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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有鑑於我國近年來師資培育的革新需求與社會對於師資培育改革的期許，本研究藉由我國

一所教育大學 2012-2015 年首創之「2＋2＋2」精緻師資培育機制實驗發展，探究我國創新師資培

育碩士化實驗之學生學習動機與滿意度評估。本研究目的為：1.瞭解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

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之現況；2.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生學習動機

與學習滿意度之差異；3.探討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之相關與預

測；4.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師培機構指導師培生學習修正的參考。本研究參考習動機與滿意度相

關理論，藉由文獻探討、量化問卷施測、半結構式訪談等，本研究問卷經由理論構念、專家效度、

問卷預試等校對，發展為正式問卷，施測對象為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生全員 30 人，問卷

分為背景變項包含個人變項及環境變項共 16 項，與影響滿意度因素為自變項，學習動機與學習

滿意度為依變項，並運用描述性統計、t-test、one-way ANOVA、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與迴歸預測，

利用問卷調查與 SPSS 12.0 軟體分析，提出我國國小師資培育碩士化方案規劃之修正與建議，提

供師培機構或相關單位改進與修正的參考。 

  
關鍵字：學習動機、學習滿意度、師資培育碩士化制度、教師專業發展 

  

註：本研究受教育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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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ew of the innovation needs and social expectations for teacher’s education reform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first explored Taiwan innovative teachers’ education by the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of "2 +2 +2" delicate teacher education mechanisms during 2012-2015 of 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at was the first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on "2 +2 +2" delicate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n, the 
study explored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the government paid students of 
teacher profession master program.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1.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the government paid students in teacher profession 
master program. 2. Explore different background item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Master Program on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the differences in satisfaction; explore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Master Program on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related 
with forecast; 4.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provide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or units improved 
and modified referenc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theory are references of this study by 
the literature to quantify test and questionnair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of this study proofreads via theoretical constructs, experts’ validity and questionnaire pretests. Then 
develop a formal questionnaire. All of the the government paid student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Master 
Program are 30 subjects. There are 16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contain 
personal variables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are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factors affecting satisfaction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regression 
prediction with SPSS 12.0 software to analysis the questionnaire. Proposed amend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elementary teacher education master program. Bring forward suggestions to our 
elementary teacher Education Master program. Provide substantive advice to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or relative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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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問題的背景與緣起 
  隨著社會的變遷及快速發展，我國師資培育政策自民國 83 年修正「師範教育法」為「師資

培育法」，從師範院校的「一元化」轉為大學院校皆可參與的「多元儲備制」，積極在師資開放多

元下，力求師資培育品質的提高(高薰芳，2002；楊深坑，2012；楊思偉，2010)。目前我國在開

放多元師資培育管道後，師資培育逐漸形成市場導向的趨勢；其次是學生數量逐漸下降，新進教

師需求減少，但師資培育機構每年所培育出來的學生仍維持龐大的人數，國內少子化現象使得以

往多元開放的師資培育市場供過於求，師資生就業機會大幅緊縮，甚至顯現出質量不均等相關問

題(楊思偉，2010)。林志成教授曾呼籲「師資培育多元化」不等於「師資培育健全化」，培育優質

師資應經過多元才能達到「卓越多元、專業優質」的師資培育多元目標。 

  近年來，國際紛紛開始關注學校教育與學生學習成就的革新，而教師素質提升更視為學校教

育的關鍵因素(楊深坑、黃嘉莉，2012)。英國在 2010 年所發表的「教學的重要性:2010 學校白皮

書」(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The Schools White Paper2010)中，提到教師專業能力為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重要因素之一，並藉由設立標竿傑出學校，冀望培育出更多優秀的教師(英國 2010 教育白

皮書，2010；教育部，2012)；日本在 2006 年中央教育審議會諮議報告中，提到在研究所階段設

置具有實踐性的教師養成機構，且為了確保教師水準，故實施教師證照十年換照制度，及證照取

消制度，目前更提出六年培育師資之政策方向；法國於 2010 年開始實施碩士層級的師資培育制

度，朝向更能執行教學研究並藉由研究達到師資培育專業化之目標；美國則在教師素質方面，提

到教師職前教育達到大學第五年或碩士學位的層級；芬蘭師資培育主要以大學培育為主，所有師

資生必須取得碩士學位，希望加強研究取向的教師專業訓練，培育出具有高度的獨立自主性以及

解決問題和發展教學實務之創新能力的教師(黃照耘，2011；黃源河，2010；楊思偉，2010；李詠

絮，2012；顏佩如、歐于菁、王蘊涵，2012)。由此可看出，學士學歷已是教師基本學歷與條件，

而各國師資培育都已逐漸朝向碩士化層級發展，並基於社會對師資培育生有更多的期望與需求，

期盼能提升教師的專業素質與能力。 

  我國於 2010 年所召開的「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將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納入中心議題

之一，針對議題提出孕化教育志業良師，發揚師道文化典範，宏觀發展師資質量，確立師培品保

機制，發展師培重點大學，導引創新師培模式等方面，規劃專業化與優質化的師資培育政策及藍

圖(教育部，2013)。從 2012 到 2015 年師資培育從事創新師資培育實驗，由教育大學推動的國小

精緻師資培育機制實驗計畫，實施「國小精緻師資培育機制實驗計畫」（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精緻

師資培育機制實驗計畫，2010）。 

  因此，為探究我國國小師資培育碩士化制度可行性，以「國小精緻師資培育機制實驗計畫」

目前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首屆 30 名公費學生，正在進行的研究所課程學習中碩士學位課程、

學科專業課程與教育活動規劃，從目前課程運作中瞭解教專學程公費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

情形，作質與量的深入研究與調查，希望藉由此研究提出我國師培制度改進的建議與回饋，引領

我國師資培育模式的方向，有助於發展我國創新師培體制的規劃與改進。然而，我國現正缺乏相

對應的研究可以瞭解國小師資培育碩士化制度可行性以及學生學習狀況，並與時俱進聚焦學習滿

意度與學習動機評估的發展。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重要性，本研究目的為下列四點：一、瞭解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

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之現況；二、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生學習動

機與學習滿意度之差異；三、探討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之相關與

預測；四、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師培機構指導師培生學習修正的參考，本研究方法採取半結構式

訪談與量化調查研究。 

  本研究中所指的「教專學程公費生」指的是國小「精緻師資培育機制實驗計畫」的教師專業

碩士學位學程 30 名公費師資生。「學習動機」指能引起個體學習活動，並維持該活動進行的內在

歷程，本研究將學習動機分為內發動機、外誘動機及情感成分。「學習滿意度」指學生在學校環

境與教師教學活動下，所表現出的愉快感受與滿足程度，本研究將學習滿意度分為教師層面、課

程與教育活動及學校層面。 

  本研究範圍為國內一所教育大學國小「精緻師資培育機制實驗計畫」裡參與的教師專業碩士

學位學程 30 名公費師資生。研究限制為此研究僅限於研究個案學校中 30 名公費師資生，不適用

於其他情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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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我國碩士化教師專業課程的規劃與學生背景之探討 

我國過去顯少發展大學與碩士一體系之的創新師培體制，2011 年我國碩士化教師專業課程

的規劃以試驗師資培育體制與師資培育課程改革為核心，基本訴求與願景如下：1.真正挑選出優

質、意願強烈者並建立師資生的基本能力與基礎研究力；2.強化學科內容知能（CK）與學科教學

知能（PCK）以精進師資生教學力；3.循序漸進增加實習課程與建立專業發展學校網絡，以強化

師資生實踐力；4.建立九年一貫各科教材教法之教學研究團隊，以建立國內教學研究平台（國立

臺中教育大學精緻師資培育機制實驗計畫，2010）。 

2012 年之教師專業碩士學程先招收研究所師資生，其學生資格須為大學畢業，且具備合格的

國小教師證書。目前試辦研究所階段課程，課程包含碩士專業課程 35 學分、國小加註英語專長

專門課程 30 學分，及書法、琴法、武術、讀經等技藝活動課程的搭配，納在碩士二年級第一學

期實施，並將半年教學實習，整合在課程架構中，落實類似三明治之學習流程，以達到「延後分

流、集中培育以及量少質精」的培育目標。個案學校除原有正式課程規劃外，並成立教學輔助單

位，包含各學科之研發中心及教材教法研究室，也成立了學習與教學診斷中心。E 化教材研發室、

紀錄學生電子學習檔案(E-Portfolio)，強化學科內容知能(CK)與學科教學知能(PCK)，讓學生可以

無所不在學習 (精緻師資培育機制實驗計畫計劃書，2011)。 

二、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與學習滿意度之探討 
（一）學習動機意涵與相關理論 

  對學習而言，動機是學生獲得任何學習成就的要素，教師欲增益教學效果，就必須要對學

生的學習動機具有深刻的瞭解，體會動機與學習是相輔相成關係，而非一種單向模式(林生傳，

1999；鄭采玉，2008)。學習動機係支持學習者進行學習活動的各種內外在因素，追求成功的一

種心理需求，指引起個體維持學習活動，並促使該學習活動朝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理歷

程，動機強的學生有追求成功的意志力，對困難的作業會專心注意、思考如何解決，對問題探索

較具持久性，但若失敗了，教會歸因是自己的努力不夠(張春興，1994；葉重新，2011)。學習動

機在學習效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功能包含使學習者產生一種動力作用、使人有目標或方

向、使學習者的行為變的有組織性等，影響學習者參與活動的努力程度及持續的時間(林玉如、

陳淑娟，2005)，由此可知學習者的動機在學習的歷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學習成功的要件之

一(鄭采玉，2008)。 

學習動機相關理論主要可依心理學分為四大理論學派，包括行為學派、社會學習論、認知學

派以及人本學派，其分述如下(Robert E.Slavin，2003；林生傳，1999；林玉如、陳淑娟，2005；吳

雨柔、林建平，2007；葉重新，2011；蔡一菱，2011；鄭采玉，1996)： 

  1.行為主義的看法，藉由強化物使刺激與反應產生連結，注重以外在形塑及外在誘因方式

誘導個體行為，增強個體的學習動機。 

  2.社會學習論認為人類的行為是習得的，這種習得行為不只受增強作用的影響，還受個人主

觀知覺所左右。 

  3.認知學派的學習動機理論則視個體的歸因形式為維持及增強學習動機的主要影響因素，

Heider 將歸因形式分為內在歸因(internal attribution)與外在歸因(external attribution)，內在歸因指將

個人行為歸因於自己的能力、努力或特質，外在歸因是指將個人行為歸因於情境或環境因素；

Weiner 的自我歸因論更考慮到個體的歸因是否傾向於穩定不易改變的因素，學生學習的動機受其

學習類似事件的成敗經驗，以及其對成敗經驗歸因的影響；Rotter 則將個人的控制觀分為內控信

念與外控信念；而 Dweck 將學習動機分為表現目標(performance goals)以及學習目標(learning 

goals)，慣於設定表現目標的人，傾向選擇最容易或最困難兩極性的工作。 

  4.人本學派認為人類有與生俱來的需求，其將需求分為匱乏性需求(deficiency needs)及成長需

求(growth needs)，此兩類需求彼此間相互引導，但匱乏需求仍有滿足之必要，才能更進一步引導

個體追求成長需求的滿足。 

(二)學習動機的類別 

透過對學生學習動機的分類，有效地培養與激發學習功能，提高學生的學習，依動機動力來

源劃分，可分為外誘性動機與內發性動機，由外誘性動機支配者依賴外在增強物維持學習動機，

而內發性動機是個體自己自動自發的，不須外力鞭策，由內在增強獲得滿足；從控制信念來劃分，

可分為內控信念與外控信念，學生對學習成敗的歸因是傾向自我掌控之因素或自我難以掌控；從

需求層次可分為生存動機與成長動機，學生學習目的是為了學得謀生技能而滿足生存需求，抑或

是提升個人專業涵養以達到自我實現目的；從動機遠近和起作用的長短劃分，可分為間接動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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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動機，間接動機一旦形成，具有穩定性和持久性，直接動機較為具體，易成為學習的內在動

力，但會隨情境變化而改變(李小融，2003；林生傳，1999，張春興，1994)。除上述分類之外，

本研究亦參考程炳林所修訂的「激 勵 的 學 習 策 略 量 表 (MSLQ)」中「 動 機 問 卷 」部 分 來 看 ，

將 學 習 動 機 分 為 期 望、價 值 和 情 感 成 分 三 大 部 分。「 期 望 成 分 」指 學 習 者 對 某 工 作 的

成 功 期 望，包 含 控 制 信 念、自 我 效 能、期 望 成 功；「 價 值 成 分 」指 學 習 者 對 某 一 特 定

學 習 工 作 的 整 體 價 值 感，包 含 內 在 目 標 導 向、外 在 目 標 導 向、工 作 價 值；「 情 感 成 分 」

指 學 習 者 對 學 習 工 作 的 情 緒 反 應 ， 以 測 量 焦 慮 量 表 的 認 知 干 擾 與 情 緒 化 為 代 表 (葉和

滿，2002)。綜合學習動機理論及分類後，整理動機內涵一覽表如下: 

表 1 學習動機內涵分類暨問卷構念一覽表 

學習動機層面 學習動機構念 次構念 

內發性動機 期 望 價 值  期 望 價 值 與評估 

期 望 成 功  

內控信 念  內控信念 

自我效能與評估 

內 在 目 標 導 向  內在動機 

學習動機 

成長動機 

外誘性動機 工 作 價 值  外 在 誘 因 與 價 值  

外控信念 外控信念 

外 在 目 標 導 向  外在動機 

表現動機 

生存動機 

情 感 成 分  （ 抵 抗 ） 焦 慮  （ 抵 抗 ） 認 知 干 擾  

（ 抵 抗 ） 情 緒 化  

（ 正 向 ） 自 我 感 覺  自 尊  

對 工 作 的 反 應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三)影響學習動機因素 

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眾多，大致可分為內在因素及外在因素(林玉如、陳淑娟，2005）， Pintrich 

認為學習歷程中的動機因素包含價值（value）、預期（expectancy）和情感（affective）等三成分，

其中「價值成分」指學習者從事學習工作的理由，包含對學習知覺的重要性、效用性和興趣；「預

期成分」指學習者對學習工作能否成功的預期，包含學習者自我效能信念、學習的控制信念等；

「情感成分」則指學習者對學習工作的情感反應或對自己的感覺，包含自尊等情感需求與考試焦

慮（Pintrich，1989；Pintrich & Schunk，2002）。而國內相關研究指出影響學習動機以四大面向個

人、學校、同儕與家庭因素為主。包含學生家庭狀況、教室學習、學生本身特質、生理特質、身

心狀況、進行學習活動的架構、學生個人心智能力、同儕影響與社交關係、個人學習意願與求知

興趣、學習方法、當時學習的情緒穩定度、教材的難易程度、師生互動關係、教師回饋、教師與

外界期望、教師能力與教學方式、學生自我發展及社會與職業進展等，皆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

(林玉如、陳淑娟，2005；吳佳玲，2006；洪寶蓮，2001；郭裕庭，2009；廖志昇，2003)。 

  本研究將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因素結合各學者看法，總結出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並藉由瞭

解學生學習動機之類型後進行影響學生學習動機之因素分析以進行追蹤及確認形成學生學習動

機高低之原因以便進行學生輔導和課程改善。 

表2 影響學習動機因素之分類暨問卷構念一覽表 

影響學習動機因素 影響學習動機因素構念 次構念 

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 個人特質(自我要求、興趣、求知興趣)

身心狀況（情感） 

學習經驗 

學習效能 

家庭因素 父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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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兄弟姊妹影響 

學校因素 學校因素 行政人員服務 

學校文化 

學校區位 

學校聲望 

學校設備資源 

同儕因素 社交關係 

同儕競爭 

同儕認同 

教師因素 班級經營與氣氛 

教師期望 

課程與教材 

教學 

社會因素 社會期望 外界期望 

社會服務 

工作因素 工作價值與酬賞 

職業進展（未來發展）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四)學習滿意度意涵與相關理論 

「滿意」係指個人獲得經驗之期望，與他所感受到經驗的實際結果間具有一致性，若感受到

的等於或超出期望，則可稱為滿意，反之則不滿意（Martin，1988；黃怡婷，2011）。滿意度是

一個廣泛的概念，可運用於各種不同的面向，滿意度會隨個人主觀認知而有不同，學習滿意對個

人的學習是很重要的，學習滿意度指學習者對於各種學習活動的態度或感覺，而此等態度或感覺

可呈現出學習者對於學習活動的喜好程度。當學習者喜歡或偏好相關學習活動時，會積極、主動

參與整個學習過程，並努力去追求或達到滿足的程度(鄭采玉，2008；吳易達，2011)。本研究以

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為主體，探析該學程之碩士公費生對於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的學

習滿意度，課程的安排若能符合學生的期待或是使學生從中獲得需求的滿足，則對於課程滿意的

程度也會提升。 

Maslow、Argyris、Alderfer 三人各別提出卻相互影響的需求層次論做為影響滿意度的理論基

礎。Argyris（1964）修正 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提出人有五個需求層次：生理需求、安全需求、

愛與隸屬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這些需求層次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且在獲得不同

程度的滿足後，則會提升個人自我實現的可能。Alderfer（1969）則修正 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簡

化為生存(Existence)、關係(Relatedness)、成長(Growth)提出 ERG 理論(郭裕庭，2009；丁云淇，2010）。

依據人力資本論的觀點，認為教育事業是有助於優秀人力的培養並能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故其

相當重視對於教育事業的資源投入。從教育投入－產出的過程指出教育投入因素可涵括三大面

向，包含學校環境、家庭背景以及學生因素，教育投入後而有了教育產生，也就是學業成就；學

習滿意度即取決於學生學業成就的結果(郭裕庭 2009；蓋浙生，1979）。由此過程得知教育投入

的因素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滿意度。 

本研究關注學生對於課程的滿意度之目的在於瞭解精緻師培所設計的課程是否真正符合學

生的需求，此需求面不僅是在專業學習的深化以滿足學生的成長需求，更應兼顧學生是否具備因

應未來教育現場之能力的生存需求；以及培育的過程中是否給予足夠的關懷需求，如班級氣氛、

學校文化、是否給予足夠的輔導支持等，皆是影響學生對於學習滿意度的主要因素。以國內高等

教育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學習滿意度相關研究來看，總結影響學生學習滿意度的層面來自於學生個

人因素、學校提供的教育資源、行政支援、教學經費、校園空間、環境及儀器設備、圖書資料、

辦學目標、學生與他人的人際互動、學習成果、學習資源、學校文化與班級氣氛、教師的專業素

養、課後學習輔導機制、學程課程規畫(蔡明學，2006；吳佳玲，2006；林佑儒，2009；陳建男、

吳佳欣、張國義，2010；郭裕庭，2009；丁云淇，2010；魏玉珍，2011)。 

歸納上述相關研究資料，本研究採三大面向做為研究層面，包含教師、課程與教育活動及學

校層面。教師層面包含教師專業素養及教師教學；課程與教育層面包含碩士學位課程與學科專業

課程；學校層面包含學校資源及學校文化與班級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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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學習滿意度層面暨問卷構念一覽表 

學習滿意度層面 學習滿意度構念 次構念 

教師層面 教師專業素養 專業態度與精神 

專業知識 

科技素養 

教師教學 課程規劃與內容 

教學知能與方法 

教學效能 

課程與教育活動 碩士學位課程與學科

專業課程 

國小英語/學科課程 

教師專業課程 

課後學習輔導 

教育實習與觀摩見習 

師徒學習與師傅教師 

教育活動規劃 教育活動課程（琴法、書法、武術、太極拳、

健走、舞蹈、讀經、音樂會、美術展、游泳、

美姿美儀、童軍、版書、科展、說故事） 

志工服務（偏鄉營隊服務、訪貧） 

讀書會 

參訪與講座 

生涯與就業輔導 

學校層面 學校資源 資源與設備 

圖書資料 

行政支援與措施 

學校學習環境 

學校文化與班級氣氛 學校組織文化/校園文化 

班級氣氛 

學程定位與目標 

學生次級文化 

學生學習成效 

學程歸屬感 

資料來源: 作者自行整理。 

（五）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與學習滿意度相關研究 

依據心理學家觀點，各學派皆主張良好的學習動機有助於提升學業成就，在國內許多針對學

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進行的相關研究，即使是在不同的學習階段，學生有較高的學習動機，其學

習滿意度也較佳，並且學業成就也會較高。師範學院在職進修碩士班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

皆會因個人背景不同而有所差異，學習動機取向越高則學習滿意度就越高(廖志昇，2002)；大學

生的人格特質對學習動機有顯著影響，而學習動機對學習滿意度也有影響(莊家銘，2008)；

就性別而言，女大學生在學習動機和學習滿意度上，皆高於男大學生(郭裕庭，2009)；社區大學

的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會因背景變項而有所差異，並且學習動機取向越高，則學習滿意度

亦高。就年齡而言，不同年齡社區大學學員對學習滿意度有所差異(黃玉湘，2001)；成人學員學

習動機對學習滿意度有預測力（王全得，2001）；國中學生學習動機會影響學習滿意度，學生

學習價值、自我效能與成就動機是影響學習滿意度的重要因素(張晶絜，2008)；國中生英語學習

動機越高，英語學習滿意度越佳，則越能提升英語學習成就（陳秋麗，2005）。 

根據上述研究者的研究了解學習動機和學習滿意度間有相互影響之關係的可能。而本研究旨

在驗證學生擁有較高的學習動機，則其對於學習的投入也就越多，越能在學習歷程中達到需求的

滿足而提升其學習滿意度。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半結構式訪談與量化問卷調查，首先隨機抽樣與半結構式訪談教師專業碩士

學位學程公費師生 5 位，瞭解碩士化教師專業課程的規劃與學生背景，並根據相關發現與文獻分

析形成問卷的理論構念。爾後，根據理論構念發展自編「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生課程需求

與學習滿意度預試問卷」，並透過專家效度修正問卷，形成預試問卷，預試施測修習教育學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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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約 150 位，經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篩選題目後，各層面 Cronbach＇s α 皆高於 .840，「教師

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生課程需求與學習滿意度正式問卷」，內容以「自變項」為學生背景及影

響學習動機因素，「依變項」為學習動機變項和學習滿意度，正式施測全體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

程公費 30 名，問卷收回後進行相關測驗統計分析，並與相關研究作結果討論與推論，同時進行

質性訪談以瞭解研究發現的因果關係，最後形成結論與建議。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變項包括學生背景變項、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背景變項分為

個人變項及環境變項兩大類，共十六項變項；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分為三個層面（個人層面、學校

層面及社會層面）；學習動機分為三大層面（內發性動機、外誘性動機及情感成分）；學習滿意

度分成教師層面、課程與教育活動層面及學校層面等三部分。擬定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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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 

【個人變項】  

1.性別 

2.年齡 

3.畢業主要學系 

4.全職任教年限 

5.大學師培獎助種類 

6.學測整體成績 PR 值 

7.大學學業成就 

8.畢業大學 

9.入學筆試成績平均（滿分 100

分） 

10.入學口試成績（滿分 100 分）

11.入學試教平均成績（滿分 100

分） 

12.入學前曾任職非教育行業年

限 

13.選擇本學位課程之首要因素 

14.教職為人生之志願 

【環境變項】 

15.家庭所在地 

16.家庭經濟狀況 

學習動機  

內發性動機 

外誘性動機 

情 感 成 分  

學習滿意度 

教師層面 

課程與教育活動 

學校層面 

依變項 

影響學習動機因素 

個人因素 

學校因素 

社會因素 

自變項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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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與資料蒐集 
      本研究之量化調查問卷採自編問卷，調查 30 位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生在學習動機、

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上的相關情形。預試選取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 150 位，發出

150 份問卷，回收 150 份，預試問卷可用率為 97.3%。正式問卷對象為實驗學校「教師專業碩士

學位學程公費生」共 30 名學生，回收率 100%，問卷可用率為 100%。 

四、信效度與相關分析 
在信度方面，所有衡量的 Cronbach＇s α 值都在 0.840 以上（學習動機 0.843、影響學習動

機 0.840、學習滿意度 0.840），表示信度良好。在效度方面，問卷初稿完成後，藉由十位專家學

者的意見調查，協助鑑定問卷題目是否符合研究題目以及問卷內容的適切性，建議將文句不通

順、語意不清楚及不適當之處做修改，參考專家學者意見修改及保留題目，作為預試問卷的參考，

以建立內容效度；對各構念之衡量題項分別進行因素分析後均各自形成單一因素，其構面單一性

獲得支持，每個衡量題目的因素負荷量多大於.60 以上，且具有 50%以上之累積解釋變異量，表

示量表題目具有不錯的收斂效度。另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相關情形，

學習動機會影響學習滿意度，達顯著正相關；其中內發動機、情感動機與學習滿意度各層面達顯

著正相關(除情感動機與教師層面未達顯著)，表示學習動機確實會影響學習滿意度。各變項之相

關係數如表 3-1： 
 

表 3-1 變項間相關係數 

研究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內發動機 -            

2.外誘動機 -.045 -           

3.情感動機 .547** .080 -          

4.學習動機 

整體 
.727** .495** .818** -         

5.個人因素 -.308 .248 -.367 -.218 -        

6.學校因素 -.100 .124 -.221 -.104 .304 -       

7.社會因素 .106 .430* -.172 .162 .531** .243 -      

8.影響學習動機

因素整體 
-.127 .348 -.331 -.069 .785** .714** .769** -     

9.教師層面 .620** .144 .289 .506* .086 -.147 .366* .123 -    

10.課程層面 .405* -.018 .401* .389* .049 -.159 .245 .050 .589** -   

11.學校層面 .566** .168 .444* .574** -.207 -.206 .158 -.115 .598** .544** -  

12.學習滿意度

整體 
.613** .108 .456* .574** -.040 -.204 .290 .011 .826** .859** .852** - 

* p<.05  ** p<.01 

 
肆、結果與討論 
一、以問卷分析個案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討論 
(一) 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之「平均數」與「標準差」進行討論，單題得分依據修正 Likert 後之

四點量表予以給分，分別為非常符合 4 分、符合 3 分、不符合 2 分及非常不符合 1 分。以此四等

程度區別，得分介於 1 分~未滿 2 分屬於低等程度；滿 2 分~未滿 3 分為中等程度；滿 3 分~4 分

屬於高等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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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動機的整體單題平均得分為 2.93，「內發性動機」與「情感成分」得分高於 3 分，表高

等程度；「外誘性動機」得分 2.70 屬中上程度；學習動機整體與各層面之平均得分高於 2.5 分以

上，屬於中上程度。影響學習動機因素的整體單題平均得分為 3.00，屬於高等程度；「個人層面」

與「社會層面」得分分別為 3.03 與 3.16，亦屬於高等程度；「學校層面」得分為 2.87，屬於中等

程度。影響學習動機因素整體與各層面之平均得分高於 2.5 分以上，屬於中上程度。學習滿意度

整體與各層面得分高於 2.5 分以上，屬中上程度；其中「教師層面」得分為 3.04，屬於高等程度。 

     

(二)不同背景變項與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差異分析 
    以 t 考驗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討論，用以了解不同背景變項與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

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差異情形。以下分項做說明： 

1.「學測 PR 值」在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差異情形 

   不同「學測 PR 值」之學生在學習動機的「內發動機」變項有明顯差異(p<.05)；「學測 PR 值

51-60 分」的平均得分高於「PR 值 60 分以上」的平均得分，顯示不同「學測 PR 值」在「內發動

機」上是有差異的。這可能是因為學測 PR 值 51-60 分的學生期許自己在成績上有更好的表現，

所以內發動機較高，相較於學測 PR 值 60 分以上的學生，會花更多時間在學習上 (訪

S1/2013/03/22) 。 

2.不同「大學學業成就」學生在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差異情形 

    「大學學業成就」變項在學習動機中的「外誘動機」層面達到顯著水準，進一步經薛費法

scheffé 事後比較得知「大學學業成就於後 50%」的平均得分高於「大學學業成就 11-30%」者，

顯示不同「大學學業成就」在「外誘動機」的得分是有差異，其餘層面皆無差異。這可能是因為

「大學學業成就於後 50%」比起「大學學業成就 11-30%」的學生更受到外在社會誘因與期望的

影響自己的學習動機，也就是「大學學業成就於後 50%」「外誘動機」較高，明確地社會誘因與

就業條件有助於提升「大學學業成就於後 50%」的學生 (訪 S1/2013/03/22) 。 

3.不同「大學畢業學校」在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差異情形 

「學校因素」變項在「教育大學畢業」的平均得分高於「私立大學」；「國立綜合大學畢業」

的平均得分也高於「私立大學」，其他層面則無顯著差異。這可能是因為私立大學的學生的學費

高，學校亦能提供較好行政服務以及設備資源，所以認為擁有的一切都是應該的，所以並不會對

於他們的動機影響較低。(訪 S1、S2/2013/03/22)。 

4.不同「就學前任職非教育行業年限」之學生在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

差異情形 

「就學前任職非教育行業年限」層面在學習滿意度中的「課程滿意」上達顯著差異，以平均

得分來看，「任職 1-3 年」的平均得分高於「任職 0 年」者的平均得分，顯示「就學前任職非教

育行業年限」在對課程滿意度上有差異。可能是因為因有一段時間從事非教育工作，對教育的理

論專業已陌生一些時日，重回教育相關學系，對他們來說教育類的學習都是新鮮的，因此對課程

比較不會執著挑選、亦不會有太多的想法，也因此滿意程度會比較高(訪 S3、S4/2013/03/22)。 

5.不同「教職為人生志願」之學生在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差異情形 

    「教職為人生志願」層面在影響學習動機因素中的「個人因素」上達顯著差異，「第一志願」

的平均得分高於「第二志願」者的平均得分，顯示「教職為人生志願」在影響學習動機因素上有

差異。這可能是因為以教職為人生第一志願的學生來說，非常清楚自己的性向和未來發展的方

向，所以在影響學習動機的個人因素上，得分較高 (訪 S2/2013/03/22) 。 

6.其他背景變項在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之差異情形 

其他背景變項包括「性別」、「年齡」、「畢業學系」、「全職任教年限」、「大學師培獎助種類」、

「入學筆試成績平均」、「入學口試成績」、「入學試教成績」、「選擇本學位課程之首要因素」、「家

庭居住地」、及「家庭經濟年總收入」，對於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上皆無

顯著差異情形。  

 (三)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及學習滿意度預測作用之分析 

以下分別以迴歸分析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與學習動機的直接影響效果，詳細結果彙

整於表4-1至表4-3。 

1. 影響學習動機因素與學習動機之預測分析 

（1）個人因素 

首先檢定影響學習動機因素的「個人因素」是否會直接影響三類學習動機，迴歸模式的結果

顯示「個人因素」對「內發性」、「外誘性」、「情感成份」三類學習動機的標準化β 值分別為-.539 

(p=.013)、.024(p=.910)、-.353(p=.118)，其中僅內發性動機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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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因素 

接著檢定影響學習動機因素的「學校因素」是否會直接影響三類學習動機，迴歸模式的結果

顯示「學校因素」對「內發性」、「外誘性」、「情感成份」三類學習動機的標準化β 值分別為

-.107(p=.548)、.016(p=.933)、-.125(p=.519)，皆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未顯著。 

（3）社會因素 

最後檢定影響學習動機因素的「社會因素」是否會直接影響三類學習動機，迴歸模式的結果

顯示「社會因素」對「內發性」、「外誘性」、「情感成份」三類學習動機的標準化β 值分別

為.492(p=.020)、.413(p=.060)、.046(p=.833)，其中僅內發性動機達顯著。 

 

表 4-1 影響學習動機因素與學習動機之迴歸預測 

 學習動機 

內發性動機 外誘性動機 情感成份 

影響

學習

動機

因素 

個人 

因素 

-.539* 

(P=.013) 

.024 

（P=.910） 

-.353 

（P=.118） 

學校 

因素 

-.107 

(P=.548) 

.016 

（P=.933） 

-.125 

（P=.519） 

社會 

因素 

.492* 

(P=.020) 

.413 

（P=.060） 

.046 

（P=.833） 

**P<0.01、***P<0.001 

 
2. 影響學習動機因素與學習滿意度之預測分析 

 （1）個人因素 

首先檢定影響學習動機因素的「個人因素」是否會直接影響三類學習滿意度，迴歸模式的結

果顯示「個人因素」對「教師」、「課程與教育活動」、「學校」三類學習滿意度的標準化β 值分

別為-.094(p=.661)、-.059(p=.792)、-.358(p=.107)，皆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未顯著。 

（2）學校因素 

接著檢定影響學習動機因素的「學校因素」是否會直接影響三類學習滿意度，迴歸模式的結

果顯示「學校因素」對「教師」、「課程與教育活動」、「學校」三類學習滿意度的標準化β 值分

別為-.234(p=.218)、-.221(p=.267)、-.193(p=.314)，皆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未顯著。 

（3）社會因素 

最後檢定影響學習動機因素的「社會因素」是否會直接影響三類學習滿意度，迴歸模式的結

果顯示「社會因素」對「教師」、「課程與教育活動」、「學校」三類學習滿意度的標準化β 值分

別為.472(p=.032)、.331(p=.143)、.395(p=.073)，其中僅教師層面達顯著。 

 

表 4-2 影響學習動機因素與學習滿意度之迴歸預測 

 學習滿意度 

教師 課程與教育活動 學校 

影響

學習

動機

因素 

個人 

因素 

-.094 

（P=.661） 

-.059 

（P=.792） 

-.358 

（P=.107） 

學校 

因素 

-.234 

（P=.218） 

-.221 

（P=.267） 

-.193 

（P=.314） 

社會 .472* .331 .395 

依 
變 

項 自 
變 

項 

依 
變 

項 自 
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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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P=.032） （P=.143） （P=.073） 

**P<0.01、***P<0.001 

 
3. 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之迴歸 

（1）內發性動機 

首先檢定學習動機因素的「內發性動機」是否會直接影響三類學習滿意度，迴歸模式的結果

顯示「內發性動機」對「教師」、「課程與教育活動」、「學校」三類學習滿意度的標準化β 值分

別為.662(p=.001)、.287(p=.157)、.446(p=.019)，除課程與教育活動未達顯著外，其於迴歸模式皆顯

著。 

（2）外誘性動機 

接著檢定學習動機因素的「外誘性動機」是否會直接影響三類學習滿意度，迴歸模式的結果

顯示「外誘性動機」對「教師」、「課程與教育活動」、「學校」三類學習滿意度的標準化β 值分

別為.203(p=.185)、-.016(p=.930)、.188(p=.244)，皆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未顯著。 

（3）情感成份 

最後檢定學習動機因素的「情感成份」是否會直接影響三類學習滿意度，迴歸模式的結果顯

示「情感成份」對「教師」、「課程與教育活動」、「學校」三類學習滿意度的標準化β 值分別為

-.037(p=.826)、.268(p=.186)、.220(p=.228)，皆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迴歸模式未顯著。 

 

表 4-3 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度之迴歸預測 

 學習滿意度 

教師 課程與教育活動 學校 

學

習

動

機 

內發性

動機 

.662** 

(P=.001) 

.287 

(P=.157) 

.446* 

(P=.019) 

外誘性

動機 

.203 

(P=.185) 

-.016 

(P=.930) 

.188 

(P=.244) 

情感成

份 

-.037 

(P=.826) 

.268 

(P=.186) 

.220 

(P=.228) 

*P<0.05、**P<0.01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根據教專學程公費生學習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與學習滿意度之現況、差異與迴歸

預測分析彙整如下： 

在現況與差異方面，教專學程公費生「學習動機」中的「內發性動機」與「情感成分」得分

最高、「外誘性動機」最低；教專學程公費生「學習動機」多受到個人本身、家庭因素、社會期

望與工作酬賞因素影響；教專學程公費生「學習滿意度」中最滿意教師專業素養與教學；「學測

PR 值 51-60 分」教專學程公費生的「內發動機」顯著高於「PR 值 60 分以上」；「大學學業成就

於後 50%」教專學程公費生的「外誘動機」顯著高於「大學學業成就 11-30%」；「就學前任職

非教育行業年限 1-3 年」在「學習滿意度」上顯著高於「未就業」；「教職為人生第一志願」影

響學習動機顯著高於「第二志願」。 

在迴歸分析方面，影響學習動機因素之「個人因素」與「社會因素」正向影響學習動機之「內

發性動機」；影響學習動機因素的「社會因素」正向影響「教師層面」之學習滿意度；學習動機

之「內發性動機」正向影響「教師層面」與「學校層面」的學習滿意度。 

二、建議 
（一）教育單位與教育政策部分 

依 
變 

項 自 
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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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提供師培生未來工作進展、酬賞與職業價值，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教師滿意度。 

2.政府應輔助私立大學教育學程參訪與借鏡「教育大學畢業」與「國立綜合大學畢業」以提

升師培生學習動機方面的規劃與營造。 

（二）師培機構部分 

1.遴選與甄選教專學程公費生應著重評核學生應具備較高的「內發性動機」與正向「情感成

分」，較少的「外誘性動機」。 

2.遴選與甄選教專學程公費生應著重評核學生個人意願與家庭期望。 

3.加強提升師培機構的「教師專業素養與教學」是提升整體「學習滿意度」的關鍵。 

4.未來遴選與甄選教專學程公費生應著重評核學生是以「教職為人生第一志願」以提升學習

動機。 

5. 應考量多元的方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以提高學生學習滿意度。 

6.未來甄選教專學程公費生可多考慮「學測 PR 值 51-60 分」，其內發動機優於「學測 PR 值 60

分以上」。 

（三）師培生（教程生）的部分 

1.師培生可以在進入研究所前，任職非教育行業年限 1-3 年有助於提升自己的「學習滿意度」。 

2.教導與鼓勵師培生盡量保持健全的個人正向觀點與維持強力家庭支持，有助於抵抗焦慮與

持正 向 自 我 感 覺 ， 達 成 高 學 習 動 機 。  

3.除提升內在動機外，師培生應善用未來工作酬賞與職業價值（例：擔任教職）的肯認以提

升自己的「外誘動機」。 

4. 師培機構與師培生應著重培養「內發動機」，並培養正向情感成分以提升「學習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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