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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護理人員「在職進修動機」與「專業承諾」之相關性。

研究設計採橫斷性相關性的調查研究，研究對象乃就職於台北市、台北縣

及基隆市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之護理人員，以方便取樣方式請

研究對象自填結構式問卷（問卷內容包含：個人屬性、在職進修動機量

表、護理人員專業承諾量表）收集資料。所得資料以 SPSS 15.0 建檔，並

將資料分別進行描述性、推論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包含平均值、標準

差、中位數與百分比，而推論性統計則有 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

森積差相關與複迴歸分析。 結果顯示影響「在職進修動機」的因素有：

(1)年齡越大、有配偶、護理年資越久、家人行動支持度越高者，其「自我

成長」的進修動機越強；(2)薪水在四至五萬元、專科學歷及醫學中心的護

理人員，其「同儕競爭」的進修動機越強。在「護理專業承諾」方面：(1)

年齡越大、有配偶、有子女、護理年資越久、在職進修護理（科）系所

者，其「專業認同」越高；(2)護理年資越久、碩士學歷、家人情緒採非常

支持、行動支持度越高者，其「專業投入」越高；(3)年齡越大、有配偶、

有子女、護理年資越久者，其「專業留任」越高。「在職進修動機」與

「護理專業承諾」在總分上呈現正相關；且「有留任意願」、「自我成

長」進修動機及「進修非護理（科）系所」為專業承諾主要的預測因子，

但是「進修非護理（科）系所」對於專業承諾是負面影響的。研究結果可

作為日後組織機構培育、留任護理人才之重要參考。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relevance between motivation for 

studying and working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Research design is cross-

section relevance survey research. Research subjects include the nursing staffs 

working at medical centers, regional hospitals, and local hospitals in Taipei city, 

Taipei county and Keelung city.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ask subjects to 

fill out structured survey by self-report (The content of the survey include: personal 

attributes, working and studying motivation inventory, nursing staff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inventory). Data collected was filed by SPSS 15.0 and conducted 

descriptive, inferential statistics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clud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median and percentage. Inferential statistics include t-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tudying and working are: (1) 

Staffs who are older, have spouse, have longer working experience in nursing, have 

higher family support will have stronger motivation for self growth. (2) The nursing 

staffs in medical centers who have 40,000-50,000 monthly pay and with a college 

degree will have stronger motivation for peer competition. In the aspect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1) Nursing staffs who are older, have spouse and 

children, work in nursing longer, and are studying in nursing will have higher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2) Nursing staffs who work longer, with a master’s 



degree and with higher family mental support and action support will have higher 

professional involvement. (3) Nursing staffs who are older, have spouse and children 

and work in nursing longer will have higher “professional retention.” There is 

positive relevance on the total of “motivation for working and studying” and 

“nursing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Intention to stay,” “self-growth” and 

“studying in non nursing departments” are main predictors i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b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future organization 

education and keeping nurs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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