.868 18.597 9.761 6.433 10.145 

9.370 9.761 16.871 5.758 10.020 

5.983 6.433 5.758 10.950 4.807 

誤差 

62 

9.800 10.145 10.020 4.807 19.186 

 

總和 68       

註：*p＜.05；**p＜.01；***p<.001 

小結 

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排除掉前測分數的影響之後，在「國小學童自尊問

卷」上的後測平均分數並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的後測平均分數，顯示本研究之

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有效提升國小高年級學生之自尊。本研究假設 4-1、4-2、4-3、

4-4、4-5 皆未獲得證實。 

肆、 課程回饋問卷分析 

課程回饋問卷主要針對實驗組學生對幽默訓練教學課程的十五個單元作喜

好度及價值性的評估，採 Likert 四點量表的勾選方式作答。喜好度是學生覺得是

否喜歡該課程的評估，價值性則是學生認為上過該課程之後，對自己是否有實質

的幫助。各單元喜好度及價值性填答人數百分比如下表 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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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6  「課程回饋問卷」喜好度與價值感填答人數百分比 

喜好度 價值性 

課程名稱 非常

喜歡 
喜歡

不喜

歡 

非常

不喜

歡 

非常

有幫

助 

有幫

助 

沒幫

助 

完全

沒幫

助 

 

歡喜來見面 33.4% 63.6% 3% 0% 36.4% 60.6% 3% 0%

小小漫畫家 21.2% 75.8% 0% 3% 27.3% 72.7% 0% 0%

幽默聖誕卡 33.2% 57.6% 9.1% 0% 6.1% 87.9% 6.1% 0%

照片修改大師 30.3% 54.5% 15.2% 0% 33.3% 63.4% 6% 0%

鬼臉拳 24.2% 57.6% 12.1% 6.1% 27.3% 66.7% 3% 3%

親愛的，我把成語

變好笑了 
9.1% 64.7% 22.2% 0% 12.1% 72.7% 6.1% 9.1%

今天，你笑過了

嗎？ 
18.8% 65.6% 9.4% 6.3% 24.2% 60.6% 12.1% 3%

坐而笑不如起而行

笑 
45.5% 51.5% 3% 0% 18.2% 63.6% 9.1% 9.1%

糗事大聲說 27.3% 69.7% 3% 0% 36.4% 63.6% 0% 0%

缺點大改造 27.3% 51.5% 21.2% 0% 33.3% 54.5% 9.1% 3%

幽默推銷員 21.2% 69.7% 6.1% 3% 24.2% 63.6% 12.2% 0%

有沒有這麼誇張

啊？ 
36.4% 57.6% 3% 3% 39.4% 48.5% 9.1% 3%

光明燈 30.3% 69.7% 0% 0% 33.3% 57.6% 6.1% 3%

滋味在心頭 27.3% 66.7% 6% 0% 42.4% 54.5% 3% 0%

幽默泯恩仇 33.4% 63.6% 3% 0% 45.5% 51.5% 3% 0%

 

一、 喜好度方面 

喜好度是評估學生對於該單元課程喜歡的程度，本研究以 85%為標準，也就

是如果『非常喜歡』與『喜歡』兩個選項填答人數的百分比超過 85%的話，就代

表該單元是深受學生愛戴的。從上表的結果來看，所有課程當中，僅有『照片修

改大師』、『鬼臉拳』、『親愛的，我把成語變好笑了』以及『缺點大改造』四個單

元，『非常喜歡』與『喜歡』的填選人數百分比未達 85%，代表整體來說，幽默

訓練課程是非常受到學生喜愛的。其中可以發現，學生喜好度較高的一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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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小漫畫家』、『坐而笑不如起而行笑』或『糗事大聲說』等單元，都是全班

學生在課堂中非常熱烈參與，且笑聲不斷的課程。可見能夠引起大家歡笑，歡樂

的氣氛瀰漫整個班級的活動，都讓學生回味無窮。而後面『光明燈』、『滋味在心

頭』以及『幽默泯恩仇』三個和幽默因應相關的單元，其滿意度更是高達 90%以

上，這代表了國小學生並非只喜愛動態性的肢體幽默或是只愛欣賞一些好笑的影

片以及圖片，一些能夠處理情緒問題以及人際衝突的幽默應對方式，只要課程設

計得宜，仍然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至於學生的真正想法，請參閱以下開放性問

題一的分析。 

二、 價值性方面 

價值性是指學生在學習完該幽默課程之後，覺得能夠實際運用並具有價值的

程度。也是以 85%為標準，如果『非常有幫助』與『有幫助』兩個選項填答人數

的百分比超過 85%的話，就代表該單元是學生覺得很受用的課程。從上表的結果

來看，所有課程當中，僅有『親愛的，我把成語變好笑了』、『今天，你笑過了嗎？』

和『坐而笑不如起而行笑』是學生覺得學習後對自己沒有什麼實質幫助的。整體

來說，大部分幽默課程對於學生來說，確實能夠帶來很大的幫助，學生也覺得學

習幽默是有價值且重要的。可見本研究幽默課程對於學生幽默態度的培養上，具

有相當的成效。至於實際的幫助成效，則見第二節質性資料回饋分析。 

 

第二節 質性資料分析 

壹、 課程回饋問卷分析 

 

課程回饋問卷除了針對學生對幽默課程的喜好度及價值性做量化資料的統

計之外，課程回饋問卷也設計了三個開放式的問題，讓學生能表達對課程的看

法，實際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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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滿笑聲的課程深受學生歡迎 

大部分學生都認為能和全班一起大笑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只要有笑

聲，歡愉的感覺就會逐漸地蔓延到整個班級，全班就會產生一種同甘苦、有

福同享的團結氣氛。 

 

E03：不一樣的笑。那節課讓我笑到肚子痛。 

E05：『坐而笑不如起而行笑』。因為那堂課不但可以說出自己知道的笑

話，也可以聽到別人的笑話，真的是很好笑的一堂課。 

E09：笑聲。因為我笑到喉嚨都破了。 

E13：跳櫻桃小丸子那一堂。因為『翟』先生一直在旁邊搞笑，害我也一

直笑不停。 

E14：記得全班一起笑的那一節課，因為全班都笑的很開心，我們班好像

沒有一起笑得那麼瘋過。 

E18：跳舞（小丸子）。因為仔仔的搞笑技術讓我很難忘，整堂課全班好

像起笑一樣。 

E19：我印象最深的是說自己糗事那一堂，因為那堂課裡，大家都大膽的

說出自己的糗事，每個人的糗事也都不一樣，說前也要加一些話，

很有趣，全班笑的很開心。 

E21：櫻桃小丸子。因為老師編的舞很爆笑，全部的人笑到屋頂快爆掉。 

E27：『坐而笑不如起而行笑』。因為老師請我們去說笑話給大家聽的時

候，因為大家都說的很好笑又很有趣，有些人還笑到打滾在地上

呢！ 

E29：『今天你笑過了嗎？』因為老師用櫻桃小丸子的歌加上自創的舞，

超好笑。 

E30：『今天你笑過了嗎？』因為那次全班都笑得很高興，還有人塗腮紅、

畫肚皮。 

E32：小丸子的歌。因為有跳舞，我最喜歡跳舞，而且太好笑了，我從頭

到尾一直哈哈大笑，沒跳到什麼！ 

 

2. 能實際創作出幽默成品的課程讓學生有成就感 

大部分學生過往的幽默經驗大多是欣賞幽默居多，比如聽笑話、看好笑

的漫畫或圖片等，實際的創作出一個幽默作品能夠讓別人哈哈大笑對他們來

問題一：你覺得最喜歡、印象最深的是哪幾節課？請分別寫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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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是一個很大的成就感，這個過程也充滿了喜悅與歡愉。 

 

       E02：『小小漫畫家』。因為看了好笑的漫畫，然後自己再用幽默畫出來，

我覺得我畫得蠻好笑的，還被老師放給大家看。 

E35：幽默卡片。因為美勞是我的最愛，沒做過好笑的卡片，第一次做。 

 

3. 能讓學生感受到自我成長或自我突破的幽默課程讓他們印象深刻 

要展現幽默有時要具備了冒險和創新的特質，某些課程就設計了一些活

動讓學生能夠勇於改變自己，讓學生能嘗試用不一樣的面貌來取悅別人，散

播歡笑給別人。當學生覺得所成長或感受到很大的自我突破時，那種榮耀感

就會讓他們印象深刻。 

 

       E06：『糗事大聲說』。因為可以把自己的糗事跟大家說是很勇敢的。 

       E25：『鬼臉拳』。因為我沒想到自己能做出那麼醜的鬼臉，雖然很沒有形

象，但是反正大家都這樣，所以我豁出去了，大家開心就好。 

       E26：『鬼臉拳』。因為那天我已經完全不顧形象，做出最醜的鬼臉。 

 

4. 學生對幽默課程價值性的評估對喜好度也會產生影響 

       有些學生認為有的課程讓他們不管在人際相處或是情緒調適時都有很大

的幫助，就會覺得上這種幽默課程是相當值得的。 

 

       E22：『幽默泯恩仇』。因為這樣我就不會跟別人起衝突。 

E31：『光明燈』。因為那堂課讓我能往好處想，不要往壞處想，我覺得很

好，所以我選那一堂課。 

 

 

 

 

1. 學生會從正面的角度來看事情 

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之後，學生學到一些技巧來幫助自己看到事情的光

明面，使他們能夠以積極樂觀的態度面對困境，而不會因為挫折就躊躇不前。 

 

問題二：你覺得對自己幫助最大的是哪幾節課？有哪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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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我忘記是哪一堂ㄟ，就有練習一些方法，讓不好的事情變成好的。 

E19：都很有幫助。使我更快樂，都想到好的事情。 

E25：好消息和壞消息的那些課。我覺得應該要讓自己更幽默一點，遇到

困難不要想得太嚴重，這樣反而會更糟糕。說不定那對我們也是有

好處的。 

E31：『光明燈』。我學會想到不好事情的好的那一面，因為不好的事情說

不定也是好的，這樣想自己比較不會難過。 

E33：後面幾堂課吧！老師教了一些方法我覺得不錯，可以讓我們在心情

不好的時候改變自己的心情。 

 

2. 學生較會處理人際之間的衝突 

有些學生認為自己在面對人際衝突情境時，更能以幽默的方式巧妙應

對，使得自己的人際關係變得更好，班級的氣氛以及關係也會因為幽默的使

用而變得更融洽。 

 

E22：『幽默泯恩仇』。讓我跟別人相處更融洽。 

E27：『幽默泯恩仇』。我覺得對我最大的幫助是我知道如果用幽默的方式

來回應對方，大家就比較能心平氣和，不會吵的天翻地覆，感情也

不會受到傷害。（不過挺難的⋯.哈哈哈） 

E32：我覺得我已前比較容易跟別人吵架，學了幽默之後就比較不會。 

 

3. 學生比較願意分享與表現幽默 

有些學生在接收幽默課程之後，認為自己更有意願和信心和他人分享幽默的

事物了，對他們來說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長與改變是很有成就感的。 

 

E05：『坐而笑不如起而行笑』。對我最大的幫助是我越來越會講笑話了。 

E06：都很好，因為我覺得我比以前更會搞笑了，哈（笑臉）。 

       E17：都有幫助，比以前更會跟人家開玩笑。 

       E23：『鬼臉拳』。學到很多扮鬼臉的技巧，還蠻好笑的，我自己也比較會

扮鬼臉給好朋友看了。 

 

4. 學生接觸幽默事物的頻率增加 

因為幽默訓練課程的緣故，學生逐漸地培養起接觸幽默事物的習慣。不

論是為應付課堂延伸作業的需求或是興趣使然，他們都認為自己會比較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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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關幽默的事物，也能夠從中得到許多的樂趣。 

 

E02：我覺得都很有幫助，讓我的生活充滿了幽默和歡笑。 

E11：『坐而笑不如起而行笑』和『滋味在心頭』。對我的幫助就是可以看

到很多笑話，我以前就喜歡看笑話，現在更會上網去找一些笑話講

給朋友聽，恩～這就是對我的幫助。 

E30：我覺得對我的幫助就是我會更注意一些幽默的東西，很有趣！ 

 

5. 學生較能分辨正向或負向的幽默 

有學生認為上完課程之後，瞭解到好的幽默和壞的幽默的分別，並知道

如何尊重別人的幽默偏好及使用幽默的禮節和規範。 

 

E29：『滋味在心頭』。幫助是讓我瞭解有的幽默是不好的，不應該隨便亂

開別人的玩笑，就像我們班某些男生就會嘲笑 xxx，這種幽默應該

就是苦的幽默吧！ 

 

 

 

1. 作業負擔太重 

有些學生認為每次上課完要寫學習單是很大的負擔，因為學校的課業又

重，有要去補習班，而且有些作業要上網找資料，會造成他們很大的困擾。 

 

E01：沒有，都喜歡。不過作業太多。 

E05：還好耶！若是沒有作業就更～好了。 

E25：上課不會不喜歡啦！不喜歡的是還要寫作業，幽默不是應該輕鬆一

點嗎？而且有的作業真的很難寫耶！還要上網查半天。下次要改進

喔！ 

 

2. 活動設計不良 

有些學生認為有的課程的活動不知道該怎麼做，做起來很奇怪也很無

聊，因此上起來興趣缺缺。 

 

E03：『缺點大改造』。因為還蠻無聊的，不知道該怎麼寫。 

問題三：你覺得不喜歡哪些課？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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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9：『缺點大改造』。那很奇怪耶！有些缺點根本就不能改成優點啊！ 

 

3. 各組受到待遇不公平 

       研究者在上課時常會使用各組競爭的方式增添活動的趣味性，但因為競

爭過於激烈，有學生認為老師未兼顧到整體的公平性，反而影響了學生對課

程的觀感。 

 

       E14：有比賽的課，因為有時候老師都沒叫到我們這一組。 

       E30：建議老師以後點人要一組一組叫（不過可以一直叫我啦！），也建

議多帶一點金莎（或是改成現金也行）。 

       E35：都喜歡。不過我覺得以後應該不要每一組比賽，因為都會吵架。 

 

4. 對自己表現不滿意或不敢嘗試 

       有些學生因為自己不敢嘗試與冒險或是對於自己創作出來的作品以及課

堂上的表現感到不滿意，就會感到挫折，也影響到對課程的參與度及喜好。 

 

       E06：『幽默小書』。因為我不喜歡做美勞，不好看。 

       E33：『糗事大聲說』因為我不想讓自己的糗事讓大家知道。 

E34：『鬼臉拳』。超丟臉。 

 

貳、 學生訪談問卷分析 

 

學生訪談問卷為實驗組在實驗教學課程結束之後所填答的問卷，問題形式皆

是開放性的問題，內容則包含對幽默課程的喜好、上幽默課對自己或班級的改變

及影響、對課程的建議等等，總共七題，分析結果如下： 

 

 

 

 

1. 幽默課程可增進上課氣氛。 

問題一：你喜歡上幽默課嗎？喜歡或不喜歡的原因是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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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生認為幽默課程有別於其他傳統的教學課程，上課的活動多變且豐富，

上課方式也很多元，不會枯燥乏味。也有學生認為上課充滿了趣味和笑聲，班級

氣氛非常融洽，上起課來心情就非常愉悅。 

 

E05：喜歡。因為上課很好笑。輕鬆上課把不愉快的事忘掉。 

E08：喜歡。因為上了很多不一樣的課，都還不錯玩，讚！ 

E14：很喜歡。因為大家一起看影片然後一起笑，感覺整個感覺還蠻好的，

還有也發現某些人也蠻搞笑的呢！讓上課氣氛整個 high 起來。 

E32：喜歡。因為光光老師超好笑，課程有趣，讓上課變得很好笑，讚！還

有我學到幽默的待人處事。 

 

2. 幽默課程可引發學生正向情緒。 

有學生認為上幽默課程讓自己的心情放鬆、愉快，欣賞一些幽默的影片或作

品能夠引起自己快樂的情緒，而從中學得一些幽默的技巧或創作出幽默的作品也

讓自己感到有成就感。 

 

E01：喜歡。可以讓人放鬆心情，還可以看很多好笑的東西。 

E02：YES。因為上幽默課可以帶來歡笑、快樂，也可以增進更好的人緣。 

E04：喜歡。因為增加生活的樂趣，讓我很開心地過每一天。 

E10：喜歡。可以讓自己的心情很愉快。 

E26：上幽默課讓我覺得很輕鬆，且老師也很幽默，一點都不像上課。 

E35：喜歡。我會一直一直笑，所以心情會很好，又可以看到許多好笑的東

西。 

 

3. 幽默課程可幫助學生改進人際關係。 

有同學認為上幽默課程讓他學習到如何使用幽默來和他人相處，也因為幽默

的使用，讓他們發覺自己的人際關係獲得改善，因而更加喜愛上幽默課程。 

 

E18：喜歡。因為我變得更幽默，可以讓別人高興，別人就願意和我作朋友。 

E22：喜歡。因為可以讓自己更吸引人。 

E29：喜歡。讓自己幽默多了，也交了許多朋友。 

 

 問題二：你覺得你以前認為的『幽默』和上完課後所認為的『幽默』有什麼

不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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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覺正向以及負向幽默的差異 

有些學生在尚未接觸幽默訓練課程之前，對幽默的概念就是有趣、好笑、讓

人快樂、高興，但在幽默訓練課程教學之後，發現幽默的使用必須謹慎拿捏分寸，

有些負向的幽默是會傷害到人的。 

 

E18：現在瞭解幽默有好的和不好的，不好的幽默可能會傷害到別人。 

E26：以前認為幽默就是一種可以使人    的東西。現在瞭解幽默其實還有

分「酸、甜、苦、辣」的，不一定都能使人 happy，有些幽默還可能使

人受傷。 

E32：有！以前不知道什麼是幽默，現在知道了。以前的幽默我覺得是壞的，

現在好棒，使我每一天更快樂。 

 

2. 更深入並廣泛地瞭解幽默的內涵 

有些學生在接觸幽默訓練課程之前可能認為幽默僅是笑、看笑話等單一的概

念，上過課程之後，就發現幽默是一個複雜的概念，包含了許多豐富的元素。 

 

E01：現在覺得幽默不只是搞笑，還可以用第二種方法解決問題、用讓人很

開心的方式面對問題。 

E05：以前認為幽默只是笑話而已，現在認為幽默對生活上一些不愉快的事

有幫助。 

E21：以前只以為幽默只用在笑話而已，沒想到那麼廣泛。比如還有讓想法

變樂觀、發揮想像力、鬼臉，一大堆。 

E23：本來以為「笑」就是幽默，現在才知道幽默不只是笑而已，還包括講

話、表演好笑的動作、可以化解衝突等。 

E29：以前覺得幽默沒什麼，現在覺得幽默包含好多東西，很有趣也很好玩。 

E35：以前的 humor：指風趣的人。現在的Humor 還包括：能改變心情，使

人有趣的ㄇㄧ  ㄍㄧㄚ。 

 

 

 

 

問題三：你覺得上了幽默課之後，對自己最大的收穫是什麼？和以前比較，

自己最大的改變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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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緒控制能力較佳 

學生較會使用幽默的技巧來因應負向的情境，較不會因負向情境的產生而引

發負向的情緒，情緒掌控的能力因此增加。 

 

E02：之前愛生氣，不太會笑的我，自從上了幽默課可以帶給我歡笑，不太

會生氣。 

E10：可以讓自己的情緒變好。心情不好的時候可以用幽默的方法來調整自

己的情緒。 

E21：懂得如何控制脾氣，想得比較開（但是⋯偶爾還是會有點想不開）。 

E26：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氣了。 

 

2. 較願意分享、表現幽默 

部分學生認為自己在上過幽默訓練課程之後，比較願意和他人分享幽默，也

比較敢在大家面前表現幽默的行為，因而覺得自己變幽默了。 

 

E04：以前的我比較不懂幽默，也不知如何表現幽默，現在，會把幽默當成

生活中不可缺少的。 

E23：學到讓人家開心的方法，在他心情不好的時候可以說一些好玩好笑的

事情給他聽。 

E24：變得搞笑許多。 

E26：以前比較不敢做好笑的事，現在感覺自己變的比較幽默了。 

 

3. 較會以正向的角度思考事情，變得比較開朗、樂觀 

有學生認為在上過課程之後，自己比較不會鑽牛角尖，凡事都能夠看到其光

明的一面。在碰到困難的時候，也能夠調整自己的觀點，往好的一面想，使得自

己的情緒獲得抒解，也變得比較樂觀和開朗。 

 

E01：用幽默的方法解決問題，變得開朗。 

E23：如果有困難可以往好的方面去想。 

E32：有成就感，因為收穫很多。自己的個性也變得比較開朗。 

E35：主要：多采多姿、比較開心。其次：肚子痛（一直笑）。再來：功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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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4. 人際關係變好 

有學生認為上了幽默課之後，自己變得比較會搞笑，也比較會和同學相處，

因此人緣變好了。 

 

E22：讓自己和同學的感情變好吧。 

E28：比較不會老⋯⋯比以前年輕。比較好笑⋯⋯受人矚目，和同學比較好。 

E29：人緣變好了，變得比較會搞笑。 

 

 

 

 

 

1. 上課氣氛變得活潑 

學生覺得上了幽默課程之後，很多同學越來越會用幽默的方式和老師在課堂

上互動，不僅幽默課如此，更延伸至其他的課程，因此班級的上課氣氛就變的輕

鬆活潑許多。 

 

E01：全班開始用幽默的方式跟老師頂嘴，開玩笑的老師別介意。 

E04：我們上了幽默課之後，上課氣氛變得比較沒那麼嚴肅了，反而有一點

開心、快樂呢！ 

E02：上課氣氛變得更多歡樂。 

E18：上課變比較活潑吧！以前上課有時候都死氣沈沈的。 

E23：上課氣氛變得很好，大家都會和老師開玩笑。 

E32：男生的笑話不一樣了，比較不會那麼機車，所以上課氣氛變得比較快

樂。 

 

2. 人際關係變得更為融洽 

有學生認為班上同學在人際相處上較會運用幽默和別人互動，也比較會彼此

分享幽默，所以大家的感情變得比較好。 

 

E15：感覺大家比較好，以前大家感情比較好的時候都是和別班比賽的時

問題四：你覺得上了幽默課程後，我們班有什麼樣的改變（上課氣氛、人際

相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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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沒想到幽默也可以讓大家感情變好。 

E28：我的人際關係變得比較好了。 

E35：感覺大家比較幽默，班上同學感情變得比較好。 

 

3. 變得更吵鬧 

部分學生認為上幽默課大家都很吵鬧，班級秩序受到影響。 

E22：我覺得上課時玩得更瘋了，老師快起笑。 

E24：變得非常吵和瘋，雖然本來就這樣了。 

 

4. 變得比較願意分享幽默 

E05：班上一些人變得更愛講笑話、更幽默。 

E10：有的人變得更幽默。 

E29：很多人都變得很會搞笑（勇敢的搞笑）。 

 

 

 

 

1. 改編歌詞 

一些同學會將一些流行音樂或童謠的歌詞，改編成有趣、好玩的歌詞。 

 

E02：有些同學很會改編歌詞，有的還蠻好笑的。 

 

2. 自創舞蹈 

部分同學會利用簡單的旋律或節奏並搭配歌詞自創幽默的舞蹈。 

 

E21：浩 x為班上同學取一些好笑而且很可愛的綽號。育 x編的舞蹈動作。 

E23：育 x有編一個香腸舞，還有很多版本喔，老師下次可以叫他表演。我

也有編一個 taco 舞，哈哈⋯不過，謝絕參觀。 

E25：育 x的香腸舞和模仿林志玲，曉 x的大麻糬舞，子 x的 taco 舞都很有

創意又好笑。 

E29：有，育 x的香腸舞和子 x的 taco 舞。 

 

3. 幽默因應 

問題五：你有觀察到自己或班上同學有發生哪些幽默的事蹟嗎？請簡單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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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學會使用幽默的方式來因應生活上的事情。 

 

E05：有人生氣時仍然用笑臉來面對他人。 

 

 

 

 

1. 班級秩序受到影響 

部分學生覺得上幽默課時大家過於熱情與亢奮，而且多是活動性的課程，因

此有時會非常吵鬧，影響到學習的效果，也可能影響其他班級課程的進行。 

 

E01：上課會不認真，都在玩。 

E18：有可能會影響到班級秩序。 

E21：每次要分組討論時，有時因為意見不合而吵架，就會變得很吵。 

E26：上幽默課時跟其他課比較有時會比較吵。 

 

2. 幽默的誤用 

班上某些同學在幽默使用的尺度拿捏上不是很能夠掌握，有時會故意嘲笑他

人來博取大家的歡笑，有時會用笑話來攻擊他人，也有幽默使用的時機以及地點

不恰當。 

 

E02：有的人會使用幽默來攻擊對方。 

E04：有些人雖然很幽默，但都是變態方面的幽默。 

E05：有人被老師罵時，那個人以幽默的方式回應，使老師更火大。 

E25：有些男生會用笑話來攻擊別人。 

E28：有些人罵不好聽的話，說它是幽默。 

E29：有的人愛說色的笑話。 

 

 

 

 

1. 增加文字類幽默的課程 

某些學生對文字類的幽默如雙關語、歌詞改編、趣味猜謎等有高度的興趣，

問題六：你覺得接觸幽默或上幽默課程對自己或班級有哪些不好的地方？ 

問題七：如果未來還有機會上幽默課程，你有什麼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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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希望在未來的教學中能多增加此類的課程。 

 

E18：可以增加一些猜謎語、改編歌詞的課，我們班有些人蠻厲害的喔！ 

E26：我希望老師可以教雙關語。 

 

2. 利用多元的上課方式 

學生希望上課方式多元且有趣，比如他們對多媒體影音播放的幽默相當有興

趣，很享受和大家一起欣賞幽默影片所帶來的歡樂氣氛，因此希望教師能多播放

一些幽默的影片。另外，也有希望多做幽默的美勞作品、多說笑話等。 

 

E01：可以多看影片。 

E04：我想上幽默影片的課。 

E28：可以多一點出去外面上課的課程，規模大一點，比較好玩。 

E29：多做美勞，因為我喜歡美勞。說笑話、好笑的影片。 

 

3. 多利用情境演練的教學方式 

有些同學認為在課堂中透過情境的安排實際演練幽默的技巧，不僅能夠提升

學習效果，也能夠讓班上同學一展長才，盡情在戲劇中搞笑。 

 

E22：我建議讓我們多練習在哪些時候可以用哪些幽默，這樣我們會更厲害。 

E23：我覺得可以多用演戲的上課方式，因為我們班對演戲方面還不錯，都

演得很好笑。 

 

4. 減少作業份量 

有學生認為平日已經很多作業，加上幽默的作業會讓他們喘不過氣，而且幽

默作業需要花很多時間，造成他們蠻大的壓力。 

 

E05：恩  建議作業不要太多。 

E25：希望作業出少一點，因為幽默作業都要花好多的時間和腦力～累啊。 

 

參、 教師省思札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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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單元課程結束後會進行教學的省思，以探討教學過程中的發現與思

考因應措施。以下將整理教師省思札記的內容，提出幾點在本研究幽默訓練課程

中發現的問題與研究者的想法，以做為後續研究的參考。 

 

一、 如何面對學生黃色笑話或負向幽默的使用？ 

 

在日常生活的互動及課堂上的表現可以發覺，男生對於含有性暗示、性用

語、髒話或嘲諷他人外表的笑話有特別的偏好，也喜歡在大家面前講，這樣的行

為也常常能博得滿堂彩。Freud 認為這類型的笑話『偷偷地』道出了人們想說又

不能說的話，壓抑的心理能量透過巧妙的隱喻獲得了釋放，因此滿足了人類對於

性及攻擊的基本需求。尤其是正值青春期的國小高年級學童，生理及心理發展上

的逐漸成熟讓他們對這方面的話題充滿興趣，故學生有這樣的偏好無可厚非。 

但從研究者的觀察發現，問題並不是在學生對於這類型笑話的偏好，而是在於尺

度拿捏上的不恰當。所以老師一昧的禁止並不能改變學生的喜好，學生反而會因

為敢於挑戰權威、突破禁忌，而受到部分同儕的愛戴，這樣的行為也會獲得增強。

故本研究建議的處理方式如以下幾點： 

 

（一） 突顯大家幽默偏好的差異 

 

讓學生欣賞不同類型的笑話，其中包含攻擊型的、嘲諷型的、機智的、含有

闊達人生觀的、噁心的等等。讓學生透過實際的投票行為讓大家瞭解原來大家喜

歡的笑話類型不一樣，真的有人並不喜歡黃色笑話或嘲諷類型的笑話。也因為大

家偏好不一樣，所以必須學會尊重大家的需求，在講笑話時就要有所取捨，選擇

雅俗共賞的笑話。 

 

（二） 鼓勵學生多使用其他類型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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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多接觸及蒐集機智的、溫馨的、詼諧的幽默素材，並鼓勵學生上台分

享，讓他們體會到儘管不使用黃色笑話，仍然有很多其他的選擇，仍然能夠取悅

他人並取悅自己。 

 

（三） 以幽默的方式拒絕 

 

    部分學生會要求研究者講黃色笑話給他們聽，研究者的態度是不鼓勵在公開

場合講黃色笑話，所以就以幽默的方式拒絕學生，當學生說：「老師，你一定知

道很多黃色笑話，講黃色笑話啦」，這時我就回他們：「黃色笑話」。一時之間，

他們還不能理解楞在那邊，不一會兒才見他們露出笑容，知道老師在跟他們開玩

笑。旁邊的人也跟著說：「哈哈！老師已經講了黃色笑話喔！」用四兩撥千金的

方式拒絕學生類似的要求，既不會傷害師生的情誼，反而還能建立起另一種幽默

的互動方式。 

 

二、 幽默課與班級秩序 

 

從過往研究的發現與學生的反應都認為，上幽默課可能有的負面效應就是班

級秩序會受到影響。而教師如何在實施幽默課程的同時又顧及到班上秩序的維

護，就變成幽默教學的一大挑戰。首先，研究者認為必須先清楚瞭解班級秩序不

好的原因是學生都自顧自地聊天吵鬧，還是熱烈地在討論教師所賦予的學習任

務。若是前者，研究者就必須檢討課程的安排是否適合學生的程度、教學內容是

否有趣、能否吸引學生學習、如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等等；若是後者，代表你

的教學課程規劃地很成功，值得慶幸，不過仍要注意的是必須不影響別班的學

習，以及教師要有能力隨時將班上同學的注意力抓回到課程的主體上。以下是研

究者在上幽默課程時，拉回學生注意力以及控制班上秩序的一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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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同學建立趣味的默契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利用在課程中所教的順口溜、唸謠或簡單的節奏做為

彼此的默契，當班級過於吵鬧，而教師又想要宣布事情時，就可以利用默契來引

起學生的注意。比如當老師拍著手說：「請你跟我這樣說」時，學生就要說：「我

會跟你這樣說」，師：「請你跟我這樣做」，生：「我會跟你這樣做」，之後再搭配

肢體動作一搭一唱地唸出趣味的童謠，既可掌控班上的秩序，又進行了一個趣味

互動的活動。 

 

（二） 幽默的回應 

 

當面臨班級秩序失控時，教師難免會有負向的情緒反應，此時，也是示範幽

默的機會。教師可以利用一些幽默的回應來表示自己的無奈或不滿(可參閱本文

後面「互動教學」中提及的「我快變骷髏頭了」以及「老師的權威與一根粉筆」

的事例)，幽默的話語既讓學生知道自己的秩序太過吵鬧，也示範了正向幽默的

使用，一舉兩得。 

 

三、 教師的專業成長 

 

研究者在幽默教學的過程中發現，教師自我專業能力成長對學生的學習來說

是一項關鍵的因素。幽默感跟許多其他心理學的構念一樣，需要經歷長時間的潛

移默化以及學習的過程，才能夠內化成個人的一種特質。所以幽默訓練必須強調

其多元性，其中包括教學策略多元化、介入方式多元化、教學評量多元化以及教

學目標多元化。要達成多元化的教學，教師不管在教學策略、教學方式、評量方

式等專業能力上都需不斷地精進與加強。更重要的是，教師本身必須先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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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幽默感的人，養成自己接觸幽默事物的習慣、鼓勵自己放開心胸、自我突破

來表現幽默、要求自己笑口常開等等，讓自己成為學生觀察學習的模範。簡而言

之，不論在「自我的幽默內涵」或是「教學法知識」上，教師都必須潛心探究，

不斷進修，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教學效果。 

 

肆、 幽默訓練課程教學歷程分析 

本研究為培養國小高年級學童的幽默感，分別透過課程教學、情境教學以及

互動教學三種教學模式來進行，以下分別針對此三種教學模式的歷程以及成果進

行分析。 

 

一、 課程教學 

 

本幽默訓練課程共規劃十五個單元的教學課程，訓練學生幽默創造、幽默理

解、社交幽默、幽默因應、幽默態度以及笑的傾向六大能力。以下將針對學生在

課堂中創作的作品、幽默的表現以及學生在作業中的個人省思，呈現學生所運用

的幽默技巧以及幽默感提升的成果。 

 

（一） 失諧技巧的運用 

 

幽默感受的產生常常是因為幽默刺激出乎意料之外，卻又合乎情理之中，讓

個體在經歷失諧之後獲得解困而自然產生的反應。故在學生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

學生企圖去營造一些情節與氣氛，誤導欣賞者產生某些優勢基模，最後結局卻朝

令人意想不到的方向發展，製造出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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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幽默漫畫中的失諧技

巧運用。一個人在意圖跳海

自殺之際，一個人叫住了

他，自殺的人原以為那個人

要勸他，還說：「不要阻止

我」。沒想到他說的是：「下

水前請先做暖身操」。先前的

營造敘述讓我們產生那個人

要去勸他的幽默基模，沒想

到竟然是提醒他要記得做

操，讓人不禁莞爾。 

蚊子看到兔子見獵欣喜，想

說可以飽餐一頓了，沒想到

猛力一叮下去竟然吸不到

血，怎麼回事呢？喔！原來

只是兔子氣球啊！ 

 

 

（二） 誇大技巧的運用 

 

誇大的技巧包括極度的放大或極度的縮小，但在學生的表現及作品中僅看到

放大形式的誇大技巧，將幽默主角所遭遇的處境、表現或狀態做程度上的極致擴

大，因而包含了趣味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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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幽默漫畫中的誇大技

巧運用。有一隻老鷹看到一

隻毛毛蟲，急速往下飛，沒

想到竟然沒瞄準而誇張的一

頭栽進土裡，地上的裂痕和

毛毛蟲事不關己的表情令人

噴飯。 

 

 

（三） 不協調技巧的運用 

 

在學生的作品中常可以看到他們將人物做時間、空間或角色上的錯置，比如

說利用自己的頭接在某個動物的身體上，以博取大家的歡笑。 

 

學生在「幽默聖誕卡」的單

元中，將自己化身為聖誕老

婆婆，製作出極具個人特色

又充滿趣味的卡片。 

學生在「照片修改大師」單

元中將自己的照片錯置於卡

通主角的肢體上，維妙維肖

的表情彷彿真的身歷其境，

相當詼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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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諧音技巧的運用 

 

在學生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們利用不同語句、語詞的語音相似性或語音多義性

創造出欣賞者認知上的落差，而引起趣味的感受。 

 

在「小小漫畫家」單元，學

生在幽默漫畫中利用諧音的

技巧來呈現笑點。圖中的女

孩要唱一首歌詞中有明星

「李玟」名字的歌曲，結果

唱出來原來是「月亮代表我

的新」裡面的『你問』我愛

你有多深......利用「李玟」和

「你問」類似的發音來製造

笑料。 

 

 

（五） 比擬技巧的運用 

 

比擬技巧的運用包括了人擬物、物擬人以及物擬物，常常能夠給予幽默作品

中的主角新的生命與詮釋，也展現出國小學生充滿童真的一面。 

 

學生在幽默漫畫中運用到的

擬人技巧。可愛的兔子要打

頭上的蚊子，結果竟然沒打

到，反而留下一個手掌印，

痛得滿淚盈眶，直說好痛，

而蚊子竟然還在旁邊幸災樂

禍笑著：「還好逃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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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想像技巧的運用 

 

學生的作品中可以發現許多天馬行空的想像與創意，將兩個原本沒有緊密連

結的事物串連在一起，帶給欣賞者驚喜的感受，在會心一笑的同時也不禁要佩服

學生豐富的想像力。 

學生在幽默漫畫中充分地運

用想像力製造笑料。漫畫中

的企鵝幫對方量體溫，沒想

到竟然發燒了，表示需要冰

敷才能降溫，但沒想到他竟

然把對方倒頭栽進結冰的地

面中。整幅漫畫雖沒有一句

對白，但張力十足，不得不

佩服學生驚人的想像力，能

夠洞悉事物間的關聯而創造

出幽默的效果。 

學生在幽默漫畫中將三隻小

豬的房子變成了熱氣球呢！

所以大野狼一吹就 say 

goodbye囉！連大野狼自己都

嚇一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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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鬼臉拳」單元中，學生

發明的拳法將名稱訂為『御

用土司拳』，為什麼叫土司拳

呢？喔！原來是用手把臉拉

的方方正正的，不就跟一片

土司一樣了嗎？恩～創意無

限、想像無限、趣味也無限！

 

 

（七） 雙關語技巧的運用 

 

從學生的作品中，也可以發現學生利用雙關語來暗指某些事物，營造幽默有

趣的感覺。 

在「幽默推銷員」單元中，

學生在廁所設置幽默標語，

請同學上廁所時要對準便

器。標語中使用雙關語的技

巧將排泄物以「黃金」來代

表。 

 

 

（八） 自嘲式幽默的使用 

 

從學生的表演或作業中，常可以發現有許多同學會利用自我解嘲的方式博取

他人的歡樂，這樣的幽默既不會傷害到別人，又能夠增進班上歡樂的氣氛，值得

持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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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鬼臉拳」單元中，學生

發明的鬼臉拳「愛哭的大寶

寶」相當可愛有趣，逗的班

上同學哈哈大笑。但該學生

仍不滿足，自行用筆再畫上

奶嘴、眼淚和腮紅，壯烈犧

牲，卻換得滿堂彩。 

 

 

（九） 重新解釋技巧的運用 

 

學生在遇到困難、不愉快的事情時，會利用重新解釋的技巧轉換對情境的認

知，將不好的一面變成好的一面，避免產生負向的情緒，並能夠以更積極、樂觀

的態度持續面對問題，從中可以發現學生幽默因應能力的展現。 

在「光明燈」的單元中，學

生能夠將原本覺得無聊的事

件「幫媽媽做家事」，利用重

新解釋的技巧將它變成有趣

的事情。如可以想像自己是

全世界最會工作的人、將做

家事當作表演、把掃把、曬

衣架當作仙女棒等等，如此

一來，做家事就顯得不會那

麼枯燥了。 



 171

在「光明燈」的單元中，學

生在遇到負向事件時，會用

正向的角度來解釋它。如「掉

了一百萬」可以解釋成「當

作捐給慈善團體」、「車被撞

壞」的好消息則是「就不會

有人偷了」。如此一來，就像

學生所說的：『能夠開心的迎

接新的每一天』。 

在「幽默泯恩仇」單元中，

學生針對模擬情境做幽默回

應。若理髮師在幫你理髮時

不小心睡著把你的頭理壞

了，要怎麼幽默回應呢？該

組學生將理壞的髮型解釋成

「在頭上開了一條高速公

路」，並以幽默的話語表達了

自己的無奈與樂觀。 

 

 

（十） 學生表現幽默行為的動機增強 

 

學生在課堂中會主動運用很多的創意構思表演的內容，並設計表演的服裝，

透過好笑、趣味的方式來呈現，將歡樂散播給大家。顯示學生都樂於表現幽默的

行為，以取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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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幽默推銷員」單元中，

一組學生將流行歌曲改編成

當時最流行的「紅火蟻之

歌」。並將自己裝扮成紅火

蟻，讓班上同學笑的東倒西

歪。 

在「鬼臉拳」單元中，全班

同學在最後一起做一個鬼臉

當作 ending。在該堂課中學生

必須犧牲色相表演各種不同

的鬼臉，就連平常很注重形

象、不願意上台表演的一些

女同學都願意擺出各種鬼臉

取悅他人。 

 

 

小結 

從學生上課的表現以及幽默作品的創作上，可以看到他們運用了許多的幽默

認知技巧，包括失諧、誇大、雙關語、重新解釋、比擬、想像、不協調等，可見

部分學生已漸漸能夠瞭解幽默創作的脈絡方式與關鍵技巧，並運用這些技巧來創

造幽默了。另外，也可以發現學生在幽默態度、幽默因應上面有所發揮與增進。

他們學會重新解釋負向的情境，以維持自己正向的情緒。在學習與表現幽默的動

機上也有很大的進步，都願意主動分享幽默來營造歡樂的氣氛。故從學生的表現

來看，本研究所設定的認知、情意、行為三方面的的目標，大部分皆能夠達成。 

 

二、 情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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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幽默看板』 

 

    幽默看板提供學生一個表現幽默、接觸幽默的園地。在內容規劃上面，分為

『幽默分享』、『作品欣賞』以及『笑臉回饋』三個區塊，讓學生不僅能夠互相欣

賞到彼此的幽默學習成果，也培養學生每天都能接觸幽默的習慣，使其不論在幽

默創造、幽默理解的能力都大幅增進，對幽默也能夠產生正向的態度，在彼此激

勵以及師生正向回饋互動的歷程中得到最好的效果。具體的實行成果如下： 

 

1. 學生會主動地協助幽默情境的布置 

 

當研究者將『幽默看板』的構想和同學討論時，引起學生很大的迴響，幾個

對美工較有興趣的學生就主動幫忙設計幽默看板的版面，犧牲一兩個禮拜午休的

時間，從呈現風格的討論、蒐集材料、設計一直到完工，全部由學生一手包辦。

其間，吸引許多同學好奇，不斷提供意見和趣味的圖，讓幽默看板更生動。全班

一起參與幽默情境的規劃對幽默的學習氣氛是向上提升的力量。 

 

2. 學生較會主動地蒐集幽默材料 

 

由於有一個園地供學生欣賞幽默，再搭配獎勵制度，學生就願意主動的提供

一些笑話、漫畫、猜謎或是改編歌詞等幽默材料，讓老師貼在幽默看板上給大家

欣賞。甚至有些影片不能貼出來的，學生還會要求老師放給大家看，可以發現學

生對幽默事物的態度漸漸的從被動的不排斥，到主動的接觸幽默、分享幽默，符

合了研究者的課程目標。 

 

3. 養成學生重視幽默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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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剛接觸幽默訓練課程，對幽默仍一知半解時，總覺得幽默就是要輕鬆、

有趣，不應有過多的作業負擔，所以在作業的表現上都不盡理想。後來，幽默看

板的『作品欣賞區』會不定時地將學生優秀的作品展出，因此產生互相激勵、仿

效的效果，慢慢地開始會思考如何將作業作得盡善盡美，對幽默作業的重視程度

也愈加提升。 

 

有了幽默看板之後，學生對於

作業都花盡心思。左圖是課程

單元十四『滋味在心頭』的學

習單，學生從報紙上蒐集到趣

味的漫畫，將其做酸甜苦辣的

分類，並說明原因。作品不僅

內容充實，也兼具美觀。 

 

 

4. 提升學生學習幽默的動機 

 

幽默看板經由大家的討論之後，決定放置在教室外的走廊，因為學生覺得我

們可以把幽默的事物也分享給其他班級的同學，讓別人也有機會接觸幽默。同時，

別人看到也會羨慕我們『哇！這班上的課跟我們都不一樣耶，真有趣！』對學生

來說，當其他人停下腳步欣賞自己的幽默作品時，所產生的成就感與優越感是學

生願意接觸幽默、學習幽默、表現幽默很大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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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看板下方為『作品欣賞

區』。是各組在課程單元五『鬼

臉拳』時所做的學習單。該作

品吸引了許多別班同學駐足欣

賞，學生很有成就感，還跑來

跟老師說：『老師，我們的鬼臉

很多人再看，都在笑ㄟ』。 

 

 

（二） 『幽默推銷員』 

 

    『幽默推銷員』是教學訓練方案中的一個單元，主要是讓學生規劃一個推銷

幽默的方案，讓他們將幽默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而其中有三組同學是有關於幽

默環境的改造，實際成果如下： 

 

1. 『環保大會』-丟垃圾也能很幽默 

 

    一組同學因觀察班上同學都不愛清潔，垃圾總是到處亂丟，學習環境非常髒

亂，雖然班規有規定不可亂丟垃圾，但有些人總是屢勸不聽，因而想到運用幽默

的方式來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將垃圾桶改成籃框的造型，還制訂了遊戲的規則，

所以現在丟垃圾就好比在投籃一樣，不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學生不僅不會將

自己的垃圾亂丟在地上，反而還會撿地上的垃圾來玩投籃的遊戲，徹底解決了亂

丟垃圾的問題。這個活動的成功讓學生體會到幽默的功能，再多的規則和規範似

乎比不過一個創意有趣的構想來的有效，不僅有助於學生對幽默的認同，也讓大

家發現，只要運用一點巧思，再嚴肅的主題都可以變的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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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環保大會』的構想

和大家報告，包含設計的動

機、活動的簡介和遇到的困

難等等。其他組學生則提出

疑問，並給予了許多回饋與

建議。 

學生將遊戲的規則制訂出

來，並且為了避免有人沒投

進就不理睬它，還規劃獎懲

制度來鼓勵同學養成不亂丟

垃圾的公德心。透過趣味的

方式來規範同學的行為，不

僅容易達成目的而且讓生活

充滿歡樂。 

將垃圾桶設計成三層的籃

框，將垃圾投進不同籃框就

得不同分，丟垃圾也變的有

趣，學生玩得不亦樂乎。 

 

 

2. 『搶救廁所大作戰』-上廁所就是要『輕鬆』一下嘛！ 

 

    該班負責的掃地區域為該層樓的男女廁所，其中有兩組學生就希望將廁所進

行大改造，將幽默融入廁所之中，讓大家來上廁所時不僅生理上得到解放，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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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保持著輕鬆愉快的心情。 

學生將改造廁所的構想和大

家分享，大家充滿期待的聆

聽，並提供一些有趣的想法

讓該組做參考。 

 

學生在水龍頭上方貼的標

語，目的在提醒大家洗完手

後記得要把水龍頭關緊。透

過趣味的圖以及經過語音轉

換的文字，讓原本應該很正

經八百的禁制標語變得很吸

引人。 

 

貼在男廁門口的標語，將男

廁比喻成賞鳥區，提醒女生

不要誤闖禁區。 

 



 178

在打掃廁所時間是禁止學生

使用廁所的，學生利用『停！

小心裡面有數隻虎姑婆』的

趣味標語，提醒大家等一會

再來喔！ 

 

由於廁所位於三樓，學生製

作標語提醒學生不要亂攀爬

欄杆，否則一不小心掉下去

會被鱷魚吃掉喔！ 

 

為避免大家上廁所時老是瞄

不準，造成廁所的髒亂，學

生精心製作了一雙涼鞋，提

醒大家在上廁所時腳要放對

地方才能『命中紅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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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小便斗的形狀想像成

一個張著大嘴巴的人，在上

面裝飾了牙齒和眼睛，希望

大家都把『水』準確的送到

口渴的大嘴巴裡，不然那一

雙大眼睛可是會很狠的瞪著

你喔！ 

將男廁小便斗的紅外線感應

器裝飾成卡通造型人物，而

紅外線感應裝置正是機器人

發射光波的地方喔！這樣的

裝置完全滿足了學生的幻想

和喜好。 

 

小結 

    由以上學生學習成果的展現來看，情境式的教學法對於其幽默感的養成有其

重要的功效。『幽默看板』的設置提供學生一個欣賞幽默、表現幽默的園地，學

生在此不僅可以獲得許多幽默的刺激，也可以觀摩彼此的作品，互相回饋與肯

定。『幽默推銷員』的活動則讓學生從無到有去規劃、執行一個推廣幽默的計畫，

效果不僅是將學習環境變的更生動、更有趣，把歡樂散播在生活的每一個角落。

更重要的是，每次在不斷的討論與腦力激盪後激發出的火花，總是讓師生產生了

一個又一個美麗的圖像，迫不及待地要去實現，那種一起建構夢想、朝向夢想邁

進的喜悅與期待，正是學生認同幽默、願意成為幽默人的最佳保證。 

     

三、 互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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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教學是在期望教師在和學生的互動中採用幽默的言語、態度或行為來做

為溝通的一種模式，除了提供學生在學習幽默的一個正向的楷模，也讓彼此的互

動保持輕鬆、順暢的關係。以下除了呈現規劃好的『幽默小書』以及『午餐的約

會』兩種互動教學的成效外，另外也記錄一些研究者在和學生相處過程中發生的

幽默互動。 

 

（一） 『幽默小書』 

 

研究者教導學生自行製作一本手工書，設計一個趣味的封面，內容則可以記

載上課的感想、學習的成果、幽默材料的蒐集等等，這本幽默小書不僅是學生學

習歷程與反思歷程的記載，也是師生或同儕互相分享幽默的管道，期望學生能藉

由此養成接觸幽默的習慣，也培養起師生幽默互動的關係。 

 

學生所設計的幽默小書封

面，表現了對幽默的觀感，

他認為幽默就好像跳跳箱一

樣，你永遠不知道跳出來的

是什麼東西，總是充滿了驚

喜與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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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自己當作幽默小書的

主角，配合逗趣的圖像將自

己改頭換面。而這本幽默小

書還有防偷看功能喔！有一

個小豬在當守門人，必須說

出通關密語才能打開看唷！

學生主動表現的幽默行為，

研究者當然把握機會以趣味

的方式回應，每次都說出通

關密語『芸芸大美女，開門

讓我進』。 

 

在幽默小書中學生設計了可

愛的書插，也規劃了『幽默

猜猜樂』的內容和老師互

動，讓老師動動腦，也輕鬆

一下。 

 

搭配教學單元九『糗事大聲

說』，學生將自己的糗事大公

開，代表著他願意自我解嘲

來博得大家的開心，建立良

好的人際互動關係。 

 



 182

學生會在報紙或網路上蒐集

一些幽默的圖片放在幽默小

書中，和大家分享。 

 

學生將上幽默課的感受和老

師分享。由於之前研究者利

用自己的名字來開玩笑，因

此敘述中學生也暱稱老師為

『理光光』老師（取名字諧

音），變成是往後師生之間互

相取樂的方式。 

 

 

（二） 『午餐的約會』 

 

研究者在研究後期的兩個月中，每個禮拜有四天的午餐時間都和學生一起度

過。學生可以自行選擇三到四個人一組，一天安排一組同學和老師在教室後的私

密空間做午餐約會。約會的內容包含說笑話開場白、生活趣事的分享、幽默課程

的建議或學生運用幽默來解決生活問題的事蹟等等。研究者經觀察及省思之後，

整理出『午餐的約會』這個活動對培養學生的幽默感，有以下幾點功效： 

 

1. 學生更能放開心胸表現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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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約會都是以每個人說一個笑話的方式當作開場白，由於成員都是自己

的好朋友，而且笑話大多私底下已經彼此分享過，所以不管是口語的流暢度、態

度的大方、肢體表情或語氣的豐富性都比在全班面前分享時來的進步許多，而且

在過程中其他成員也會加油添醋，讓整個講笑話的氣氛變得非常活潑。另外，學

生也會利用這個時間把發生在大家身邊的趣味事蹟拿出來再回味一番，比如說他

們編了哪些好笑的舞蹈、誰說過什麼好笑的笑話或是誰發生了什麼糗事等等，都

會在彼此的起鬨氣氛當中『重建現場』，把這些好笑的事蹟表演得活靈活現，重

拾當時快樂的氣氛。 

 

2. 更深刻的體會幽默對自己的幫助 

 

由於是屬於小團體式的互動，有時就會談論到比較深入及私密的話題，比如

同學之間或家庭之中相處的衝突狀況，而這些狀況往往會造成學生極大的困擾和

不安。此時研究者就可以引導學生，將課堂中學習到的幽默因應技巧實際地運用

到日常生活當中，用幽默的方式轉化自己的情緒或化解人際的衝突。研究者也要

求學生將自己運用幽默來解決問題的事蹟記錄下來，感受加入幽默應對後產生的

化學作用，並讓學生比較在接觸運用之前和之後在人際應對進退處理態度上的差

異，然後再加以鼓勵與讚賞，學生就能很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成長，不僅增進自

我的價值感，也提升其對幽默的認同程度。 

 

3. 師生之間培養出更多幽默的互動方式 

 

午餐的約會進行的過程大部分都是非常愉快輕鬆的，不論是在老師或同儕面

前，學生都可以在受到信任與接納的氣氛當中，放心的表現自己幽默的一面，因

此在午餐的約會期間，學生主動展現幽默的頻率就比平常在課堂上教學時來的

高，比如說學生會將私密空間的窗簾當作舞台的幕，藏在幕後面換裝，在好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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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面前進行變裝秀和模仿秀，或是將最新研發的搞笑舞蹈表演給大家看。另

外，也因為接觸的機會增多，師生之間也會產生很多默契，比如一些暗語或有趣

的唸謠，為彼此的互動增添許多趣味。 

 

（三） 『起立，立正，哈哈哈』-趣味的敬禮方式 

 

在學校生活中有一些既定的規矩是學生必須要遵守的，比如上下課時全班要

對老師敬禮答謝，這些制式的規矩都是教師融入幽默的最佳時機。研究者在幽默

教學課程時，就將原先敬禮的口號『起立、立正、敬禮』改成『起立、立正、哈

哈哈』，讓學生用笑容和笑聲來表達對老師的敬意。當然，笑的聲音和動作也可

以隨時改變，比如改成奸笑『嘿嘿嘿』、、聖誕老公公的笑『呵呵呵』、三八的笑、

偷偷的笑等等，不斷的加入創意與巧思，會為彼此的互動加入許多笑聲。 

 

（四） 『香腸阿香腸』-學生自創歌詞舞步 

 

學生原先對於有節奏性的唸謠就相當感興趣，在接觸幽默訓練課程之後，常

常幾個交情好的同學就會聚在一起，自行運用一些節奏加入趣味的歌詞，再搭配

不協調的肢體動作和表情，變成一個自創的舞步。就有學生編了一個香腸舞，相

當受到大家歡迎，班上同學都會戲稱編舞的同學為『香腸教主』，有時候看到他

就會唸出他編的歌詞『香腸阿香腸，大香腸阿大香腸，小香腸阿小香腸⋯..』（台

語），『香腸教主』就會應大家要求來一段香腸舞。最後還研發變成團體的舞蹈，

又改編成『土豆舞』，在班級內颳起一股改編舞的旋風。 

 

（五） 『孕婦與超人』-幽默變裝 

 

當學生在接觸越來越多的幽默刺激，而班級氣氛也容許大家用幽默的方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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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時，逐漸地越來越多人從幽默的『消費者』轉變成幽默的『生產者』，透過

自己的創意和想像創造出令人意想不到的笑料，尤其以肢體動作類的幽默居多。

『孕婦與超人』就是在一次幽默課即將結束之前，一位學生主動地提起自己有新

的幽默點子，願意表演給大家看。他就將教室後的大電風扇搬來，把自己的衣服

套在電風扇的風口上，強力的風瞬間把衣服撐起，他也擺起了飛翔的姿勢，看起

來像極了無所不能的超人。不一會兒功夫，他又把夾克塞進了衣服之中扮起了孕

婦，從挺著肚子到生產再到餵奶，維妙維肖的模仿功夫立刻引起全班一陣的狂

笑。學生將日常生活中兩個完全不相干且很平凡的東西做了巧妙的連結，就起了

化學作用，製造出許多歡笑。要有這樣的笑果，不僅學生要有主動表現幽默的慾

望和能力，老師營造一個肯接納幽默、鼓勵幽默的環境也是不可或缺的。 

 

學生表演孕婦的情況，利用

一把簡單的掃把和塞在肚子

裡的夾克，就把孕婦的動作

和神韻表現的絲絲入扣，逗

得大家笑聲不斷。 

 

（六） 『我快變骷髏頭了』『老師的權威與一根粉筆』-幽默的教室秩序管理 

 

上幽默課程教師最無法掌控的就是失控的秩序，由於動態的活動相當多，大

部分活動又會引起學生高亢的情緒，所以秩序常常就會陷入一陣混亂，對於教學

會產生某些程度的干擾。此時若是破口大罵，那就太不『幽默』了吧！常常老師

轉一個彎兒，用幽默的方式來回應，或是順應當時情境做自我解嘲都會收到意想

不到的好效果。在教學單元十二『有沒有那麼誇張啊』，給學生欣賞了許多運用

誇張技巧的圖片和影片，其中一張照片在諷刺電腦系統開機太久，電腦前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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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都變骷髏頭了，學生看到之後相當有興趣，頓時情緒沸騰，在下面議論紛紛，

秩序的混亂造成課程無法進行，研究者就在台上等大家安靜下來，懂得察言觀色

的同學開始察覺老師的不悅，就逐漸停止嬉鬧，等待老師開罵。此時，研究者蹦

出一句『我也等得快要變骷髏頭了』，大家知道老師用開玩笑的方式表達自己心

情的無奈，也以不好意思的笑容回應。一句幽默的回應不僅化解了師生之間可能

產生的不悅情緒，也婉轉的表明了老師的立場，既達到了目的又不失和氣，也算

是提供學生一個正向的學習楷模。 

 

而『老師的權威與一根粉筆』也是類似的情況，每次上課研究者都會用粉筆

幫每一組做計分，以做為獎勵的依據。為了控制班上的秩序，當老師在說明事情

希望大家安靜時，最快恢復秩序的那一組老師都會加分。有一次各組在活動中激

烈競爭，爭的你死我活也吵得不可開交，研究者希望大家冷靜一下要向大家宣布

重要事情，喊了好久學生都沒有回應，索性就拿起粉筆準備要做獎懲的動作，沒

想到大家瞬間就恢復了平靜，研究者就自嘲說：『沒想到我竟然比不上一根粉

筆』，幽默的言語也引起了學生會心的一笑。而拿粉筆的動作也從此變成了師生

之間溝通的一種方式，後來，只要研究者拿起粉筆學生就假裝變的很乖，而放下

粉筆學生又假裝開始吵鬧，班級太吵的時候，學生還會提醒老師：『老師！粉筆！』

這似乎變成了我們之間特有的幽默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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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張圖片，讓研

究者找到機會示範如

何使用幽默的方式來

表達自己的想法或因

應困難的處境。幽默

教學者必須時時刻刻

注意，在日常生活的

小細節中盡量找機會

來使用幽默，對學生

來說，適時地示範比

高談闊論來得實用的

多。 

 

（七） 『大家不要笑老師喔！』-建立師生之間互開玩笑的基礎 

 

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有時會出現一些錯誤或窘境，比如說台灣國語或發音不

準確、不小心噴口水或摔倒等等，此時，教學者不僅不要感到懊惱或尷尬，反而

應該慶幸，又是一次示範幽默的機會。一次，研究者講話時誤將『會很高興』說

成『會混高興』，頓時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此時研究者故意裝可憐說：『ㄟ 老師

不是說過幽默不是嘲笑別人嗎？你們這樣笑我會很難過ㄟ（假裝哭泣），所以，

你們不要笑老師喔！』由於研究者並沒有表現出嚴肅認真的態度，大家知道老師

在開玩笑，也就故意以『哈哈哈』笑得更大聲來回應，後來老師也不斷地提醒學

生『你們真的不可以嘲笑老師喔！』，學生繼續故意的越笑越高興，那一堂課就

在很快樂輕鬆的氣氛下度過了。 

 

由於老師相對於學生來說是權威者，要建立互相使用幽默的關係其實老師必

須先釋放出一點善意，而那樣自嘲的語言與態度其實透露給學生一個訊息是『老

師可以接受你們在這件事情開我的玩笑』，這樣彼此的幽默關係就得以建立起來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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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幽默使用確實也達到了示範的效果。有一次，一個同學上台演一個

流氓，就跟別人嗆聲說：『你小心點喔！我找人『落』你喔（其實應該是落人打

你）！』這樣的口誤也引起全班一陣狂笑，那個學生剛開始覺得很尷尬，後來靈

光一閃似乎想到了研究者先前的例子，也跟著說：『大家不可以笑我喔！』這時

候又回到當時那種互開玩笑的氣氛當中，大家又越笑越高興，越笑越大聲。這種

界線非常明確的幽默，不僅使用起來相當安全，也具有很大的『笑』果。 

 

（八） 『老師的新髮型帥嗎？』-要有接受開玩笑的雅量 

 

幽默教學者在教學中應該主動的創造機會，讓彼此有可以利用幽默溝通的管

道，而自嘲則是一個不錯的方式。研究者在教學課程後期時，剪了一個很像小朋

友的髮型，大家看了都覺得很好笑。所以在請學生填寫課程回饋單時最後一題就

出了『你覺得老師的新髮型帥嗎？』，讓學生有機會調侃一下老師。在寫完七題

需要動腦筋的嚴肅題目後，學生看到這一題精神都為之一振，開始和老師開起玩

笑，如『我覺得如果剃光頭會更帥喔！』、『如果剃光頭就真的變理光光老師了

耶』，各類趣味的回應都紛紛出籠。利用反語來自我嘲諷，學生都知道老師並不

是認真的在問這個問題，而是在開玩笑，就會出現許多有趣的回應。所以老師清

楚的表明自己的界限，讓學生能夠在適當的範圍內放心地使用幽默，將可以建立

非常良好的幽默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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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給學生的作業中主

動穿插圖片來自嘲剛理的呆

瓜髮型，並要求學生給予評

論，讓學生有機會和老師進

行幽默的互動。圖中的學生

就跟研究者開玩笑「理光光

（學生對老師的暱稱），蠻像

you 的唷～不錯！夠man，俺

like」。 

 

（九） 『踢ㄎㄧ踢ㄎㄧ  探波』-快樂的唸謠 

 

研究者在課程教學中發現，國小高年級的學童對於會運用到雙關語及諧音技

巧的猜謎、改編歌詞或是具有節奏感及韻律感的唸謠都相當的有興趣，所以每次

在課程中都會利用時間穿插一些有趣的唸謠和大家同樂。有的唸謠本身是看不出

有故事情節的，單純就是運用明確地節奏及語音的多變來營造出一個可以朗朗上

口的旋律，如『踢ㄎㄧ踢ㄎㄧ探波  ㄋㄡ殺ㄌㄧㄣ\波  查里不里路曲  呸呸ㄌ

ㄟ探波』，本身並沒有意義，但因為節奏明快又有特殊的旋律，學生就會很感興

趣。而這類的唸謠有時候也可以利用故事的包裝讓它變得更有趣。 

 

    而有的唸謠則是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趣味性，如『大烏龜  小烏龜  大

大小小疊一堆  不怕你從後面追  不怕你從上面搥  只怕你從洞口吹』，再搭配

一些可愛的動作，整個唸起來就會充滿了童趣。趣味的唸謠簡單易記，朗朗上口，

有時候你一句我一句的，就建立起彼此獨特的幽默默契。 

 

小結 

利用互動式的教學方式提供了一個平台讓學生在人際的互動中有學習和運

用幽默的機會，對於各項幽默能力及態度的養成有極大的助益。但是要在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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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互動中要融入幽默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除了教師本身必須具備幽默的素

養，也需要時機的配合。但是先決的條件是，教學者必須有開放的心胸，不僅要

能夠禁得起學生的開玩笑，甚至還可以主動的為學生製造使用幽默的機會，讓學

生在適當的規範當中找到運用幽默的施力點，整個班級的幽默關係及氣氛就會因

為老師的帶動而建立起來。另外，也要有接受學生幽默創造的雅量，儘管學生的

幽默表現不成熟也不一定好笑，但願意表現的態度就值得老師給予極大的肯定和

讚賞，千萬不要因為未達到自己的期望水準而潑他冷水，對於學生的幽默態度或

是學習意願都會有嚴重的衝擊。再者，教學者應建立起班級內安全信賴的幽默關

係，不管在師生或同儕之間，都應該告訴學生正確的幽默使用規範，讓學生能放

心的表現幽默，這樣幽默的互動模式才能在班級中慢慢培養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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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論 

本節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將做進一步的討論。討論結果共分為六個部分，分別

為「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生幽默感的影響」、「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

級學生社交技巧的影響」、「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生自尊的影響」、「幽默

訓練課程教學歷程分析」、「實驗組學生課程回饋問卷分析」和「實驗組學生訪談

問卷分析」，以下分別說明。 

 

壹、 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生幽默感的影響 

 

根據本章第一節的量化資料統計分析結果可知，本研究之幽默訓練課程對於

提升國小高年級學生的幽默創造能力、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有顯著的效果，但

對提升學生之幽默理解能力、幽默因應能力、幽默的態度以及笑的傾向並沒有顯

著的成效，以下將分別討論其原因。 

 

一、 幽默訓練課程有效提升學生幽默創造能力 

 

不論是以『多向度幽默感量表』或是『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當

作測量工具，都顯示在經過實驗教學之後，在幽默創造能力上，實驗組的學生都

得到比較高的分數。也就是說，不管是學生自己的感受或是用客觀的能力測驗測

量出來的結果，學生的幽默創造能力確實是有進步的，推論其主要原因在於： 

 

（一） 幽默創造技巧的教學具體明確且符合學生程度 

研究者在幽默創造技巧的教學上，僅針對幾個學生較常接觸、較適合學生學

習且運用性高的技巧進行教導，如「誇大」、「失諧」、「想像」、「重新解釋」、「比

擬」等等。在進行幽默欣賞的活動時，研究者也會特別針對幽默刺激中所運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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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默創造技巧加以說明與指導，並讓學生反思若沒有這些技巧的融入，你的感

受有什麼差異，讓學生透過比較來瞭解在創造幽默時這些技巧的重要性與價值。

而在教學時，大量的欣賞有助於學生掌握到重點，而「核心技巧」的教學對於小

學生來說更是重要。教師先按部就班地給予明確的技巧教導，再讓學生在具備基

礎能力的情況下發揮創意，衍生出更高層次的變化，並實際地運用出來。具體且

明確的教學步驟，應可讓學生在學習上循序漸進，逐步地提升其幽默創造能力。 

 

（二） 以開放、鼓勵的態度看待學生的幽默表現與創作 

 

幽默感的培養在學生的成長經驗中，並非重要的一環，所以大部分人都剛開

始學習幽默以及接觸幽默。因此，幽默的創造與表現對某些學生來說或許需要相

當大的勇氣與自我突破，而且也因為不熟悉，展現出來的成果不盡然能夠盡善盡

美。而研究者深知必須為學生保留犯錯與成長的空間，利用各種方式激勵學生勇

於表現幽默、創造幽默，就算成果不佳，也應以正向的角度視之，找出其優點並

給予鼓勵與支持，讓學生願意也喜歡表現出幽默的行為與態度。因為研究者一直

秉持著這樣的態度，在研究的後半段時期，就會有許多學生主動地利用下課時間

表演他們最新發明的幽默舞蹈、順口溜等各類型的幽默讓研究者欣賞。可見，老

師的鼓勵與支持會讓學生在學習上產生成就感與榮耀感，就會越來越喜愛展現幽

默的行為與創作。 

 

（三） 學生有充分的幽默表現機會 

 

在整個實驗教學過程中，研究者在課程內容或教學流程與策略的規劃方面，

皆讓學生有相當多的機會發揮他們的幽默創造能力。在課程內容方面，「幽默小

書」、「小小漫畫家」、「幽默聖誕卡」、「照片修改大師」等單元，讓擅於運用美工、

影像及圖片處理技巧的同學能發揮其所長，將幽默的想法透過圖像的方式呈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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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親愛的，我把成語變好笑了」、「有沒有那麼誇張啊」、「坐而笑，不如起而

行笑」則是讓學生能夠進行文字類幽默的創作；「鬼臉拳」、「今天，你笑過了嗎」

等單元則讓學生有表現肢體表情類幽默的機會，可見多元的內容讓學生可以多方

面地接觸不同的幽默類型，並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呈現出最佳的學習成果。在

教學流程與策略方面，每一堂課程都經歷「引起動機」、「實作體驗」以及「討論

省思」的階段，完整的流程規劃讓學生逐步地提升其幽默能力。而多元的教學策

略如幽默作品的呈現、多媒體的運用、上台的表演、戲劇的演練、幽默專案的規

劃與環境的布置等等，為同學創造出更多表現幽默的機會。 

 

（四） 學生有學習的楷模 

 

良好的學習楷模對學生幽默態度的培養以及幽默行為的產生等各方面都具

有正向的效果。故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期許自己成為學生學

習的楷模，如「鬼臉拳」單元研究者放下教師權威的形象，不計形象地帶領學生

作各式各樣的鬼臉；「糗事大聲說」單元研究者也率先發難，在大庭廣眾之下吶

喊出令人噴飯的糗事。有教師當學習的帶領者，學生才能夠信服，學習起來也才

能夠興趣盎然。另外，同儕的楷模也是非常重要的，只要學生有優秀的幽默創作

表現，研究者必定當眾表揚並擴大學生的優點，且讓該學生教導同學表現的技

巧，讓該學生不僅能產生成就感，也做為其他學生學習的榜樣。這些因素或許都

是造成學生幽默創造能力有所提升的原因。 

 

二、 幽默訓練課程有效提升學生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 

 

（一） 相關課程規劃充足且符合學生的需求與能力 

 

由於幽默在人際互動關係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故研究者很重視社交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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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的培養，相關課程的規劃也顯得較為充足，並能夠針對不同的情境與學生不

同的需求，讓學生練習如何在人際的相處上，運用幽默來改善彼此的關係與建立

和諧的氣氛。如「幽默推銷員」讓學生透過專案的推動，將幽默推銷給身旁的人，

提供學生利用幽默活動和他人互動的機會；「今天，你笑過了嗎？」教導同學利

用不同的笑容來因應不同的社交情境；「坐而笑不如起而行笑」讓班上同學彼此

分享笑話，提升彼此友好的關係與班級和諧歡樂的氣氛；「幽默泯恩仇」教導學

生以幽默的話語化解對方尷尬的場面，緩和彼此緊繃的氣氛。 

 

（二） 有效提升學生在人際相處上使用幽默因應的動機 

 

由於研究者在教學時大力推崇在人際相處上使用幽默因應的好處與功能，並

透過實際的幽默故事佐證，在設計時也特別針對班級常發生的人際相處問題當作

教學的情境素材，讓學生不致漫無目的的學習，覺得幽默真的可以在實際生活中

運用，改善人際的關係。故研究者發現，往往在社交幽默的課程之後，學生特別

會找機會在和同學的相處過程中運用幽默，並向研究者炫耀自己的運用經過，而

研究者也會給予鼓勵，甚至向全班同學表揚。可見，班級內營造出相當好的幽默

互動氣氛。 

 

三、 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提升學生幽默理解能力 

 

經由本節第一章的量化資料分析發現，本研究的實驗課程對於學生的幽默理

解能力並沒有顯著的幫助，推論其可能原因在於： 

 

（一） 受限於學生的認知發展能力與生活經驗 

 

某些笑話是需要經由簡單的運算推理才能夠理解其趣味之處，產生幽默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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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幽默理解能力的增進，必須和學生認知能力的發展相配合才會有顯著的效果

（McGhee, 1976; Zigler, Levine & Gould, 1966, 1967）。而劉莉芬（民 92）認為兒童

之所以不理解笑話的原因可能是生活經驗的缺乏或是邏輯上的不理解。兒童由於

生活經驗、人生體驗或知識的不足，對於幽默刺激中牽涉到一般人所具備之常理

人情或常識的部分，往往成為阻礙其幽默理解的關鍵，因而也無法體會其幽默之

處。而當學生的邏輯思考能力不足時，就無法推論出關鍵語句所隱含的意義，也

就是在失諧之後無法得到解困，那麼就會不理解該笑話的笑點在哪裡。以陳學志

（民 80）所提出『反向合意模式』之幽默理解的認知歷程論來說，若學生沒有

足夠的運算推理能力，在逆溯推論階段時，就會發現其逆溯命題和原先經由閱讀

營造敘述所產生的優勢基模之間，無法產生和諧一致的情況，也就是說，因關鍵

語句所產生的失諧狀態並不能獲得解決，那麼個體將會進入困惑的心理狀態，也

就體會不出笑話的幽默之處。如『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中的『幽默笑

話選擇』是希望受試者在閱讀過笑話的營造敘述之後，選出一個好笑的關鍵語

句，其中有一個題目的營造敘述是：『有一個人出門辦事，到了目的地發現沒停

車位，只好把車停在馬路上。他在雨刷下留了一張紙條寫著：「我來此辦事。」

回來的時候雨刷下多了一罸單，而且自己的紙條下多了一行附註：』，該題的答

案是『我也是』。讀者要體會到其幽默之處，必須推論出那張紙條其實是警察留

的，而警察之所以留『我也是』是因為警察的工作之一是開罰單，所以他和那個

人一樣也是來辦事的。若學生的認知能力無法推論出關鍵語句（我也是）和營造

敘述之間的關係，那麼在某些幽默刺激（例如隱喻式的幽默）的理解上就會產生

困難。故幽默的理解和學生本身的認知發展有相當大的關係，若認知能力未成熟

發展，則幽默訓練課程的教學效果就會有所限制。 

 

（二） 國小六年級學生對幽默的感受與偏好的差異 

 

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發現，有些學生對於冷笑話、無厘頭式笑話或是表面上

含有嘲諷、攻擊字眼的笑話特別感興趣，而他們對幽默的刺激也會天馬行空地用

自己的邏輯，給予另一種創意的詮釋，雖然不一定符合一般人對該幽默刺激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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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卻顯示出其獨特的幽默風格，這樣幽默偏好與觀感的不同就會影響到學生

在『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的表現。如其中有一題的內容是：『一位很

有名但年紀很老的醫生，一天他例行性巡房身邊跟隨一位實習醫生，他發現老醫

生耳朵上放了一樣東西。「醫生，你知道你的耳朵上放了一支溫度計嗎？」「喔！

糟了！」老醫生說：「你知道這代表什麼嗎？」「什麼？」，該題答案是：『這表示

我的鋼筆在某位患者的肛門。』但在研究者檢視實驗組學生的回答時發現，很多

人選的選項是『這是我的新造型被你發現了。』除了這個選項含有一點失諧與無

厘頭的意味，很多學生都覺得有趣以外，由於幽默訓練課程中有一些幽默因應課

程有教導學生，當面臨尷尬的情境時可以用自嘲的方式來化解緊繃的氣氛，因此

學生可能會認為那個老醫生的反應是面臨困境的一種自我解嘲方式，所以覺得蠻

機智幽默的。因此對幽默刺激的解讀與偏好的不同，可能也會影響學生在作答上

的選擇。 

 

本研究無法有效提升學生的幽默理解能力，和國內近幾年來大部分的研究結

果相符合(林小麗，民 92；張景媛、陳學志、黃譯瑩，民 93；陳慧青，民 94)，

這些研究針對國中生實施幽默訓練課程均無法有效提升學生的幽默理解能力。但

陳學志(民 93)的整合知情意行目標的幽默訓練課程則有顯著的效果，顯示幽默理

解能力仍然能夠透過訓練加以提升，不過此研究和上述研究不同的是研究對象為

大學生。故是否因年齡因素造成認知能力、生活經驗、常識、素質、學習能力與

態度有所差異，而導致幽默訓練效果上有所不同？針對國中小學生該使用何種教

學方式或教學素材才能有效提升其幽默理解能力？僅是多接觸幽默刺激就能夠

增進學生的幽默理解能力嗎？這些疑問仍需要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四、 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提升學生幽默因應能力 

 

（一） 單元『缺點大改造』課程設計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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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研究者在規劃『缺點大改造』的單元時，目的在於希望學生不要過於鑽

牛角尖，讓自己犯的錯誤或者不可改變的缺陷造成自己極大的困擾，反而應該以

幽默、寬容的方式看待之。故研究者在教學時先請同學寫下自己的三個缺點（不

論是外表上或是生活習慣或是個性上的皆可），再請同學以正向的角度來看待這

個缺點，互相幫忙想出這些缺點的好處。然而，在實際執行的過程以及後續的討

論中卻發現，某些缺點是學生本身可以避免卻未避免，如不愛寫作業、愛亂打人

等，這類缺點若以幽默的態度來看待，學生覺得是不負責任的態度，因此學生在

因應上就有所疑慮和不解。這是本研究疏漏之處，因此，在未來規劃幽默因應課

程時，教學者應設定好情況，以免造成學習者認知上的衝突，也給予學生錯誤的

示範。 

 

（二） 無充足時間規劃各種不同情境的幽默因應課程 

 

幽默因應能力是一個全面性(general)的能力，其中包含對困境的因應、挫折

的因應、沮喪的因應、無奈的因應、攻擊的因應、壓力的因應等，面臨不同的情

境有不同的因應技巧(Martin, Kuiper, Olinger, & Dance,1993)，故在教學上，必須

依不同的情境給予不同因應技巧的教學。然本研究為培養學生綜合性的幽默能

力，無法有充裕的時間教導學生在不同因應情境中可以使用的特定因應技巧，僅

能就一般常用的、適合國小學生學習的技巧進行教學(比如好消息/壞消息、想

像、知足常樂)，故當學生遇到某些情境時，上述技巧就可能不敷使用。 

 

五、 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提升學生幽默的態度 

 

（一） 學生對某些類型的幽默存有負向看法 

 



 198

學生從幽默訓練課程中接觸了各種不同類型的幽默，有的是機智的、詼諧

的、自我解嘲的、充滿童趣的，這些都是比較正向的幽默。但也有的是充滿攻擊

性的、嘲諷的、貶抑他人的或是噁心的等等比較負向的幽默型態。在實驗組課程

回饋意見可以發現，實驗組大部分學生在上課之前皆認為幽默是正向的特質，比

如好笑、有趣等。然而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之後，部分學生從一些課程（坐而笑

不如起而行笑、滋味在心頭）以及活動參與中就體會到某些類型的幽默是會傷害

到他人或是令大家感到不舒適的，因此在評量上，就會因為考量到並非所有的幽

默類型都是有價值、有正面意義的，而圈選較低的量尺分數。不過，能夠分辨出

正向幽默和負向幽默的差異，在幽默的運用上有所選擇與規範，仍然達成了研究

者預設的教學目標。 

 

（二） 幽默作業的困難 

 

由於學生正處於升學的階段，家長及老師皆給予學生極大的升學壓力，學生

反應學校的作業和考試太多，課後又要參加補習班的課業輔導或是才藝班，以致

於無法專心完成幽默的作業。尤其研究者為讓學生多接觸幽默，在作業方面就會

要求學生嘗試利用各種管道蒐集幽默的素材，而且為讓學生在課堂的學習成果能

有效地運用至日常生活當中，常常要同學發揮創意和想像力，和一般抄抄寫寫就

結束的作業並不同，所以學生就必須花盡心思才能完成，儘管有些同學樂在其

中，但也有部分同學覺得有些壓力，以致於影響到對幽默的認同與評價。 

 

六、 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提升學生笑的傾向 

 

（一） 延伸活動需多加規劃 

 

本研究和『笑的傾向』相關的課程設計僅有『今天，你笑過了嗎？』，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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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課程中利用各種不同的活動讓學生盡情地展現笑容，在實際體驗過後，因為時

間的因素，僅用討論的方式讓學生瞭解笑的使用時機、禮節以及功能，而無法透

過實際的情境演練，讓學生在運用上更能掌握精髓之處。再者，課程之後，後續

延伸活動的不足也使得教學效果無法擴散，故未來在課程規劃上，應注重延伸活

動的規劃，比如每次上課前全班大笑一分鐘、每週選一天為「微笑日」，規定同

學要講話前一定要先給對方一個微笑等等，養成學生笑口常開的習慣。 

 

貳、 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生社交技巧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經過幽默訓練課程的教學之後，在『兒童社交

技巧量表』中的「合作行為」、「正向肯定」、「同理心」、「負向肯定」、「自我控制」

後測平均分數皆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的平均分數，故顯示本研究幽默訓練課程

無法有效提升學生之社交技巧。以下為研究者推論之原因： 

 

從研究結果顯示，訓練課程對實驗組學生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有顯著地提

升，但在社交技巧上卻無法有所改善。理論上，若學生在彼此互動的情境中，比

較會使用幽默的表現方式，應該也代表著他們比較會使用正向、互惠以及開放的

溝通模式，社交技巧應有所提升，但研究結果卻無法看出這樣的趨勢。推究其原

因，最主要可能是社交技巧訓練的層面有所不足。 

 

正統的社交技巧訓練課程應包含口語方面以及非口語方面技巧的訓練(Eisler 

& Frederiken, 1980)，語言技巧包括了問候致意、給予稱讚、給予正向或負向回饋、

接受負向回饋、拒絕要求、做適當的請求、清楚地陳述個人意見、做同理陳述等

等；非語言技巧則包括面部表情、視線接觸、表情動作、姿勢、說話的流暢性、

情緒語調等(程紋貞，民85)。必須同時兼顧兩方面技巧的訓練才能有效地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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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社交技巧能力(Eisler & Frederiken, 1980)。 

但本研究主要是目的在訓練學童之幽默感，期望在學生社交幽默提升之後，

能夠運用幽默成為良好的社交的技巧。故由於課程方向定位的不同，無法規劃並

實施一系列嚴謹且完整的社會技巧訓練方案，直接地針對學生的社交技巧做訓

練。所以儘管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課程對於學生之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有所

提升，代表學生在和他人互動時較會使用幽默、正向的溝通模式，但畢竟那僅是

良好社交技巧中的部分要素，其他一些人際溝通行為的社交技巧包括非口語溝

通、表情動作、眼神訊息的傳遞、真誠適切地傳遞自己的意見、提出問題、反映、

解釋、傾聽、自我坦露(Owen、Christin & David, 1987)以及一些情緒處理、壓力因

應以及回應挑釁(黃玲蘭，民86)等可作為社會技巧訓練的重要因素，皆無法透過

本研究之幽默訓練課程獲得學習以及提升的機會，故整體的社交技巧能力就無法

獲得顯著的改善。 

舉例來說，Wilkison 和 Canter(1982)認為「負向回饋」是所有社交技巧中最

難以學習但卻也是最重要的技巧，尤其對青少年以及兒童更是如此，故在做社交

技巧訓練時這是不可或缺的一環。所謂「負向回饋」是指，面對他人的攻擊或無

禮時，應明確表現出不贊同或不滿，並表示該如何改善。當然，幽默也是一個很

好的反擊技巧，故可以納入課程中教學，但本研究當初在規劃課程時，考量到學

生剛開始接觸幽默，幽默因應的技巧還不是很成熟，而利用幽默來做反擊必需具

備高度的幽默創造能力，並且需視各種不同情況而定，對學生來說具有相當的難

度，故以其他情境的幽默因應課程取而代之了。而其他如眼神訊息的傳遞、肢體

表情的動作等非口語式的社交技巧，更無法透過幽默訓練課程獲得改善，這或許

是無法提升學生整體社交技巧的主要原因。 

 

參、 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高年級學生自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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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經過幽默訓練教學之後，在「兒童自尊問卷」

中的心理自尊、生理自尊、學業自尊、人際自尊、家庭自尊的後測平均分數皆未

顯著高於控制組，顯示本研究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有效地提升國小學生的自尊。其

可能原因如下： 

 

一、 在心理自尊方面 

 

心理自尊是個體對自我整體狀態的知覺和感受，包含對自我能力與價值觀的

認同與接納，其深受個體的個人經驗、家庭生活、學校經驗及生活型態的影響（陳

根旺，民91）。而許多研究也認為，自尊是一個穩定的構念，要透過短期的實驗

課程教學，不容易有效地提升學生的自尊(吳櫻菁，民76；陳錫銘，民80；沈鈺

珍，民91；陳根旺，民91)。儘管幽默訓練課程教導學生接納自己、以積極正向

的角度看待自己的不足，但畢竟對自我的概念和知覺是經由長時間的人我互動經

驗中養成的，要在短時間內扭轉對自己的看法與知覺並不容易。另外，個體心理

自尊非常容易受到家庭經驗、學校經驗或是其他人際互動經驗的影響，故除了個

體本身能夠以幽默的角度看到自我的光明面外，仍然需要環境系統的支持與鼓

勵，對於其心理自尊才會發生正向的改變。 

 

二、 生理自尊方面 

 

可能由於外貌體型或體能狀況等生理因素是屬於天生不可改變的，況且國小

高年級學生處於青少年階段，非常在意別人對自己外貌上的評論，因此他對自己

生理方面的知覺與感受常常受到同儕、父母或是師長的影響，所以對自我生理狀

況的看法，就較不容易透過意念的轉換技巧達到改變。另外，研究者認為，測驗

中某些題目是個體對自我生理狀況『客觀事實』的評估，比如『我覺得自己的運

動能力不錯。』、『我覺得自己的動作蠻靈活的。』，這些與生俱來的能力是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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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課程無法改變的，但幽默感可以改變的是個體對這些客觀事實評估後的『看

法』與『情緒』，例如個體可能覺得自己的動作並不靈活，但他卻能接納這樣的

事實，以幽默的態度來自我解嘲，使得這種不可改變的事實並不會對他造成嚴重

的困擾，這可能是幽默訓練過程後的效果，但是卻無法透過該測驗呈現出來。 

 

再者，許多文獻看法與研究結果(林佩琪，民 89；許建民，民 88；謝淑玲，

民 79)皆認為具體行為的改進似乎較能改善學生對自己的看法，故要改善兒童的

生理自尊最好是教導具體的行為技能，讓他們可以依據外在顯而易見的行為特徵

而提升其對自我的評價。但本研究的幽默訓練課程較著重在認知架構、詮釋方向

以及內在情緒的改變，屬於內省而抽象的過程，因此學生無法在短時間內立即迅

速的看到自己具體明顯的改變，故自我評價上就較難產生變化。 

 

三、 學業自尊方面 

 

學生的學業自尊和其在學校的學業成就表現有相當大的關係，而且實驗組班

級為國小六年級的學生，正處於升學的階段，不論家長或老師對學生學業上的表

現都有高度的要求，學生也因此非常重視自己的成績。在激烈的學業競爭下，那

種對未來升學的壓力與焦慮情緒，就使得他們必須戰戰兢兢地面對學業，故短期

的幽默教學也就無法有效地改變長久以來根深蒂固的觀念，仍然會以較嚴苛的標

準來看待自己的學業表現，常覺得自己的成績不盡理想，學業的自尊也就無法有

效提升。 

 

四、 人際自尊 

 

人際自尊無法提升可能的原因是學生對幽默尺度的拿捏仍有待加強。研究者

在實驗過程中發現，學生在接觸到幽默課程之後，對於幽默事物的敏感度及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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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逐漸地提升，也相當的有興趣，學生互相分享幽默的頻率也相對增高，尤其好

朋友間互開玩笑的情形更是屢見不鮮。有時因彼此幽默關係並不是非常穩固，或

是初期仍在探索彼此幽默的界線，一句玩笑話可能不小心就傷害到了彼此的關

係，所衍生出來的人際衝突可能就使雙方都受到了傷害，人際自尊也就無法獲得

提升。 

 

五、 家庭自尊 

 

本研究結果顯示，經過幽默訓練課程之後，實驗組學生在幽默創造以及社交

情境中的幽默能力有所提升，但在家庭自尊方面卻沒有提升的效果，此研究結果

和某些學者的研究結果相類似。Parsinos 和 Tittler(1981)的研究顯示，那些被同儕

視為有幽默感的青少年，和其他人比起來，其家庭和諧度及凝聚力較低，衝突也

較多，和家庭關係較為疏遠。Fisher 和 Fisher(1980)也發現，那些在學校會表現

幽默行為的學生，他們會與父母產生較多的衝突，在家庭中也較不重視。或許幽

默創造能力以及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的提升，是因為在經過幽默訓練課程之

後，學生懂得如何去創造幽默、運用幽默，但由於與家庭關係的疏遠或是家庭並

不習慣以幽默的方式互動，使得學生可望獲得其他重要他人的接納，將幽默運用

在與同儕之間的互動，期望和他人產生社會性連結，增進自己的人際關係(Parsinos 

&  Tittler, 1981)。故幽默創造能力以及社交幽默能力的提升並不能保證其家庭自

尊能有所提升，幽默僅是藉由認知切換的特性，企圖對不變的事實以新的觀點來

看待，讓自己減低焦慮(Wolfenstein, 1954)，以因應家庭的壓力，但家庭自尊的提

升仍需要家庭成員給予更多的關懷與接納，讓學生感受到被家庭重視的感覺，這

必須長時間地培養其良好的家庭互動關係。不過這些推論是否能夠成立，仍須進

一步的研究探討之。 

 

另外，Borba(1989)認為孩童自我態度的形成不是透過雙親或重要他人如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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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她們，就是透過她們自己認為他們是如何被雙親或重要他人所看待。因此個體

的家庭自尊受到家庭經驗、家庭地位以及父母的教養態度的影響非常大。然而，

本研究課程在幽默因應的情境規劃上，多半是讓學生學習如何利用幽默的方式和

同儕互動，並沒有針對家人互動的情境做練習，使得學生在課堂中所學無法延伸

遷移至家庭中，改變其與家人之間的相處結構與氣氛，這可能也是家庭自尊無法

有效提升的原因。 

 

整體而言，儘管幽默訓練課程提升了實驗組學生的幽默創造能力與社交幽默

能力，但在自尊的各個向度上面皆沒有顯著的提升效果，這樣的結果和許多研究

的結果相違背(Boerman-Cornell, 1999、Kuiper & Martin, 1993、Overholser, 1992)，但

也有學者認為幽默創造能力以及社交幽默能力和自尊並沒有正相關，反而會出現

負向的關聯，也就是說，越會創造幽默或越能夠在人際相處時使用幽默的人，其

實是透過幽默來和他人建立良好的關係，以彌補其自尊上的不足 (Janus, 1975; 

Fisher & Fisher, 1981)。若以Alder的理論來看，那些具有自卑感的人，可能會在另

一方面尋求補償，在其他領域表現突出，以確認自己的獨特性(何茉如，民87)，

這樣的說法和上述研究看法一致，學生在幽默創造能力以及幽默社交能力的提升

也可能是一種自尊不足的補償作用。Fisher 和 Fisher(1981)的研究也指出，幽默

的行為有時是一種內心黑暗角落的反照，對其而言，他們的快樂就是戴了面具的

悲傷(Janus, 1975)。故實驗組學生表現出更多的幽默行為或反應，也無法保證其藏

在幽默行為底下的自尊能夠有所提升。 

 

再者，本研究訓練課程並非完整的「自尊訓練課程」，無法針對學童的認知、

情意與行為做自尊改善的全盤性課程規劃，本研究僅能規劃幽默正向技巧的課程

改善學生對自我的認知觀點，間接影響其自我評價與自尊，而無法兼顧自尊改善

的情意與行為面向。Frey 和 Carlock(1989)也認為要有效地提升兒童的自尊需經

過四個階段：第一步必須協助兒童增進自我覺察能力，學習以不扭曲現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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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瞭解真實的自己；其次要帶領兒童發掘其常忽略的優點，並進行「重新評估」

的過程；第三，透過各種方式協助兒童好好照顧及強化剛滋養出來的正向自尊；

最後，教導兒童「維持」正向自尊的方法(引自沈鈺珍，民91)，若以此觀點來看，

幽默課程可能對學生自尊有所助益的是前兩個階段，即改善對自我的認知評估，

但卻缺乏最後「撫育」與「維持」正向自尊的關鍵步驟，故未能穩固與強化可能

也是結果無法提升的原因。 

 

最後，本研究課程結果顯示無法提升學生的幽默因應能力，幽默因應能力高

的人以正向的思考架構來看待萬事萬物，包括自己，並且能夠妥善地處理困境，

避免受到負向情緒的干擾，故其自我價值以及自我認同感較高(Martin & Lefcourt, 

1984)，而其他許多研究也顯示個體的自尊和幽默因應能力的關係較高，故若能

提升個體幽默因應的能力，或許自我價值感就會提升，這是未來研究可以繼續探

究與努力之處。當然，上述種種原因僅是研究者的推論，仍須後續更多的研究予

以驗證。 

 

肆、 幽默訓練課程教學歷程分析 

以下將針對第四章第二節教學歷程中，對於「課堂教學」、「情境教學」以及

「互動教學」不同教學方式的教學成果進行討論： 

 

一、 課程教學 

 

從實驗組學生課程教學的學習的成果中，發現他們會運用許多的技巧來創造

幽默，包括失諧、誇大、雙關語、重新解釋、比擬、想像、不協調等等，而且學

生也表現出學習與分享幽默的動機與對幽默的認同，並會運用一些技巧來轉換認

知想法，以因應負向的事件與情緒。可見，幽默訓練課程對於學生幽默能力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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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仍具有相當的成果。 

 

推論其可能原因，研究者在訓練學生的幽默創造技巧時，並非採取直接性的

指導教學，而是讓學生經歷欣賞、分析、歸納、示範，到體驗、反思與互評的一

系列歷程，引導學生慢慢地將幽默的技巧內化到自己身上。而在情意以及幽默態

度的培養方面，研究者透過實際的幽默故事或其他的幽默事例與媒材，讓學生瞭

解幽默的功能與重要性，提升其對幽默的認同與價值感。研究者在課堂教學中，

也營造出接納、尊重、安全的上課氣氛，鼓勵同學勇於在課堂中表現幽默行為，

永遠以鼓勵讚美代替批評責難，並且提供機會讓同儕之間也能互相欣賞彼此的優

點，班級就會形成一股樂於表現幽默、分享幽默的風氣。 

 

而本研究也運用了多元的教學策略，如腦力激盪的討論法、多媒體的運用、

專案計畫的推動、戲劇的呈現、帶動唱、戶外活動的進行等等，讓學生在學習上

充滿了新鮮感，而願意認真的投入課程、參與活動。 

 

二、 情境教學 

 

本研究中情境式幽默教學，讓學生可以在幽默環境的孕育下，逐漸提昇自己

的幽默能力。而結果也顯示，學生對於佈置幽默環境都相當期待與興奮，大部分

人都會主動的提供意見或付出勞力，所呈現出來的成果也相當卓越，不僅讓自己

能夠時時接觸到幽默，還能將幽默推銷出去，讓學校其他班級皆能共享歡樂。 

 

而從活動的過程與學生的表現來看，也可以發現情境式的教學對學生各方面

的幽默能力都有極大的幫助。在認知上，學生有機會接觸到大量的幽默訊息，也

能夠隨時在生活中看到幽默的使用，對於學生的幽默理解與欣賞能力都有相當的

助益。在情意上，實際去規劃參與幽默的活動，從無到有到精緻化，對學生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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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不僅是一種成長的自我體驗與對自我能力的肯定，也是對幽默產生認同與學習

動機的契機。而在技能方面，情境式的教學提供了學生表現幽默的舞台，從做中

學，不僅藉由自我體驗與省思得到自我成長，更能透過觀摩他人的幽默成品來獲

得技能上的精進。因此，在生活環境中加入幽默的元素，對學生的各方面幽默能

力都具有潛移默化、逐步漸進的功效。 

 

這樣的作法與 Ziv(1988)的看法相似，他認為幽默感的培養必須透過日常生

活的互動與環境的塑造，個體必須不斷地在環境中得到幽默的訊息，接觸幽默的

事物，才能夠逐漸地養成良好的幽默感。故利用更多元、更有效的方式塑造幽默

的環境乃是未來研究仍可持續努力的地方。 

 

三、 互動教學 

 

在研究者和學生的互動反應中可以發現，師生之間建立起良性的幽默互動關

係，彼此都能夠接納對方的玩笑，在一個明確的規範與安全的氣氛中善用幽默的

話語或非口語式的訊息增進雙方的關係。除此之外，上課氣氛也變得相當活絡，

常常會擦出爆笑的火花，讓大家上起課來充滿了驚喜與期待。 

 

推論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和教師的態度有很大的關係。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

不斷要求自己要以開放、接納、鼓勵的態度來面對學生的表現，不論學生表現的

多麼不符合自己的期望，仍應該給予正向的肯定與支持，讓學生不會因為挫折而

喪失了學習幽默的意願。這樣的看法與Hill(1988) 的觀點相同，他認為學生幽默

感的培養與教師的態度有莫大的關聯，若教師能夠容忍學生的不完美，在態度上

給予支持，在技巧上予以指導，就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幽默感。 

 

另外，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也以身作則，不時尋找並創造機會向同學示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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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幽默的運用，並避免負向幽默的使用，為學生樹立良好的學習楷模。

Goodman(1992)認為教師本身就是幽默教學中最佳的教學工具，良好的幽默示範

是促動學生表現幽默行為的動力。林小麗(民 92)也認為教學者必須以身作則，隨

時隨地在生活或教學中運用幽默，才是最佳的幽默融入課程。在課堂中使用自嘲

式的幽默也是很好的示範，教師自嘲不僅不會降低教師的自尊，反而能夠提升師

生之間的支持關係與和諧氣氛(Hillman, 1995)。 

 

總而言之，互動式的教學方式對教學者來說是一項挑戰與考驗，不僅要要求

自己保持開放、接納的態度，也要有雅量接受學生的玩笑，甚至主動建立起彼此

幽默關係的基礎。另外，也要不時尋找機會來示範幽默或表揚學生優良的表現，

讓學生在學習幽默的歷程中，有可以學習觀摩的榜樣。 

 

伍、 實驗組學生課程回饋問卷分析 

 

實驗組學生在接受幽默訓練課程後有填寫「課程回饋問卷」，表達對每個單

元課程的喜好度、價值性的評估以及看法。在喜好度評估方面，所有課程當中有

『照片修改大師』、『鬼臉拳』、『親愛的，我把成語變好笑了』以及『缺點大改造』

四個單元，『非常喜歡』與『喜歡』的填選人數百分比未達 85%。探究其原因，「照

片修改大師」由於需要精通電腦軟體「photoimpact」的操作才能充分表達學生的

幽默想法，對學生來說軟體使用的不熟練可能是一個困擾；在「鬼臉拳」的課程

中，學生必須不計形象、大膽的做出各種鬼臉，對某些學生來說可能較不能適應，

因而影響到對該課程的喜好；「親愛的，我把成語變好笑了」則因為教學時間未

掌握好，學生討論的時間過短，使得各組的表演有些凌亂，影響到上課的效果；

「缺點大改造」則是課程規劃上的考慮不周詳，某些負向的行為或缺點是自己行

為上的失當，這種缺點就不宜使用幽默的觀點轉換，故學生在學習上就產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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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解。但整體來說，整個幽默訓練的課程仍深受學生喜愛，顯示學生對幽默抱

持著正向的態度與學習動機。而從學生在開放式問題的填答反應來看，幽默課程

受歡迎的原因包括上課氣氛輕鬆並充滿歡笑、能創造出幽默的行為與作品、能在

幽默活動中看到自我成長、自我突破以及對自己有幫助。而學生較不喜歡的部分

包括作業負擔過重、「缺點大改造」課程設計不良、分組競賽受到待遇不公以及

自覺無法自我突破。 

 

在價值性評估方面，所有課程當中，僅有『親愛的，我把成語變好笑了』、『今

天，你笑過了嗎？』和『坐而笑不如起而行笑』三堂課程選填「非常有幫助」以

及「有幫助」的百分比低於 85%。究其原因，「親愛的，我把成語變好笑了」主

要是透過遊戲在訓練學生「諧音」的技巧，而沒有做應用性的延伸；「今天，你

笑過了嗎？」在讓學生體驗笑的活動，但是笑的功能僅用討論的方式帶過，而沒

有做情境的演練，故學生在笑的功能的體悟上就無法很深刻。整體來說，大部分

幽默課程對於學生來說，確實能夠帶來很大的幫助，學生也覺得學習幽默是有價

值且重要的。而從學生在開放式問題的填答反應來看，幽默課程對學生的幫助包

括較會從正向的角度看待事情、較會處理人際之間的衝突、比較願意分享幽默、

接觸幽默的頻率增加以及較會分辨正向以及負向類型的幽默。 

 

陸、 實驗組學生訪談問卷分析 

 

從學生訪談問卷歸納的結果來看，學生普遍都對幽默課程持正向的態度與看

法，因而喜歡上幽默課程，喜好的原因包括了可以引發自己正向的情緒、增進人

際關係與提升上課的氣氛，這和許多的學者看法以及研究結果皆類似(Bryant, 

Comisky, Crane, & Zillmann, 1980; Hilman, 1995; Kher, Molstad & Donahue, 1999; 

Korobkin,1989; Wandersee,1982; 林小麗，民 92)。而在上完幽默課程後，對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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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認知轉變包括了「能夠分辨正向和負向的幽默」以及「對幽默的內涵有更

深層的瞭解」。Ziv(1988)認為能夠清楚瞭解正向幽默和負向幽默的分野，並盡量

表現出正向的幽默行為，對兒童來說是一項很大的進展。由此來看，學生在本課

程中能瞭解正向和負向幽默的類別對他們往後在培養正確的幽默能力上是一大

助益。 

 

    在對學生的幫助上面，學生自陳幽默課程能幫助他們「控制自己的情緒」、「改

善人際關係」、「較會以正向的角度思考事情，變得比較開朗、樂觀」以及「較願

意分享、表現幽默」。可見，學生部分的幽默因應能力以及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

力獲得了提升，讓他們不管在人際相處或問題因應上都能從容以對。 

 

在對班級的影響方面，正向的效應包括「人際關係更融洽」、「上課氣氛便活

潑」以及「比較願意彼此分享幽默」；負向的效應則包括「班級秩序受影響」以

及「幽默的誤用」。學生覺得班級秩序變不好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研究者採用多元

的教學方式，上課時常需要各組同學討論以及上台表演，學生參與也都非常熱

情，常常太過投入、情緒亢奮而造成一時的失序。尤其幽默的課程常常引起一陣

又一陣的歡笑聲，和一般學科課程嚴肅、聽講的氣氛與經驗截然不同，故學生會

覺得秩序變得比較不好。至於「幽默的誤用」則是某些學生喜歡講黃色的笑話，

或是用笑話嘲笑他人，造成他人心理上的不愉快。究其原因是因為「酸甜苦辣」

的課程是在研究的中後段才實施，使得學生對負向幽默所能夠造成的傷害還無法

深刻體會，故在使用上就無法拿捏好尺度。在經過該堂課程之後，就可以發現部

分學生已有明顯改善，而當有人在使用負向幽默時，也有人會出面制止，故未來

研究在課程規劃上，需先教導學生正確的幽默使用態度及行為，才不會造成負面

的效果。 

 

在學生觀察他人的幽默事蹟方面，大多觀察到的還是外顯、具體的肢體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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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默，比如改編歌詞並搭配上自編的舞蹈動作，或是講笑話的頻率增加了。可

見國小學生對於肢體表情等滑稽的動作或是笑話的分享仍是相當感興趣。 

 

在學生對課程的建議方面，他們希望能增加文字類的幽默課程、多利用情境

演練的教學方式、利用多元的上課方式以及減少作業的份量。可見學生對幽默課

程的改進仍有所期待，往後研究可在研究中期即調查學生的意見，以做為後半段

課程規劃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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