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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餐飲管理科教師繼續教育動機及生涯發展之現況；不同背

景餐飲管理科教師在繼續育動機與生涯發展之差異；繼續動機與生涯發展

之相關及繼續教育動機對生涯發展之影響因素。以問卷調查並採立意抽樣

方式回收 273 份問卷。所獲得結果以次數百分比、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其結果呈現如

下： ㄧ、餐飲管理科教師在繼續教育動機其中，以求知興趣構面呈現強烈

動機。 二、餐飲管理科教師在生涯發展，以學習成長構面為最強動機。 

三、餐飲管理科教師個人背景分析，以女性較多；年齡集中在 26-35 歲；

以未婚者居多；學歷以大學畢業；年資五年以下；合格專任教師；證照數

目以 6 張居多；並以私立學校為主。 四、不同背景的餐飲管理科教師在繼

續教育動機，因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年資、婚姻、教師類別有顯

著差異，在證照、學校性質構面上，則無顯著差異。 五、不同背景的餐飲

管理科教師在生涯發展，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證照、學校性質在構

面上無顯著差異。在年資、婚姻、教師類別有顯著差異。 六、餐飲管理科

教師除了在逃避的構面中，繼續教育動機與生涯發展的五個構面有顯著負

相關外，其餘構面均呈顯著正相關，。 七、繼續教育動機各構面對生涯發

展的影響，有 28.2%的解釋力，而在外界期望、社交關係有顯著影響。  

摘

要

(英)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motivation on career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 Northern Taiwan at the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I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on teachers’ choice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ur sample consists of questionnaires of 273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 us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t tests,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methods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Motivation 

to learn mo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continuation education of 

teachers in food and beverage departments. 2. Vocational development to learn more 

is a very important motivation for continuation education of teachers in food and 

beverage departments.. 3. Our sample consists of qualified teachers with six 

certificates, age from 26 to 35 years old, with university degree and working 

experience less than five years. We have more single and female teachers and more 

teachers from private universities. 4. We find that sex, age, education, working 

experience, marital and teacher statu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motivat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However, certificates and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re 

insignificant to the motivat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5. We also find that sex, age, 

education background, certificate,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re in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areer development but working experience, marital and teacher statu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areer development, 6. Teacher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only hav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the evasion aspect within the five continuing 



education motivation on career development aspects. The rest of the aspect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s. 7. Various aspect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can explain 28.2% 

of teacher’s career development. Others’ expect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teacher’s career development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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