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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海事水產職校導師班級經營風格與學生班級氣氛的

關係。先經由文獻的探討、來瞭解導師班級經風格與學生班級氣氛的理論

基礎和相關之實徵研究，以作為研究架構的理論基礎和編修研究工具之依

據；其次編製問卷，選取樣本進行調查；最後將調查資料加以整理，進行

統計分析與相關研究討論其間差異情形。本章將研究之主要發現歸納做成

結論，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海事職校導師、學校行政單位、師資培育機

構以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將本研究之主要發現歸納如下： 

 

壹、海事水產職校導師班級經營風格與學生班級氣氛現況 

一、導師班級經營風格現況 

海事水產類科導師的班級經營風格總分，平均介於「互動風格」居

多，約佔總人數 59%，其次「干涉風格」約佔總人數 22%；而「非干涉

人數」為最少，約佔總人數 17%。 

若探討各層面，發現「教學層面」在趨向於「干涉風格」比例最多，

約佔總人數 76.2%，其次「行政層面」及「師生關係」偏向於「互動風

格」；「常規層面」則偏向於「非干涉風格」，表示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導師，

整體班級經營風格偏向於互動風格，但在教學層面則偏向干涉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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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班級氣氛現況 

學生整體班級氣氛平均分數為 3.42接近「同意」的程度，顯示學生

班級氣氛屬中上程度。若以各層面進行探討，則以「民主層面」的平均

數最高為 3.59分；「秩序層面」平均數最低為 3.22分。 

 

貳、不同背景變項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差異情形 

本研究之海事水產職校導師變項為「性別」、「婚姻狀況」、「任教科

目」、「服務年資」、「擔任本班導師時間」和「班級學生數」共六項，分別

詳述如下。 

一、不同性別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之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在「教學層面」、「常規層面」和「師

生關係」三個層面上，未達顯著差異；在「行政層面」，則達顯著差異。

經比較平均數後得知：女性導師班級經營風格高於男性教師。 

二、不同婚姻狀況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差異情形 

不同婚姻狀況之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在「教學層面」、「常規層面」、「行

政層面」和「師生關係」四個層面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三、不同任教科目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差異情形 

不同婚姻狀況之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在「教學層面」、「常規層面」、「行

政層面」和「師生關係」四個層面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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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服務年資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差異情形 

不同服務年資之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在「教學層面」、「常規層面」和

「師生關係」三個層面上，未達顯著差異；在「行政層面」，則達顯著差

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後得知：海事職校導師服務年資「未滿 5 年」

者顯著高於「20年未滿 30年」的導師。 

五、擔任不同該班導師時間之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差異情形 

擔任不同該班導師時間之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在「教學層面」、「常規

層面」和「師生關係」三個層面上，未達顯著差異；在「行政層面」，則

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後得知：擔任不同該班導師時間之導

師「半年以下」者顯著高於「1年半以上，2年(含)以下」和「2年以上」

的導師。 

六、不同班級學生數之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差異情形 

不同班級學生數之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在「教學層面」、「常規層面」、

「行政層面」和「師生關係」四個層面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參、不同背景變項學生班級氣氛差異情形 

本研究之海事水產職校學生背景變項為「性別」、「年級」、「科別」、「學

校隸屬」和「學業成績」，共四項，分別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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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性別學生班級氣氛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之學生在「秩序層面」和「民主層面」二個層面上，未達

顯著差異；在「團結層面」和「互動層面」達顯著差異，經比較平均數

後得知：男學生在班級氣氛認知方面皆高於女學生。 

二、不同年級學生班級氣氛差異情形 

不同年級學生之班級氣氛在「團結層面」、「互動層面」、「秩序層面」

和「民主層面」四個層面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三、不同科別學生班級氣氛差異情形 

不同科別之學生在「秩序層面」，未達顯著差異；在「團結層面」、「互

動層面」和「民主層面」，皆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e事後比較得知：在

「團結層面」，輪機科學生顯著高於養殖科、漁業科、食品科學生；養殖

科學生顯著高於漁業科、食品科學生；漁業科學生顯著高於食品科學生。

在「互動層面」，輪機科學生顯著高於食品科學生；養殖科學生顯著高於

食品科學生；在「民主層面」，輪機科學生顯著高於漁業科學生。 

四、不同學校隸屬學生班級氣氛差異情形 

不同學校隸屬之學生在「民主層面」，達顯著差異，但經 Scheffe事

後比較卻無明顯差異；但是在「團結層面」、「互動層面」和「秩序層面」，

皆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e事後比較得知：在「團結層面」，「學校 3」學

生顯著高於「學校 1」學生、「學校 6」學生顯著高於「學校 1」學生。

在「互動層面」，「學校 7」學生顯著高於「學校 4」、「學校 5」和「學校

1」學生、「學校 6」學生顯著高於「學校 5」和「學校 1」學生。在「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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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層面」，「學校 2」學生顯著高於「學校 1」學生、「學校 3」學生顯著

高於「學校 1」學生、「學校 5」學生顯著高於「學校 1」學生。 

五、不同學業成績之學生班級氣氛差異情形 

不同學業成績的學生對班級氣氛認知，無論在「團結層面」、「互動

層面」、「秩序層面」和「民主層面」四個層面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肆、導師班級經營風格類型對學生班級氣氛差異情形 

本研究之海事水產職校導師班級經營風格類型分為「非干涉」、「互動」

和「干涉」風格等共三項，不同班級經營風格類型的導師在班級氣氛在「團

結層面」、「互動層面」及「民主層面」等三層面，未達顯著差異；在「秩

序層面」達顯著差異，經 Scheffe事後比較後得知：「互動風格」顯著高於

「非干涉風格」、「干涉風格」顯著高於「非干涉風格」。 

 

伍、導師班級經營風格與學生班級氣氛之關係 

一、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各層面之相關 

導師班級經營風格之「教學層面」對「行政層面」呈現正相關，對

「常規層面」呈現負相關。「行政層面」對「常規層面」和「師生關係」

呈現正相關。「常規層面」對「師生關係」呈現正相關。而「行政層面」

對「師生關係」兩者間之相關為最高，「教學層面」對「行政層面」之相

關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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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班級氣氛各層面之相關 

學生班級氣氛之「團結層面」對「互動層面」、「秩序層面」和「民

主層面」呈現正相關。「互動層面」對「秩序層面」和「民主層面」呈現

正相關。「秩序層面」對「民主層面」呈現正相關。其中「團結層面」對

「互動層面」之相關為最高，「秩序層面」對「民主層面」之相關為最低。 

三、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各層面對學生班級氣氛各層面之相關 

導師班級經營風格之「行政層面」對學生班級氣氛之「秩序層面」

呈現正相關；導師班級經營風格之「常規層面」對學生班級氣氛之「互

動層面」和「秩序層面」呈現正相關；導師班級經營風格之「師生關係」

對學生班級氣氛之「秩序層面」呈現正相關。其中導師班級經營風格之

「常規層面」對學生班級氣氛之「互動層面」和「秩序層面」之相關為

最高，「行政層面」對「秩序層面」為最低。 

 

第二節 結論 

根據第一節的研究發現，綜合歸納成以下的結論，以作為提出建議之

依據。茲分述如下： 

一、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導師班級經營風格，以「互動風格」人數最多，

其次為「干涉風格」，人數最少為「非干涉風格」。 

研究中發現海事職校導師整體班級經營風格，以「互動風格」人數

最多，顯示目前海事職校導師班級管理方式，大部分皆能掌握到互動要

領。若以各層面分別探究，「教學層面」平均數最高，顯示海事職校導師

對教學目標、設計和學生學習狀況十分重視；「常規層面」平均數雖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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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風格」區域，但相較其他層面，其平均數仍屬最低，顯示海事職

校導師整體對於學生常規並不是十分的要求，偏向於非干涉類型；「行政」

和「師生關係」兩層面平均分數落於「互動風格」區域，顯示導師在此

兩層面上能維持適當的處理原則。 

 

二、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學生班級氣氛整體屬中上程度，其中「民主層面」

為最高，「秩序層面」為最低。 

本研究班級氣氛測量工具採五點量表進行施測，分析結果整體班級

氣氛平均分數為 3.42分，顯示海事職校學生班級氣氛屬中上程度。若以

各層面分析，「民主層面」平均數 3.59 分為最高，顯示海事水產類科學

生同儕之間彼此大部分能相互尊重，而在參與班級活動過程，也能維持

自治自律的互動狀況；「秩序層面」分數 3.22 分，雖位於中位數附近，

但平均數為四層面最低，顯示可能有少部分學生對班級有分歧意見、班

級整體活動略顯雜亂或無班規對學生進行規範等原因而產生之結果；「團

結層面」平均分數 3.38分，相較各層面屬於中等，顯示學生對班上團結

層面的認知滿意程度，偏向滿意的情形。 

 

三、海事水產職校導師會因不同的性別、服務年資和擔任本班導師時間

在班級經營風格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婚姻狀況、任教科目和班

級學生數則無差異存在。 

 

有關導師「性別」部分，經探討究其原因，可能為女性教師在本研

究中，舉凡班級各項大小事務，事必躬親並且要求之情形較男性導師多，

因此女性導師在「行政層面」上的平均分數較男性導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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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年資」部份，顯示「10年以上」年資的導師，因為在班級經

營方面較具經驗與信心，且個人專業素養豐富，熟悉學生的心理特質和

需要，能掌握到班級經營技巧和要領，所以在「教學層面」方面，顯得

較「10年以下」年資教師偏向於干涉風格。 

「擔任本班導師時間」部分，顯示接任時間為「前一年半」的導師，

會因為學生對校內各項規定不甚熟悉且較為被動，故在班級事務方面有

較多機會去干涉和要求班上學生，使學生能符合學校和導師的標準。綜

合上述理由，目前擔任該班導師「一年半以下」之教師在「行政層面」

上較擔任「一年半以上」的教師偏向於「干涉風格」。 

「不同婚姻狀況」、「任教科目」及「班級學生數」在本研究中未呈

現顯著差異，可能是導師普遍已對班級經營方式、策略有正確的認知，

以及社會期待、和師資培育訓練達到相當功能等因素，使得教師不會因

生活型態或專業素養的不同而對班級經營有所差異。 

 

四、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因不同的學生性別、科別和學校隸屬在學生班

級氣氛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的年級和學業成績則無差異存在。 

有關學生「性別」在「團結」與「互動」層面所產生之差異，探究

原因，可能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學生班級學生成員，絕大部分男學生居多，

女學生居少數，在班級社會體系交互作用過程當中，難免因人數比例懸

殊、包容程度和價值觀不同，造成意見或地位不平等，因而形成認知上

的差異。 

有關學生「科別」在「團結」、「互動」、「民主」三層面所產生之差

異，其中輪機科學生平均數皆較其他科別為高，探究原因，輪機科學生

班級成員，男學生人數比例佔絕大部分，與同性互動方式也較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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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於顯性的行為表現，縱使有些許不愉快，也會在經過一段時間後，

彼此相安無事。由於學生特質大致相近，因此，其班級氣氛滿意程度相

對較他科為高。 

「學校隸屬」部分在「團結」、「互動」、「秩序」及「民主」四個層

面所產生之差異，其中「學校 1」部分其平均數皆低於他校。探究原因，

可能為該校與都會地區相鄰不遠，且大部分招收學生來自於外縣市，來

自於不同地方文化與家庭背景，而且學生平日獲得資訊多元快速，間接

促使學生個人主觀意識或自治力較其他海事學校學生為高，而致使班級

氣氛滿意度相對於他校，屬於偏低的情形。 

「年級」和「學業成績」在各層面未有顯著差異，探究原因，可能

歸咎於學生本身價值觀和學習環境等背景與特質相近，因而使得不同年

級和學業成就的學生對班級氣氛的認知情形無明顯差異。 

 

五、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會因導師不同班級經營風格類型，對學生班級氣

氛「秩序層面」有顯著差異存在。 

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班級經營風格類型」導師對「學生班級

氣氛」中「秩序層面」會產生顯著差異，進一步比較發現，「干涉」和「互

動」風格導師比「非干涉」風格導師之平均數為高。印證了學生班級氣

氛「秩序層面」之良窳，與導師班級經營態度或風格有密切的關係。換

言之，不同班級經營風格類型導師，將會反映出不同的教室秩序。 

因此，由本研究可清楚明瞭導師若能時常關注班級經營各個層面，

那麼班級整體秩序會顯得較有規律。 

 

六、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對學生班級氣氛之相關性達顯



 148

著水準。 

由統計結果發現，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在「行政層面」、「常規層面」

和「師生關係」共三層面，若偏向「干涉風格」，則學生在班級氣氛中「秩

序層面」、「互動層面」的感受程度會呈現正相關的情形。由上述結果顯

示，班級導師若時常關注班級事務推展、學生生活常規能否遵行和維持

應有的師生關係，則班級的秩序將會顯得更有規律，學生同儕彼此的關

係會變得密切、懂得互相幫助和自治自律，產生小團體影響班級氣氛之

情形將會降低，而班級整體的表現，諸如：生活榮譽、學術或體能競賽，

將相對提升，學生自我價值和歸屬感亦隨之增強。 

 

第三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文獻探討、研究結果、討論與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以

供導師、學校行政單位、學生及未來進一步研究者之參考。 

 

壹、對導師的建議 

一、導師應多交換班級經營的經驗，使教室管理步入正軌 

本研究不同導師背景變項上，發現女性導師比男性導師在班級行政

層面上偏向於干涉風格、年資較深的導師比年資淺的教師在班級教學層

面上偏向於干涉風格，和「擔任該班導師時間」較少的導師比「擔任該

班導師時間」較多的導師偏向於「干涉風格」的有趣結果。 

針對上述結果研究者建議導師應多相互交換班級經營經驗，諸如：

男性導師多學習女性導師細膩與親和的特質、服務年資淺的導師多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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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深導師豐富的教學與帶班經驗、資深導師多關照資淺導師，並且每

位教師都能要求自己始終保持著教育的熱誠，多關注班上各項事務，訂

定班級常規，並且有效管理，如此教室管理方能步入正軌，班級整體氣

氛才會呈現較佳情形，而學生個體的自我價值與歸屬感亦將隨之增強，

班級整體凝聚力遂之提升。 

二、導師應多關心學生，鼓勵參加活動，以降低不良班級氣氛的形成 

本研究發現學生班級氣氛會因學生性別、科別和學校隸屬不同而在

認知上有所差異，因此導師平時應多注意學生與同儕相處和其內心感

受，必要時予以個別輔導，用心聆聽，並適時的協助個案解決問題，化

解不必要的誤會，避免產生不良的班級氣氛。 

平時多鼓勵班上學生多加參與學校所舉辦的各項學術、體能、才藝

等各種班際競賽活動，讓學生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培養榮譽心、包容

心和向心力，以建立良好的班級氣氛，如此，學生在良好的班級氣氛下

學習成長，班級整體表現，諸如：生活榮譽、學藝競賽、體能競賽等，

將會呈現良好的水準，對學生未來踏入新環境所產生的適應性與態度，

也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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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學校行政單位的建議  

一、學校應定期舉辦研習活動，提昇教師專業知能 

當前環境變遷快速，社會價值多元，面對多變的環境，站在第一線

的教師，時常因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而感到無所適從，基於此點，學校

應定期辦理諸如：法律常識、教學觀摩、輔導知能或班級經營等相關研

習活動，使教師更能將所獲得的資源和知識，運用在班級經營上。 

二、學校多辦理各項活動，提供共同學習平台，讓學生良性互動 

學校活動除正式課程外，各種課外和競賽活動都需要定期舉辦，營

造一個課外學習活動平台和多項獎勵措施，讓各班學生有目標去積極參

與，促使學生在練習或競賽的過程中，充份發才能，肯定自我，增進學

生同儕互動，提升各班整體向心力。而各班導師則以輔導的立場，鼓勵

學生參加校內或校外各項活動，發揮有效的班級經營。 

三、辦理各種教育輔導活動，促進學生健全發展 

本研究發現班級氣氛會因學生性別、科別和學校隸屬不同在認知上

有所差異，因此學校應運用融入教材、小團體、班級輔導或全校性輔導

等各種方式，辦理諸如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等相關活動，

促使學生養成自治自律、守法和相互尊重、包容多元文化的良好觀念，

促使學生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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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學生的建議 

一、培養包容多元價值和尊重他人的素養 

本研究發現，學生會因「性別」和「科別」不同，分別在「團結」、

「互動」和「民主」等三層面，滿意程度有明顯差異；而在「隸屬學校」

不同，分別在「團結」、「互動」和「秩序」等三層面在滿意程度上有所

差異。綜合上述所呈現的現象，研究者建議海事水產職校學生，平日與

同儕相處，應該培養對多元價值相互包容與尊重、相互關心與扶持的素

養，遇到意見不同時，應理性溝通解決，避免感性用事或樹立小團體，

造成班級氣氛的不和諧，進而影響班級整體表現。 

二、積極參與各種活動，提升向心力和正向人生觀 

學校若舉辦各種學術、生活榮譽或體能競賽活動，同學應積極參與，

在準備與競賽活動過程當中，和同儕相互鼓勵與扶持，久而久之，彼此

之間的凝聚力和默契便會提升，班級整體氣氛就會和諧，班級整體表現

就會提高。若能在學校或班級能養成正向態度，日後對自己踏入新環境

的適應性，也將會有所幫助。 

 

肆、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僅限於海事水產職校導師及學生，因此結果只能

做有限的推論。故未來研究可將研究對象擴及其他類科或職業學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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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更可以顧及各層面的代表性，研究對象也可以涵蓋導師與任課教師，

以增加資料之豐富與完整性，以瞭解之間的差異。 

二、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施測對象填答時可能受到受者自我防衛、社

會期望與是否據實或認真作答等因素影響，不易掌握受試者的真實反

應。所以在未來的研究時，可考慮輔以訪談法或觀察法，以獲得更深入

的瞭解。 

三、在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僅以導師背景變項、學生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導師班級經營

風格、學生班級氣氛為依變項，探討之間差異及相關情形。雖已獲得具

體結論，可是導師班級經營風格的影響因素甚多，仍有不少中介變項未

納入，諸如：導師哲學信念、人格特質與導師班級經營風格之關係，值

得進一步探討。 

而對班級氣氛的影響因素中，亦有不少中介變項尚未納入，如學校

規模、學校資源、學生入學成績、家庭背景和學生自我概念等，以上種

種中介變項是否會對導師班級經營風格或班級氣氛有所影響，均值得進

一步探討。 

四、在研究範圍方面 

理想的導師班級經營風格，應該由師生所共同認定的知覺，本研究

之「導師班級經營風格問卷」僅考慮導師知覺部分，未來研究可考慮配

合進行學生對導師班級經營風格知覺的研究，以做為師生對班級經營風

格知覺差異的探討，也提供導師作為改進班級經營風格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