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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師都會用獎勵和處罰的方式來管教學生，經過我們訪談 2 位老師後，歸

納出以下的結論： 

一、獎勵制度： 

  (一)獎勵方式：老師都會口頭讚美學生、送禮物和請同學吃東西。挑選食物

時，會以健康、尺寸小、可以馬上吃完，不會影響教學活動為考量。 

  (二)同學對獎勵的期望：老師都能接受學生以減少功課、用教室電腦和轉換

課程做為獎勵。1.王老師會減少國語功課，吳老師則是英文作業。2.王老師比

較少讓學生使用電腦；吳老師允許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電腦上網。3.當教學進

度超前時，老師都會答應學生轉換課程，做一些比較輕鬆或有興趣的課。 

  (三)奬勵效果：有沒有效，存在個別差異，要看小朋友的行為表現、表情和

反應有沒有修正過來，有效的話，小朋友會有開心的表情，若是無效會有厭倦、

不喜歡的動作，就需要再重新調整獎勵制度。 

二、處罰方法： 

  (一) 老師都會用「口頭規勸」、「站立反省」和「禁止下課」的方式，來處罰

學生做錯的事。也用「功課加倍」、「罰寫」和「勞動服務」方式管教學生，找

學生不喜歡的東西去制約他。 

  (二) 學生討厭的懲罰：都會使用禁止下課，來糾正學生的行為。王老師也會

使用「功課加倍」和「罰寫」來處罰學生，因為同時可以幫助學生認字和熟悉

課文。吳老師認為這沒有處罰到學生，有可能讓學生失去「學習是很快樂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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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的想法。 

  (三) 懲罰效果：學生存在個別差異，無法用同一種懲罰方式管教所有學生，

需要根據學生特質決定。有沒有效，在於學生有沒有停止錯誤的行為。 

   (四) 其它老師的處罰方式：聽過處罰學生做出太空椅的半蹲姿勢、罰寫 100

遍、做體能訓練和咆哮學生，不認同也不採用這些做法。 

三、連坐法 ： 

  (一)老師都不贊成以連坐法的方式來管教學生，且連坐法會把問題擴大，處

理上更加棘手，因此不會採用連坐法。 

  (二)看到其它老師用連坐法處罰學生，不會馬上制止，尊重老師的管教自主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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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這份研究訪問老師們對學生的獎勵與處罰方式的看法。我們的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說明如下： 

一、研究動機 

    那天要到隔壁班找同學玩躲避球，卻發現他們被禁足，不能下課，只能待

在教室，好可憐哦。和同學聊天時，他說禁止下課還算是小事，有一次他被老

師罰抄寫課文，寫到手好酸。我們很好奇每位老師處罰學生的方式都不一樣嗎？

還是有些是相同的呢？除了處罰外，老師們獎勵同學的方法又有哪些不同呢?我

們決定扮演小記者去採訪老師們的想法，了解老師獎勵和處罰學生的目的。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我們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 老師獎勵制度的使用和看法。 

(二) 老師對處罰方法的使用和看法。 

   (三)   老師對連坐法的使用和看法。 

三、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我們列舉出和研究的相關問題，當做訪問調查的重點。 

(一) 老師常用的獎勵有哪些？ (包含方式、有沒有效，)  

(二) 老師常用來處罰學生的方式有哪些？(包含方式、有沒有效)  

   (三)老師對使用連坐法來處罰學生是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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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文獻探討 

    不只是老師們會透過獎勵和處罰的制度來管教學生，連爸爸媽媽也會，我

們透過網路蒐集有關獎勵和處罰的資料。整理如下： 

    謝府昌、鄧福麒、林位餘(2001) 在維持教室秩序的文章裡建議：「學生在

行為上或學業上表現不錯時，給予適當獎勵，目的是鼓勵類似的表現反覆出現。

獎勵方式包括：口頭的稱讚、象徵性的獎勵和實質的獎勵，如請吃東西、送小

禮物等等，可激勵全班學生繼續做出好的表現。」 

    林彥佑老師 (2019)曾在翻轉教育中提到：「獎勵制度可以提升孩子學習動

機，是最直接、最能引起學生共鳴的做法，包括給點數換獎品、換自選座位、

換免寫作業一次、換提早下課、換全班出遊、換聚餐…等。」 

    在商業周刊創意處罰 50 招裡也建議父母在處罰孩子後，可根據孩子 特質、

年齡、最愛，用一些有創意的獎勵招數：  

一、量身訂做型：送他三個願望；幫小孩養小豬撲滿一次；畫一張他的可愛肖

像送他。  

二、公開讚美型：在聯絡簿留言，請老師公開讚美；製作寫上他良好行為的獎

狀，由家人簽名送給他。  

三、免除勞務型：賦予他一次指揮權，可以監督、分配家人做家事；幫他整理

房間一次。  

    而葉俊麟等人(2014)的調查發現，大多數同學覺得老師目前的獎勵方式有

效，因此老師或父母在進行管教時，為了增強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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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可以使用不同的獎勵制度來達到效果。 

    葉俊麟等人(2014)調查新營國小老師較常使用的處罰方式依序是：不能下

課、口頭規勸、罰寫等。而莊韻彬等人(2005)對桃園縣富台國小六年級學生進

行研究，調查他們對於「懲罰」的看法，發現老師最常見的處罰方式依序是挨

罵、罰寫、罰站、禁止下課等。 

    商業周刊在創意處罰 50 招裡，也列出幾種創意處罰類型，讓家長不必打罵，

也能教好孩子，如： 

(1)替代補償法：扣小孩用零用錢、做額外家事，或透過文字、圖畫、活動等方

式反省。 

(2)權利剝奪法：把小孩最喜歡的東西或享受，在一定時間內剝奪 

(3)重複練習法：要求把對的動作，多做幾遍。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管教學生或孩子都需要用對方法，才能讓他們修正

自己的錯誤，做出正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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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這份研究在了解老師們管理班上學生所使用的方法，我們採用訪問調查

法，並且把採訪到的資料做分類歸納整理。 

一、研究對象：一位是教書 30 幾年的王老師，目前擔任一年級的導師；另一位

是有 10 年教學經驗的吳老師，現在是六年級的導師。 

二、研究工具： 

 (一)擬訂採訪大綱：由我們三位同學先腦力激盪寫出想問的問題，再依據採訪

大綱(如附錄一)做為研究工具，先在教室內進行模擬採訪練習(如圖一)，再跟

老師約定時間和地點，在學校內的教室進行實地採訪，如圖三。 

 

圖一：模擬採訪練習 

(二)採訪工具：我們在徵求老師的同意後，以手機和相機進行錄影， 如圖二。 

透過採訪大綱進行訪問，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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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採訪工具 

 

        

圖三：小記者採訪 

    (三)研究方法：上網查資料時發現我們想研究的題目，已經有人用「問卷

調查法」研究過了，於是我們參考新營國小所做的「國小學生對老師獎懲看法

調查」，對我們感到好奇又想深入了解的問題，改用半結構性的訪問調查法進行

採訪，訪談中再根據 2 位老師的回答，試著延伸問題，做更深入的了解，採訪

完後回學校再進行逐字稿的聽打，之後再請老師們檢閱我們整理的資料，確認

訪談內容沒有錯誤。 

   (四)研究限制：老師們在學校的工作都很忙，徵詢幾位老師的意願後，只找

到兩位老師能夠撥空接受我們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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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我們根據研究目的分為三節：第一節是老師獎勵學生的方法，第二節是老

師懲罰學生的方式，第三節是老師對使用連坐法的看法。 

第一節 老師獎勵學生的方法 

一、 老師的獎勵方法 

    王老師的獎勵為口頭讚美、送禮物和請小朋友吃餅乾糖果巧克力等零食；

吳老師的獎勵是口頭獎勵、記點和請吃食物。2 位老師在口頭讚美和請同學吃東

西的獎勵上相同，口頭讚美這種獎勵方式，在葉俊麟等人(2014)針對新營國小

老師最常使用的獎勵方式中，也是排行第一名。只是王老師在挑選食物時，會

以健康為主。吳老師買的零食以尺寸小，可以馬上吃完，而且不會影響教學活

動為考量。 

王老師： 

    「第一個口頭讚美，再來會請小朋友吃餅乾、糖果或巧克力，盡量不要有

色素的糖果，巧克力會買比較苦的，甜的、巧克力的成份都不多，巧克力成份%

數高對身體也不錯。像亞麻仁的餅乾，都是買比較好的餅乾請小朋友。」 

 

吳老師： 

    「最常用的是口頭獎勵、記點和食物獎勵。食物用小餅乾、小糖果直接獎

勵他們。獎勵的重點，讓孩子知道老師是認同他的行為，我會考慮孩子喜歡吃

的，但不會特別去挑孩子喜歡吃的，特別去挑孩子喜歡吃的的話，反而會讓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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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著重在食物上。會挑他們可接受的，在教室管理上是方便的，不會給孩子糖

果，糖果要吃很久，孩子嘴巴有糖果時，可能無法進行下面的活動，有些孩子

拿到獎勵後會立刻吃，叫他待會吃，獎勵效果會比較弱一點，比較常用的是小

餅乾、軟糖，第一個是小，第二餅乾、軟糖吃完就沒了。77 乳加，這也是可以

的，孩子很快就吃完了，我不會給孩子大的，像 snickers 太大了不會給孩子。」 

     由此可以知道，即使不同學校，老師們所運用的獎勵方式也會有些相同，

畢竟它對管教學生是有效的。 

    而王老師的送禮物和吳老師的記點換禮物，都是給小朋友禮物，但禮物給

的不太一樣。 

王老師： 

   「會買禮物送給小朋友，禮拜一的時候，每個小朋友都會給他們，我覺得有

些小朋友有領到，有些沒有，看到那些沒有領到的，心裡會有點不捨，所以我

都通通有獎，獎品就會分不一樣，至少每個人都會領到。」 

吳老師： 

   「我會有一個笑臉印章，蓋在小朋友的作業簿上，就是記點，期末成績結算

使用，可以換文具，像橡皮擦、自動鉛筆、尺、筆記本，我希望給他們的東西

都是有用到的，紅筆他們很常會沒有，所以我會給他們的紅筆。」 

    與林彥佑 (2019)在提升孩子學習動機的 6 個方法中所建議的方法相同，就

是實施獎勵制度，包含給點數換獎品、換自選座位和換免寫作業等。可以發現

老師們為了有效管理學生，所使用的策略都很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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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位老師所使用的獎勵方式和李冠萩(2007)針對台東縣國小學生常見行為

之有效賞罰策略研究中相符合，研究中發現「給予讚美、摸頭或請同學鼓掌、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小幫手」、「給予自由活動時間（遊戲、閱讀、打球）」、

「給予成績加分、聯絡簿蓋獎勵章或發給獎勵卡（可以換獎品）」、「給予我

們喜歡的食物或物品（文具、玩具）」都是能有效管教學生的方法。 

 

二、學生希望的獎勵前三名，分別是減少功課、用教室電腦、轉換課程，老師

們對這些要求的看法。 

(一)減少功課方面：2 位老師都能接受學生以減少功課、用教室電腦和轉換課程

做為獎勵，減少功課部份王老師會減少國語功課，吳老師則是英文作業。而減

少功課在葉俊麟等人的獎勵調查中，也是排行第二名。可見老師們在奬勵學生

時，也會考慮學生的需要，投其所好。 

王老師： 

   「減少功課我會用，減少的話通常都是國語的部分，數學練習卷是一定不會

減少，就一天一張嘛，那國語的部分就全班一起比較少或全班一起比較多。」 

吳老師： 

   「這三個都是我可以答應的東西，但是它通常很少會讓我用來當作獎勵，減

少功課一定會出現! 當我發現孩子程度已經到了，或者他不需要那麼多過度的

練習，就會減少他的功課，也是一個獎勵；我的功課本身就不多，我之前的教

學經驗是英語課，通常會減少英語作業，很少會有抄寫的功課，抄寫單字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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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人的。」 

 

(二)使用教室電腦：由於教室只有一台怕造成學生爭吵或學生使用不當而當

機，所以王老師比較少讓學生使用；吳老師允許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電腦上網。 

王老師： 

   「我們比較少讓一年級的小朋友用教室電腦。以前電腦裡面會有一些評量，

我會讓他們用，但平常我就不會讓他們用，教室電腦只有一台，用下去反而會

造成小朋友之間會爭吵，常常下課我就會坐在電腦前出功課，他們玩的時候我

就什麼事都不能做，萬一他們把我的電腦弄到掌掉，就會比較麻煩。」 

吳老師： 

   「我會讓他們在課餘時間用教室的電腦，例如下課時間，上課偶爾也會，那

孩子就已經會很開心了。」 

 

(三)轉換課程方面：2 位老師的想法一致，就是當教學進度超前時，都會答應學

生轉換課程，做一些比較輕鬆或有興趣的課。 

王老師： 

   「轉換課程沒用過。如果跟我自己的課程轉換，也要考慮到我的教學進度。

領先時會，有時候得看情況，比如課程已經比進度快很多，我就會考慮說這一

節課讓他們看個影片、畫畫啊，讓他們輕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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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老師： 

    「我最常用的獎勵就是轉換課程，我原本是上英語，小朋友表現很好，進

度很快就會轉換課程，說現在來練習唱英文歌。孩子能夠喜歡，也能夠讓孩子

們感覺到被獎勵到。轉換課程如果是獨立研究一定的進度，就讓他們研究自己

有興趣的，在合理的範圍內自己上網。」 

 

三、老師們辨別獎勵有效或無效的方法 

    王老師認為獎勵有沒有效，要看小朋友的行為表現有沒有修正過來，而且

存在個別差異，但禁止下課絕對是有效的；吳老師也認為可以從小朋友的表情

和反應看出獎勵是否有效果，有效的話，小朋友會有開心的表情，若是無效會

有厭倦、不喜歡的動作，那時再重新調整獎勵制度。 

王老師： 

   「小朋友現在一年級，當下會很乖，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又忘記，要常常去叮

嚀約束他們，要適當的鼓勵和懲罰。看他的表現到後來有沒有做一些修正，有

些方法有效，同樣的方法對某些小朋友不見得有效。禁止下課大部分有效，有

些小朋友都很棒，會有責任把自己的事都做完，有些小朋友事情沒做完也不管

就出去，我就會說不準下課，要趕快把事情做完。事情沒做完會請小朋友把他

叫回來把事情做完，做完的話，下一節我就給你出去玩。我覺得從小就要讓孩

子知道說，這是你該做的事，你不能放著不做，這是一個學習的態度和責任的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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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老師： 

   「我覺得我這幾個獎勵都還蠻有效的，第一個就是口頭獎勵學生，孩子都喜

歡被老師讚美!具體說出孩子的行為是對的，在獎勵後，他通常會保持那個行為

的出現，跟老師維持正向的關係。第二個，食物獎勵有時候會讓教學活動更活

潑，孩子可以更有興致，讓他們可以有些競爭性，例如說我們現在要玩遊戲，

會有勝利的跟輸的，過程中去激發孩子的鬥志。 

    沒有效的獎勵，是因為你的獎勵太過浮濫，或活動任務太簡單，簡單到孩

子不用努力，就可以獲得獎勵，你就會發現孩子興致缺缺，第二個可能你說的

食物他不喜歡吃的，那我們可能改變給食物的東西。有效的話，孩子會有開心

的反應，沒有效他們通常就會有厭倦的反應，就是說，「噢!又是這個，有沒有

別的？」我們就知道獎勵有點太過浮爛了，就要減少一點。 

    而在葉俊麟等人(2014)研究中發現，老師們的獎勵制度中有 71%是學生認為

有效的，由此可知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們，大都會透過有效的獎勵來管教班上

學生。 

第二節 老師懲罰學生的方式 

一、學生犯錯，會使用的懲罰方式 

    2 位老師都會用「口頭規勸」、「站立反省」和「禁止下課」的方式，來處罰

學生做錯的事，和莊韻彬等人所做的「對學生最有效的懲罰方法」相同。前二

種處罰，在葉俊麟等人(2014)研究老師最常使用的處罰方式中，分別是第二名

和第五名。口頭勸告在李冠萩(2007)的有效處罰方法中排名第三。 「禁止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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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葉俊麟等人研究中，是老師最常處罰學生方法裡的第一名，最不希望被懲罰

到的第二名，而在李冠萩的研究中，這是第二個有效的處罰方式。 

王老師： 

   「第一個我會罵，口頭上會糾正他們，第二個有時候會讓他們站立反省，大

概一兩分鐘後坐下，禁止下課也有，就是不能離開教室，坐在位子上看教室的

課外書，讓他的心靜下來，把沒做完的事情做完，被處罰的孩子通常就是上課

在玩，每次都拖拖拉拉的，我就說你不能下課，你就是要把它補完。調皮搗蛋

影響別人也叫他坐下來看書，早修沒寫完的或者功課在家裡沒寫完的，下課也

叫他們來補。」 

吳老師： 

    「我最常用的方式是口頭告誡，跟孩子們講說他那裡做錯了，那個錯誤是

會傷害到影響到其他同學，沒有辦法口頭勸告讓孩子知道他做錯事，就會用站

立反省，10 分鐘以內，時間到就可以回座位或是跟我談一談就可以離開。站立

反省的功能，是要暫停孩子不適當的行為，不是用那個量拉扯他或者變成報復

性的懲罰；禁止下課會用到，可能是我要跟孩子討論事情、讓他幫忙整理資源

回收箱和垃圾桶或是這一疊作業幫忙按照號碼把它排好。」 

    而王老師會另外用「功課加倍」、「罰寫」和「勞動服務」方式管教學生。 

王老師： 

「功課加倍，比如說五次變一行或圈詞兩次變 4 次，讓他們多練習，一直講不

聽或容易分心的孩子，他沒有寫那麼多，我趁這個機會讓他在多寫多練習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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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記住，另一層意義是想要幫助他，讓他能夠趕快把字學起來；說你們再不乖

就去打掃教室或走廊，可是這個都還沒有用到，比較常用到的就是前面那個三

個。更進階的懲罰可能就是會罵他，或者跟父母聯絡，告訴他的父母說他今天

的情況很嚴重，我不喜歡動手打小孩，所以教室沒有棍子。」 

        若是學生不認錯，吳老師會利用下課時間「找學生晤談」。 

吳老師： 

「我會下課跟他談，不會在上課，孩子還在情緒上跟他講這件事，孩子不認錯

一定有他不認錯的想法，課堂上有進度，沒有辦法用課堂的時間讓全班一直聽

他的理由，我就會說站立反省，不認錯的話我就讓他休息，下課時再談，這也

算是懲罰吧，下課時間沒有了。」 

    吳老師甚至覺得學生的行為很嚴重，還是沒有改善，會轉介轉導老師或告

知家長。 

吳老師： 

「破壞規定最常見的就是他的人緣會不好，我們去規勸他，內容對他有利，他

可以理解，最後可以幫助到他人緣變好，需要花時間跟他講，有些孩子除了老

師的一般管教外，還需要有輔導老師長期跟他講道理。正向獎勵沒有效，或負

向懲罰行為減少他行為也沒成效時，會轉介輔導老師，可能要告知家長，孩子

的行為家長也要擔負責任。」 

    莊韻彬等人針對桃園富台國小學生進行調查發現，老師對我最有效的處罰

方法中，前四名分別是：「挨罵、罰站、罰寫和禁止下課。」由此可知，老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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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學生不喜歡、卻有效且改善學生行為的處罰方式。 

二、老師們對同學不喜歡的處罰前三名，功課加倍、禁止下課和罰寫的看法。 

     2 位老師都會使用禁止下課，來糾正學生的行為。 

王老師： 

   「希望他靜下來，孩子太浮躁，連上課時間都在玩，下課時間他是不是更想

出去玩，用這種制約方式，那他會『ㄟ！我寧可下課出去玩，還是上課玩、還

要被罵，而且不能玩得很盡興。』讓孩子能夠去判斷思考這件事。」 

吳老師： 

   「禁止下課會用到，會留下跟孩子討論事情，而不是就把孩子丟在教室讓他

們很無聊，讓他事情做完就可以下課，比如這一疊作業幫忙按照號碼把它排好、

整理資源回收箱和垃圾桶。我會派任務給他，在下課時間要求他完成額外的任

務。」 

    王老師也會使用「功課加倍」和「罰寫」來處罰學生，同時幫忙學生認字

和熟悉課文，但吳老師認為這 2 項處罰沒有處罰到學生，而是老師。 

王老師： 

   「功課加倍一般都是國語，一直講不聽或容易分心的孩子，他沒有寫那麼

多，趁這個機會讓他多練習能夠把字記住學起來。多寫幾次至少能記下來，有

懲罰的意義，還要幫助他把所學的記住；「罰寫」就是功課讓他多寫，比如說五

次變一行，或圈詞兩次變 4 次，下課沒有讓他們在教室罰寫啦，早修沒寫完或

功課在家裡沒寫完，下課叫他們來補。他們現在在學生字，都是叫他們寫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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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是 10 格，是 10 字。」 

吳老師： 

   「我不會讓孩子功課加倍，也不會讓他們罰寫，我覺得這是懲罰老師，不是

懲罰學生，我要處罰你，結果我要改兩倍的功課，是對老師莫大的處罰。老師

願意改你們的功課，要覺得老師很偉大，給他們加倍，我是在懲罰我自己。」 

我們提議說：「但是你可以給他加倍又不要改。」，但吳老師認為沒有必要。 

吳老師： 

   「沒有道理，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不希望孩子覺得學習都是抄抄寫寫很

痛苦。罰寫的話，我曾經讓孩子寫他罵的髒話，要求他用那個字造句，造十句

才能下課。」 

 

三、辨別有效或無效的懲罰 

    2 位老師都認為學生存在個別差異，沒有辦法用同一種懲罰方式來管教所有

學生，需要根據學生的特質決定。而有沒有效，在於學生有沒有停止錯誤的行

為。 

王老師： 

  「個別差異不一樣，有些能夠自我約束，他們一年級，還不太了解他們的對

錯，屁股比較坐不住。有效和無效從我懲罰他之後，他改變的持續時間的長短。

時間不一定，有一些人很快就改過來，有些人就是短暫時間又重複同樣的行為，

你要不斷的提醒他，我會用次數給孩子時間成長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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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老師： 

  「沒有辦法停止孩子的行為就是無效，要看那個孩子的狀態，有些孩子常接

觸暴力性的懲罰，對口頭告誡比較無感，我們不能說哪一種方式無效，他因人

而異，有些人可能口頭告知，就知道有危險要小心。有些受暴力式的管教，對

口頭告誡比較無感，生活經驗都是一拳揍過來，他會預期你沒有揍過來前他都

是可以做的，那管教方式就會無效。有效和無效從孩子有沒有停止他的行為和

反應看出來。有些孩子的反應比較桀傲不遜，可能斜眼看你啊，那你的管教可

能是無效的，另外利用下課時間去跟他用談的、用解說的、說理的方法來解決。」 

 

四、其他老師的獎懲方式 

    王老師聽過有老師處罰學生做出太空椅的半蹲姿勢，吳老師聽過學生被罰

寫 100 遍，做體能訓練和咆哮學生，2 位老師對其它老師的做法都不認同，也不

採用。 

王老師： 

   「以前聽過會有人罰半蹲或者提水桶、坐太空椅，孩子是需要鼓勵跟適當的

懲罰，懲罰會造成孩子身體上的問題就不好，不會影響孩子身體上的一些狀況

是 ok 的，現在不可能有這個東西了。」 

吳老師： 

    「印象深刻的是小朋友被罰寫一百遍，我是不太認同到 100 遍、200 遍，處

罰孩子要聚焦到建立孩子正確的行為，譬如說他剛在罵髒話，我的目標要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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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學會使用這個字，處罰常常會不小心偏離處罰核心，變成是報復性的處罰；

我不太喜歡看到老師咆哮學生。老師知道有時候孩子要罵，一個聲音大了，孩

子安靜了，老師要跟孩子講理由，不能再跟孩子用咆哮的方式，罵完後，孩子

還是沒有在思考，他會害怕。」 

第三節  老師對使用連坐法的看法 

    王老師雖然曾經使用過連坐法，吳老師則沒有。 

王老師： 

   「以前難免會有用到，但是次數很少。老師也會思考到對那些乖的同學是不

公平的，所以盡量不用，會說不乖的人不要出去，乖的人可以下課。連坐法的

另一種想法，要讓犯錯的小朋友去反省說，我的問題讓其他人跟著受累，讓他

能夠有同理心，會覺得說我以後不該這樣子牽連到別人，有的小孩子很聰明、

很成熟，可以想到這一點，大部分孩子是沒辦法，所以連坐法盡量少用。」 

    但 2 位老師都不贊成以連坐法的方式來管教學生，畢竟讓守規矩的學生也

跟著受罰，是一件不太公平的事。王老師會告訴學生理由， 

王老師： 

   「很乖的人會先跟他們講鼓勵他們，不是你們的問題而是那些人，你們可以

在位子上看書，不一定每一節下課要出去，不對的小朋友可能會讓他們罰寫。」 

    而當連坐法對那個犯錯的同學無效的話，王老師會單獨懲處學生。 

王老師： 

   「單獨懲處啦，我會看每個孩子，這個孩子他特別喜歡下課，你就不讓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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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這個孩子不喜歡寫功課，我們就讓他寫功課，就找他不喜歡的東西去制約

他。」 

吳老師認為連坐法會把問題擴大，處理上更加棘手，因此不會採用連坐法。 

吳老師： 

    「我不太會用這種方法，不喜歡把一個人的問題變成全班的問題。我屬於

單挑型，孩子還未成年，代表他們的父母，一個孩子犯錯只要處理一對父母就

好了。連坐法的話，我要處理一整班的家長，是給我自己找麻煩。」 

    而當看到其它老師選擇用連坐法處罰學生時，2 位老師當下都不會馬上制

止，尊重老師的管教自主權，事後王老師會找那位老師聊聊連坐法的優缺點，

吳老師會視情況了解學生狀況，真的發生肢體衝突才會制止。 

王老師： 

    「不會馬上制止，事後在聊天過程當中，會跟他討論一下連坐法的好壞。

老師都有他的自主性、教學方式和管理學生的方法，只能跟他聊談，讓他自己

去想這樣 O 不 OK。每班孩子不一樣，老師在帶這個班時，會慢慢找尋最適合的

方式，也許連做法對他們班很有效，事後看老師怎麼引導很乖的孩子。」 

吳老師： 

    「我不會，我會尊重老師的管教權，我只會說那個班好可憐哦，被處罰了。

事後去關心他發生什麼事情。除非發生肢體衝突， 才可能會進去制止他， 譬

如說老師打學生或是學生打老師，我會把他們拉開，幾乎 95%我不會去干涉老師

的管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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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老師們處罰學生的原因為何，懲罰的目地在於導正學生的行為，在莊

韻彬等人(2005)的研究中，發現 75%的學生認為做錯事是需要懲罰的，62%的人

認為老師的處罰是合理的，受到超過半數的人支持，由此可知老師在班上適當

的管教與處罰學生是能被採納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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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研究目的，我們把老師對學生常用的獎勵制度、處罰方法和連坐法的

看法做成結論。 

一、獎勵制度： 

  (一)獎勵方式：獎勵的重點在於孩子知道老師是認同他的行為，老師都會口

頭讚美學生和請同學吃東西。王老師在挑選食物時，會以健康為主。吳老師買

的零食以尺寸小，可以馬上吃完，不會影響教學活動為考量；王老師的送禮物

和吳老師的記點換禮物，都是給小朋友禮物，但禮物給的不太一樣。 

   (二)同學對獎勵的期望：老師都能接受學生以減少功課、用教室電腦和轉換

課程做為獎勵。 

1.減少功課部份王老師會減少國語功課，吳老師則是英文作業。 

2.王老師比較少讓學生使用；吳老師允許學生在課餘時間使用電腦上網。 

3.當教學進度超前時，老師都會答應學生轉換課程，做一些比較輕鬆或有

興趣的課。 

   (三)奬勵效果：老師們認為獎勵有沒有效，存在個別差異，要看小朋友的行

為表現、表情和反應有沒有修正過來，有效的話，小朋友會有開心的表情，若

是無效會有厭倦、不喜歡的動作，那就需要再重新調整獎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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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罰方法：  

  (一) 老師都會用「口頭規勸」、「站立反省」和「禁止下課」的方式，來處罰

學生做錯的事。王老師會另外用「功課加倍」、「罰寫」和「勞動服務」方式管

教學生，找學生不喜歡的東西去制約他。若是學生不認錯，吳老師會利用下課

時間「找學生晤談」，甚至覺得學生的行為很嚴重沒有改善，會轉介轉導老師或

告訴家長。 

  (二) 學生討厭的懲罰：老師都會使用禁止下課，來糾正學生的行為。王老師

也會使用「功課加倍」和「罰寫」來處罰學生，同時可以幫助學生認字和熟悉

課文，吳老師認為這 2 項處罰沒有處罰到學生，有可能讓學生失去「學習是很

快樂的一件事」的想法。 

  (三) 懲罰效果：老師認為學生存在個別差異，無法用同一種懲罰方式管教所

有學生，需要根據學生特質決定。有沒有效，在於學生有沒有停止錯誤的行為。 

   (四) 其它老師的處罰方式：聽過有老師處罰學生做出太空椅的半蹲姿勢，

或是學生被罰寫 100 遍，做體能訓練和咆哮學生，老師對其它老師的做法都不

認同，也不採用。 

 

三、連坐法 ： 

  (一)老師都不贊成以連坐法的方式來管教學生，畢竟讓守規矩的學生也跟著

受罰，是一件不太公平的事，也會告訴學生理由。當連坐法對犯錯的同學無效，

會單獨懲處學生，且連坐法會把問題擴大，處理上更加棘手，因此不會採用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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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法。 

  (二)看到其它老師用連坐法處罰學生，老師都不會馬上制止，尊重老師的管

教自主權，事後會找那位老師聊聊連坐法的優缺點或是視情況了解學生狀況，

真的發生肢體衝突才會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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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學校方面：老師和學生如果常發生衝突，會造成班上秩序凌亂，影響班上

氣氛和學習效果。希望老師管教學生，可以多用正向肯定的方式，加上適度的

懲罰方法來管理，讓彼此關係更和諧融洽。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這份研究只針對台南市某國小的 2 位老師進行訪談，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

把研究對象擴大到全市或加入其它縣市，相信更能了解老師們管理教室秩序的

秘訣。 

    (二)研究方法方面 

    我們用訪問調查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能夠蒐集到的資料有限，如果再用

問卷調查進行全國普查的方式，了解各縣市老師們的班級管理方法，相信資料

會更完整，讓研究結果更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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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南市○○區○○國小老師訪談大綱 

    老師您好：我們是○○國小的學生，我是王○○，他是黃○○，他是陳○

○。今天要做獨立研究，所以要採訪您，題目是：「老師們的獎懲制度調查研究」。

老師我們會一題一題的詢問您，若是您有不想回答或不方便講的就可以跳過。 

問題： 

一、 當同學表現好時，您會用的獎勵方式有哪些？哪些獎勵方式有效？哪些

無效？有效和無效從哪些地方看出來？ 

二、 學生希望的獎勵前三名：減少功課、用教室電腦、轉換課程，這些您會

答應嗎？理由是？ 

三、 當同學犯錯時，您會用的懲罰方式有哪些？哪些懲罰方式有效？哪些無

效？有效和無效從哪些地方看出來？ 

四、 同學希望的懲罰前二名是口頭告知錯在哪裡、口頭規勸，這些您會使用

嗎？你覺得有效嗎？ 

五、 同學不喜歡的懲罰前三名是功課加倍、禁止下課和罰寫，這些您會使用

嗎？理由是？ (功課加倍的內容是哪一科？) (罰寫的內容是？) 

六、 您還聽過其它老師的的獎懲方式有哪些呢？您認同嗎？ 

七、 很多同學對於連坐法很不喜歡，你認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