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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hallenges 
教學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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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Teaching	Challenges	 （教學挑戰）	

即使經驗豐富的教師也無法預期教師和學生在每一次個性、背

景與目標的組合下會產生何種獨特的結果。「師生衝突」無疑是教

師面臨最嚴重的一種考驗，我們希望提供建議協助教師預防衝突，

萬一發生衝突也能順利解決。 

Preventing Conflict - 預防衝突 

加強對教學工作的敏銳度可有效減少教學過程中的許多問

題，例如，在提問及評論學生意見時能注意自己的措辭與態度，通

常可避免學生出現一些防禦性或敵對的反應。如果對學生的意見皆

能給予肯定、鼓勵與尊重，即使被糾正，學生也不致於因而失去自

信心。用心傾聽及回應學生提出的任何想法，遇有不清楚或不正確

的想法時別急著糾正他，試著請學生說明理由，通常他可以用自己

的表達方式做出更周全的解釋。此外，避免用揶揄、嘲諷或詼諧的

態度與學生溝通，亦可減少學生的誤解。 

處理學生問題時，切勿讓自己的角色混淆，若你在第一時間充

當學生的朋友或同伴，之後又必須回復教師的權威，這樣的轉變會

令學生感到無所適從。對學生而言，教師應設定明確的界限，並帶

領學生善盡自己學習上的責任。 

Managing Conflict - 衝突管理 

師生衝突常來自於教學品質不良、評分不公或不合規定、偏離

原定之課程需求等，你或許認為這些問題只是少數個案，事實卻不

然。學習表現（包括成績爭議、作弊、學分學籍、教師行為等）是

學生最常申訴的項目之一。觀念上，這些問題，尤其是評分方式，

應可藉由課程規劃、良好溝通、課堂政策等方式加以避免。不過，

萬一衝突產生了，可嘗試透過以下方式解決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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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和學生一起討論，若你是教學助理，請授課教師也一同

參與，幸運的話，大部份的衝突可在此階段順利化解。不

過，假如你預期這個協商過程可能會面臨相當大的困難或

爭執，為確保能顧及到每個人的權益，不妨在徵求學生同

意後，邀請其他同事（如系所學生輔導員）或教學團隊中其

他成員（學生的教學助理）參加。 

 透過學校正式的申訴管道。 

Classroom challenges - 課堂上的考驗  

 Arguments in class --教室裡的爭論 
一旦教室裡出現爭執或有某位學生發表了聳動的意見，身為教

師的你便要維護一個正常的學習環境。這包含了雙重意義，首先，

對學生而言，你必須提供一個安全的場所供他們學習，避免讓課堂

上的辯論衍生為針對個人或團體的言論、或人身攻擊，這也意味著

面對學生的質疑時，必須保持冷靜、尊重的態度，以維持學生對你

的信任。其次，你必須趁機找出學習的機會：在聆聽了不同的觀點

後，學生能從中學到什麼？可否利用其中的論點來達到你的教學目

標？或直接消弭課堂上的緊張氣氛，即刻將焦點轉回學生身上，以

產生最好的學習效果。 

一旦學生在課堂上爭論到面紅耳赤，甚至開始失控時，下列幾

種方式有助你將爭執轉為建設性的辯論： 

 深呼吸並觀察教室內的狀況，是否其中一方的口氣聽來十

分挫敗，而另一方卻仍熱切地表達他內心真實的感受，他

們之間是否產生什麼誤會？ 

 鼓勵學生討論彼此的想法，而非個人的八卦。 

 若有學生抨擊另一人的觀點，請該學生重述對該論點的看

法，以期雙方均能明確了解彼此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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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學生找出辯論雙方的佐證資料（正方與反方例證），可

提高學生課堂參與度，同時避免其過早下結論。 

 假如討論主題已偏離課堂目標，請學生在下課後繼續討

論，或請對該主題有興趣的學生將其想法 e-mail 給你。 

 

當然，課堂上遇到學生質疑或批判你時，盡可能採取以下方式

讓自己保持冷靜： 

 深呼吸，試著了解學生質疑或批判的內容為何，暫不理會

學生無理的行為，就事論事，通常學生的態度也會開始軟

化。 

 若已涉及人身攻擊，無論學生情緒有多激動，你都要保持

冷靜不要批評，任何情緒性的反應只會火上加油使情況更

難控制。 

 與學生意見相左時，提出你的佐證資料，同時也要求學生

提出相關證據，若是與課程有關的爭議，不妨請其他學生

就你們雙方的資料進行檢討。 

 勿用教師的權威為難學生，對於學生的刺激或挑撥行為，

教師若做出任何報復舉動都可能被視為濫權。 

 一旦學生已經失控的不可理喻，不要試圖說服他，請他向

上級單位進行申訴。 

一般而言，保持穩定的情緒，避免小題大做，其實教室裡的衝

突亦可視為增進教學目標的機會。 

 When one student dominate the classroom 
--當有學生強烈影響課堂氣氛 

教室裡若有學生過於聒噪，或老愛打斷別人的發言，很容易造

成課堂脫序，一旦有這樣的情形，應設法找回學生的注意力： 

 讓所有學生對該生的意見進行評論，並提出他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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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分組或投票表決的方式，讓每位學生有機會參與討

論，分享他們對各種問題的看法。 

 倘若學生的出發點是善意的，私下與該生晤談，先感謝他

對課堂活動的投入，並讓他了解你希望全班同學都有參與

感，請他提供改進的意見，設法讓其他同學也能融入課堂

活動；或請他配合，如把發言權留給別人、改變他的發言方

式或內容、讓別人也有機會一起表達意見。 

 若教室裡有學生不斷提出擾亂性的問題，不妨直接詢問全

班同學，是否希望你回答那些問題，當多數學生都不贊成

時，該學生就會知難而退。 

 Student remain silent --萬一學生過於沈默 
有時候上課氣氛過於沉悶時，你會渴望教室裡有一些熱烈的討

論，若有學生從不發言、回答問題或參與課堂演練時，請試著讓這

些沈默的學生有參與感，下面是一些技巧： 

 記住每一位學生的名字，也要求同學之間記住彼此的名

字。 

 即使學生回答有誤，仍應先肯定他們的回應，然後再試著

從他的答案中引導學生去修正或釐清自己的觀點。 

 採漸進式做法：先分組討論，或讓學生寫下自己的想法，

進而擴大為全班討論，如此比較容易讓內向的學生敞開心

胸發表意見。 

 除非你本來就會請那些不說話的學生發言，否則別讓他們

成為課堂上的焦點。一旦學生因被點名而感到難為情，他

對課堂的參與度絕對不會太高。 

 假如你決定叫不主動發言的學生回答問題，應注意挑選沒

有單一答案的問題，以降低學生的不安與抗拒。 

 學期初先要求所有學生均安排時間晤談，藉機多暸解學生

以提高他們對課程的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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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些較安靜的學生，可以藉由 email與他們交流，無論是

課前或課後，你都可更了解學生的想法，並適時引導他們

參與課堂上的討論。 

 

總之，學生不愛說話的理由因人而異，有人純粹只喜歡聽課；

有人則因缺乏自信；有些個性本身較安靜；有的卻因個人因素無法

在課堂上自在的說話；有人也許是沒有準備不敢發言，但卻不敢承

認；有人可能來自較被動的環境。不論何種原因，私下與他們聊聊，

鼓勵他們多表達意見，或許可幫助他們融入課堂活動，不過若他們

仍然一樣安靜，也請尊重他們的選擇。 

 Student excuses --五花八門的理由 
我忘了帶鑰匙被鎖在宿舍外；我必須去看我的祖母因為她要開

刀；我昨晚熬夜唸書所以睡過頭了；我得到流行性感冒，然後轉變

成支氣管炎，沒想到我又對抗生素過敏；交報告當天我還有另外 2
個考試。 

以上這些學生常用的藉口你是否照單全收？或因人而異？要

應付學生提出來各種五花八門的理由可不簡單，對新手教師而言，

尤其是項大挑戰。不可諱言地，沒有任何一個政策是完美的：確實

有些學生因生活上遭遇困難而受到不公平的處罰，反而是投機取巧

的學生懂得假藉各種理由獲取不當的利益。因此，最好先擬訂一套

方針，並在學期課程開始之初便將相關的原則告知學生，讓他們知

道你的立場，不過有原則就有例外，預留部份彈性空間，萬一真有

突發狀況時，必須視情況給予學生處置。 

 採用寬限期的概念，給學生多一點彈性，讓他們有自行選

擇的機會。若你要求的作業較多，允許學生缺交一次。 

 原則上鼓勵學生應準時繳交作業，對於遲交者亦應有扣分

規定，唯罰則不宜過於嚴苛，以免產生反效果，導致學生

完全不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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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所有學生都喜歡找藉口，即使面對一些非常嚴重的難

題也一樣。如果你願意的話，讓那些自認為準備不夠充分

的學生在繳交作業或考卷的同時，另紙寫下自己的意見，

並使其了解寫這些東西並不會影響該次成績，只是併入期

末成績的參考。 

 

有時學生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每次期限一到就找出一堆理由

來搪塞，若發現學生有這種情況，應要找機會了解，甚至可要求裝

病的學生提出醫生證明。或者好好和學生討論責任感、時間管理、

公平性等議題，特別是一些學生常用的理由，要讓他們知道別人也

有同樣的問題，但並未因此而要求特別待遇。 

究竟該如何面對學生所提出的諸多藉口？最重要的是要有同

理心及憐憫之心，人生難免會遇到各種不同的阻礙與困難。萬一學

生遭遇不幸，你並不需要額外給他們同情分數，但卻可以設身處地

為他們著想，協助他們完成接下來的課程。 

 Grade complaints --抱怨成績 
當然，學生一旦得到比預期還低的成績時一定會有所不滿，許

多教師及教學助理在報告中指出，他們遇到許多已得到 A 的學生還

積極爭取 A+。我們必須了解，這一代的學生所面臨的壓力是你無

法想像的，知名大學成績膨脹已是稀鬆平常的事，許多來自家庭的

壓力，令學生深信他們惟有維持接近完美的 GPA 方能達到他們個人

及未來專業的目標。如果你願意傾聽學生的心聲並有所回應，在處

理學生對成績的報怨時會更容易。當然，我們也提供一些作法供您

參考，希望可以降低學生對分數的不滿。 

 在課程一開始就明確告知學生你對報告或考試的要求。 

 可能的話發一些範例給學生，讓他們知道如何寫一篇好的

論文，或參考好的答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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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閱作業時，針對學生的優缺點均須加以說明，以便下次

改進。 

 允許學生先交初稿，你可以不需打分數但要提供意見，讓

學生有依循的方向。 

 將學生的作業或試卷當成是一份完整的成績檔案，一旦學

生對於自己的分數有所質疑時，這些資料將有助於你向學

生說明他們得到這個成績的理由。 

此外，在學生設法爭取分數的同時，務必要讓他們清楚知道，

你只是重新考慮他們的成績，並不保證分數一定會提高。如果你是

班上教學助理，萬一遇到相當棘手的情況，必須告知學生，最後的

成績須由教授決定。當然，務必要事先和該課程的教授充分討論，

倘若無法做出任何決議，也務必告知學生哪個單位可以協助他進行

申訴。 

Counseling students - 輔導學生 

在學生心中，不論你身為教授、講師或是研究生，都是值得尊

敬的。有時甚至超出你的專業領域，也會有學生向你尋求協助。對

許多教師而言，這樣的角色並不輕鬆，與知識的傳授並無明顯的界

線，對所有教師來說(如何謹守教師分際)，在教學本份之外，給予

學生最大的協助是項深具挑戰性的工作，以下的建議可供教師有效

輔導學生： 

 Know your limits --了解自己的能力 
儘管你不需要扮演心理醫師，但至少可以對學生表現你的關心

與鼓勵。一旦面臨無法處理的狀況時，最好讓學生知道你的能力有

限，必須透過更專業的協助始才可解決他的問題。 

 Clarify your role --表明立場 
在輔導學生的過程中，角色衝突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有些學生

會礙於你的權威，無法敞開心胸對你坦誠。甚至怕影響成績而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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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視為是一種負擔；相反的，有些學生則會與你稱兄道弟，超

越師生應有的分際，影響你對他們課業表現的評量。無論如何，一

旦你的角色產生混淆或彼此衝突，務必說清楚講明白，讓學生知道

你的立場。 

 Listen --傾聽 
傾聽一向被視為一種藝術，這種能力其實是可經由不斷的練習

而擁有的。除非學生要求，否則無論學生提出什麼問題，表達任何

疑惑，都不宜直接表達你的觀點，而是全神貫注傾聽並理解他的感

受和想法（而非你的感受）。盡可能保留充裕的時間讓學生盡情抒

發自己的思想與情感。 

 Help clarify concerns --幫助學生釐清疑慮 
有時學生不喜歡別人直接告知他該怎麼做，而希望自行領悟。

此時，你可將所聽與所聞回饋給學生，讓他盡可能明白自己在哪些

地方感到困惑，只要你們雙方皆了解問題的本質，就可在學生提出

需求時將你的想法真實地告訴學生。 

 Offer support --給予支持 
直接表現你對學生的關心、了解與體諒。接受與認同也是一種

支持，所謂支持不代表你必須為他的每個行為、想法或感受背書，

而是單純的表示你對他的關心。 

 Suggest alternatives for action --提供替代方案 
面對問題時學生通常會自行設法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案，你可從

旁協助或在學生腸枯思竭時，提供其他的變通方案，切記你的角色

是負責指引或協助提供資訊，而非解決問題。 

 Follow up your efforts --關心後續發展 
經由你的協助後，學生不論做出任何決定或願意主動面對問

題，都值得鼓勵，若能禮貌性的關心後續發展，還會讓學生感受到

你的用心。這種不以說教方式得到的回饋十分有意義，一旦你的作

為發揮功用，你會感受到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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