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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習得性無助」談如何幫助孩子不放棄 
蔡純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孩子應該是好奇、充滿動力和衝

勁的，但教學現場卻看到不少學生懶

散、怠慢、考試低分、不交作業，一

般人會認為原因出在這些孩子缺乏學

習動機，但除此之外，或許孩子們是

缺乏鬥志 --- 習得性無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習得性無助的實況不在少數：因

父母教養未切合個性或方式不當而畏

縮的孩子（吳美玲，2000）、因班級人

數眾多無法跟上教學進度而放棄學習

的學生、因社會環境惡劣對於未來感

到茫然的人民……（聯合報，2005）。

這些人身上常常會出現「習得性無助」

的特徵，產生絕望、抑鬱和意志消沉，

而這也是許多心理和行為問題產生的

根源。 

二、習得性無助的意義 

所謂的習得性無助是指人或動物

接連不斷地受到挫折，便會感到自己

對於一切都無能為力，喪失信心，陷

入一種無助的心理狀態。在現實生活

中，當一個人發現無論如何努力，無

論怎麼做，都會以失敗而告終，他就

會覺得自己控制不了整個局面，於

是，精神支柱就會瓦解，鬥志也隨之

喪失，最終就會放棄所有努力，真的

陷入絕望。 

習得性無助由塞利格曼提出，馬

汀•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  

1942-）是美國心理學家，主要研究憂

鬱症和異常心理學，從事習得性無

助、抑鬱、樂觀主義、悲觀主義等方

面的研究。 

塞利格曼 1967 年在研究動物時提

出習得性無助，他用狗作了一項經典

實驗，起初把狗關在籠子裡，只要蜂

音器一響，就給以難受的電擊，狗關

在籠子裡逃避不了電擊，多次實驗

後，蜂音器一響，在給電擊前，先把

籠門打開，此時狗不但不逃，而是不

等電擊出現就先倒地開始呻吟和顫

抖，本來可以主動地逃避，但卻絕望

地等待痛苦的來臨，這就是習得性無

助。隨後的很多實驗證明這種習得性

無助在人身上也會發生。就是：有機

體經歷了某種學習後，在情感、認知

和行為上表現出消極的特殊心理狀

態。經過某事後學習得來的無助感，

沒有動機，因為再怎麼努力都無法解

決問題，與俗話說的『有志竟成』相

反。習得性無助者面對無法控制的情

境，形成無助感，容易放棄甚至造成

焦慮憂鬱（塞利格曼，2008）。 

三、習得性無助的影響及矯正策

略 

習得性無助孩子放棄努力，甚至

對自身產生懷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

行，無法救藥。他們形成了自我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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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拖延作業，只完成不費力氣

的任務，他們懶散、怠慢、沮喪、不

完成作業，並以憤怒的形式表現出

來，甚至表現破壞性。這類學生是把

失敗的原因歸於為不可改變的因素，

放棄繼續嘗試的勇氣和信心。 

 事實上，此時孩子並不是「真的

不行」，而是陷入了「習得性無助」的

心理狀態中，這種心理讓人們自設樊

籬，所以要想讓自己遠離絕望，必須

讓孩子學會客觀理性地為成功和失敗

找到正確的歸因（張再明，2014）。 

習得性無助有時會被認為懶惰，

這兩類的孩子都消極被動，表面行為

有些重疊，但內在因素有其差別。由

於行為問題不同，矯正方法亦有差異

（請見表 1），除了都該提昇學習動機

外，懶惰的孩子被動，需要紀律要求；

習得性無助的孩子由於之前受挫經驗

多，認為自己什麼都不行，覺得結果

一定會失敗，宜給予成功經驗，使其

學會正向歸因。 

表 1  習得性無助和懶惰的比較表 

 習得性無助 懶惰 

行為表現 被動、消極、懶散、不完成作業 

造成行為

的因素 
受挫經驗多 不想做 

行為問題 
歸納一定會失

敗 
被動 

矯正之道 給予成功經驗 紀律要求 

 

 

 

對於習得性無助的矯正策略： 

(一) 充分理解習得性無助的影響：       

父母師長了解習得性無助的形成

原因。 

(二) 幫 助 孩 子 學 會 正 向 歸 因 ：       

讓孩子面對失敗時能正向歸因。 

(三) 教導孩子改變方法和建立成功經

驗：讓孩子解決問題且學習自我

評價 

習得性無助的重要的矯正策略在

於正視狀況、正向歸因、示範、問題

解決、自我評價（張再明，2014）。 

歸因，簡單來說就是個人對於事

件結果的解釋。指一個人通常會為自

己的行為結果找適當的解釋理由，也

是對某件事或某個行為結果的成因的

知覺，針對行為結果解釋「為什麼如

此」 

表 2  正負向歸因比較表 

 正向歸因 負向歸因 

事物成敗的

因素 

外在性 (難度

或運氣) 

內在性(個人能

力或努力) 

事物成敗的

狀況 

不穩定 (可以

改變) 

穩定性(無法改

變) 

事物成敗的

結果 

特定性 (某些

狀況) 

普遍性(所有情

境) 

學習到的歸

因 

只 要 用 對 方

法，有成功機

會 

一定會失敗，無

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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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歸因者，認為失敗是運氣不

好、或工作難度高，自己這次失敗是

偶發狀況，只要用對方法，就有成功

機會；負向歸因者，會將失敗因素歸

為能力不足、再怎麼努力都沒用，認

為自己的失敗是無法改變（具穩定

性），且適用於所有情境（普遍性），

覺得自己做任何事一定都會失敗。所

以，若孩子習慣將失敗歸因於內在

性、穩定性、普遍性時，容易產生習

得性無助感（請見表 2）。 

幫助習得性無助孩子，在於改變

其對自己失敗的歸因。一次考試成績

不佳，不代表這門學科不行。一門學

科表現差強人意，不代表其他學科一

定不擅長。引導孩子去省思，成績不

佳，是因為：努力不夠、題目難度過

高、作答時間不夠、準備不充分或缺

乏效率等。幫助孩子對症下藥，正確

歸因，找到方法因應，建立成功經驗。

改變對失敗的解釋，學習成績不佳，

只是尚未找到有效學習方法，階段學

習未達理想，不代表自己沒有價值。 

四、父母師長具備正確觀念 

    除了幫助孩子學會正確歸因外，

蔡淑玲（2006）指出父母師長教養方

式及態度上亦有修正之處。父母和老

師受限於個人習慣和學習經驗，常有

許多「成見」和「標籤」。師長在引導

孩子時，要改變觀念，避免用錯力，

走錯方向（林韋萱，2013）。 

 

 

(四) 錯誤觀念一：孩子不願學，是因

為他天生懶惰 

不願學、學不會的原因非常多。

學生沒有動力，十個被貼上「懶惰」

標籤的孩子，可能有半數是「習得無

助」。習得無助的孩子從小受挫經驗太

多，導致歸納自己做什麼都會失敗，

所以乾脆不嘗試，免得再次受傷。習

得無助所表現出來的症狀，跟懶惰孩

子一模一樣。但是，前者需要的是成

功經驗，後者需要的或許是紀律。  

(五) 錯誤觀念二：激勵的方法，只有

棍子與胡蘿蔔 

    有效的激勵是要因人而異，因時

制宜。激勵方法有很多，善用獎懲引

動孩子的學習動機，尤其要從內在驅

動孩子的動機。或許一開始，免不了

得先從外在利益著手，但宜多強調學

習本身的樂趣和成就，讓孩子逐步化

外在動機化為內在動機。 

(六) 錯誤觀念三：「讚美」，多多益善 

    適度和「正確」的讚美，的確可

以提升孩子的自信；但是空泛的口頭

讚美，卻會讓讚美貶值，甚至有負面

效應。不要隨意稱讚孩子：你好棒、

你最好，更要著重於後天努力可以改

變的事情，像是有創意、細心、堅持

等，讓孩子了解，努力可以帶來更好

的結果，如此才會真正啟動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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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錯誤觀念四：「學習」動機等於「念

書」動機 

    每個孩子有興趣的事物不同，要

尊重孩子。學習動機是個種子，可能

從養寵物延伸到學科學，從電玩到學

日文，何時會發芽很難說。但如果把

學習狹窄定義在念書，父母就會認為

孩子有興趣的事是浪費時間，如此一

來，孩子會覺得「我有興趣的事都合

父母的意，那我乾脆什麼都不做。」

所以父母師長應看重孩子學習的興

趣，不要將學習窄化於課業方面。 

    父母師長導正觀念外，亦該了解

現在學校的教育方式，有些現況是不

利學生學習動機的： 

(一) 強調知識灌輸的教學活動 

    因受「升學主義」影響而獨重升

學科目的知識教學。結果剝奪了學生

心智多方面發展的機會，使學生知識

窄化之，也因而窄化了興趣。 

(二) 學習進度齊一 

    齊一化學習進程沒有考慮到學習

能力不相等的學生，故無法滿足落後

學生的心理需求，自然也就難激起學

習動機。 

(三) 偏重升學率與分數主義 

    在分數影響之下，造成學生兩種

心態：其一是讀書只求得高分，其二

是只求及格過關。上列兩種心態，對

培養學習動機皆是不利的。 

五、 幫助孩子學習的具體建議 

(一) 轉化動機為內在動機：因材施教，     

讓孩子為自己而戰。 

(二) 作業設計分程度：依照程度，給

予適當的目標，才能提高成就感。 

(三) 從成敗經驗中學到合理歸因：引

導孩子合理且正向歸因。 

(四) 使每個學生獲得成功的經驗：讓

每個孩子看到自己的長處，擁有

自己的舞台。 

(五) 善用回饋激發士氣：父母師長亦

應不斷進修教育方法及有自覺的

引導。 

(六) 利用教學媒體、課外讀物、情境

教學：使教學活潑，更適性發展。 

六、結語 

教改持續進行著，但學生年級愈

高，放棄學習的比例愈多。小學生踴

躍發言，成績差距不大；但高中職生，

成績懸殊，放棄學科者所在多有。可

見，在小學到高中職的學習歷程和教

育環節中，有部份的學生學習到的多

是挫敗的經驗，漸漸自我否定，逐步

地習得性無助，在學習上缺乏鬥志。

雖教學現場學生眾多，進度緊湊，要

配合每個孩子的狀況教學，是不可能

的任務，但樂觀是可以學習、也應該

教育的！洪蘭教授說：「我們不該教孩

子戴著眼罩，看不見世界上的骯髒與

污穢，我們要教孩子面對事實，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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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當一個孩子可以正確的評估落

在他身上的困難時，他就具備處理這

個困難所需的堅定及克服問題的能力

了」。父母師長若能對學習落後的孩子

稍加關注，看重每個孩子的天賦才

華，適性引導，或許就能減少孩子放

棄學習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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