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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念 
1. 在人際交往中，衝突是無可避免的。 
2. 衝突乃人際交往的一部分，無所謂「好」與「壞」。 
3. 在人際關係中，產生衝突的頻率與關係是否美滿無關。 
4. 衝突並不可怕，但愈是逃避、愈不懂應付。 
5. 衝突能解決問題、深化關係、導致個人成長。 
 
師生衝突的兩大類型 
1. 「需求」的衝突  

即一方的行為妨礙了他方需求的滿足。例如：教師要求有一個寧靜的環境進行教

學活動，這是他一個合理的需求，但學生不斷喧嘩；又例如學生放學後需要「自

由活動」，但太多的功課會令他們感到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滿足。 
 

2. 「價值」的衝突 
在學校發生的衝突中，多涉及的價值觀、偏好、個人品味、生活習慣、理想以及

信念等等。例如：男生的頭髮長度、女生的裙子長度、衣著的標準、整潔、得體

的語言、禮節、炒賣行為、餘暇活動、公道、忠實、擇友、性行為等。 
 
上述者 大的分別在於衝突的行為對你有沒有「具體而實質的影響」，前者是存在

的，而後者則沒有。例如，當學生不告訴你而隨便拿走你檯上的書時，對你會構成

實質的影響，你要花時間到處找，令你覺得洩氣又心煩。反之當你見到學生放學後

與一群「金毛」、紋身的青年經常一起時，可能會令你很擔憂，但對你來說，並沒有

「具體而實質的影響」的。 
 

衝突管理的程序 
1. 確認與界定這個衝突  
2. 腦力激盪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3. 討論這些可行的解決方法  
4. 選出 好的解決方法   
5. 發展一個實行這個解決方法的計劃   
6. 行動，然後再檢視與修正這個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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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衝突的後果 
1. 一輸一贏 
2. 雙方皆輸 
3. 雙方皆贏 
 

如何達到雙方皆贏 
1. 確定你的需求  
2. 把你的需求讓對方知道 (只適用於「需求」上的衝突；主要是運用「我的訊息」，

但有時也需要「轉檔」，尤其當對方抗拒、防衛時，則需要轉用「積極聆聽」的

技巧。  
3. 傾聽並了解對方的需求 (運用「積極聆聽」)  
4. 想出可能的解決方法，令雙方都能接受或滿意 
5. 評估每種可能的方法和選擇 適合的 
6. 付諸實行 
7. 追檢討 
 
 
難以化解的衝突 
 

要影響一個學生，或要改善他基於強烈的價值觀念或信仰所從事的行為，是十

分困難的，也未必能夠使他們作出任何改變。例如一名對玩模型槍「瘋狂」地著迷

的學生，一個喜歡在網上進行炒賣活動而圖利的同學。因為他不會覺得自己的行為

對你有什麼實質而具體的影響。況且在涉及價值觀念的衝突中，學生大抵不會同意

進入與你「解決問題」的過程，因為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問題」。 
 

因此單憑下文將提及的「我向訊息」及「雙贏策略」去處理衝突通常無效。如

果運用傳統的權力技術來化解與學生之間因價值觀所帶來的衝突，更加會弄巧反

拙。即使你運用權力強制學生改變行為 (例如，染髮)，他們的價值觀念卻保持不變。

換句話說，學生把頭髮染黑並不表示他接受了你的價值觀念，而是出於被迫。事實

上，在此種權力的鬥爭中，輸的一方往往更加深了自己的價值信念，甚至立誓報復

或決定將來要強烈地加以抗拒。更值得注意的是，「輸家」痛恨「贏家」，雙方的關

係因而惡化。 
 

教師們另一種面價值衝突的處理方法是「強忍」：無視學生的行為、讓步、不聞

不問、偽裝接受。例如，一位女教師假裝對男學生的粗俗語言是可接受的，但事實

上她內心卻非常反感，則她的臉部表情或身體動作必然會洩露了她的感受，學生看

到了老師表裏不一致的信息時，他們可能會覺得老師偽裝、造作、不堪信賴。 
 

既然「鎮壓」或「強忍」的方法均不能化解衝突，那麼，教師如何面對這衝突

呢? 本文後部將提供一些可以減少產生價值衝突的原則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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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具有問題 
 
 
(教與學的區域) 
無問題 
 
 
教師具有問題 
(學生的行為影響到教師) 

認清「問題的歸屬」 

通往良好師生關係之途的一個主要絆腳石是不了解「問題歸屬」。當問題發生

時，教師首先要認清到底問題屬於那一方，因為對於屬於學生的問題與屬於自己本

身的問題是要採用不同的方式去處理。再者，教師需要先了解及分析問題，然後才

好去解決問題。 
 

屬於學生與屬於教師的問題，其主要區別在於「實質」與「具體」的後果。若

要認清其差別所在，教師可以自問：「此行為對我是否有任何實質的、具體的後果呢? 
我覺得不可接受，是否因為我受到什麼妨礙、破壞、傷害呢? 或者，我覺得不可接

受，僅僅因為我認為學生不應該有如此的作為或感覺呢? 」對於後者，若答案是肯

定的，問題便屬於學生；對於前者，若答案是肯定的，問題便與教師自身有關。 

        
                                                       

學生表示失望、 
                                                      生氣、苦悶                     

 
 
 
學生安靜而快活         

                      地學習 
                   

 
                

學生在課室內喧嘩 
 
 
 

學生不可能全無生活上的問題，有的與學校有關，有的無關，其中大部分他們

「能夠」自行解決，一部分暫時擱置而不致於影響學業。如果一個學生在生活中遭

遇到困難與問題，他擔憂同學笑他愚蠢，他會無專心學習; 如果一個學生毀壞學校

公物，這些問題就會影響教與學的區域，令教師覺得無法專心教書。 
 

「無問題」區域又稱為「教與學」的區域 (教師能專心教書，學生能專心學習)。
教師培訓的整個目標便在於協助教師增加「教與學」區域的面積，俾教師能用更多

時間於積極性的教學工作，減少的時間來處理兩個「問題區域」中的行為。 
 

教師若能掌握及熟練下文提供的技巧後，可以再觀看上圖「窗框」的變化。不

過，教師需注意到，不管他掌握到多少技巧，學生仍然會有未解決或無法解決的問

題。同時，學生也不免有干擾教師的需求與意願的行，所以在「教師具有問題」的

區域裏也就多少存在著問題。但一位有效能的教師，他與學生所建立的關係會為矩

形中「無問題」或「教與學」的區域保留 大的面積。 
 

以下內容將研究及解釋如何處理學生本身的問題、如何處理師生間的衝突、如

何處理教師具有問題的各種原則、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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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學生本身的問題》 
12 種溝通的「絆腳石」 

教師或家長常用的「不接受的語言」大致可歸納為十二類，以下試用一個例子加以

解釋。假設一個學生有困難 ─ 不能按時完成指定作業，他自己也為此而煩惱，以

下是一般典型的反應： 

《屬於單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 
 形式 例子 

1.  命令、控制、指揮 你別再抱怨了，去把功課做好吧! 
2.  警告、威脅 要是你不想被留級或趕出校，你 好還是努力些 
3.  訓誡、說教、說「應該和

必須」 
你知道你上學校便是來唸書的，你應該把個人的問

題留在自己家裏 
4.  忠告、提供解決辦法或建

議 
你還是調整一下自己的作業時間表吧，這樣你就可

以把所有功課都按時做好 
5.  教導、推理 以事論事，你 好記住，距離學期結束只剩下數星

期，你還是好好地把作業完成，否則就難以應付大

考了 
 

《屬於判斷、評估或貶抑的方式》 
 形式 例子 

6.  判斷、批評、不以為然、

責備 
你根本就是懶惰，要不然就是存心拖延 

7.  中傷、歸類、揶揄 你就像小學生，一點都不像唸中學的人 
8.  揭穿、分析、診斷 我看你是想逃避這個作業 
 

《屬於意圖否認學生確有的問題，使學生覺得舒適些，並使問題消失》 
 形式 例子 

9.  讚美、肯定的評估 你真的是一個很能幹的年輕人。我相信你會想辦

法把它做好的 
10.  解憂、同情、安慰、支持 有同樣感受的不止你一個。我自己對於困難的作

業也有這樣的感覺。可是一旦你動手做，問題就

會不那麼難了 
 

《屬於「強加」自己的想法去解決學生問題的方式》 
 形式 例子 

11.  疑問、盤問 你認為這作業太難了嗎? 你在作業上花了多少

時間? 為什麼你直到現在才來找我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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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轉移話題、分散學生注意力、避免跟學生打交道的方式》 

 形式 例子 
12.  退卻、分散注意力、故作

幽默、挖苦 
讓我們談些別的較愉快的事吧。讓我們回到課本

上來。看來好像有人今天不大對勁。 
 
《如何聽學生「講」，他們才會「說」?》 
《如何向學生「講」，他們才會「聽」?》 
 

幫助學生解決問題的幾種較具建設性的方式 
 

聆聽其實是 有效的溝通工具之一，不少專業輔導員都耗費許多時間於聆聽上；

因為它能夠誘發受助人述說自己的煩惱、淨化他們的情感、使他們能繼續不斷往下

講、促使他們更深入地去探索自己更基層的情感，同時也顯示出助人者誠心接受受

助者的「本我」、他的煩惱以及一切。(當然接受並不等於認同) 
 

1. 沈默的運用 

是一種有力的非語言訊息，向學生表示你由衷地接受他，並鼓勵他告訴你更多。

有時候如果只有你講話，學生反而不能把他的煩惱告訴你。 
 

2. 鼓勵性的反應 

如點頭、微笑、身體往前傾等動作，以及簡單的口頭暗示如：「喔」、「嗯」、「係」、

「我明白」等等都可讓學生知道你的注意與興趣，你接受也繼續講下去。 
 

3. 「拋磚引玉」式的提問 

有時為了促使學生開口講，或要學生談得更多或更深入，還需要其他的鼓勵。此

種語言我們稱之為「拋磚引玉」式的提問。例如：「今天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談嗎?」、

「你願意多講一些嗎?」、「這很有趣，要繼續講嗎?」「看來好像你很重視這件事，

你要不要談談它呢?」要注意，這裏的詢問或申述都意在啟發，不含評估的成分。 
 

以上三種的「 低限度」反應方式也有其限制，因為它們只是提供機會讓學生演

獨腳戲，往往不能促進深入的探索，不能從表面的問題探及基本的原因與情感。而

且，有些學生會比較內向和沈默，使用這些反應可能未必有效。為使雙方更能夠交

相感應，高明的輔導員遂引申前述三種方法，再加上第四種的聆聽反應，即所謂「積

極聆聽」(active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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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聆聽」目的在於探索學生的真正問題所在並協助其自行解決，但也未必保

證能達到一定的效果。不過，至少它激發了問題解決的歷程，有時還能對學生提供

發洩情緒的機會，讓學生把你看作一個可以交談的對象。 
 

「積極聆聽」的條件 
欲達到「積極聆聽」的效果，教師必須持有一套態套，否則，極可能流於機械、不

自然、缺乏誠意或造作。以下是教師從事「積極聆聽」的應有的態度： 
 
1. 對學生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應深具信賴感。「積極聆聽」的目的在於加速解決

辦法的發現 ─ 這個個程可能歷經數天、數週乃至數月。 
2. 能「由衷接受」學生所表現的情感。學生如果能無掩飾地坦露、檢討並探索自己

的感受時，他往往無形中就能擺脫困擾的情感。 
3. 應了解到情感往往十分短暫，只存在於片刻之間。「積極聆聽」幫助學生從一片

刻感受轉移向另一片刻，使全部情感化解及散發。 
4. 必須由衷「願意」幫助學生解決問題，並為此安排時間。 
5. 對學生的煩惱應「感同身受」，但又要保持適當的距離，而不捲入學生感情的漩

渦。 
6. 應了解到學生往往不能開門見山道出其真正的問題。「積極聆聽」幫助學生從表

面問題而深入探索問題的癥結。 
7. 對學生所透露的私隱或秘密應予以尊重及保密，不在其同學面前公開討論，否則

容易破壞了輔導關係。 

積極聆聽的溝通方式(同理心技巧) 

教師能細心傾聽和回應學生的表達(思想、經驗或感受)，傾聽的

方法在於用心去聽，而非只聽其言，亦即能理解到學生說話內容的字裏行間，他的

所思所感，以及將「感同身受」(empathy) 的內涵傳達給對方，把對方未意識或感

受到的資料帶進對方的意識內，增加其理解程度。 
 

例子(一)  學生: 「這所學校真的不如我以前那所學校好。那兒的同學都很友善。」 
    教師: 「你在這裏覺很孤單。」 
       學生: 「的確這樣。」 
  
例子(二): 學生: 「為什麼儘是下雨呀? 煩死人啦! 雨天我們什麼都不能玩，像打籃

球。」 
    教師: 「你在室內呆得發悶。」 
 學生：「是的，我希望我們能出去玩。」 
 
以上的例子中，教師「譯意」都很準確，知道學生內心的真正意思。他僅著重於學

生對外在情況的「感受」，而非外在情況本身; 換言之，教師的責任感在於學生，而

不涉及外在情況。如例(一)教師並不說：「這所學校的同學都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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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咩你唔專心讀書呀? 
你以為唔出聲就得喇， 
呢 D 係咩態度! 

下列是一些以同理心反應的溝通句型: 
「你覺.........(情緒字眼),.........因為...........(事實內容簡述).......」或 
「因為...........(事實內容簡述).......你覺.........(情緒字眼),.........」 
 
其他例子: 
「你患了感冒，不能參加學校的旅行，似乎有點失望。」 
「你付出了不少時間溫習，所以取得很好的成績，令你非常喜悅。」 
 

《如何處理學生為教師製造的問題》 
 

一個學生在一張新課桌上亂刻亂劃、另一個學生把粉筆亂擲，幾個學生高聲爭吵

而妨礙到你以及班上的其他學生…..類似行為無一直接或間接地牴觸了教師的「合法

需要」。教師不能即時藉「積極聆聽」去有效地加以處理，也不能予其忽視而繼續施

教。面對此類師生間之衝突，教師可以採取下列三種途徑去處理： 
 
1. 試圖調整學生的行為 
2. 試圖調整環境 
3. 試圖調整你自己 
 
例如：Miss Fong 一再受到班上大半學生的干擾，在她講書時，學生不斷談話、甚致

搓拳、玩樸克，有些同學則低聲講、高聲笑。對於 Miss Fong 來說，這些行

為是不可接受的，所以這問題屬於「她」。她該怎辦呢? 
 
1. 調整學生 ─ 她可以向滋擾的學生，發出一些使他們停止干擾的「訊息」 
2. 調整環境 ─ 可提供他們一些準備好的、趣味性的習作給他們做，做完對答案，

以代替單向式授課 
3. 調整自己 ─ 她可以對自己說：「他們只是追不上學習內容，我教慢點，教少一

些，運用一些生動的方法，令他們每堂都有一點得，讓他們趕上

及產生一點成功感後，再花些額外時間，如補課，去幫助他們趕回

進度。」  
 
「我向訊息」與「你向訊息」 

「你向訊息」 ─  溝通的殺手 

 
              

                    教師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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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這個學生對教師的說話有甚麼反應? 

 相信你會猜到圖中的學生不會積極的回應，因為該教師不自覺地運用「你向訊

息」，做成了他與學生溝通上的障礙。 

「你向訊息」往往基於個人的主觀意識過強，忽略別人的感受，不留餘地對別人作

出評價、苛求、質問、懷疑，甚至恐嚇，結果造成對方的不悅。這種表達方式，容

易變成責備、命令的口吻，使對方抗拒和畏縮。 

甚麼才是有效的溝通方式呢? 

 其實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言談舉止受到別人的尊重，而這種被尊重與否的感

覺，絕大多數來自對方的言詞。因此，我們向人表達訊息的方法和技巧是很重要的。 

「我向訊息」 

 運用「我向訊息」可以明確地讓對方了解你對某種行為的觀察、反應、感受和

期望，而不是用責備和埋怨的口吻把問題的責任完全推到別人身上。 

表達「我向訊息」的三種要素 

步驟 

例子 

描述學生影響到你的 
行為 

指出該行為對你的

影嚮 
說出你內心的 

感受 

1. 當你不把門鎖上的時候… 我的東西常失竊 我很擔心 

2. 當顏料不放回櫃的時候… 我不得不花很多時

間來收拾 我很煩厭 

3. 當你把腳放在通道上的時候… 我往往被絆到 我真擔心自己跌倒

受傷 
 
 

發送「我向訊息」後有時需要「換檔」 

雖然「我向訊息」比「你向訊息」對學生所引起的自衛心理較為輕微，但顯然沒有

人喜歡聽說自己的行為為別人製造了問題，即使辭句修飾等 佳的訊息，也可能使

學生覺得難過、內疚或不服氣。所以運用此技巧時，教師們也需隨時提高警覺，有

時有「換檔」的必要，由「面質」(我向訊息之運用) 轉換為「積極聆聽」。此種從

「面質」到「輔導」的轉換可以幫助學生處理他的新問題，同時也顯示教師對學反

應的了解與接受。 
 
以下是一個「換檔」的例子： 
 
教師：阿玲，你遲到為我製造了問題。每當你遲到，我不管在做什麼都得停下來，

這使我分心，我很傷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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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玲：是的。但我 近有好多事要做，有時候我趕不切。 

教師：我明白。你 近遇上一些問題 (「積極聆聽」)。 

阿玲：是呀。王老師要我體育課後幫他執拾體育用品。 

教師：他請你幫忙，你很高興(「積極聆聽」)。 

阿玲：係! 說不定下年度我可得到服務獎。 

教師：也許你要為此而要負出一些代價。 

阿玲：是的。我知道你為我的遲到很頭痛。我沒想到這會成為你的問題。我下次快

些收拾好用品，早幾分鐘離開，好嗎? 

教師：相當好。 

這裡教師首先發送「我向訊息」，然後轉換為「積極聆聽」，讓阿玲去面對自己

的問題，以可行的方法把問題化解了。 
 

雙贏策略 ─  協調法 

一種探索多種選擇、以達致妥協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它可以促進而不是強制學生決

定怎樣解決自己的問題或師生間之衝突。 
 
解決問題的六個步驟： 
1. 確定問題 
2. 引發各種可行的解決方法 
3. 評估各種方法 
4. 決定何種方法 合適 
5. 規定如何執行此方法 
6. 評斷解決問題的成效 
 
在處理一些師生衝突中，教師可按實際情況或需要運用這六個步驟或省略其中一兩

項。以下是一位教師運用了步驟 1、2、3 及 4 去處理班房秩序的例子： 
 
教師：我有一個問題希望你們可以幫忙解決的。班上講話的人太多，我總覺得不得

不經常鎮壓你們 (確定問題)。我不喜歡這樣。我需要安靜的時間來教學，可

是當你們講話的時候，我不得不重複我的指示，或把授過的教材重新再講 (我
向訊息)。可是我知道有時你們似乎也有講話的需要。讓我們都想想看，要怎

麼樣才能同時既滿足我的需要，又能滿足你們的需要 (雙贏策略)。我要建議

一些辦法，你們也儘可能把你們想到的提出來。我要把它們列在黑板上，暫

時先列下來，不要置評，後我們來討論，把其中你們和我認為不妥的辦法先

刪掉。 
 

 (接著，大家紛紛提議各項解決辦法，而由教師一一列在黑板上： 
 1. 重排座位 6. 絕對不許講話 
 2. 懲罰 7. 一次只教半班(另半班可以講話) 
 3. 隨時想講話就講 8. 低聲耳語 
 4. 每天規定一定的交談時間 9. 只許口頭討論時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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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現在讓我們刪去我們真正不喜歡的建議。我要刪去第三和第九項，因為我不

喜歡它們。(幾個學生建議刪去第二、六和七項。) 

教師：現在讓我們考慮剩餘的這幾項。第一項「重排座位」，大家看法怎樣? 

學生甲：你以前試過，卻沒有效。(稍經討論，大家都同意刪掉第一項。) 

教師：「每一天有一定的交談時間」 ─ 這一項怎麼樣? (無人反對) 

教師：「低聲耳語」呢? 這個主意你們認為如何? (無人反對) 

……. 

教師：那麼我們剩下的就是第四、五、八三項了。有誰想添些什麼嗎? 沒有? OK，

那麼我們要把這些寫在紙上，大家在紙上簽名。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契約。這

是教師和學生都簽名的協議書，雙方都盡力遵守這契約。 
 

在簡短的解決問題會議中，教師有可取也有不足取之處： 

1. 她通過本身的「需求」而陳述出「問題」來，同時使用「我向訊息」表達了她的

感受。不過，她那「我向訊息」不夠強調學生上課時講話對她自己所發生的「實

質而具體之影響」。 

2. 她應該更進一步去探索學生為什麼「需求」講話。也許她可以使用類似的問話：

「我喜歡多些了解你們時常講話的原因，告訴我，你們為什麼上課時要講話?」 

3. 她也應該向學生說明自己不喜歡那些項解決辦法而要刪去的理由。 

4. 整個解決問題的過程僅止於步驟(4)：決定辦法。教師應可以用類似的話來促使

學生進入步驟(5)：「好啦，我們如何實行這些辦法呢?我們該做些什麼? 由誰來

做? 如何才能使我們的決定見效呢?」 

5. 教師還可以推動學生進入步驟(6)：檢討(評斷成效)。她可以說：「我們什麼時候

再討論，同時檢討我們實行的效果呢?」 
 
超出教師「權力範圍」的問題 

協調法並不能適用於解決所有問題，有些問題是教師「自由範圍」以外的問題。例

如校內禁止吸煙、上課時間、教室的整潔程度、甚至作業的指定等。因為這都是「上

級」的決定。那麼，當面對一些為「上級」所禁止的行為，教師應如何在不損及師

生關係的情況下有效地處理呢? 以下建議一些處理的原則和方法： 
 
1. 先確定學生是否知道有此規則存在和違規的後果。倘若他不知道，便告訴他。 

2. 在你肯定他知道了之後，如果他要求不受此規則的約束，你便對他說：「我無權

給你這項自由 ─ 這是在我權力範圍以外的。」 

3. 如果你肯定他是明知故犯，你便對他發送一個明白的「我向訊息」。例如：「當你

破壞了『不可攀登籃球架』這個規則時，我就擔心如果你跌下來受了傷，我難免

要負責，或為了沒有保護你的安全而受譴責。」 

4. 發送過「我向訊息」後，記住要「換檔」使用「積極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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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他改變態度，你便使「協調法」，由此你也許可以得知究竟是什麼樣的「需

要」促使他違犯規則。 

6. 如果「協調法」不能提供一個為你所能接受的解決辦法，那麼你可以： 

a. 告訴他下次再犯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b. 這一次就讓他承受應有的後果 
c. 如果你自己也認為那是不合理的規則，便設法讓它修改; 例如，向校長或或

在校務會議上提出 
 
 

「高壓」政策是否也有需要的時候呢? 

有時候，教師會用命令、指揮等「強烈的影響意圖」的方式去改變學生的行為，例

如「排好隊伍!」、「讀大聲一點!」 如果學生樂於順從，便無衝突。如果學生抗拒，

則形成了衝突。在一些情況下，或許教師可以使用方式去處理與學生的衝突; 例如

當危險迫在眉睫，不容多解釋時，或當學生不了解教師處境的困難而一時解釋不清

時。 
 
教師在這些情況下運用了「高壓」政策的管治方式，他必有其理由，但事後他可以

採取下列步驟以避免師生關係受損： 
 
1. 向學生解釋當時他為何要使用此方法 
2. 表示歉意 
3. 對學生的感受作「積極聆聽」 
4. 提供一些為學生可接受的辦法予其彌補 
5. 與學生商討，以求避免對方將來重蹈覆轍 
 
 
師生間價值觀念相牴觸時怎麼辦? 

師生間某些衝突是不能用協調法去加以化解的，前文曾提過，因為師生間存在的價

值上之衝突，並不對教師構成「具體而實質的影響」，學生往往不願意把這些「問題」

與你磋商，你也無法任何「調整」的意圖或通過解決問題達成協議的方式去影響的

價值觀與信念。那麼，是否有任何有效的法呢? 教師是否必須強忍而逐日與那些言

行看不眼的學生相處在一起呢?  以下提供一些可以減少價值衝突的原則和方法。 
 
1. 作一個有效的顧問 

a. 對有關的事實、知識、資料有充分的準備 
b. 簡明扼要地與學生分享自己的知識、看法，僅以一次為限，絕不喋喋不休 
c. 確定自己不試求改變對方，把改變的責任留給學生自己，絕不強制 

 
2. 身教 

作一個良好的榜樣，給學生模仿; 例如，如果你想學生整齊清潔，那麼你自己衣

著就得整潔。如果你想學生不太市儈，你可透露自己一些對財富、投資與投機、

綠色生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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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整自己俾更易為學生所接受 

a. 認識會容易提高接受程度。讓自己去更深入地認識學生的喜好、玩意、想法、

感覺、經驗、文化等。 

b. 檢示一下自己的價值觀如何形成，如受家庭影響? 社會影響? 是屬於真正你

自己的還是別人強加於你的? 

c. 向學生學習。凡是願意對學生傾聽或「設身處地」為學生著想的教師，往往

會發現自己也受他們的價值觀與信念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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