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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印花可以接甚麼?
蕭寧波
香港中文大學

本又以時下香港年青人功利心靈的現象作為子 l 子，採吉于一般
中小學常用以獎勵學生的代可惜酬賞制 (token economy) 的最j
弊，立主討論利用這稜改進行為的方法時應該注意的地方。另
外，封行為控制與行為學習的分別，以及酬賀科的局限，本

文都作出了論述。除了文獻回顧外，文章還加撿了筆者的一
些個人體驗，以印證~lII j賞?側的利弊。

很多人批評時不年灣人功利心麓， í故事只求達到白的，只考慮是否
符合成本效益。在學習方筒，只$:考試成功，該書只直覺婆考的，不言十分

的功課俊馬虎了箏。譯音幸鼓掌因為老師要求剪報，譯音霉的為主要交閱該報
告，學習語文因為要靠尋求職倍。既然白的是最愛耍，其他…切都變成達

到間的的手段，如有簡便的捷徑，當然單單該採鬧。

在工作方訝，一些年青人持有的態度，是拿多少薪水便付出多少勞
力，當然不會主孟五千元的月薪使付出值一萬元的努力。這種心態，跟我

們認闊的「資任心 J 梅室主很遠。簡單來說，畫著任心就是叮在童心態，只要堅
接受了一件工作，便要把工作做好。徽 E黑如洗碗，洗碗就是把碗淡乾
I芋，不會說碗洗得如何單Z1乎要級司Z拿多少工資而楚。

r 年會人為主藍麼會變成這樣。 J 很多人這樣間，就請看看我們是怎樣
培育他們的。

Correspondence conceming this arti c1 e shou!d be addressed to ShÌu Li ng~po 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o , The Chinese Universîty of Hong Kon罩， Shatin ,
New Territories , Hong Kong. Email: lshiu@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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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外幼女，就買賣去年級) N:果餘學習彈奏鋼琴。一天，我打夠
她的琴譜藹，發現審內畫畫滿了很多潔亮的印章，她告訴我那是老師給她

的獎勵，綴滿了一定數目的 SP 主義，便可以換取…些小單單物，如書籤喜事。
再看看她學校的習作簿，發覺也是畫室滿了很多印章，全是老師的獎勵，

可以換敢一些主小東闊的。據我所知，這種獎勵方法在本港的幼絲爾和小

敏被!發泛採用，已經好一段日子，波:你來這趨勢更重重延到中學，尤其是
初中。這樣，不少學生防幼稚國豆豆初中約十年一內，每天都籠罩在各穫獎
賞制度之中。要在藍的是，有般家長在家鑫也變行這種fP花制度，希望令

子女哥哥、教聽話。

代幣酬畫畫制的普及
這種印章靠或印花制度的學名是 r 代幣酬皇室制 J

(token economy)

，是

行為學彎理論的一種應用。它是應用行為學習理論中的.iE.增強原理

(prínciple of posítíve reínforcement) ，來增強行為出現的頻來或次數。辦
法還每償指定的行為出現後

H意寬(或政增強物)便呈現。只要獎賞的

出現與行為的出現有特定的相閱(包指 contmgency ，見下文)

，那控告該

行為瀉出現的機會便會1 糊口。

行為學謂改論在在中外教育界都有廣泛的影響，由於大部分師資訓練

課程都包括這種理論，加上獎賞懲罰單就存在於人類文明之中'iE.增強

理論很容易獲老郁接受，然後 JflE用於教學之中，或作為鼓勵學生的一種
方法。代幣 liltl策，制是行為學習理論的眾多民軍用之中較為普及的…鐘，其
特點是利用本身沒有價值的代幣作為獎勵，代幣的價值來自它可以換取

的東西，所以代幣是一綴次增強物 (condítíone吐間inforcer) 。

Kazdín (Kazd閉， 1982, 1985; Kazdin & Bootz凹， 1972) 的文獻問駿指
出，在西方，代幣酬鐘，制自六十年代後期，草委夕 êR軍用於單草院治療精神病

憨者，後來逐漸縫里賽，遜及臀療中心、軍在獄、工商界等。在學校藥，代
幣酬竅，制府作改苦苦學生的 5果當秩序、學習行為、社交行為等等，研究顯

示這種方法可以幫助行為鋪蓋是不日專注力不足的學生 (ü'Leary
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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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代幣臣當重重剝開樣被廣泛應舟，在拉克人世界中比比皆是，去日

結業的的八仿伴百貨公司，便利!B贈送印花維繫了一群忠心的顧客。 i 而

小室主、年裔人以至成年人常去的機動遊戲中心，亦有以贈送印花來館住
顧客。在某些學校里，應用代幣酬主寶劍已不只是個別老師的做法，這些

學校建立了屋里寫憫詳的制度，學生大大小小的行為都可以換取印花，累

積若干小印花，可以換取大印花，星星綴若干大印花，可以換到物質的獎
勵，如文兵，也可以換到非物質的獎勵，去Il獎狀。

l1Í年來坊間流行的 r 教師求生手冊」也往往推介老師利賠代幣酬賞
制， 1'1'為管玉皇課2藍秩序的一種手段，或鼓勵學生的一種方法(例如， I萄

朱瑞苦奮， 1996) 。隨著這類書籍的毯，及，謝H資制便越來越涂入老飾的腦

袋裳。加上近年來香港社會流行重視溫情，父母對子女也好，老飾對學
生也好，都強調多路勵少懲罰，在這積氣候下，盟(黨制這類有系統、容

易執行的獎賞方法自然容易滲入不闊的親子工作坊、老師加油站等等，

然後漸漸流行起來。

然而，這種獎章建制度對孩子的影響是好是壤，老師祁家長是否充分

了解?

代幣酬賞制的利弊
從學邊的角度來看，代幣單純資約有不少好處
一、容易執行。

二、代幣可以在行為的現之後立即給予

行為學習理論認為即將

的機5車上七延邊的i曾給更為有效。
;三、代幣本身不能主主撥滿足學習者的需要一-1言不能吃、不能嗨，

一具償偎在於當;儲草書~~…定的數目後，可以換取…些學習者有專娶
的東筒。換句話說，學習者需要做出許多好行為之後，才可以
得到他們事會婪的東亞頁，這樣，他們可以學習追求…錢較長潑的

自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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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代科專酬i 賞側的好處陸實為人知，傾倒]很少人知道應該如何正磷運
用它， ffiH軍用不當又會帶來甚麼不良後來。土文所提及的年裔人功利心
畫畫，會否是濫用翻譯主制的後泉。

豆豆竅，代幣WIiI室主制的;還舟，並不至是毫無爭議約。反對約人認為代幣

麟室主制與其他獎章賞你Ut聖一樣，都是利用外役的誘的引發行為，妨礙內在
動機的建立，後t露疲可能是當獎贊終止嗨，行為便不符發生 (Lepper會

Greene , & Nisbe泣， 1973) 。從七十年代趟，好些社會心現學家對這憫題目
做了大學研究，個學術界約討論到今天仍沒有給論。最近出現了好幾篇

文草草(例如 Cameron & Pierce , 1994 , 1996; De凹， Koestner & Ryan , 1999;

Eisenberger, Pier田& Cameron , 1999) 問顧過去廿多年的相關研究，但對
外在獎賞會在于妨礙內在動機的建立，草書是沒有…致的意見。儘管理論方
濁的研究工作尚未有清晰的定論，但從 1濫用的角度吉普娘，在紛耘的爭論

之中，還是可以整理出一些頭緒，指示我們在i運用獎麓，峙，應當怎樣做
才可以蓋章星星避免影響內在動機的建立。

綜合幾篇文章靠的討論，在施行代幣 E側重重制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正增強必雷聲 NJ)!自標行為掛勾 (contingent

on behavior) 。

Contingency 有一個廠發的定義(參考 Lieberm甜， 1993 ， p.116) ，但閱單
來說，就是目標行為約現了，正增強使呈現，假若問標行為沒有出現，
正增強也不會呈現。換句話說，目標行為應該是得到獎勵的唯一或主要

手段。這點又可以時分為獎章是，與表現 (performance) 掛勾、或與參與

(participation) 掛勾， Cameron and Pierce 發現前者的效果比後者較好。

其次，非空空質 (non-tangible) 的增強物，如口頭鑽質， tt:!實質
(tangible) 的增強物，如玩泉，較不容易妨礙內在動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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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沒有預期之下笠境的增強比較有效。很多老倫大概有類似
的經驗:一{閣成績一向不好的學生做了一篇很好的功課，老的給他一些

獎勵，是他完全沒有預期的，往往使產生很大的鼓舞作翔。我也已亦曾
經校學生沒有預期之下對他們說些晶晶懷的話，竟變成跟他們建立關{系的

照始。在沒有期望之下得到的獎勵，比在預期之 F得到的獎勵'JI'i:能有

效改變行為。
第凹，施行獎章量的重重要技巧在於透過獎賞令學習者感到更是由於自己

有好表現才得到獎勵，從而增加對自己能力的信心。換句話說，老的路
該利朋獎章電傳遞

個訊息，藍藍縈't騎自只要努力，是有能力把工作做好

的，這樣學生還會對:工作增加興趣。

對於以上的點，學者的爭論主要分為陶派，

叫派認為只要慧在執行酬

賞?剎時顧及這些娶妻鞋，便不會妨礙內;在動機的建立 (Cameron and Pierce) ;
另一派則認為即使照顧到這些要絮，在某些情況下酬畫畫制仍會妨礙內在
動機的建立 (Deci

and

Ryan) 。但無論如何，附派都不反對在執行酬竅，剎

時充分考慮這幾倒要點。

行泌的遠立
以上的討論，學術味道比較盞，以下我嘗試從另一角度入芋，思考
鑫且要才是 f 行為學習 J 以及 r 行為學習與行為控制的分別 J

希望從中

可以帶出一些憨態上的刺激，潑大家在施行甜11貨市l 時辛苦更深入的考慮，

能夠真正幫助學生建泣行為。

首先，如要真正幫助學生建立行為，任何…餾代燃眉目貨市ú:不終是了

無止境地維持下去的，格反，在施行酬畫畫制之前，老師應該先考隊在甚
般情況下和怎樣把自閉室建，~Ú撤除。大部分有關行為改造的教科書都指出，
在行為學習的初期，可以利用一些辛苦彤的增獵物，做到 γ 學習的後期，
這些有彤的，自主實驗者或治療員提供的增強物應該被自然的增強物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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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例如一個很害羞、不愛談話的孩子，老師為了鼓勵他與其他小朋友

一起玩耍，濟始自幸可用糖果獎勵他與別人接觸，當他WllU 人關始接觸以
後，路可從乖士群生活中找到樂趣，這稜樂j哇誼會代替糖果，成為支持社交
行為出瑣的誘間，這樣老師便不再需婆給予糖果作獎勵。

這就是書本中所謂的「行為的維持 J

(maintenance of behavior) 。有

錢老師起初覺得很難找到合適的自然的增強物，但是我借訴他們，假如
他們相信自己幫助學生建立的是好行為，便不lJíIi擔心找不到自然的增強

物。從定義來說，好行為是指那些會帶來好後梁的行為，例如對人辛苦
艘，別人ili草書對你有禮;勤力買賣議:會得到好成綴。只變老鄧幫助發生建
立的都是好行為，

(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學生都應該會在實踐該行為之

後，得到該行為帶來的好後果， i讓管好後果有待會皇軍一點:才出現。

要知道代幣酬主寶劍就是行為學習的一議方法，其間約自然是皇室就行

為。何為建立行為?建立行為就是希望經過了學習階段，行為在沒有增
強物約影響之下仍然會出現。要逮到這個問的，要注意把增強物出現的
次數、頻率或數量主隨著學習的進展慢慢減少，同時提高對行為的要求，

例如婆求行為達到更激懇的程!íl'才給予增強物，循序漸進，直至行為在
沒有增強物的支持下仍會出現。

我常告訴受訓的老師，給學生獎勵以鼓勵行為，本身的自約是希望

有一天悔不用給予鼓勵，學生仍然會做出該行為，還不個替老師節省不

少關艾，閑時也是行為改造的真正因約。主主簣，施行懲罰約問約也是…
樣。老師不是毛喜歡常常懲殼里發生，而是希望利用懲罰這手段幫助里發生消
除不正確的行為。老師希皇室嘗不詢:施行懲罰縛，不正確的行為也不會發
生。

總招來說，給予獎勵的白的是為 γ 將來不再給予獎勵峙，正確行為

仍會血緣續出現，而施行懲罰的目的是為了將來不寫施行懲罰嗨，不正5擎

的行為仍然不會出現。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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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學習與行為控制
在這讓我要指出行為學習害進行為控制的分別。行為控制的臣的只是
要確保目標行為的出現(或不出現) ，即是說，如果獎罰制度 ω 直存在，

而自機行為便隨之存在(或不存在)

，那便是達到行為控制的目的。例

如政府利用交通條例告蔡減少非法泊車的行為，假如制度的存在可以達
到目的，政府便不需要考慮若制度取消 γ ，不正當的行為會否恢復出現

一一這就是行為控制。

但是，行為學習有更高的目標，就是遠立行為，在發習階段過去

後，即使獎罰取消了，行為仍然維持(大家記得 Pavlov 的狗經過壞習以
後，即使沒有肉吃，在一段時間內，聽到鈴聲仍會留誕)一一道便是教

導學生與控制學生的分別。主苦樂學生認為老師採用獎勵制度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控制他們，而非為了幫助他們改進，他們往往會很反感，由此而
造成的後巢，恐怕並非是老師希望見到的。 2

Eisenberger et al‘(1 999) 的

文章也指出，要讓學習者感到是也自己掌握是否得到獎賞，而並羚受最IJ
於人(例如，譏學生感到是他們選闊故某種行為，便等知是他們選擇了
獎賞)

，才可以發揮獎獎的正間作用。

避免過分酬重重
假辛苦行為出現的頻率或機會主事已很晶，即表示行為已經建立了，便
本主要輩輩蛇添足地詢給予獎勵。大家也許聽過一個流傳喜喜慶的故事

年老的心激縈教授退休後，在家鑫享受清靜的日子。

一位

天，附近的公園

來了一群年會人，大玩搖滾樂，把老教授吵得主要死。老教授心生一計，
走到那群l[S裔人闊前，告訴他們自己很喜歡這種捲滾音樂，並給了他們

五百元獎錢， ~還 j囑咐他們下星期灣來表演。年會人接過去百元，歡天喜喜

地的離開了。過了一他星期，年青人的來戶苦苦聲演音樂，老教授也獎賞他
們五百元。知是過了幾星星期，一天，主f'灣人表演完學後，向老教授討那
五百元， {;見教授說他已厭倦了他們的音樂，不願蹲付錢了。 lF 裔人知道
再象不到錢，使一哄而散，再也不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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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做故事流傳有好幾個版本，有盡管內容的細節有別， 1 段都 i宵甜苦顯

示，獎黨可以J自興趣變為工作;…f主且是重建取消了，本來自發的行為也一
併消失。有按時候，錦上添花不僅無餒，反而有草書。這個故事指出我們

不應過分酬賞 (oveljustify)

主基本來就會出現的行為。上文所說的社會心

理學方面的研究 (e 耳， Lepper , Greene , & Nisbe說， 1973) ，很多都跟這課題
有瀾。

酬|賞韌的局限
量實後，我希望掏出雨點作為結詣。首先，行為學派的理論是針對建

立外黨員的行為，它提出的方法很多都得到實驗告發明有效。主主強勢在於建
立外顯的行為，而並非內甚至的{寶俊餓和責任感縛，例如，利用增強原

理，幫助學生建立保持練室清潔的行為，但不一定可以令他們變得更有

公德 r 心 J

0

;另外，行為學習方法是針對建立…些特定的行為 (specific behavior) 。
發:本都告訴我們設計任何行為改造計創之前黎明確訂下目標行為，然後
j錢?軍只獎勵某些白標行為。這樣做當然是為了確立行為，但同時，它會

減少白發的行為。原頭很顯淺，如果發生要做到某指定行為才可得到獎
勵，那麼，為了得到獎勵，他們不需要、亦不會白發做出別的行為，道

自然會窒息鍍金的創意，尤其是當學生在很多範厲害袋都被設定了要做出
某些特定的行為才能得到獎勵。我曾經在考試中給學生一必要求創態的

問題，但他們大多仍然寫下撥版式的答案。試後跟他們談起，發覺他們
對問題有不少頗有創意的兇鱗，但為了安全趨完(碧空拿分數啊!

)

，便

採用了比較穩妥立在可以拿到獎勵的方法。

密的，在發港，很多練內課外的草ííl壽里都施行代幣1iI1I]靈綁，我恐怕
正是變態、學金的創造力的其中一個原因。羨關好學研究均指出 (e.g. ，

Amabile , 1985; Amab悅， Henn閻明y， & Grossman , 1986) ，獎勵在某幾種情
況下會妨礙創意發縛。在此希皇室那些鼓吹著幫著軍為發生建立指樣，衡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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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否達標的人留意，過分的根據遴標而給予獎章盡可能不利於創意的培
育。

後記
我將透露著;文章的初稿，給 -fJI修設在戰學位教師教育文憑的老師討

論，他們發表了很多意見，有的告訴我他們成功利用印花制度的經驗，
還附上他們製作精英的獎勵啥，亦有更多的告訴我他們感覺到蠻行印花
制之後，學生有待會故作殷勤，重日幫老綁拿東西，以博取 fP 花，甚至會

出現討償的情況，例如說

f 老師，如果我們測驗成績好，會有甚麼獎

勵? J 給我印象殼深刻的，是一位老師的自我反省，她說很多老師不是
看不見學生只做表面工夫以博取印花，但這種簡單又不發棘的方法可以
令學生上課時表現合作，使老師管理線筆秩序的工作答易很多，老師便
也不追究這種制度是否有不良的後選痕。這位老師坦克噢，可能不是學生

捨不得印花，捨不得印花的可能是老師自己。她這番說話發人深省，在

此我要多謝她和其他給我意兒的各位老師。

詮釋
i 不瞞各位，我家鑫選辛苦于/到國印花，自八佑你結譜是以後，留在家主革對我

傻笑。
2 一般來說， !b~貿市i在小學鑫較易執行，因為學生主比較合作。在中學鑫推
行可能會遇到比較多E!iI難。有些不合作的學生，喜歡找出馴畫畫 iliU 的漏

洞，做出一些表路上與獎勵行為相似的行為，向老約5寸印花，傲骨子鑫
該行為可能楚頑皮的表現。例如老師獎勵學生有1禮貌，學生向老紛打招
呼可以得到印花，那俊不合作的學生會以嬉皮笑臉加上古怪的腔調向老

師說 f _，享盡量 J '如果老師閥他們缺乏誠慮而拒絕給予印花，使容易與學

生叢生學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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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Good Will Five Stamps Do?
In this paper,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token economy, which has been used widel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to manage student behavior, are
examined. Theoretical issues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apply the token
system successfully are discussed. In particula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ehavioral
control and behavioral learning,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oken system are
highlighted. Besides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the author also cite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to illustrate the benefits and pitfalls of the tok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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