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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幽默訓練課程對國小六年級學童之幽默感、自尊以及社交技

巧的影響。本研究以台北縣某國小六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一班為實驗組，一班

為控制組。實驗組同學接受上、下學期共十五個單元的幽默訓練課程，該課程以

培養學生幽默理解、幽默創造、社交情境中的幽默、幽默因應、幽默態度以及笑

的傾向六大能力為主旨，而教學方式則分為課堂式教學、情境式教學以及互動式

教學，以期利用多方的教學管道讓學生能夠達成幽默各向度能力中的認知、情意

以及行為的目標，並提升其社交技巧以及自尊。 

 

    在實驗成效評估方面，本研究以『多向度幽默感量表』以及『新編幽默理解

與幽默創造測驗』做為幽默感的測量工具，以『國小學童自尊問卷』測量自尊，

以『兒童社交技巧量表』測量其社交技巧。另輔以『課程回饋問卷』、『學生訪談

問卷』等質化資料的內容分析，以瞭解實驗課程的效果。本章共分為兩節，第一

節為結論，將總結量化及質化資料的分析結果以說明本研究的主要成果。第二節

為建議，將針對本研究的發現以及研究者的省思提出具體建議，以做為日後研究

以及教學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壹、 幽默訓練課程能提升國小高年級學生幽默創造能力 

以及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 

 

本研究採用自陳式的『多向度幽默感量表』以及能力式的『新編幽默理解與

幽默創造測驗』來測量學生之幽默感。『多向度幽默感量表』共分為「幽默理解

能力」、「幽默創造能力」、「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幽默因應能力」、「幽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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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以及「笑的傾向」六個部份。『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則分為「幽

默理解測驗」與「幽默創造測驗」兩個部份。實驗組、控制組均接受前、後測，

以單因子多變量共變數分析來探討實驗教學成效，結果如下： 

 

一、 幽默訓練課程有助於提升國小學生幽默創造能力與社交情境

中的幽默能力 

 

經幽默訓練課程教學之後，並利用共變數分析排除掉前測分數的影響，結果

顯示在幽默創造能力方面，不論在『多向度幽默感量表』或是『新編幽默理解與

幽默創造測驗』，實驗組學生的後測平均分數都顯著高於控制組，顯示幽默訓練

課程有助於提升國小高年級學生的幽默創造能力。在『多向度幽默感量表』的「社

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上，實驗組學生的後測平均分數也明顯高於控制組，也證

實幽默訓練課程在該能力的提升效果。 

 

二、 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有效提升國小學生幽默理解能力、幽默因應

能力、幽默態度以及笑的傾向 

 

經幽默訓練課程教學之後，實驗組學生在兩個測驗中「幽默理解」的後測

分數皆未能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的分數。而在『多向度幽默感量表』方面，實驗

組學生的「幽默因應」、「幽默態度」以及「笑的傾向」後測分數也未能顯著地高

於控制組學生，表示幽默訓練課程的教學不能有效提升國小高年級學生的幽默理

解能力、幽默因應能力、幽默態度以及笑的傾向。 

 

貳、 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有效提升國小高年級學生的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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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兒童社交技巧量表』來測量學生之社交技巧，該量表共分為「合

作行為」、「正向肯定」、「同理心」、「負向肯定」以及「自我控制」五個部份，實

驗組、控制組均接受前後測，經單因子多變量共變數分析之後發現：經實驗教學

之後，實驗組學生在「合作行為」、「正向肯定」、「同理心」、「負向肯定」以及「自

我控制」五個部份的後測分數皆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的分數，顯示幽默訓練課

程無法有效地提升國小高年級學生的社交技巧。 

 

參、 幽默訓練課程無法有效提升國小高年級學生的自尊 

 

本研究採用『國小學童自尊問卷』測量學生的自尊，該量表共分為「心理自

尊」、「生理自尊」、「學業自尊」、「人際自尊、「家庭自尊」五個部份，同樣實驗

組與控制組均接受前、後測，經單因子多變量共變數分析之後，結果發現：經實

驗教學之後，實驗組學生在「心理自尊」、「生理自尊」、「學業自尊」、「人際自尊、

「家庭自尊」五個部份的後測分數皆未顯著高於控制組學生的分數，顯示幽默訓

練課程無助於國小高年級學生自尊的提升。 

 

肆、 實驗組學生在『課程回饋問卷』中的看法與反應 

 

經過幽默訓練課程教學後，研究者整理實驗組學生在『課程回饋問卷』中的作答，

發現以下幾個重點： 

 

一、 學生普遍非常喜歡接觸幽默訓練課程並覺得非常有價值 

 

在對每一堂課的喜好度及價值性的評估方面，發現大部分課程皆深受學生喜

愛，並且覺得學習幽默對自己是非常有幫助的。可見學生都對幽默訓練課程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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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認同的態度。 

 

二、 學生對具有某些特質的課程特別喜愛並印象深刻 

 

學生普遍對能夠讓班級充滿笑聲與歡樂氣氛、能夠創作出幽默成品、能夠感

受到自我成長或自我突破以及價值性高的課程有較高的認同與較深的印象。 

 

三、 學生對於幽默課程部分的教學與措施有負向的感受 

 

部分學生認為對幽默課程存有負向感受的原因包括：幽默作業負擔過重、部

分課程的學習不知該如何進行、各組在競爭活動時機會不均等以及擔憂自己表現

不好或不敢嘗試。 

 

伍、 實驗組學生在『學生訪談問卷』中的看法與反應 

經過幽默訓練課程教學後，研究者整理實驗組學生在『學生訪談問卷』中的

作答，發現以下幾個重點： 

 

一、 學生普遍非常喜愛幽默訓練課程的教學 

 

經過整理歸納發現，大部分學生都反應非常喜歡上幽默課，喜歡的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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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幽默訓練課程改變學生對幽默的看法 

 

經過幽默訓練課程之後，學生對「幽默」的看法有所差異，包括「能夠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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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和負向幽默的差異」以及「對幽默的內涵有更深層的瞭解」。 

 

三、 幽默訓練課程對學生的幽默因應以及社交幽默的表現有所幫助 

 

從學生反應得知，幽默訓練課程對他們有幾個方面的幫助，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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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幽默訓練課程對班級有正向以及負向兩方面的影響 

 

在對班級的正向效應方面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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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學生所觀察到的幽默事蹟包括肢體表情類的幽默以及因應的幽默 

 

在要求學生描寫同儕的幽默事蹟時，他們觀察到的有「改編歌詞」、「自創舞

蹈」與「幽默因應」。 

 

六、 學生對未來課程的建議 

 

學生希望未來幽默課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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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 實驗組學生教學歷程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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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課程教學」、「情境教學」以及「互動教學」三種策略來進行幽

默的訓練，從學生的表現與作品發現： 

 

一、 在認知上，學生會使用「失諧」、「誇大」、「不協調」、「諧音」、「想像」、「比

擬」、「雙關語」以及「重新解釋」的技巧表現幽默或創造出幽默的作品。 

 

二、 在情意上，學生學習及分享幽默的動機提升、養成重視幽默的態度、體會

幽默的價值。 

 

三、 在行為上，會使用自嘲式的幽默、會主動蒐集幽默材料、會主動協助佈置

幽默情境、能以更開闊的心態地表現幽默行為、能計畫、執行幽默的專案。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主要針對研究的結果以及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省思提出具體的建

議，以作為日後相關研究的參考，本節共分為兩個部份，第一個部分為「對教學

的建議」，第二個部分為「對未來研究的建議」，茲分述如下： 

 

壹、 對教學的建議 

一、 幽默理解課程應養成學生接觸幽默的習慣 

 

本研究課程利用多元的管道，如課程的教學、環境的佈置以及生活的互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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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學生能夠有更多的機會欣賞幽默、使用幽默，但仍無法使每個同學都養成接

觸幽默的習。究其原因，很大的因素是因為環境無法支持，如家中沒有網路、報

紙或是其他可以蒐集幽默材料的來源，讓學生僅能透過課程的教學以及其他同儕

的分享才有機會接觸。故在未來研究上，教師應讓學生有更多接觸幽默的機會，

如主動提供部分的幽默材料、每堂課程花費部分時間欣賞幽默、利用獎勵制度激

勵同學提供幽默並分享幽默等等。 

 

二、 幽默創造課程應給學生表現的機會 

 

教學者應讓學生自行選擇適合自己的幽默表現方式，並鼓勵同學的幽默表現

與創作。本研究就透過各種多元化的課程設計，讓學生能夠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

式表現幽默的行為或創作幽默的作品，比較外向的人喜歡表現肢體表情類的幽

默，較為內向害羞的人可以創作出幽默漫畫、趣味猜謎等幽默作品，教學者應以

開放的態度接納學生各種不同的幽默表現方式，無須強迫學生以自己不喜歡或無

法接受的方式呈現，如此，學生幽默創造的動機與能力才會有所提升。另外，國

小學生因剛接觸幽默，在表演或作品創作上難免不夠成熟，教學者應以正向的角

度看到學生的優點，多加鼓勵與讚賞，以身作則示範幽默者應有的正向特質。 

社交幽默課程應製造更多機會讓學生彼此分享幽默。 

 

三、 幽默因應課程應重視多元情境的演練 

 

幽默因應的能力是期望學生在面臨困難、尷尬、衝突情境時能以幽默來化

解，避免受到負向情緒與認知的干擾，是比較應用性的能力。故在教學上應回歸

到情境的脈絡，以各種學生最常碰到的問題或困擾做為幽默演練的情境，如負向

情緒的控制、他人尷尬的場面、自己的尷尬場面、同學言語或肢體的攻擊、他人

非蓄意性的傷害等等，都可以做為實際運用幽默技巧來化解的情境。本研究僅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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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中部分的情境做教學（負向情緒控制、他人非蓄意性傷害），故無法有效提

升學生整體的幽默因應能力，未來研究可嘗試規劃更多不同情境的幽默因應技

巧，透過真實情境的演練增加學生幽默因應的能力與動機。 

 

四、 幽默態度的養成應規劃正向的、功能性的多元化課程 

 

幽默的態度包含對幽默的動機、興趣、認同、價值感等情意的面向，這類感

受必須透過學生實際的參與體驗之後，從內心自然湧現的。故教學者在課程的規

劃上應讓學生多接觸正向而且能夠展現功能與價值的幽默，比如幽默機智故事的

分享、運用幽默化解尷尬情境的演練等。另外，在教學內容及策略方面應力求多

元化，如多媒體教學、小組競賽、各組發表、情境演練、環境布置等多元的教學

方式，能夠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五、 「笑的傾向」的培養應注重延伸活動的進行 

 

本研究與「笑的傾向」相關的課程僅有一堂，對要養成學生常保笑容的習慣

顯得不足。因此，未來在教學上應做更多元性以及延伸性的課程規劃，如每堂上

課時請不同的人來拍「六連笑」，即快速擺出六個不同的笑容將其照起來，後續

可以把每個人的六連照貼在幽默看板上；也可尋找一首歌的旋律，將歌詞都換成

不同的笑聲，每次上課前可全班唱一次。許多的創意都可融入課程的規劃，重點

是要讓學生有更多的機會練習笑也喜歡笑。 

 

六、 幽默課程教學應重視同儕彼此的鼓勵與學生自我的成長回饋 

 

幽默行為的表現常常是透過自我的醜化或自我嘲笑來營造歡樂的氣氛，研究

者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對大部分學生來說，要不顧一切、犧牲色相的演出，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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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件容易的事，需要極大的勇氣才能突破心防與自我的設限，尤其對於某些愛面

子或是個性害羞的學生。故一個安全、互助與鼓勵的氣氛就顯得格外重要，不僅

教師要扮演給予支持的先鋒角色，還要引導學生同儕之間互相打氣與鼓勵，讓大

家不會因為挫折受到心理上的傷害，能夠放心、盡力地展現自己幽默的能力。若

學生有突破性的演出，也可以帶領學生作自我的成長回饋，比如對自己說「哇！

你真是太棒了！竟然能夠完成這麼困難的任務」、「恩！你看你逗的大家哈哈笑

呢！」透過信心喊話，讓學生看到自己的成就與進步，將會成為學生往後接觸幽

默的最大動力。 

 

七、 應由多元的管道培養學生的幽默感 

 

本研究採用了「課堂教學」、「情境教學」與「互動教學」三種教學的策略，

多元的管道能夠讓學生透過各種方式接觸到幽默相關的事物。尤其幽默是一個複

雜的能力，不僅要培養其認知上的技巧與能力，還需顧及情意與行為層面訓練。

故往後的研究仍可針對學生的能力與需求，開發更多元創新的教學模式或策略，

讓學生不僅是在課堂中「學習」，還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運用」。 

 

八、 鼓勵學生將幽默帶入家庭 

 

本研究規劃了一個單元「幽默推銷員」，讓學生能夠把自己當成幽默的大使，

將幽默的好處與優點推銷給身邊的每一個人。每一組學生都參與了完整的專案企

畫，從腦力的激盪、初步概念的成形、細節的規劃、實際的執行、困難的排除一

直到最後的反思與檢討，學生都熱烈參與討論，讓原本研究者僅規劃兩個禮拜的

課程足足進行了一個月。從活動中可以看出學生自詡為「幽默推銷員」的驕傲與

熱情，可見學生是樂於分享幽默的，只是缺乏分享的機會與對象，教學者就必須

為學生營造這些機會。故建議未來欲從事幽默教學的研究者，設計活潑生動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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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活動，讓學生變成一個幽默的種子，將學校學到的幽默帶到家庭去，並帶回學

校分享彼此的「業績」與心得，相信學生會更有成就感與使命感。 

 

九、 為學生打預防針 

 

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在表現幽默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阻力與壓

力，包括擔憂自己的表現無法引起他人幽默的反應，甚至遭到負面的評價、和長

久以來的自我形象不符合、身旁的人會覺得我變得很奇怪等等，所以儘管學生喜

愛幽默、認同幽默，也願意接觸幽默，但因為這些心理上的焦慮與擔憂，會讓他

裹足不前，不敢冒險突破，表現出幽默的行為，在課堂中學習的成果也就無法產

生遷移的效果。故教師必須為學生打預防針，包括提醒學生在幽默的運用上可能

會遭遇哪些困難、『現在還沒成為幽默大師，遇到挫折困難是正常的，它是讓我

們成為一代宗師的動力』等等，多一些鼓勵、讚美、包容和接納，是學生學習幽

默的路途上很大的助力。 

 

十、 鎖定範圍作更深入的課程 

 

本研究的課程兼顧了幽默理解、幽默創造、社交幽默、幽默因應、幽默態度

以及笑的傾向各向度幽默能力的培養，但研究結果卻發現，僅有幽默創造能力以

及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有所提升，其他能力皆沒有顯著的提升效果。究其原

因，本研究課程的規劃上，較偏重此兩種能力的養成，其他方面則可能教學時數

上稍顯不足。可見，要在短時間內培養一個人多向度的幽默能力確實有其困難之

處。故研究者建議，若訓練的時間不足以面面俱到地培養所有向度的幽默能力，

可將重點擺在某些向度，其他為輔。在研究目的以及課程目標的設定上，依據研

究者設定的重點，配合研究對象的認知發展程度以及在應用上的實用性，設計更

為深入以及精緻的課程，相信對於某些幽默能力的培養更具有效果。以幽默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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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來說，可以使用幽默來因應的情境非常多，包括對方無禮的攻擊、對方非

蓄意性的傷害、自己面臨的尷尬場面、他人的尷尬場面等等，不同的情境可能就

有不同的幽默因應技巧，教學者在課程規劃上就可以考量學習者的需求以及能

力，選擇最適當的一些情境，深入地教導可實際運用的幽默因應技巧。 

 

十一、 不同幽默能力的教學課程應注意實施的順序 

 

不同向度的幽默能力有不同的培養時機，必須養成某些基礎性的幽默能力以

及態度後，才能夠進行因應性、運用性的幽默教學。幽默的態度在所有幽默能力

中應視為最上層的概念，它可能會直接影響到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的能力，因為

唯有認為幽默是正向的、有價值的，個體才有意願去欣賞幽默、接觸幽默以及創

造幽默，否則徒有幽默理解與創造的能力，但不認同幽默、排斥幽默，最終仍不

會表現出幽默的行為(陳學志，民 93)。故幽默訓練課程首要的目標在於幽默態度

的培養，然而在教學方面毋須專設幾堂課程特別對幽默高功頌德一番，態度的培

養必須從不斷地接觸、參與、體驗、討論、省思中領悟而來，從內心自然地湧起

對幽默的價值感與認同。而幽默因應的能力以及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則是屬於

較為應用性的能力，學生必須在養成正向的幽默態度以及具備某些幽默理解程度

以及幽默創造的技巧之後，才能夠並且願意創造出幽默的言語或想法來因應困

境，使其成為一種適應的機制(adaptive mechanism)。若貿然在學生幽默創造的技

巧未成熟時，即要求學生運用幽默來應付各種負向的情境，反而會讓學生無所適

從，並且產生挫折感，而影響到其對幽默的認同與學習動機。 

 

貳、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 幽默教學實施至不同地區與不同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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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北縣某國小六年級的學童為研究的對象，結果發現幽默訓練課程

僅能提升幽默創造能力與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過往針對國中階段學生的幽默

訓練課程成效也不是很理想，故如何能全面性地提升國中小學生的幽默能力，尚

待後續研究的努力。而幽默訓練課程是否適合針對學習階段更低的學童來實施？

該如何規劃適宜的課程？也是可以繼續探究的問題。另外，過往幽默訓練課程也

甚少在台北縣市以外的縣市進行教學，故可將研究範圍延伸至其他的縣市，以瞭

解幽默課程在不同地區的實施成效。 

 

二、 採用更多元有效的評量方式 

 

本研究在幽默感的評量上採用自陳式的「多向度幽默感量表」與能力式的「新

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從兩個方面來評估學生幽默感的高低。但由於國

內測量幽默感的能力測驗僅有「新編幽默理解與幽默創造測驗」，故無法針對學

生的幽默因應與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做客觀能力上的評估，期望後續的研究者

能完成這個任務，讓進行幽默教學的實驗者能利用更多的工具，更完整地掌握學

生幽默能力的變化。當然，社會計量法也是非常有效度的測量方式，尤其是針對

某些特定對象（如低幽默感者）的幽默訓練，更可使用同儕互評的方式瞭解其幽

默能力的改變。除了客觀的測驗，教學者透過課堂的表現、作品的呈現、同儕互

動的觀察等方式，仍然可以大略地進行評估。 

 

三、 觀察學生幽默學習的遷移效果 

 

幽默的能力通常都在人際互動中表現出來，故要更深入瞭解學生的幽默能力

或幽默的使用情形，就必須觀察其日常生活中和他人的相處情形，視其學習效果

是否有遷移至生活當中。故未來研究者可設計一個觀察記錄表，將學生在平時不

經意展露的幽默事蹟記錄下來，可以作為教學的素材，也可作為瞭解學生幽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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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形與幽默能力的工具。甚至，教學者也可要求學生做觀察記錄表，觀察自己

或同儕的幽默事蹟，作為自己或同儕幽默成長的紀錄。 

 

四、 實驗效果的追蹤 

本研究在實驗課程完後的一週立即進行後測，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僅有幽默

創造能力與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力獲得改善。而後因為時間的因素，無法針對實

驗組學生實際運用幽默的情形以及對未來幽默能力的影響作後續的追蹤評估，建

議未來研究可進行長期的追蹤調查，以瞭解幽默訓練課程的長期效果。 

 

五、 探討幽默訓練在教育上的其他功能 

除了幽默感這個變項之外，本研究僅探討幽默訓練對國小學童自尊及人際關

係的影響，後續研究可持續探討幽默訓練在教育上更廣泛的功能及用途，包括對

特定科目的學業成就、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師生關係、班級氣氛等重要因素的

影響，以瞭解並提升幽默在教育上更多元的價值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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