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 “绵羊行动” – 从刺激操作制约行为谈班级向心力的养成 

分享人：2017高三诚班主任陈振辉老师  

壹、重“心”出发 

 在 2017年 11月 8日高三毕业典礼前，我为他们 51位顽皮鬼

写下了最后一段心情的话：“1000個日子的相遇，猶如盛夏的邂

逅。倘若 N年之後的碰面，咱們噗哧一笑或會心抿嘴，那已是匆匆

那年”是的。这是我连续同一个班第九次为写下他们毕业前的最后

一次成绩单的评语，宛如最后的嘱咐了。此刻的悸动让我记忆犹如

时光机，穿梭回到在母校巴生滨华中学毕业典礼时，与导师们拥抱

的那一刻。这是读华文独中的特别之处，与班导师的关系爱恨纠

结，难以割舍。就算我身为班主任多年了，我依然记得中学六年的

班导师有：林小芳师、黄玉芬师、黄晓云师、王淑慧师、王进兴师

和胡国伦师，他们各在我青涩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启蒙的重要角色。 

貮、缘起与研究理由 

 这一班就是 2015高一廉、2016高二智、2017高三诚，是我九

年执教生涯里，第八年担任班主任的任务完成。为此作出小小的四

项小结： 

1. 完整带完一个高中三年的班级 

2. 第一次有实验结果的带班成就感（刺激操作制约行为让班级

向心力的养成、严明的分层管理、即时的网上处理） 

3. 从刺激操作制约行为让班级向心力的养成算是有成效的 

4. 担任第 8次班主任的小小心得汇整 

至于刺激操作制约行为养成班级向心力的概念是我在修读教

育专业课程中教育心理学启发。 

究竟什么是「操作制约」？其实操作制约的最核心概念，指的就是

「作一个行为，产生一个结果，再就结果决定以后是否会再重复这

个行为。」如果这个说法感觉有点抽象，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

一个六岁的孩子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得很干净，不但得到了妈妈的称

赞，还得到了奖赏－一个他喜欢的玩具，那么以后要他去整理房

间，也许他就会比较乐意。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有一只猴子，每当

他想要拿起房间里的香蕉吃就会被电，那么试过几次以后，牠可能

就再也不会碰香蕉了。 



一个行为的产生通常是因为有一个「刺激」，才带出了后面的反

应。就好像一个人会想整理房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家人看不下去

一直念，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再也找不到想找的东西迫不得已非得

整理。 

“操作制约”和“古典制约”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行为是

由主体「主动」作出决定的结果，而不是一种不能控制的行为（帕

夫洛夫的狗流口水）。操作制约的关键，在于它是由一个「行为」

所相对应产生的「结果」。要有什么样的行动，全凭个人心意决

定，而不是一种自发反应。因为操作制约学习所得到的结果会强化

刺激和行为之间的连结，所以也常被称为「刺激反应心理学」

（Stimulus-Response Psychology）。 

桑代克根据迷笼中的猫尝试错误（Trial-and-error）的学习方式，

提出连结学习理论三定律： 

• 练习律（Law of exercise）: 练习的次数会影响个体和刺激

之间连结的强弱。练习的次数越多次，个体和刺激之间的连结

就会越强。如:教导狗狗捡球，愈多次的练习，狗狗对于主人

的指令会更加熟悉，多次的练习会让狗狗捡球的表现更好。 

• 准备律（Law of readiness）: 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连结和个体

本身的身心状态有关。若个体是在有准备好的状态（有需求的

状态）里获得满足，较能建立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连结，但若在

此时移除刺激，个体可能会因得不到预期的刺激而失望。如:

在狗狗饿的时候教导捡球，每次成功赏与食物，则狗狗学习的

成效会比狗狗吃饱时更好，因为当下狗狗有了吃的需求，而这

么做牠可以满足需求，牠是准备好的。 

• 效果律（Law of effect）: 反应后获得的结果将会强化或弱

化日后是否做出同样反应的机会。即，若反应后获得奖赏，日

后比较有可能出现同样反应，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连结会被增

强；反之若反应后没有任何效果，或甚至得到负面惩罚，则刺

激和反应间的连结就会被削弱。如:在狗狗饿的时候教导捡

球，每次成功赏与食物，则狗狗学习的成效会很好，若狗狗表

现得更好则加倍奖励，则训练狗狗的成效会非常好；反之，在

这样的情况下，当狗狗成功时不给予食物，反而严厉指责，则

会使狗狗失望丧失学习动机。 



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介绍增强的类型以及其影响。 

 

 

奖励与惩罚: 心理学家发现，延迟给予奖励以及惩罚会使奖励与惩

罚的功效下降，且这个现象在其他动物之间更是明显，因为动物并

不像人对于自己的未来以及学习具有规划能力；此外，奖励与惩罚

也需具有一致性，以防混乱。 

进一步探讨，心理学家还发现，若是一个人越能够延迟自己获得奖

励的时间，或是可以不领取奖励而继续学习，他通常具有更好的社

会发展能力，例如：大学生甲在每次小考完之后就需要好好的放松

看个电影才能继续读书，而大学生乙则是在期中考结束后才让自己

好好的放松去享受电影，在这个例子中，乙有高度可能在未来比甲

有更好的社会发展能力，因为他能够将看电影（奖励）延后较长的

时间才实现。 

奖励通常会增加行为出现的次数，而惩罚通常会减低行为出现的次

数。如同前面提过的，惩罚和增强物有着共通的特点，即惩罚也必

须对个体而言是个惩罚，这个结果才会有效。 

奖励与惩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奖励与惩罚要快，最好是在行为发生后立刻施行，拖延会失去

效力。 

（2）奖励与惩罚要有一致性，必须在每次行为发生后执行，而且不

能时轻时重。 

（3）奖励与惩罚要适度。 

 

 

 



 

叁、带班过程与研究目的 

2015高一廉、2016高二智、2017高三诚小档案： 

2015-2017班主任 陈振辉老师（CHESTER） 

全班总人数 52人 

男女比例 女 28位（54%） 男 24位（46%） 

初中三直升高一级 49位 

初中班主任 1. 郭子仪老师 2.丽萍老师 
2. 叶世杰老师 4.谢淑珍老师 
（49位分别来自这四位班主任） 

高一留级生和高一
休学复学生 

留级生 2位，复学生 1位 
（均来自吴景秋老师的班） 

高一升班率 100%(52/52) 

高二升班率 100%(51/51) 
途中申请退学者：1人（邓志勇） 

高三毕业率 70%（35/51） 
结业者原因多为：（1）全年学术总平
均为 50-54.9%者，高一高二多靠补考升
班（2）操行不达标，主要是迟到和违
纪扣分 

 

以下为这次带班的步骤方法，以养成这班学生对班级向心力： 

 步骤方法  

1 开学首二日的 PPT宣示***（如
图） 

向心力养成的第一
步和开宗明义 

2 班委干部落实自我推荐，民主
选举和并寻求拉票当选。（如
图） 

落实民主程序、独
当一面、勇于承担
的班委 

3 特设班委： 
1. 即时通讯小组（4人）：

FB，wechat（如图） 
2. 每周班长助理的轮替（51

人）（如图） 

 
1. 秘书每天会

更新 FB作业
记录 

2. 每周依座号
顺序轮替班
长助理，并



将轮值大名
挂在布告栏
上 

4 高二升高三时将班上形成五个
小组操作： 

1. 毕业特刊小组(11人) 
2. 售卖活动小组(17人) 
3. 毕业旅行小组(4人) 
4. 毕业典礼小组(5人正

取，5人协助) 
5. 运动会筹备小组 

(a)班服设计（8人） 
(b)售卖筹备（17人） 
(c)竞赛组长（2人） 

 

5 即时 apps汇报： 
• 出缺席 
• 交代事项与办理进度 
• 班上的异动突变 

• 必须在 7:30
以前透过即
时通讯软体
知会班主
任，否则无
法请假 

6 班上整洁小组（4人） 
• 从高一第一期至高三最后

一期必须完整得分 450-
500，即表示从高一至高
三每一期必须特优奖。 

四位整洁股长，其
中一人为组长。其
中三位组员向组长
报告，组长向班主
任负责 

7 座位表布置由班主任设计 如果发生被师长投
诉、不愉快或成效
差，下一轮会调动
他不喜欢的位子直
到愿意改善行为为
止。 

 

肆、三年总结与卸下任务 

利用“刺激操作制约行为养成班级向心力” 的概念，小结三

年来的具体成效： 

 步骤方法 具体成效 



1 开学首二日的 PPT宣示（PPT图） • 目标明确 
• 容易贯彻 
• 班级团结度和向

心力养成奏效 

2 班委干部落实自我推荐，民主选
举和并寻求拉票当选。 

由于班委和干部是自
己愿意和争取回来
的，并没有心不甘情
不愿的执行任务。如
有，班主任会问：当
初不是你自己选择要
的嘛？ 

3 即时通讯小组：Facebook专页，

FB messenger，wechat（图） 

从高一至今，秘书 2
位轮流在 5点左右 FB
公布今日作业和应完
成事项。 
Wechat则有效处理紧
急事物。 

4 每周班长助理的轮替制（图） 权利和义务不亚于三
位正副班长，从第一
周座号 1号轮流到年
底。凡该周行政处、
班主任交代的任务，
即时完成。独当一面
效果极佳，并没有人
推卸，也可探视自己
的个人特质。 

5 将班上形成五个小组操作： 

毕业特刊小组(11人) 

1. 筹获广告费为九
班高三班级的
no.2高的佳
绩。 

2. 当个人完成达标
RM400者主动协
助其它未达标
者。 

3. 广告款项会更新
写在黑板，以督
促未完成者，并



提高班级团结士
气。 

6 将班上形成五个小组操作： 

班级售卖活动“冻起来”小组(17

人) （图，影片） 

1. 陈书融带领的小
组（17人）自
行完成售卖活
动。 

2. 当初巧妙安排是
想训练副班长的
组织能力，结果
并没事与愿违 

3. 自拍广告点击率
约 14,000次 

7 将班上形成五个小组操作： 

运动会筹备小组 

(a)班服设计小组（8个版本票选

角逐当选 1版）（图） 

(b)售卖筹备小组（17人） 

(c)竞赛小组（组长 2人） 

1. 2017班服设计甲
组第 1名(冠军) 
2. 竞赛荣获甲组亚军 
3.师生大队接力冠军 
4.甲组大队接力第 3
名 
5.拔河比赛闯进甲组
四强，为三年最好佳
绩 
 

8 班上整洁小组（图） 从高一第一期到高三
最后一期，每一期都
有奖状，500分是常
客，维持甲组前四强 

9 座位布置由班主任设计 高一和高二某某人很
畏惧和某某人邻座，
到高三毕业惜别分享
时感激班主任当初的
撮合和闺蜜的养成。 

 

在 2015至 2017三年带这班，本身小结收获和成长有： 

1 比前几年更懂得学习如何处理班上的情绪智商：例如
班对情侣、同学间亦敌亦友的纠缠、友达以上恋人未
满、误会猜忌。。。 



2 要做到对 52个人一致性，无分别心是很难的。抓紧
每一次某个学生的个案遭遇、学生的真情告白、生
日、家事的紧密相处，让班上每一位同学知道班主任
都是视你为班上的一份子，以自处高三诚为傲。 

3 建立班主任的威严和有爱（暖男形象）超重要。 
取自吴景秋老师的【严中有爱、爱中有爱】 

4 不要过于煽情溺爱的情绪带班，最终可能招致班上反
扑的恶效果 

5 不能一层不变的以为自己的决策是对的 

6 当你愿意倾听学生、家长、甚至他们的朋友的心声，
与他们是有交心的机会。甚至在毕业前，终于让全班
52人都走心，这是一种班主任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这三年的自我期许和增强管理能力，团结班级和凝聚向心力已算成

功。未来的班主任工作将会着重在学生养成学术能力的培养求知欲

为首要任务。 

伍、温馨建议即将带班的班导师 

 

1 无论新手或老鸟班主任，多采用方法论，比较不会随
心所欲带班。随遇而安很危险,而且没规划，也没有
验收的期待感。 

2 老生常谈：如果想带好一个班，你到底想带领他们往
什么方向？什么才是你的终极目标？ 
【塑造属于独一无二的班级特质→班级全体同学会以
在这个班为傲】 

3 要适应你是带到怎样特质的班级学生？造就自己在这
个班是什么魅力的班主任。 
【班主任个人魅力很重要】 

 

陸、参见： 

1. 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年 8月 31

日－1949年 8月 9日），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学行为主义的代表人

物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主要联结主义理论：刺激（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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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迷箱实验，通过观察猫如何从迷箱中逃脱，总结出三条学习定

律：准备律、效果律和练习律。 

2.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年 3月 20日－1990年 8月 18日）哈佛大学心理教授的职位，

引入了操作条件性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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