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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師為了方便管理學生會對學生進行分類，而學生也會透由分類教師以便應對不同

教師對於該課堂的要求，且學生在課堂中的行為表現與其將教師歸為哪個類別有很大的關

聯。本研究主要探究大學生對教師的分類行為的依據與原因以及在不同類型教師課堂上學

生的行為表現。本研究選擇一所具師資培育課程的大專院校，以一個班級的學生作為研究

對象，透由訪談的方式獲得資料。研究結果發現：一、大學生將教師先初步分類為上課有

內容型、上課沒內容型、被忽略型；上課有內容型教師又可再細分為教學認真型、教學無

聊型、上課輕鬆型；上課沒內容型教師又可再細分為沒在上課型及不知道在幹麻型；二、

大學生重視能不能在課堂上學到東西，這是其對於教師初步分類的依據；接著，大學生會

進一步依照教師教學態度、上課感受對教師進行第二層次的分類；三、在課堂表現方面：

大學生在教學認真型及教學有趣型教師的課堂中，學生會認真聽講、作筆記；在教學無聊

型、上課沒內容型教師的課堂中，學生會划手機、睡覺、翹課及做自己的事。希冀藉由本

研究的探討，能讓師資培育機構中的教育工作者能從學生觀點來了解其對教師教學的想法

及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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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categorize student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managing students, and students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different teachers by categorizing teachers. Moreover, students' 

behavior in the classroom has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the category to which they assign their 

teacher.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ationale and reason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categorization 

of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behavior in classroom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ers. In this 

study, a tertiary institution with a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was selected and one class of students 

was used as the subject of the study.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1.University students categorized teachers as content-rich, content-

free, and neglectful; content-rich teachers could b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serious, boring, and 

relaxed; content-free teachers could b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those who were not in class and 

those who did no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2. University student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whether or not they could learn something in class, which determined their initial categorization 

of teachers; 3. As for classroom performance: university students listened attentively and took 

notes in the classrooms of the serious and interesting teachers; in the classrooms of the boing 

and content-free teachers, students swiped mobile phones, slept, skipped class, and did their 

own thing. Through this study, I hope that educators in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student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in classroom settings based on students’ 

perspectives.

Key words: type, teacher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student perspectives



65大學生眼中的教師分類架構及其課堂表現之探究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近數十年來，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我國高等教育逐漸朝向大眾化、市場化、多樣化

等趨勢發展，也代表我國大學教育從過往的菁英教育轉向大眾化教育，學生人數及學校

數量的大幅增加，擁有大學文憑已不再是件稀奇的事。在升學導向主義的影響下，通常

大學生涯是每個人進入職場前最後的求學階段，能否在四年中獲得能運用在未來職場上

的重要知識與技能，除了學生自己在課業上的精進外，主宰學生能否有效學習的另一個

重要因素就在於傳授該領域專業知識的教師們身上。

研究者大學就讀的是某師範體系的學校，班上同學大都具有師資生的資格，也就是

說只要順利畢業，完成實習，通過教師檢定考試，取得教師證後，就能具備擔任中學教

師的資格。回顧大學課堂風景，發現多數同學在不同課堂上的行為表現都呈現高度的一

致性，偶有少數例外情況，例如在某個必修課中，就出現多數同學完全沒有在聽課的情

況，滑手機的滑手機、看書的看書、睡覺的睡覺、翹課的翹課，只有少數幾位同學有在

聽臺上老師講課；在選課時，也能聽到學長姐們分享哪些課必選、哪個老師教得很好等

等，發現大家通常對於某些老師有相似的偏好，對於某些老師則是集體的排斥，而這些

對某些老師的好惡隱約透露著學生們對教師的分類。

Virkkunen, J., Newnham, D. S., Nleya, P., 與 Engestroöm, R. (2012) 指出，過去對學生

分類的研究表明，學生分類在學校中十分普遍，並從多個不同角度進行研究：作為機構

決策中的一個因素，涉及將在學校有問題的學生從普通班級轉出 (Mehan,1993；Mehan et 

al.,1986；Säljö & Hjörne,2009)；在師生互動方面，則為研究教師對學生的分類如何影響

他們的學業進步 (Jussim & Harber,2005；Moulton et al.,1998；Rosenthal & Jacobson,1968；

Rosenthal & Jacobson,1992) 及教學質量 (Daniels，2006a；Olson，1999)；且分類也被證

明是學生自身在學校學生社區中再現隔離和兩極分化的社會動態的重要因素 (Eckert，

1989；Eckert，1990)。而國外涉及「教師如何分類學生」的依據及具體程序之相關研究

多集中在 1970 年代，如 Hargreaves (1977) 提出綜合模式，教師分類學生有六個階段—刻

板印象配對、典型配對、同儕配對、理想配對、磨合組件及穩定階段；Rist (1970) 指出

教師心中存有「理想類型」的學生形象，會據此對學生進行分類；（轉引自 Hargreaves，

1977）運用蒐集格子技術從教師分類學生的過程，發現教師分類學生最常依據「勤勞—

懶惰」、「成熟—不成熟」、「行為良好—行為不良」三種面向建構；Keddie (1971) 則指出

教師分類學生會依據學生的「社經背景」、「能力」和「社會地位」。國內相關研究中，王

美文 (1996)、李昆翰 (2003) 指出教師會將學生分類，並對不同類型學生採取不同互動策

略；李莉菁 (2002)、羅雅芬 (2013) 研究教師分類學生的原因，前者指出小學教師是為了

讓工作有效率、迫於現實考量而尋求適當的生存策略或個人成就的追求；而後者指出國

中教師為了方便管理學生，藉由分類要求學生達到與滿足教師的期望，而透過合理化的

方式作分類強化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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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學生對教師分類」的相關研究，無論國外或國內鮮少有人對之進行探討，目

前只有少數幾篇相關研究，如 Gannaway (1984) 提出學生如何漸進地將教師進行分類的動

態模式；Furlong (1984) 認為若想了解學生的行為，就必須先檢視學生對學校生活的觀點，

以及他們對教師分類的方式，其研究指出，學生在不同情境中的行為具變異性，學生會根

據對老師的評價，是嚴格或溫和，教學有效或無效，而在課堂上有不同的行為表現。黃鴻

文 (2003) 指出，國中生會對教師進行分類，學生主要將老師分為很嚴與不嚴的老師，且

會依據對教師的分類對其教導的科目採取不同的學習策略。徐也淨 (2006) 則針對不同性

別、階級國中學生來探究其如何看待各科教師，其研究發現中上階級的男女學生較重視教

師教學是否認真，而勞工階級的男學生則容易對管太多的教師產生負面觀感。

從上述研究可知，教師為了方便管理學生會對學生進行分類，而學生也會透由分類教

師以便應對各種不同教師的課堂，因此學生在課堂中的行為表現與其如何看待教師有很大

的關聯，而國內以學生觀點來分類教師的相關研究僅只限於研究國中階段的學生，針對大

學生會如何對教師進行分類的相關研究是缺位的。出於好奇心的驅使，欲了解同樣就讀某

師範體系學校的同學們，在畢業後回顧昔日教導過自己的教師們，會將其分成哪些類型，

透由探討其喜愛的教師類型及厭惡的教師類型，希冀能提供師資培育機構在教學上的參考

及建議。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欲探討曾就讀師範體系學校的師資生們，對於本科系上教授及

教育學程教授所進行的教師分類架構，研究目的可分為以下三項：

1. 探討師資生對教師所做的分類類型。

2. 探討師資生對教師分類的依據與原因。

3. 探討師資生在不同類型教師課堂上的行為表現。

貳、文獻探討

一、分類的意涵與功能 

Bruner (1956) 指出「分類」可以幫助個體將複雜多變的外界事物進行簡化，讓原本繁

雜的世界變得有條理。Oaks, Haslam 與 Tuner (1994) 提及，只要人們掌握這些已有的分類

特性，當遇到新事物時，就能容易地識別它與哪種類型相近，將它視為該類型的一份子，

不需再重新摸索、學習。如果不透過分類，我們就必須視每一個刺激為新的、獨立的經

驗，而一一做出反應。李昆翰 (2003) 指出，分類具有簡化複雜的訊息、避免反覆的學習、

形成認知的概念、作為詮釋的依據、提供行為的基礎、預測可能的發展等功能。

大學生必修及選修課繁多，且於下課後可能還會有其他外務，如參加社團活動、打工

賺取生活費等，因此在面對種類繁多的課程，如何有效運用有限的時間，將影響到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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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卯靜儒 (2015) 指出學習者每天要面對不同的學科，學科的界線成為他們很重要的

學習依據，可以協助他們辨認，快速轉換不同的課程要求。教室裡每位教師有不同的潛規

則，若大學生能明白不同教師對課堂的要求，就能盡速掌握應對該堂課的學習。

二、影響分類的因素 

李莉菁 (2002) 指出分類者在分類過程中，牽涉到分類者的主觀意念、經驗、詮釋及

社會脈絡，分類完成後會用類型化的特徵取代原有教師的型態等特性，以下參考徐也淨

(2006) 針對影響分類的因素加以說明：

（一）個人經驗與興趣影響分類架構

人對於與其直接相關或感興趣的人事物會做「分類」的工作（翟本瑞，1993），而且

當涉及到覺得越重要越有意義的面向時，其分類也就越精緻，分類架構越完整。學生對於

教師於課堂中的某些行為，往往會依據自己過去的經驗，或學習興趣來判斷此位教師是否

與曾經教過自己的教師有相似特質，而分門別類，對於不同類型的教師，學生在課堂上也

會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例如，學生覺得不重要或缺乏學習興趣的科目，很可能就會忽略

該類型的教師；學生也會自行判斷什麼樣類型的教師才能學到東西，若是沒有在上課的教

師，就會被視為是廢課。

（二）不同社會文化影響分類架構

根據符號互動論的觀點，個體行為深受經驗與情境的影響，分類行為亦是如此，人們

對同樣的一個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社會情境下，會形成不同的分類。如同轉引自（李

莉菁，2002），「分類」具有社會特性，分類者會在社會脈絡及經驗所處的社會團體中，去

規劃各種類型事物的特徵和價值評斷（李莉菁，2002）。

徐也淨 (2006) 指出在社會中與其他人展開互動時，必須先判斷哪些類型的互動型態

是否適用該於社會情境。因為在不同社會文化之中，分類架構具有差異性，處於不同文化

範疇的人，由於其生活環境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認知，進而表現在對周遭事物的分類上。

個人的分類行為與其「角色」和「情境定義」有密切的關連。例如：學生關心的訊息、對

人做的分類就不同於教師或教育行政人員。學生在不同的情境中，所關心的教師特質不盡

相同，因此也影響其對教師的分類。

（三）互動程度多寡影響分類架構

Berger 與 Luckman (1966）提及類型具有匿名性質，要對人進行分類，必須仰賴相關

的資訊，然而人與人之間的瞭解與互動不全然是「面對面」的狀況，接觸的時間長短、次

數多寡、直接或間接的經驗、關注與親密的程度，都會影響對他人的瞭解與互動程度。匿

名程度愈高，人們就不會主動去獲取更多的訊息，而蒐集資訊也就更加困難。在這種情

形下，對此人的認識也就不容易改變，會以最初的分類去理解。對於較為熟識的人，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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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較精細的類別來做區分 (Deaux, Dane & Wrightsman,1993)。對學生而言，對於該名教師

「直接教過或從來沒教過」、「一週六節課或一週一節課」、「學生與教師接觸次數多寡」等

因素，都可能會影響教師對學生的分類。

綜上所述，個人經驗與興趣、所處不同社會文化的情境以及與被分類者的互動影響，

都是會影響分類架構的原因。

三、學生對教師分類及相關研究

（一）國外研究

Furlong (1984) 研究指出，學生會將教師分成嚴格型或溫和型，教學有效或無效。

Gannaway (1984) 提出的動態模式在目前相關研究中最具代表性，其以面談及觀察的研究

方式，發現學生用一種特定的方式逐漸有系統的分類教師，在分類過程中則強調情境、脈

絡、時間的影響，如下圖 1 所示學生進行教師分類的標準及順序。從師生第一次接觸開

始，學生就已經在替老師進行分類了。成為學生眼中理想教師的第一個考驗就是能不能維

持課堂秩序，如果不能，就被歸為軟弱的教師，這也印證為什麼多數教師都會被期望要在

第一堂課就壓制學生；第二個考驗是老師是否有幽默感，能否帶給學生歡笑，如果不行的

圖 1. 學生分類教師的標準與順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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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學生就會覺得上課很無聊，而開始想找樂子；第三個考驗是老師能不能理解學生，如

果不能的話，學生將會繼續試探老師的教學是否能讓他們取得好成績或對未來找工作有幫

助，如果有價值，即使感到上課很無聊，學生也會認真上課。從這個分類架構帶教學者的

啟示是管理課堂秩序是最重要的，有好的秩序，才會有好的學習成效，如果無法成為學生

眼中的理想教師，那就得在專業上讓學生順服。

（二）國內研究

關於學生對教師進行分類的研究，目前國內碩博士論文僅有一篇，徐也淨 (2006) 探

討不同性別、階級的國中學生對教師進行的分類及原因之異同，如下表 1。其研究指出，

在「分類原因」方面，各階級女學生較男學生呈現更多的分類類型，且對教師類型的描

述、所使用的形容詞也較男學生為豐富；各階級男學生較女學生容易將教師歸為負面的分

類類型；中上階級男女學生對教師所做的分類類型中，正面性的類型，較低階白領及勞工

階級男女學生多；在「分類原因」方面：各階級男女學生在教師分類原因上具相同性，所

有學生在教師的教學態度及能力方面皆有所有要求，在教師人格特質方面，具有幽默、親

切特質的教師受到所有學生的歡迎；在升學主義下的臺灣，所有學生忽略「學測不考」科

目的授課教師；男女學生對教師的分類依據呈現部分差異：男學生較有趨樂避苦傾向，對

於要求較多的老師給予負面評價、女學生對教師的苦心較能體諒，也多能遵守班級的規

定；各階級學生對教師的分類依據呈現部分差異：中上及低階白領階級能詳細描述、肯定

「教學認真型」的教師具有的特質；勞工階級學生很少描述教師在教學方面的特質；中上

階級學生喜歡對分數要求嚴格的老師，忽略教學無聊的教師；低階白領及勞工階級學生則

排斥要求嚴格的教師。

表 1. 不同階級男女學生之教師分類及原因

學　　生 教師類型 被分類原因

中上階級男學生

機車型 不公平對待學生

規定太多

不講道理、要求不合理

上課輕鬆型 學生上課可以聊天

認真型 教學認真

受學生歡迎型 幽默風趣

親切和善

講話有道理

被忽略型 學生上課可做其他事情

科目不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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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教師類型 被分類原因

中上階級女學生

學生

機車型 不講道理

無顧及學生家狀況

廢話太多

認真型 有補充講義、教學認真

讚型、正點型

教師類型

對學生好、幽默

要求合理、和善親切

分類原因

中上階級女學生 教學無聊型 沒在上課、放影片給學生看

被忽略型 科目不受重視

低階白領階級男學生

機車型

不講道理、要求不合理

對待學生不公平

管太多

老師上課打混

老師考試太多

認真型 上課認真

上課輕鬆型 對學生好、上課輕鬆

教學無聊型 上課無聊，學生上課看漫畫

被忽略型 科目不受學生重視

機車型 要求不合理

低階白領階級女學生 認真型 上課認真

讚型、正典型 親切、有趣

教學無聊 上課無聊學生上課看別科

被忽略型 老師沒特色

勞工階級男學生

機車型

不講道理、要求不合理

對待學生不公平

管太多

放棄學生

考試太多

上課輕鬆型 上課輕鬆型、講道理

教學無聊型 無聊、老師講話冷

被忽略型 科目不受重視

表 1. 不同階級男女學生之教師分類及原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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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教師類型 被分類原因

勞工階級女學生

機車型 不信任學生、要求不合理

不機車型 要求合理

對學生好

教學無聊型 念課本

放電影給學生看

有個性型 個性有主見，學生欣賞

被忽略型 科目不重要

資料來源：徐也淨 (2006)。

黃鴻文 (2003) 指出，國中學生主要將老師分為很嚴與不嚴的老師，如圖 2 學生分類

老師的架構，而很嚴的老師又可細分為「明理的老師」、「變態的老師」、「其他很嚴的老

師」。變態的老師有些能提高學生成績，有些則否。不嚴的老師又分為被學生欺負的、放

棄學生的老師。被學生欺負的老師又有兩種：人很好的與不會教的。在所有的老師中，學

生比較喜歡人很好的老師、明理的老師，其次是變態卻能提高學生成績的老師，最不喜歡

的是變態而未能提高成績的、不會教的、放棄學生的老師。

表 1. 不同階級男女學生之教師分類及原因（續）

圖 2. 學生對老師的分類

資料來源：黃鴻文 (2003：99)

很嚴的

不嚴的

老師

明理的

變態的

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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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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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提高

成績的

人很好的

不會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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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可知國內研究學生的教師分類主要在國中階段，其它階段的相關研究是缺乏的，

由於學生在大學階段求學相較於高中以下階段擁有較高的自主性，在選課上有較多的自

由，大學生是如何看待大學老師，如何將老師進行分類，以及在不同類型的老師開的課堂

是否會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由於目前國內沒有相關研究，因此研究者認為有其價值，也

能提供教育工作者一些省思。

四、學生對教師分類及課堂表現關係

Furlong (1984) 研究指出，學生在不同情境中的行為具變異性，學生會根據對老師的

評價，是嚴格或溫和，教學有效或無效，而在課堂上有不同的行為表現，其主要研究對象

為課堂中一名小學生，在被其視為「教學無效型」的教師課堂上的行為表現為，跟同學聊

天、搗蛋、對師長不敬、翹課；但在「教學有效型」的教師課堂上，則會認真投入課堂老

師規定的作業。Gannaway (1984) 也指出，在「嚴格且無聊型」的教師課堂上，小學生會

調皮搗蛋、做出紀律不佳的行為；而能夠維持秩序、教學有趣且能理解學生的教師則被視

為「理想教師」，在此類教師的課堂上學生會認真學習。

黃鴻文 (2003) 指出，國中生在「人很好的老師」課堂上，會因為老師不夠嚴、不夠

兇，學生認為無需服從老師，上課可以隨心所欲，因而在該類型老師的課堂上，學生上課

秩序不佳，時常吵鬧，願意聽課的少數學生則會抱怨聽課受到干擾；在「明理的老師」課

堂上，該類型的老師很嚴格，功課壓力重，考試未達標準、作業未交、打掃不乾淨、上課

講話等，都會被處罰，因此學生上課不能睡、不能玩，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能認真

上課；在會情緒化處罰學生、諷刺學生的「變態的老師」課堂上，若老師能夠提升學生成

績，學生雖然討厭老師，但仍會忍耐接受，但若是嚴格濫罰，又無法提高成績，學生非但

會私下唾罵，甚至會公然反抗，給他們取綽號如「變態」、「魔鬼」，集體作弊，破壞老師

處罰工具。

從上可知，小學生在教學有效的、能維持秩序、能理解學生的老師課堂上較少出現秩

序不佳的問題，且學生在課堂上會投入老師安排的學習任務；但在教學無效，老師講課方

式讓其聽不懂時，就會出現上課混亂的現象。而國中生則會視老師嚴不嚴格而有不同的上

課表現，在嚴格的老師課堂上，因為老師會處罰，所以只好認真上課，但對於會情緒化處

罰他們的變態老師，若無法提升成績則會出現反抗行為；而在不嚴格的老師課堂上，學生

認為老師不兇，所以會在課堂上作自己喜歡的事。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採用立意取樣的方式，透過質性研究的半結構式訪談來蒐

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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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結構訪談法

本文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會視情形調整的訪談大綱上的提問，以便讓訪談過程進行得

更流暢、不失焦（潘淑滿，2003）。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研究對象為臺灣某一所有開設師資培育大學的中文系一個班級的

學生，該班級的學生大都為師培生，全班 45 人，約 1/4 學生是男性，其餘則是女性，這

些學生目前畢業四年，畢業後大多從事教職工作。研究者邀請願意受訪的學生，一共 8 位

（7 女 1 男），每位受訪者約訪談 30~45 分鐘，其中有二位選擇自行書面方式回應研究問

題，研究對象基本之料如下表 2。

表 2. 研究對象一覽表

學生

編碼
性別

目前是否仍繼續

從事教職相關工作
訪談時間

A 女 是，在國中任教 109/5/11 10:10~10:50

B 女
否，目前就讀藝術

相關研究所
109/5/19 13:30~14:45

C 女
是，目前支援教育

局處的某單位

109/5/21 16:15~17:05 由於訪談 C，A、B 也在現

場，因此變成同時訪談三人。

D 女 是，在國中任教 109/5/29 20:10~20:50

E 女 否 109/6/3 19:00~19:40

F 女 是，在高中任教 109/6/4 22:00~22:30

G 女 否，擔任公務員 109/5/28 書面

H 男 是，在高中任教 109/6/6 書面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者首先將研究目的、訪談大綱告知受訪者，並告知研究結果將會以匿名方式處

理，讓受訪者能安心分享自己的想法。由於有些受訪者 G 及 H 與研究者的居住地相距甚

遠，且平日受訪者忙於公事，無法空出時間接受訪談，因此研究者詢問受訪者方便的方

式，讓其選擇以電話或訊息進行訪談，二位受訪者則選擇書面方式。其他訪談則是以正式

訪談形式進行，並在取得受訪者同意下進行錄音，研究者於訪談結束後再將訪談內容寫成

逐字稿，並予以編碼，資料編碼方式為「1090511 個訪 A」，表示為民國 109 年 5 月 11 日

訪談 A 的訪談記錄，資料編碼以利後續進行整理及分析。資料分析過程中，藉由追溯學

生想法彼此間的關係，進而將歸納後的內容彼此連結，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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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的分析結果通常會涉及到研究者自身的詮釋與判斷，為避免過於主觀，研究

者於分析資料過程中不斷進行反思與省覺，進而客觀呈現研究對象真實的想法。為了提升

質性研究的信實度，依據本研究實施方式與考量研究者自身的能力，研究者選擇三角檢證

及參與者檢核的方式，以確保本研究的信實度。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可能會涉及個人隱私

的問題，因此在研究倫理方面，研究者會於訪談前徵得研究參與者同意而進行錄音，並告

知其錄音僅做為研究之用，為確保尊重其個人隱私將會於研究結束將刪除檔案，且在呈現

訪談對話時會以化名方式處理。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大學生之教師分類架構及依據

根據訪談資料整理，在研究者問及會如何分類教師及分類依據，發現大學生的教師

分類架構與其個人經驗及興趣有關，此與李莉菁 (2002)、徐也淨 (2006) 的研究發現相同，

本研究也發現大學生重視能否在課堂上有收穫，有的人會將之與未來從事教職進行連結，

能提供對考試、教學有幫助的知識的教師則會被歸為上課有內容型；也有的人純粹以個人

興趣、是否感到有趣而將教師進行分類；更有的人提及會依據教師的人格特質進行更進一

步的分類。以下將依序呈現八位學生的分類架構，接著則試著將八位學生的分類合併成同

一個架構。

（一）八位大學生各自的分類架構及依據

在教師分類架構中有提及會依教師上課是否能學到東西、是否有內容而將教師分成

「上課有內容型 / 能學到東西的」與「上課沒內容型 / 不能學到東西的」大學生有 A、C、

E 及 G；會依個人是否覺得有趣而將教師分成「上課有趣的」、「上課不有趣的」的大學生

為 A、B 及 G；而有一些學生雖然皆是依據教師的教學方式進行分類，但分成的類型卻

略有不同，如 D 會分成「有印象」與「沒印象」、G 則分成「教學方式多元的」與「毫無

教學技巧上課超無聊的」、H 則是會分成「用心上課型」、「講課不清楚型」與「隨便上課

型」；此外，除了教師的教學是否有內容、是否有技巧外，也有大學生會關注教師的人格

特質，如大學生 F 與 G，以及會依據知覺到教師對課程的要求程度而進行分類，如大學

生 E。研究者將此八位大學生的教師分類依據整理如下圖 3-1 至 3-8，從這些具有相似之

處但又略有差異的教師分類架構中，可知每個學生所關注的面向皆不盡相同。

研：你會如何分類老師？

A： 我會把他們分成有趣跟不有趣、上課有內容跟上課沒內容。（1090511 個訪 A）

B：我會分成有趣跟不有趣。（1090519 個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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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還蠻直觀的，就是我就會分我能不能從這堂課獲得一些東西，對我來說，

就是有用的課，如果老師都在講廢話，對我來說，那對我來說就是廢課，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分二類：一個是可以學到東西、一個是不能學到東西。

（1090521 團訪 ABC）

D： 跟老師的教法有關，比較喜歡就有印象，普通就沒印象。（1090529 個訪 D）

E： 根據他們上課的內容跟人格特質，會分成四種，上課有料又嚴格的，有料是

只有內容、上課有內容不嚴格的老師、上課沒內容又嚴格的老師跟上課沒內

容不嚴格的老師。（1090603 個訪 E）

F： 我會把它分成四種：一、上課有內容吸引我，我也喜歡的老師，教學跟人格

特質都有辦法說服我的老師；二、能在教學上面說服我但在人格特質沒辦法

說服我，我喜歡欣賞他的教學但討厭這個人，比如 OO，我相信他是個非常

有文化的老師但我不喜歡他；三、教學上無法說服我，不喜歡他的教學方

式，但不會討厭他；四、不喜歡教學也討厭他這個人。（1090604 個訪 F）

G： 一、能從課堂學到東西的：教學內容精彩的、教師人格魅力強大的、教學方

式多元的；二、蹺掉比較不會浪費人生的：沒在上課的、毫無教學技巧上課

超無聊的。分類依據是我的個人感受，大學不在是被強逼著坐在教室裡，因

此更在意教學品質。（1090528 書面 G）

H： 一、用心上課型、講課不清楚型、隨便上課型、個性隨和型，分類能協助判

斷該不該去上課，在課堂上是否有價值。用心上課型：認真備課，有教學計

劃，就算報告也能適時給予有價值的回饋；個性隨和型：好人一枚，課程輕

鬆，學到的也通常比較少；講課不清楚型：課程內容時有癥結未及時處理，

較不能掌握學生學習狀況，聽不懂他在幹嘛；隨便上課型：叫學生來報告，

不給予報告方向、示例說明缺乏課程主旨，來學校聊天。（1090606 書面 H）

圖 3-1 大學生 A 的教師分類架構 圖 3-2 大學生 B 的教師分類架構

圖 3-3 大學生 C 的教師分類架構 圖 3-4 大學生 D 的教師分類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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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統整後的教師分類架構

從八位大學生的教師分類架構中，研究者依照訪談內容得出大學生會先將教師初步分

類為「上課有內容型」、「上課沒內容型」；至於「上課有內容型」的教師，又可再進一步

依照教師的教學方式、學生感受其課前準備度進行分類為「教學認真型」、「教學無聊型」

及「上課輕鬆型」；至於被歸類為「上課沒內容型」的教師，又可在進一步分類為「沒在

上課型」及「講課不清楚型」，大學生之教師分類架構如圖 4 所示。大學生教師分類架構

類型能反映其關心的教師上課品質。

圖 3-5 大學生 E 的教師分類架構 圖 3-6 大學生 F 的教師分類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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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大學生 G 的教師分類架構 圖 3-8 大學生 H 的教師分類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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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學生的教師分類架構

1. 照書教型

訪談大學生 C 的過程中，他指出有些教師會詔書教，「就 OO 就照著念阿，就覺得好

像自己看就好了，自己看還比較快，不用花三個小時坐在那裡」（1090521 訪 ABC），雖

然此類別被其歸為學不到東西型，但照書教型的教師上課是有內容，因此研究者將此類別

歸在上課有內容下。

2. 不能讓課程變有趣型

根據訪談內容發現，教偏向於理論型內容的教師會被列入有「不有趣但有內容型」的

教師；有的學生則認為雖然老師上課很無聊，但是他能感受到老師很認真在上課；有的學

生則認為雖然有的老師講話比較無聊，但是仔細聽老師上課會發現老師講課有清楚的脈

絡，能幫助自己了解文本背景、重點人物與內容。

A： 有的老師，他有的內容就是他講的東西是很科學根據的，你也可以拿來

使用，其實，就這種課，儘管老師講的很無聊，但是我都很認真在聽。

（1090511 個訪 A）

研：形容下列選修課的老師：

C： 左傳是還算蠻有趣的課，應該說老師講話很無聊，可是他的上法都會把同樣

一件事情的那個年代抓出來，所以我就覺得這樣脈絡很清楚，因為如果要

我直接去讀，那本就是我覺得會讀不下去，跟老師就會把一件事情就是在幾

年的前後的因果關係都全部都抓出來，然後就叫我們看那幾篇，所以我就覺

得，上完之後，是會對那幾個人會比較有印象的，就雖然他可能表達方式會

比較無聊一點，但我覺得還算是有內容。（1090521 團訪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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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內容型

教學
認真型

教學
無聊型

上課
輕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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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型

講課
不清楚型

能讓課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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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讓課程
變有趣型

照書教型

表達
不有趣型

上課
有內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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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課輕鬆型

學生認為該類型教師的課很輕鬆，而此類型教師的人格特質也偏於隨和型，被學生視

為是好人，上課沒什麼壓力。

研：請問你覺得哪一科目的老師是輕鬆的？為什麼？

C： 現小、俗文學都很輕鬆，基本上只要做報告，然後考試，竭盡所能的掰就可

以過，就回去不用太認真地念書就可以拿到學分，但我還是有認真上課，我

要澄清一下（笑）。（1090521 團訪 ABC）

研：請問你會將系上的教師分成哪幾種類型？

H： 個性隨和型，好人一枚，課程輕鬆，學到的也通常比較少。（1090606 訪 H

書面）

4. 沒在上課型

根據訪談資料整理，發現歸類為沒在上課型的其中一位是教程的老師，另一位是選修

課的老師，被歸類為該類型的教師主要是因為沒在上課、上課在講自己的事，很少談及課

程內容，因此也被認為是一門對從事教職最沒幫助的課。

研：哪一門課老師上的課是你覺得對從事教職最沒幫助的？

C： 就教材教法的老師，因為我覺得他都沒有在上課，要不然就是他就是照著書

在唸，所以就覺得自己看好像就可以了，所以而且他就會講一直講他孫子的

故事。（1090521 團訪 ABC）

研：形容文字學的老師。

D： 老師很喜歡扯東扯西，上課沒內容，考試就是讓我們背一堆東西。（1090529

個訪 D）

研：形容教材教法的老師

E：很廢的一門課，是老師教法的問題，他沒有在上課。 

研：是什麼原因讓他沒有在上課 ? 

E：我也不知道誒，可能沒有把心放在教學上吧，他不會教。（1090603 個訪 E）

5. 講課不清楚型

根據訪談資料可知，被歸為「上課沒內容型的」的教師，除了上課純粹在打混聊天

外，不然是有在上課，但學生普遍聽不懂老師上課在講什麼，也聽不懂老師所說明的期中

報告要求，而大學生 F 指出此類型的教師正好因為在系上開了很多必修課，不得不上他

的課，也因此對他特別有印象，此與徐也淨 (2006) 指出的互動程度多寡會影響學生對教

師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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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形容一下特殊教育導論的老師。

E： 我覺得老師不會教哎，我上一個學期還是不懂他想要教給我們什麼東西。

（1090603 個訪 E）

研：形容一下中哲的老師。

F： 我真的很討厭他，真的是一個我不知道他在幹嘛的老師，而且他上過太多我

們的課，

讓我的記憶點太深刻。（1090604 個訪 F）

研：請問你會將修過課的教師分成哪幾種類型？

H： 講課不清楚型，課程內容時有癥結未及時處理，較不能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聽不懂他在幹嘛。（1090606 訪 H 書面）

二、大學生在不同類型教師之課堂上課行為表現

大學生在不同類型教師課堂表現略有差異之處，在「上課有趣型」、「上課輕鬆型」及

「上課精彩型」的課堂中，學生大都會認真聽課，很少有人會滑手機；而在「教學無聊

型」、「上課沒內容型」的課堂上，學生經常會滑手機以及作自己的事，如圖 5 所示。

（一）上課有趣型

根據訪談內容，發現學生在「上課有趣型」教師的課堂上的表現，通常會認真上課、

用心聽講、錄音、不划手機、坐在第一排；對於老師的作業會認真達成老師的標準、乖乖

讀書。

有趣的課，我就會很認真，可能一整節課就不划手機。（1090511 個訪 A）

就我喜歡的老師（上課有內容的 ) 我就會坐很前面。（1090521 團訪 ABC）

上得好的一定到，甚至會課堂錄音，想說可以複習回味（不過都沒聽哈哈）。

（1090528 訪 G 書）

用心上課型，用心聽講，乖乖讀書。（1090606 訪 H 書）

（二）教學無聊型

1. 照書教型

根據訪談內容，多數學生表示照書教型的老師上課很無聊，同學都在做自己的事，如

「就他都照著念阿，就覺得好像自己看就好了，自己看還比較快，不用花三個小時坐在那

裡」（1090521 訪 AC）；「那無聊的課，我就會一直在滑手機，就不管可能玩遊戲或其他

的，然後老師也不會發現，或者是老師他發現，他也不想理我們，因為他可能覺得自己上

課很無聊」（1090511 個訪 A）；「他上課就平凡無奇很 boring，他上他的，我們做自己的

事，就上課一板一眼，照本宣科這樣」（1090529 個訪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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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達不有趣型

在訪談過程中，有的學生雖然覺得老師上課是有內容的，知道老師確實具有該學科的

專業，所以仍會認真聽，聽到覺得對未來教學有幫助的則會認真作筆記；但是多數學生在

此類型教師的課堂上，學生常常睡成一片、上課做自己的事。

C：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古導老師其實也是知識量非常足，然後我上課有認真

聽，可是，通常後面的人就會睡成一片，我通常都是下課去找老師問問題，

然後老師就會講很多給你，所以就上課表達比較不有趣，但其實老師懂的東

西非常多。（1090521 團訪 ABC）

A： 如果老師他教了某一個國文的教學方式我之前不知道，我就會特別認真聽，

儘管他講的很無聊，如果他講的內容是有幫助的，我就會抄筆記、然後有的老

師，他有的內容就是他講的東西是很科學根據的，你也可以拿來使用，其實

，就這種課，儘管老師講的很無聊，但是我都很認真在聽」（1090511 個訪 A）。

（三）上課輕鬆型

根據訪談內容，「個性隨和型，偶爾在宿舍睡覺」（1090606 訪 H 書面），發現學生在

「上課輕鬆型」教師的課堂上的表現，會認真聽講，但偶爾會不去上課，在宿舍睡覺。

（四）上課沒內容型—沒在上課型、講課不清楚型

根據訪談內容，發現學生在「上課沒內容型」教師的課堂上的表現，有的學生重視能

不能學到東西，因為在這類型教師課堂上學不到東西，所以就會視為是廢課，坐在教室後

面、滑手機、做自己的事，偶爾才抬頭看老師一下；有的學生會翹課、睡覺、做別堂課的

作業；有的學生會依據老師是否嚴格來決定自己要投入多少心力在這類型教師的課堂上，

如果嚴格的教師，就還是會進量達到老師的要求、如果是不嚴格的，就不會特別認真，分

數能及格就好。

如果覺得是廢課我就坐後面划手機、做自己的事情，然後就是偶爾抬頭跟他四

目相接一下、點頭微笑，讓老師感受到一些溫暖的眼神，好像還有人在聽課 

（1090521 團訪 ABC）

上課沒內容不嚴格的老師，幾乎都是能及格就好了，有達到老師要求就好，不會

特別認真；上課沒內容又嚴格的老師，老師雖然很無理，還是只能硬著頭皮把老

師要求的作好（1090603 個訪 E）

上得不好的後來會翹課，或是睡覺，或是做別課作業，或是看自己的書

（1090528 訪 G 書面）

隨便上課型，在宿舍睡覺；講課不清楚型，用心聽講，盡力而為，不懂問同學。

（1090606 訪 H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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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大學生在不同類型教師的上課表現架構圖

如同翟本瑞 (1993) 指出，人對於與其直接相關或感興趣的人事物會做「分類」的工

作，從本研究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影響大學生分類教師的因素在於學生重視在學校在課堂上

學到東西，因此從訪談不同學生可以發現「上課有沒有內容」是多數大學生會依據的分類

項目，可知大學生重視上課能不能學到東西，如同訪談 G 其認為「大學不在是被強逼著

坐在教室裡，因此更在意教學品質。」（1090528 訪 G 書），與徐也淨 (2006) 指出各階級國

中男女學生在教師分類原因上具相同性，所有學生在教師的教學態度及能力方面皆有所有

要求相似，大學生關心教師上課的特質為需有內容、能不能將課程變有趣及上課認真。而

從圖 5 可見，大學生是否認真聽講，最大的影響因素取決於教師的教學，當大學生覺得在

課堂沒有收穫時，就會開始做自己的事，因此如何檢視教師教學是否有成效，從課堂中多

數學生的表現即可約略得知，該如何讓大學生能在大學階段的學習有收穫，教育工作者可

以先檢視自己的講課內容是否有架構以及是否符合學生的需求，如此將可減少多數學生在

整堂課中普遍都在滑手機的行為。

三、大學生喜歡的教師類型之例外情形

黃鴻文 (2003) 指出在所有的老師中，國中學生比較喜歡人很好的老師、明理的老師，

其次是變態卻能提高學生成績的老師；徐也淨 (2006) 指出不同性別及階層的國中生喜歡

的教師類型為上課認真型、受學生歡迎型及上課輕鬆型，因為該類型教師親切和善、幽默

風趣、對學生好及講話有道理，而大學生喜歡的教師類型也與國中生相似，其喜歡「能讓

課程變有趣的」、「上課輕鬆的」教師。但也有例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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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內容型

上課
有內容型

教學無聊型

上課輕鬆型

沒在上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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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一）A 喜歡的教師類型課堂上，翹課人數很多

該類型的老師雖然被歸類為「教學無聊型」，但 A 因為覺的老師上課內容很有內涵，

而成為少數會出席每堂課且專心聽講的學生之一。

研：對於你不喜歡的老師，是只有你覺得他不好還是其他同學也這麼覺得？

A： 我覺得因人而異 可是通常是我喜歡的老師同學不喜歡，就像有的同學是只

要老師一直講課他就不喜歡，他們就會划手機，可是有時候我會覺得這個老

師講的話很有內容，我還是會一直聽，我是屬於專注力比較高的人，所以可

以一直聽老師講話。所以常常我覺得這個老師他講話很有內涵、但為什麼同

學不聽，我就不太懂，例如老子的課、老子老師講的話真的很玄學，我很喜

歡，我每一堂課，我都很認真聽老師講話的，可是同學就不喜歡，那一堂課

翹課人數都超級多，每周都只有五個人去上課，對，但是我很喜歡老子老師

的課，因為我覺得他講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1090511 訪 A）

（二） 多數學生都喜歡被歸為「能讓課程變有趣的」教師類型，然而大學生 F 則因為

不喜歡該名教師師人格特質而避開選修該老師開的課

被多數同學歸類為「能讓課程變有趣的」教師類型之一的教師，F 知覺到該教師不會

親近每位學生，只會親近特定幾位學生，因此 F 不喜歡這種特質，所以該類型在 F 的分

類架構中，又依據人格特質做進一步的分類。

F：我本人沒修過 OO 的課，所以無法評論。我刻意避開他的課不去修。

研：為什麼 ?

F：因為不喜歡他的人格特質，為什麼不喜歡他的人格特質是一種直覺，我覺得

他是那種如果你是他喜歡的學生就會對你很好，如果聊不來就真的聊不來，就跟

你的同學一樣，你會覺得可以跟他很好會跟他出去玩，對於這個老師我刻意避開

跟他修課。（1090604 訪 F）

從以上可知，大學生喜歡的教師類型皆有些微差異，在多數學生都不去上課的某位

「表達不有趣型」的教師課堂上，仍是有少數學生因為喜歡該名教師的上課風格或是認為

上課有收穫而每堂課都會去上課，且會認真聽課；另外在多數學生都視為是「上課有內

容且教學有趣型」的某位教師，則也有大學生因為覺得其人格特質——並非是關心每個學

生，而避開選修該名教師的課，從中可知，除了教學能夠讓學生獲得知識外，是否具備溫

暖、能夠讓學生親近的人格特質，也是學生會關注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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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生不喜歡的教師類型

黃鴻文 (2003) 指出國中生最不喜歡的是變態而未能提高成績的、不會教的、放棄學

生的老師；徐也淨 (2006) 指出不同性別及階層的學生皆將不喜歡的教師列為「機車型」

教師，其理由為不公平對待學生、規定太多、不講道理、要求不合理、老師上課打混、考

試太多、放棄學生及不信任學生，而大學生不喜歡的教師類型皆為「上課沒內容型」、「教

學無聊型」的教師，其理由為：  

研：你所分類的教師類型哪一種是你不喜歡的？

G： 學不到東西的，我繳學貸不是為了來聽老師的人生故事的，還是毫無教育意

義單純炫耀、緬懷那種。毫無教學技巧的也很煩，照本宣科的念課本的話，

我自己看豈不是更快。（1090528 訪 G 書面）

研：你所分類的教師類型哪一種是你不喜歡的？

F： 最佳代表 OOO，不知道他在幹嘛，還有要求反覆，原則不明確，常常反反覆

覆，然後他教學平淡、照本宣科。

研：你最不喜歡上哪位老師的課？為什麼？

F： OO 我真的很討厭他，真的是一個我不知道他在幹嘛的老師！而且他上過太

多我們的課，讓我的記憶點太深刻。（1090604 個訪 F）

研：你不喜歡哪一種類型的教師，為什麼？

H： 講課不清楚型、隨便上課型，根本學不到東西，浪費時間。（1090606 訪 H

書面）

從上述可知，若教師在課堂上照本宣科、對課程要求缺乏原則以及課堂上經常多為閒

聊，鮮少提及課程內容的教師類型，皆會讓大學生感到厭煩。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大學生的分類教師類型

大學生重視能否在課堂上學到東西，「上課有沒有內容」是其初次依據的分類項目；

接著，大學生會依據教師教學方式進行分類，例如教師的教學是否有特色、是否只是照本

宣科，再進行更進一步的分類。此外，大學生也會知覺教師上課內容是否是自己已經會

的、上網或翻書就能找到答案的，若教師教學了無新意，則會被歸類為「上課沒內容型」。

最後，大學生喜歡的教師類型為「能讓課程變有趣型」、「上課輕鬆型」，討厭的教師類型

為「照書教型」、「教學沒內容型」及「講課不清楚型」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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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在不同教師類型的上課表現

被分類為「能讓課程變有趣型」、「教學認真型」教師課堂上，大學生會認真聽課、做

筆記與用心準備該門課的作業；在被分類為「沒在上課型」、「講課不清楚型」的教師課堂

上，大學生會滑手機、做自己的事、睡覺、翹課，僅有少數學生可能會盡力聽講。且大學

生能感受的到的教師上課認真程度，有的老師講課不有趣，但因為學生感受到老師認真或

是覺得對未來從事教職工作有幫助時，也會認真聽課，並將講課內容做筆記。

二、 研究建議

就研究對象而言，可再將同一班級學生依照「性別」、「是否從事教職」進行訪談，探

討不同類型的學生對教師分類的異同，以呈現更全面的教師分類架構；就研究內容而言，

可進一步研究被學生分類的教師，是否也會將學生分類，分析學生眼中的教師與教師眼中

的學生的異同，彙整雙方的觀點；就研究方法而言，可進入現場觀察學生與各類型教師的

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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