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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job master program study motivations study satisfactions 

摘要

(中)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教育系所碩士在職班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

度之現況，及兩者之關係。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在職人士對學習動

機、學習滿意度的差異情形。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灣地區以目

前就讀國內「教育系所在職進修專班」之進修學生為母群體，在進行抽

樣時，將我國依地理位置略分為北、中、南、東四區，北區抽取 4 所學



校，中區抽取 3 所，南區抽取 3 所，東區抽取 1 所，總計 11 所教育系所

在職專班，回收問卷總數為 275 份，其中有效問卷 198 份，總回收率為

74.90%，有效樣本佔 72%。調查結果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及逐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分析，研究結

果發現： 一、教育系所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具有較高的學習動機，以「認

知興趣」動機需求最高，以「外界期望」動機需求最低。學生之性別、

年齡及工作總年資對學習動機有差異存在。 二、教育系所碩士在職專班

多數學生具有偏高的學習滿意度，對學習氣氛最為滿意，以學習資源與

設備為最不滿意。學生之年齡、工作總年資及就讀年級對 學習滿意度有

差異存在。 三、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呈顯著相關。 四、學習動機

對學習滿意度具有預測力。 最後，本研究擬根據上述研究結果進行分析

討論，以形成結論及建議，並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國內各教育系所及未

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the motivations and the 

satisfactions of adult students of educational department in on-the-job master 

program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asides which had been analyzed by 

different background adult student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llected the 275 

surveys from 11 educational departments in on-the-job master program where are 4 

on north, 3 on mid, 3 on south and 1 on east of Taiwan. The 198 surveys were 

valid in this study which means the response rate was 72%.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valid copies were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The 

outcome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 1. Adult students have the higher 

motivations which are compared to others to learn. Realizing interesting is highest 

one and expectations form others are lowest one. We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gender, age and working experience. 2. These students are intend to have higher 

satiation for their learning. The highest satiation is study environment and the 

resource and equipment are lowest one. 3. The study motivations are obviously 

related to satiation 4. Motivation is predicable with sa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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