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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研究生論文撰寫歷程中，希望信念、師徒關係、意義

建構、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的互動關係，以及此互動關係對學術動機的影

響。本章根據研究結果進行討論，並依據主要研究發現歸納成結論，並依

據結論提出本研究之建議。此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討論；第二節為結論；

第三節為建議。 

 

第一節 討論 

 

    本節根據研究結果進行討論，並佐以理論與文獻之支持。茲將主要分

析的結果列出（如表 40），再依據主要分析結果分別進行討論。 

表 40 本研究的主要分析結果 
分析層面 主要研究結果 

競爭模式一

優於競爭模

式二 

模式驗證的結果顯示「競爭模式一」是一個較佳的模式，其主要分

析結果可分為三方面： 
一、內在品質檢定 
（一）自由估計的參數（如λ、α、β等參數）的 t 值皆達顯著，

顯示有存在之意義。 
 
（二）十六個觀察指標值的個別信度介於.44~.84 間、六個潛在變項

的組合信度在.66~.92 之間、變異數的平均解釋量在.55~.81
之間，三者都符合判斷歸準。 

 
二、外在品質檢定 
（一）整體適配度指標方面 
    χ2＝802.80，p=.000，達顯著，（但χ2 易受大樣本影響而達顯

著）。其餘適配指標 GFI＝.91、AGFI＝.87，其接近或大於.90 的判

斷歸準；SRMR 為.086，接近合理適配。 
（二）比較適配度指標方面 
    NFI、NNFI、CFI、IFI 與 RFI 等指數分別為.97、.9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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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97，不但皆大於.90 的判斷歸準，且相當接近 1.00。 
 
（三）精簡適配度指標方面 
    PNFI＝.75、PGFI＝.62，皆高於.50；但 NC 值高達 8.63，超出

NC 需小於 3 的歸準；CN 為 172.30，稍小於最低樣本數（CN=200）
的要求；AIC 與 CAIC 值也都小於競爭模式二之 AIC 與 CAIC 值。

 
三、效果量檢定 
（一）競爭模式一的直接效果大於競爭模式二。 
（二）競爭模式一的間接效果大於競爭模式二。 
（三）競爭模式一的總效果量大於競爭模式二。 
 

研究生在各

量表的現況

分析 

1. 受試者的動力思考與路徑思考平均數分別為 3.171 與
3.023、總量表分數為 3.106，均大於四點量表的中位數 2.5。

2. 受試者在論文指導、生涯發展、心理社會與角色楷模的平

均數分別為 3.050、2.650、3.028 與 2.788，總量表分數為

2.902，均大於四點量表的中位數 2.5。 
3. 受試者的提升自我能力與強化專業知能平均數分別為

3.242 與 3.192、總量表分數為 3.222，均大於四點量表的

中位數 2.5。 
4. 受試者的研究創新與知識探究平均數分別為 3.254 與

2.994、總量表分數為 3.089，均大於四點量表的中位數 2.5。
5. 受試者的認知調整策略、行為調整策略與後設認知的平均

數分別為 2.800、3.047 與 2.857、總量表分數為 2.904，均

大於四點量表的中位數 2.5。 
6. 受試者的價值成份、期望成份與情感成份的平均數分別為

3.045、3.152 與 3.084、總量表分數為 3.103，均大於四點

量表的中位數 2.5。 
 

人口變項在

希望信念、師

徒功能、意義

建構、學術熱

情、情緒調整

與學術動機

上的差異分

析 

1. 男性受試者的學術動機顯著高於女性研究生。 
2. 已畢業之碩士生受試者的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

上皆顯著高於全職碩士生。 
3. 博士生受試者的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

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皆高於碩士生。 
4. 教育學院的受試者在希望信念與學術熱情上顯著高於工

學院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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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各項主要的研究結果，進行如下討論： 

壹、 研究生學術動機發展歷程模式中，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

建構、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的現況方面 

    本研究在進行資料收集之初，鑑於國內、外並無發展以學術研究為特

定領域所編製的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

學術動機等量表，因此在進行資料收集前，編製一份開放式問卷以瞭解國

內研究生在論文撰寫過程中，他/她們在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

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等方面的感受與經驗。研究者在回收、整

理開放式問卷後發現，受試者在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

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等方面的經驗與感受頗為類似，以下用以輔助說

明量化數據的結果。 

一、受試者在希望信念量表上的現況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N=1028）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動力思考與路徑思考平

均數分別為 3.171 與 3.023、總量表分數為 3.106，均大於四點量表的中位數

2.5。若再進一步交叉分析數據結果可得，受試者無論性別、不同修業狀況

的博、碩士生或是不同學院在希望信念量表總分與分量表的分數均大於

2.5。 

在開放式問卷中關於路徑思考方面，受試者的回答有「我可以請教相

同領域的前輩/指導教授、學長姐來幫助我的論文」、「可以利用不同的研究

方法和取向來解決問題」、「為了獲得建議與交流，我會選擇相關國內與國

外學術社群加入，並參與重要研討會」等；在動力思考方面，受試者的回

答有「我相信只要我有決心一定可以完成論文」、「我研究的成果很棒,畢業

一定沒問題的」、「我相信只要努力，一定可以完成論文，順利畢業」等。

綜上而論，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受試者在希望信念量表上的得分均高於中

位數，且在開放式問卷上回答也可看出大部分受試者在論文撰寫時，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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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其動力與路經思考，來幫助自己創造多重的問題解決路徑，能使用自

我激勵的方式自己獲得動力，以繼續朝目標邁進。因此，由述討論可知受

試者一般而言是具有希望信念信念的。 

 

二、受試者在師徒功能量表上的現況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在論文指導、生涯發展、心理社會與角

色楷模的平均數分別為 3.050、2.650、3.028 與 2.788，總量表分數為 2.902，

均大於四點量表的中位數 2.5，其中又以論文指導與心理社會功能的分數較

高。再進一步交叉分析數據結果可得，除了在職進修的碩士生受試者在生

涯發展上的平均分數為 2.443（<2.5）外，受試者無論性別、不同修業狀況

的博、碩士生或是不同學院在師徒功能量表總分與四個分量表的分數均大

於 2.5，且都以論文指導與心理社會功能的分數較高。Connie、John 與 Marc

（2006）的研究也顯示，師徒雙方都知覺心理社會功能最多。本研究推測

在職進修的碩士生在生涯發展上的平均分數低於中數的可能原因為他/她們

已經有工作，無須擔心畢業後的就業問題，指導教授相對給予的協助就教

少。另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大部分為還在撰寫論文的研究生（約佔全部

樣本的 76.8%），在撰寫論文階段最重要的就是指導教授對研究生在論文撰

寫上的指導與心理或情緒上的支持與安撫，此也由結果的數據上反應出

來，亦即受試者在論文指導與心理社會功能分量表的分數較高。 

在開放式問卷中關於論文指導功能方面，受試者的回答有「教授透過

討論，教導我撰寫論文的要點與統計分析方式」、「教授對我的論文有所批

評，讓我知道作論文的注意事項」、「教授能審視我的研究結構」等；在生

涯發展功能方面，國內研究生的回答有「鼓勵我多發表文章，可以累積自

己的學術基礎」、「教授願意自己寫推薦函使我進入博士班」、「教授願意嘗

試透過友人來詢問可能的兼任教學機會」等；在心理社會功能方面，國內

研究生的回答有「老師很願意傾聽學生的問題及遭遇、提供他的建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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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能肯定學生每一次向前邁進所付出的努力」、「我的指導教授或老師鼓勵

我勇於嘗試與提出自己的觀點」等；在角色楷模功能方面，國內研究生的

回答有「指導教授與我分享他的求學歷程，讓我看見她因為認真與執著而

成功，成為我的學習典範」、「我的老師常與我分享他的想法，啟發我的研

究興趣」、「跟著老師做專案，瞭解老師研究專案的方法和態度」等。綜上

而論，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受試者在師徒功能量表上的得分均高於中位數，

且在開放式問卷上回答也可看出大部分受試者在論文撰寫時，都接受過指

導教授的不同層面與程度的協助。因此，由上述討論可知受試者所接受的

師徒功能程度蠻高的，其中又以論文指導與心理社會功能最為重要。 

 

三、受試者在意義建構量表上的現況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分析的結果顯示受試者的提升自我能力與強化專業知能平均數

分別為 3.242 與 3.192、總量表分數為 3.222，均大於四點量表的中位數 2.5。

若再進一步交叉分析數據結果可得，受試者無論性別、不同修業狀況的博、

碩士生或是不同學院在意義建構量表總分與分量表的分數均大於 2.5，甚至

都高於 3.0。 

在開放式問卷中關於提升自我能力方面，受試者的回答有「寫論文的

過程，自己思考更具邏輯性」、「由於嘗試錯誤，讓我獲得書本上沒教的寶

貴經驗」、「雖然遇到困難，但是解決的過程我的努力讓我增加能力」等；

在強化專業知能方面，國內研究生的回答有「以整體性的角度來印證分散

在所修的課程中的理論」、「對於研究主題有更深入且更廣泛的認識」、「有

了實際的研究經驗，讓我更加了解理論的應用層次」等。綜上而論，由本

研究結果可知，受試者在意義建構量表上的得分均高於中位數，且高達 3.0

以上。而在開放式問卷上回答也可看出大部分受試者在論文撰寫時，都能

運用提升自我能力與強化專業知能的意義建構策略，增加正向思考的思

維，建構負面事件的正向意義。因此，由上述討論可知受試者一般而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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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意義建構能力的。 

 

四、受試者在學術熱情量表上的現況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分析的結果顯示研究生的研究創新與知識探究平均數分別為

3.254 與 2.994、總量表分數為 3.089，均大於四點量表的中位數 2.5。若再

進一步交叉分析數據結果可得，受試者無論性別、不同修業狀況的博、碩

士生或是不同學院在學術熱情量表總分與分量表的分數均大於 2.5。 

在開放式問卷中關於研究創新方面，受試者的回答有「想寫出一篇對

學術或實務上有貢獻、有意義的研究論文」、「提出與眾不同的論點」、「少

人研究的主題有挑戰性」等；在知識探究方面，國內研究生的回答有「自

己在寫論文之中成長，對相關理論有更深入了解，對現象了解更透徹」、「作

論文愈深入讓我覺得專業不斷成長」、「深入瞭解研究主題相關的人事物讓

我覺得很充實」等。綜上而論，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受試者在學術熱情量

表上的得分均高於中位數，且博士生的分數高達 3.0 以上。在開放式問卷上

回答也可看出大部分受試者在論文撰寫時，都認為自己的論文有所創新，

且能透過論文撰寫的歷程使自己獲得知識上的成長。因此，由上述討論可

知受試者對於學術研究是抱有學術熱情的。 

 

五、受試者在情緒調整量表上的現況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認知調整策略、行為調整策略與後設情

緒的平均數分別為 2.800、3.047 與 2.857、總量表分數為 2.904，均大於四

點量表的中位數 2.5。若進一步交叉分析數據結果可得，受試者無論性別、

不同修業狀況的博、碩士生或是不同學院的受試者在情緒調整量表總分與

分量表的分數均大於 2.5，而值得注意的是，行為調整策略的分數皆高於認

知調整與後設情緒分數。本研究推測在論文撰寫歷程中，如果遇到困難或

問題而導致情緒低落或沮喪，認知調整策略的使用雖可以使研究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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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情緒狀態，但更重要的是困難或問題的解決，唯有問題解決，情緒才

能得到真的抒發與沈穩，此可能為研究生在行為調整策略分量表上得分較

高的原因。 

在開放式問卷中關於認知調整策略方面，受試者常用的認知調整策略

有「休息一下後，找到新的想法或靈感」、「告訴自己，前面進度慢只是因

為花費許多時間蒐集資料、思考方向。真正開始動手撰寫後，速度就會很

快」、「只要有進度，論文就可以慢慢完成，擔心也沒用」等；在行為調整

策略方面，國內研究生的常用的行為調整策略有「煩的時候，先停下來，

走一走、動一動」、「多與老師或同學討論研究議題」、「可以先進行其他有

利於論文持續的工作，如：蒐集資料、資料分析.....等」等；在後設認知方

面，國內研究生的常用的後設認知策略有「麥當勞這麼吵寫論文合適嗎？

比較一下平常寫的與在麥當勞的寫的量，衡量一下在麥當勞寫論文的效率

如何？」、「每天的生活應該如何安排，才能讓每天的進度適當，最有學習

效率？」、「做論文時，時間控制與分配似乎不是很好？」等。綜上而論，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受試者在情緒調整量表上的得分均高於中位數，且較

常使用行為調整策略。在開放式問卷上回答也可看出大部分受試者在論文

撰寫時，都能運用認知調整、行為調整與後設情緒策略來調整情緒。因此，

由上述討論受試者是具有情緒調整能力的。 

 

六、受試者在學術動機量表上的現況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分析的結果顯示研究生的價值成份、期望成份與情感成份的平

均數分別為 3.045、3.152 與 3.084、總量表分數為 3.103，均大於四點量表

的中位數 2.5。若再進一步交叉分析數據結果可得，受試者無論性別、不同

修業狀況的博、碩士生或是不同學院的受試者在學術動機總分與分量表的

分數均大於 2.5，而值得注意的是，期望成份的分數皆高於價值與情感成

份。在本研究中，期望成份包含了期望成功與自我效能等要素。本研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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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對於受試者而言，對於論文結果的成功期望以及自己相信自己在論文

撰寫上的能力可能是研究生為重視的因素，而反應在學術動機量表的分數

上。因此，由上述討論可知受試者的學術動機還蠻高的。 

 

貳、 研究生人口變項對希望信念、師徒關係、意義建構、學術熱情、

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之差異分析方面 

 

整體而言，不同的人口變項在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

熱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上之差異情形都不同，但因國、內外對於研究

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情、情緒調

整與學術動機等主題的文獻並不多。再者，人口變項並未納入本研究之假

設，故本研究僅以有限的相關理論與文獻，針對各組差異達顯著水準的研

究結果加以進一步的探討： 

一、 性別 

    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可知，男性研究生在學術動機上的總

分顯著高於女性研究生，F（1,1026）=3.929，p=.048。性別在成就動機中

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研究的焦點，如歸因理論、期望價值理論、自我效

能理論與成就動機理論都指出，男、女性在動機相關的信念與行為都與性

別的刻板印象有關（Meece, Glienke, Samantha, 2006; Smith, Carol, & White, 

2007）。Atkinson 對於成就動機提出相對心理向度的解釋，他認為在成就動

機的形成過程中，在意識上會有兩個方向彼此相對的心理作用：一為希望

信念成功，一是恐懼失敗。根據心理學多年的研究，男、女性之間並無智

力上的差異，在中、小學階段女性的成績並不比男性差，但在後續的學業

追求與學術研究上，女性卻比不上男性。因此，心理學家嘗試提出成就動

機差異的解釋。他們認為男性一般持「希望成功與恐懼失敗」的心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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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一般持「不希望成功、恐懼成功」的心態（張春興，2001）。但 Grouzet、

Nancy 與 Pelletier（2006）在長達三年的縱貫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男、女

性的成就動機呈現變異恆等的結果。因此可知，上述理論與文獻對於男、

女性在動機上的結果尚無定論，且探討男、女性學術動機的相關文獻甚少，

需繼續累積相關實徵研究之結果才能得一確切的定論。 

 

二、 修業狀況 

    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可知，畢業碩士生的希望信念，F

（2,896）=8.609，p=.000、師徒功能，F（2,896）=4.286，p=.014，與意義

建構，F（2,896）=5.570，p=.004，顯著高於全職碩士生。而情緒調整與學

術動機雖多變量分析中有達顯著，但在進一步的事後比較中並無達到顯著

差異。以動機而言，Dorothea、Dolores 與 Michael（2007）以傳統（21 歲

以下，在教育系統中，有完整、直線的學習路徑，類似於本研究的全職生）

以及非傳統（28 歲以下，其學習路徑曾經中斷，學習經驗是在年齡常模之

外的，類似於本研究的在職生或部分的畢業生）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結

果顯示，非傳統的大學生比傳統的大學生有更高的內在學習動機，內在動

機與正向情感的相關也較高，若延伸推論至本研究，可能在職生的學術動

機會高於全職生。本研究嘗試推測，不同修業狀況（全職/在職/畢業）的研

究生身處於不同的環境、有不同的人際互動、需求與協助資源，可能造成

他/她在論文撰寫時，在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會有所不同。 

 

三、 學位 

    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可知，碩、博士生在希望信念，F

（1,1026）=20.049，p=.000、師徒功能，F（1,1026）=6.460，p=.011、意

義建構，F（1,1026）=9.059，p=.003、學術熱情，F（1,1026）=21.131，p=.000、

情緒調整，F（1,1026）=3.896，p=.049 與學術動機，F（1,1026）=4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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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皆達顯著差異。換言之，博士生的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

構、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皆高於碩士生。以情緒調整而論，社

會選擇理論（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假定情緒訊息的特點以及

橫跨成年期的調節情緒能力是不同的。Matthias、Theodor 與 Phillips（2007）

的研究結果也支持社會選擇理論的假設，其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年齡的成

年人對於負向心情會引發不同的情緒反應，年紀越長的成人，在自我評價

的愉悅、平靜與警覺的降地程度都高於年紀較輕的成人。甚至，相較於年

紀較輕的成人，年紀較長的成人在情緒調整中的心情修復上更有效率，此

與本研究的結果一致。本研究進一步推測，論文撰寫歷程可能是一個特定

的情境，博士生在撰寫碩士論文時，即受過論文撰寫在知能與技能上的訓

練。換言之，若研究生決定繼續攻讀博士學位，表示他/她可能對於學術研

究擁有學術熱情、學術動機較高，且博士生在論文撰寫上的經驗與能力皆

優於碩士生，他/她們也較瞭解論文撰寫的歷程以及預知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而提前預防或尋求資源以及解決之道。因此，研究生可透過此歷程，獲得

正向的回饋、經驗的累積、能力的訓練與信念的強化，而使得博士生之希

望信念更加強韌、更懂得經營師徒關係，獲得師傅的協助、對於學術研究

更有學術熱情、意義建構與情緒調整的能力也越好、學術動機也相對提昇。 

 

四、 學院 

由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可知，不同學院的研究生在希望信

念，F（5,1022）=4.909，p=.000，與學術熱情，F（5,1022）=3.478，p=.004，

達顯著差異。進一步探討後發現，教育學院的研究生在希望信念與學術熱

情上顯著高於工學院的研究生。就此結果而言，目前尚為有直接相關的實

徵研究。因此，本研究嘗試推測此結果的差異可能來自於研究生本身的人

格特質以及不同學院間屬性與氛圍不同所致，甚至是兩者互動後的結果。 

希望信念是一個動機結構，它與許多正向的結果有相關(Lisa,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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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e, 2007)。然而希望信念並非固定不變的，它會因個體與重要他人以

及環境互動的經驗而持續發展(Hagen, Myers, Mackintosh, 2005; Snyder, 

Cheeavens, Sympson, 1997）。研究生大多是自己決定要就讀的系所，換言

之，他/她們的選擇也反應出個體的興趣與學術熱情，而興趣與學術熱情也

是可能會改變的。因此，當研究生帶著原有的希望信念信念與學術熱情進

入研究所後，在論文撰寫歷程中，可能會因與指導教授、同儕的互動、更

瞭解論文撰寫的性質與內容等因素而影響了研究生原有的希望信念與學術

熱情。本研究進一步推測，不同系所的屬性與環境氛圍也許是一個重要的

影響因素。以教育學院的研究生而言，他/她們較能選擇自己想做的論文題

目、且只要努力，即可獲得論文的結果。亦即，教育學院的學生較能控制

自己的論文進度與成果；但工學院的研究生的論文題目多由指導受所指

派，無法自由選擇。且工學院的論文多需藉由實驗來完成，對於實驗的時

間與結果較無法控制。因此，此可能是造成教育與工學院研究生在希望信

念與學術熱情上差異的原因。 

 

參、 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方面 

    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的比較是本研究主要欲考驗的假設。本研究

提出兩個競爭模式，資料分析結果顯示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一在內在

品質、外在品質與效果量皆優於模式二，且模式一中六個α與二個β的標準

化參數估計值介於.09~.70 之間，t 值介於 3.42~15.35 之間，其值皆達顯著，

表示這些參數是有存在的意義。因此，以下針對本研究主張並得到支持的

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中的兩條路徑進一步討論： 

一、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透過學術熱情對學術動機的影響路徑 

（一）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與學術熱情的關係 

熱情是指個體能自由選擇與決定從事某一個他所喜愛、覺得重要且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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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投注時間在其中的活動（Ratelle et al., 2004; Rousseau et al., 2002; Skitch & 

Hodgins, 2005; Vallerand et al., 2003）。亦即當個體判斷活動是有價值的，他

/她才會決定從事此活動。以動機理論來看學術熱情，學術熱情其實就是內

在動機，表示活動本身有足夠的內在誘因促使個體去從從事學術研究活

動，它是自發的、不需要內化、也不用刻意行塑。換言之，此時個體對於

該活動才是真正的學術熱情。 

    Snyder 等人（2005, 2006）認為希望信念理論應包含目標、路徑思考與

動力思考等三個部分。其中當路徑思考與動力思考相互作用後，會產生正

向的動機狀態，而趨向目標。而在 Snyder、Lehman、Kluck 與 Monsson（2006）

所整理的高、低希望信念者之特質中，包括願意付出努力已達成目標、趨

向目標導向、高動機、視挫折為挑戰等都是對活動擁有高度學術熱情的描

述與特徵。再者，在希望信念運作的整個歷程中，可分為三大階段，分別

是「學習歷史」、「事件之前」、「事件的結果順序」。在第二階段「事件之前」

時，個體會先對結果進行價值判斷，若個體覺得該目標是有價值的，付出

努力是有意義的，則會進入下一階段，繼續進行希望信念的運作。 

Kram（1985）與 Scandura（1992）在所提出的師徒功能中都提及了角

色模仿功能。角色模仿功能是指是指師傅表現出可最為徒弟之表率的行

為、態度、技巧與價值觀等供徒弟模仿。換言之，師傅是徒弟未來想要成

為的形象，徒弟會認同並加以內化。因此，若師傅認為論文撰寫是有價值

的，亦即對論文撰寫有熱情時，徒弟會透過角色模仿而將師傅對論文撰寫

的學術熱情、態度與評價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亦即徒弟會將師傅視為楷

模來學習。 

意義建構是指轉換詮釋事物的觀點，由正向的觀點切入思考。Ryan 與

Deci 指出，經驗了意義，通常會導致正向感受的增加（King et al., 2006）。

Baunmeister 與 Vohs（2005）認為當個體的需求達到滿足時，意義亦即被建

構出。他們並提出個體有四個需求：目的、價值觀、效能感與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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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認為需求即是動機，其會引導個體去生活、感受生命。若個體滿則此

四個需求，其會回答說「我的生活是有意義的」。換言之，當此四種需求在

運作時，目的的需求可以幫助個體設定目標；價值觀的需求可以使個體去

判斷事物的對與錯；效能感的需求是個體瞭解自己還可以做哪些不同的

事，亦即效能感是個體會去尋求掌控自己與環境的需求；自我價值的需求

讓個體相信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因此，透過目的、價值觀、效能感與自我

價值需求的滿足，可以使個體建立生命的意義、找出事物的重要性與重獲

控制感而選擇投入其中。 

 

（二）學術熱情與學術動機的關係 

    本研究中的學術動機，是依據 Pintrich（1989）所提出的期望價值理論

與 Wigfield 與 Eccles（2000）所發展出「期望--價值模式」來定義，認為學

術動機包含了價值、期望與情感等成份。Ryan 與 Deci（2000）認為，當個

體覺得活動很有趣、從事這個活動讓我覺得很快樂、很有意義，這個活動

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時，表示活動本身有足夠的內在誘因促使個體去從

事該活動，此時個體所引發的是內發性的動機行為。Deci 認為，內發性的

動機行為是直接受到個人興趣、滿足或歡樂的動機類型，也就是個人覺得

有能力和自主而從事的行為。因此，由期望價值理論、期望--價值模式與內

發性的動機行為的性質可看出個體對活動的重要性評價以及該活動為個體

帶來的樂趣，會影響個體對該活動的動機。 

Weiner 提出的歸因理論來解釋歸因對行為的影響。他認為當個體對成

功作內在的、穩定的與可控制的歸因，則會提高個體下次出現同樣行為的

動機。而 Rotter 提出的控制信念也提及，當個體認為成功是因為自己的努

力，也會提高個體的動機。Deci 與 Ryan（2000）提出認知評估理論也主張，

當行為是自主的，或可歸因於個人因果控制知覺所引發者，個體的能力感

受才能促進內在動機。因此，由歸因理論、控制信念與認知評估理論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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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個體行為的「可控制性或自主性」對於動機的影響。 

學術熱情是指個體可以自主決定、自由選擇是否去從事學術研究活

動，其以自我決定論為主要理論依據，此理論認為當個體能自我決定的程

度越高，或能整合對該活動的價值與渴望時，他/她是一個自主的個體

（Chirkov et al., 2003)。此外，自我決定理論中，也提及了自主與能力的心

理需求，自主是個體相信自己是行為起因與調節者的信念；能力是指個體

相信自己能與環境有效地互動之信念（Ryan & Deci, 2000; Guay et al., 2003; 

Standage et al., 2003）。亦即，自我決定論中探討了個體對於活動的價值評

價以及個體對自我的效能期望。 

 

（三）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透過學術熱情對學術動機的影響 

    綜合上述可知，希望信念包含路徑與動力思考成份，此兩成份相互作

用後，會產生正向的動機狀態，而對活動有高度的學術熱情；而指導教授

的形象是研究生未來追求的目標，透過角色楷模功能，而將對論文撰寫的

熱情與態度內化成自己的目標；而研究生透過追求目的、價值觀、效能感

與自我價值需求的滿足，可以獲得論文撰寫的意義與重要性。亦即，透過

意義建構，個體可以獲得對論文撰寫的學術熱情。 

    再者，由以上動機以及學術熱情的理論、定義與成份可知，學術熱情

強調自主決定與自由選擇，因此，由學術熱情所引發的行為即為內發性的

動機行為；且在自我決定論中也論及了個體對於活動的價值評價以及個體

對自我的效能期望，其亦是動機中的價值與期望成份。 

    綜合以上理論與實徵研究之結果可知，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

構會相互互動後對學術熱情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而學術熱情對學術動機

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整合而言，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會透過

學術熱情進而間接影響學術動機。換言之，此與本研究之驗證的路徑結果

一致，即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相互互動後進而透過學術熱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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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動機的影響路徑獲得實徵資料的支持。 

 

二、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透過情緒調整對學術動機的影響路徑 

（一）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與情緒調整的關係 

    本研究綜合許多學者（江文慈，1998; 陳金定，1998; Cicchetti, Ackerman, 

& Izard, 1995; Cole, Michel, & Teti, 1994; Gross, 1998; Gross & John, 2003；

Schwartz & Proctor, 2000; Thompson, 1994）對情緒調整的定義，認為情緒調

整是當個體感受到外在刺激而引起內在激發狀態時，個體會依據當時情境

與過往經驗進行認知的訊息處理，選擇一最符合當下情境的策略來加以反

應，以使自己情緒狀況達到平衡或能達到目標的歷程。因此可知，情緒調

整是指個體能採用認知與行為策略來使自己的生理、心理狀況與外在環境

達到平衡的狀態。換言之，個體在進行情緒調整時，常會使用認知與行為

策略來幫助個體控制情緒感受、改變認知想法、修飾情緒表達等。本研究

也透過文獻探討，提出個體常用的調情緒調整策略有認知調節（包括情境

修正、注意力分配與認知改變）、行為調節（包括行為調整與尋求資源）與

後設情緒（包括後設評鑑與調整）等。 

    在 80 年代，認為若個體擁有希望信念，則對未來有正向的預期，能讓

個體產生喜悅的感受而減輕生活中的壓力與負擔。Korner（1970）在定義

希望信念時，認為希望信念的目的之一，即是幫助個體能繞過一個進行中

且不愉快的「現在」。換言之，希望信念可視為是一種認知的情緒調整策略，

它可以幫助個體以改變認知的方式來調節或控制情緒，使個體產生正向的

情緒感受。再者，Snyder、Lehman、Kluck 與 Monsson（2006）整理了高、

低希望信念者之特質，其中高希望信念者所具有的特質，都與行為或認知

情緒調整策略有關。如高希望信念者會使用正向的自我參照語言來增加動

力思考、擁有成功達成目標的信念、視挫折為挑戰、有自信等，以上特質

也許可以促使個體使用認知的情緒調整策略，甚至也許其就是一種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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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調整策略；而高希望信念者也願意付出努力以達成目標、注意相關的

訊息、創造許多路徑來達成目標、能創造出替代性的選擇路徑、能在過去

的成敗經驗中學習等，也可視為是情緒調整中的行為調整策略，也或許其

就是一種行為的情緒調整策略。 

    Kram（1985）與 Scandura（1992）在所提出的師徒功能中都提及了角

色模仿功能與心理社會功能。角色模仿功能是指師傅的行為表現是徒弟的

表率，可供徒弟模仿；心理社會功能則是師傅透過持續的接納、支持與諮

詢，使徒弟擁有力量去嘗試新的方法、改變徒弟負面的認知與想法、肯定

自我的價值。因此可知，透過師徒功能，徒弟可以學習師傅處理問題或挫

折的方法與策略、獲得正向的思考思維。 

意義建構的研究始於探討「個體如何因應挫折或其他負面與壓力的事

件」，其歷程涉及了認知與情緒的成分（Baunmeister & Vohs, 2005）。Taylor

（1983）認為個體透過「尋求利益」與「關連詮釋」來建構負面事件之意

義。其中尋求利益是指個體可藉著思考事件的正面意涵以找出意義，來因

應生活中的負面事件。而 Park 與 Folkman（1997）所提出的的總體意義與

情境意義的模式中也提及了重新評估是意義建構的因應策略之一，它可以

減少威脅與傷害。由以上意義建構的研究與歷程可知，意義建構相當重視

尋求利益、重新評估等認知策略的使用。 

 

（二）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的關係 

    如前所述，本研究中的學術動機包含了價值、期望與情感等成份。價

值成份是指學習者對工作價值及重要性的信念；期望成份是指學習者對於

執行這份工作所需能力或技巧的信念，包含自我效能信念與期望成功信

念；情感成份係指學習者對於自己的感覺或對於這份工作的情緒反應，如

正向情感。 

    Gross 與 John（2003）指出，情緒調整係指個體使用某些方法與策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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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情緒，當個體有情緒時，可以藉此改變它們，使情緒狀態趨向平穩。

因此可知，當個體運用情緒調整策略來維持正向情緒或縮短負向情緒的持

續時間，可使個體感覺更為舒適、降低焦慮。 

Totterdell 與 Holman（2003）所提出的情緒勞動的調節歷程模式中第二

階段「情緒勞動歷程」中，包含了動機調整的成份。動機調整包含了調節

負面情緒的「感覺修正」與滿足工作義務的「修正表達」，透過動機調整，

能使個體的負面情緒調整成正向情緒；而在第三階段「短期結果」中，包

含了個人幸福與組織幸福，員工個人會因情緒宣洩而產生幸福感，組織會

因達到員工滿足顧客需求的目標而歡喜。換言之，員工經過情緒調整後，

會產生正向的情緒感受、自我價值提高、增加自我效能等結果。 

 

（三）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透過情緒調整對學術動機的影響 

    綜合上述可知，希望信念的運作，即是一種認知調整策略，而透過高

希望信念者的思考或行為上的特質，也能促進認知與行為調整策略的使

用；指導教授是研究生的楷模與表率，透過角色楷模功能，也許能促使研

究生學習指導教授在因應情緒事件時的行為與認知調整策略；由意義建構

的定義與歷程模式可知，其相當強調正向思維與重新評估等策略的使用，

此即為是認知調整策略；而研究生的學術熱情可以使他/她對於活動有主控

權，使生活趨向平衡，亦即夠過行為的控制來達到正向的心理狀態。再者，

在情緒調整歷程中，研究生可以善用情緒調整策略來維持正向情緒或縮短

負向情緒的持續時間而對增加論文撰寫正向情感；而在情緒調整後，不但

能增加正向的情緒感受，也能由調節的結果收穫中提高自我價值與自我效

能。 

綜合以上理論與實徵研究之結果，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與

學術熱情相互互動後對情緒調整有正向的影響效果，而情緒調整會對學術

動機有直接的影響。整合而言，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互動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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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情緒調整間接影響學術動機。換言之，此與本研究之驗證的路徑結果

一致，即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會相互互動並透過情緒調整對學

術動機的影響路徑獲得實徵資料的支持。 

由以上討論可確知，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情與情

緒調整是影響研究生學術動機發展的重要變項。Graziano、Reavis、Keane

與 Calkins（2007）的研究結果指出，情緒調整能力、師生關係、認知歷程、

學習行為等都是影響學業動機與成功的重要變項。Jens（2007）的研究嘗試

驗證一個縱貫性的模式，其研究結果顯示當控制對於訓練的態度後，五大

人格特質（Big Five）可以預測學習動機以及轉移動機。因此可知，研究生

本身的人格特質（如希望信念）、所擁有的能力（如意義建構與情緒調整能

力）、與指導老師的互動關係（如師徒功能）、學習行為（如學術熱情）等，

都會影響他/她的動機。因此，由以上模式驗證的結果與討論而言，本研究

建構以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透過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影響學術

動機的路徑是成立的。 

 

第二節 結論 

 

    國內研究所培訓研究生，除了培育實務界的專業人才外，就是具有研

究能力的研究人才，並希望信念實務與研究能夠結合，為彼此提供最大的

助益。然而，當越來越多人選擇就讀研究所，但卻越來越少人從事學術研

究，兩方逐漸失衡的狀況越趨嚴重。本研究特別關注此問題，為什麼研究

生不願意為學術研究貢獻己力？有哪些因素導致研究生放棄學術研究？又

該如何提升研究生從事學術研究的意願？而正向心理學的興起，似乎是一

個可以切入的探討點。 

    Seligman 從 2002 年開始就大力提倡正向心理學。正向心理學除了可以



 146

幫助個人、團體、組織等發揮其最佳功能與狀態外（Gable ＆ Haidt, 2005），

也可以增加人類無限的經驗（Baunmeister ＆ Vohs, 2005）。因此，本研究

在探討影響研究生學術動機的因素時，也納入了正向心理學的觀點。經過

文獻探討後發現，正向心理學中希望信念、熱情與意義建構等變項，均可

以使個體重新獲得堅持的力量，對於自己喜歡並認為重要的活動，願意嘗

試任何可行的方法來達成。而許多在學術界的大師也都認同，學術研究是

一條漫長、辛苦且枯燥的路。從正向心理學的觀點來看，希望信念、學術

熱情與意義建構則可以使個體對學術研究產生動力，願意投身其中。除此

之外，美國情緒管理大師丹尼爾‧高曼也曾說過「IQ 事實上並不足以準確

預測個人未來的成就，EQ 才是決定個人成功、快樂與否的關鍵」，由此可

知情緒調整的重要性。而指導教授可說是研究生進行論文的靈魂人物，他/

她所提供的師徒功能決定了研究生論文撰寫的順利與否，以及未來繼續從

事學術研究 的意願。因此，本研究納入了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

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等變項並探討其對研究生學術動機的影響。 

    本研究根據本研究結果，歸結出以下結論：（一）研究生的學術熱情與

情緒調整會直接影響學術動機；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則會透過

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間接影響其學術動機；（二）國內研究生具有希望信

念、知覺到良好的的師徒功能、具備意義建構與情緒調整能力、擁有對於

論文撰寫擁有學術熱情與動機；（三）男性研究生的學術動機高於女性研究

生；（四）已畢業之碩士生的希望信念、所知覺到的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能

力均優於全職碩士生；（五）博士生的希望信念、所知覺到的師徒功能、意

義建構能力、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能力與學術動機皆優於碩士生；（六）教

育學院研究生之希望信念與學術熱情皆高於工學院研究生。 

    綜合而論，本研究所主張的假設獲得支持，雖然受限於抽樣與施測之

限制，但本研究所抽樣的樣本總數大且各系所抽樣的比率相近。因此研究

結果仍有可信度。質言之，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與結果，不但可供國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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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培育研究人才參考之用，更對研究生與指導教授有重要的提醒：學術

研究雖非立竿見影，可以獲得即時回饋，但還是有方法與策略可以讓研究

生願意維持高度的學術動機，以學術研究為志業，如研究生應善用路徑與

動力思考、培養意義建構與情緒調整能力，指導教授則應提供心理社會、

論文指導、角色楷模等功能，以協助研究生進行論文撰寫，維持高度的學

術動機與學術熱情。具體而言，本研究所討論之變項，在國內、外甚少研

究共同探討其互動關係，甚至將研究情境特定在學術領域中，建構出研究

生學術動機發展歷程之模式，此為本研究之主要創新與價值之處。再者，

本研究在進行資料收集之初，國內、外尚無以學術研究為特定領域所編製

的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等量

表。因此，本研究從編製開放式問卷開始，歷經了二次預試與一次正式施

測，並透過內部一致性分析、探索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編製了具有良好

的信、效度的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學

術動機等量表，藉以收集有效且可信的資料，以獲得精確的分析結果，此

為本研究另一貢獻。 

    在知識經濟時代，強調全球化與國際化的現在，唯有培育專業人才，

才能提升國家競爭力，以站上國際舞台，而此首重研究人才的培育。唯有

研究人才源源不斷的研究靈感，加上對學術研究的堅持，曾能獲得寶貴的

研究成果，為人類創造無限的價值，此亦為本研究之立意所在，期望藉由

本研究之結果，能幫助國內研究所培育更多具高度學術動機的研究人才。 

 

第三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結論，研究者試提出若干建議，以提供相關單位與人員

在教育以及學術研究上之參考。共可分為對研究生、指導教授與未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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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分述如下： 

壹、 對研究生的建議 

一、 善用希望信念 

    希望信念可以使個體有力量繼續向前邁進。本研究發現，希望信念對

於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有正向的影響，其直接效果量達.56 與.54，可見擁有

且善用希望信念的研究生，其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能力也較高，其學術動

機也能間接增高。因此，研究生應善用自己的路徑思考與動力思考，以增

加問題解決策略的多元性，強化行動與心理力量，堅持目標的達成。 

 

二、 與指導教授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 

    指導教授是研究生在研究所中以及論文撰寫歷程中的重要他人，本研

究結果也顯示，指導教授能提供研究生在論文指導、心理社會、角色楷模

與生涯發展上的協助。然而，研究生不應只是單向的接受指導教授的協助，

而應抱持學習的態度，協助老師進行研究、新觀點或理論的刺激等，使自

己也在此歷程中獲得專業的成長與研究的知能。 

 

三、 培養意義建構與情緒調整能力 

    在論文撰寫的歷程中，或多或少都會遭遇問題與挫折，此時研究生需

要正向的思考與調節負面情緒的能力，才能重獲堅持與因應的力量。本研

究結果也發現意義建構對於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的直接效果有.32 與.20，而

情緒調整對於學術動機的直接效果有.20，其影響力不小。論文撰寫是自我

剖述與問題解決的歷程，需要不斷注入動力與新思維，才能使研究生繼續

堅持下去。而意義建構與情緒節能使研究生重獲堅持的力量與因應的能

力。因此，研究生可以透過同儕觀察學習、參與工作坊等途徑，來培養、

訓練意義建構與情緒調整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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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激發對學術研究的學術熱情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說：「學術熱情是達成高成就的必要條件」。唯有

學術熱情，才能使體有堅持的力量，朝自己的夢想前進。本研究的結果也

發現，學術熱情對於學術動機的直接效果高達.70，由此可見學術熱情的影

響之大。學術研究是一條漫長、辛苦、甚至孤獨的路，需要有莫大的力量

推動個體持續地堅持下去，從研究結果來看，「學術熱情」似乎就是答案！

因此，研究生若想以學術研究為志業，可以透過找出學術研究的樂趣與價

值，以激發自己對學術研究的學術熱情。 

 

貳、 對指導教授的建議 

一、 提供鷹架與支持，協助研究生完成論文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師徒功能是研究生論文撰寫歷程中的重要變

項，其中又以論文指導與心理社會功能最為重要。論文撰寫是研究生最重

要的課題，且在研究知能與經驗不足下，由指導教授在論文指導方面所得

的協助當然最多。而 Connie、John 與 Marc（2006）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師

徒雙方都知覺心理社會功能最多。Sue 與 Bernie（2006)也提出學習者在學

習時的正向情感與鷹架對於動機與促進學習是很重要的。因此，指導教授

應以其專業的知識與豐富的研究經驗為基礎，引領學生進入論文撰寫歷

程，且在此歷程中，協助學生釐清問題與思維的盲點，開發研究生的潛力，

使研究生喜歡自己的論文，相信自己有能力完成論文，使論文對學術研究

有所貢獻。 

 

二、 重視身教與言教的潛移默化 

    國內研究所的師徒制屬於非正式的師徒關係，亦即是由師、徒雙方自

由選定的結果，並非由系所指派。非正式的師徒關係，以心理安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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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發展，師徒互通有無地分享，師徒關係能維繫很長的時間，對彼此的

影響也較深遠，包括了生活與生涯（林俊宏，2003；張育誠，2004；Ragins 

& Cotton, 1999）。因此，研究所的指導教授可說是研究生的重要他人。研究

生會以指導教授為楷模，在師徒互動中，將師傅的言行內化為自己的一部

份，因而影響徒弟修身處事的態度、對學術研究的學術熱情、價值觀等。

因此，指導教授應重視自己的一言一行，以期對研究生產生正向的影響。 

 

三、 促進博士生與碩士生的互動 

    根據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博士生在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構、

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都高於碩士生。由此顯示博士生更瞭解論

文撰寫的歷程，更懂得善用希望信念、意義建構、情緒調整與師徒功能來

使論文撰寫歷程更為順利，也對學術研究有更高的學術熱情與動機。因此，

指導教授可以培養博士生成為助理師傅，協助碩士生進行論文，商討問題

與困難的解決之道、安撫碩士生不安與沮喪的情緒等。如此不但可以使博

士生學習扮演師傅的角色，也可從學弟、妹的的回饋中增加自我效能；另

一方面也使碩士生在與學長、姐的互動中觀察學習，使論文順利進行，甚

至激發自己對學術研究的學術熱情與動機。 

 

參、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對象的擴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國內研究生為研究對象，在正式施測時，採用網

路問卷施測的方式收集資料。透過無遠弗屆的網際網路，收集了不算小的

樣本數（有效樣本為 1028 份），但研究者在整理回收資料時發現，以教育

學院的樣本最多，約佔全部樣本的 46.5％。為了不使抽樣不均影響資料分

析的結果，本研究透過資料篩檢，而篩除了抽樣數較少的學院樣本，如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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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藝術學院、醫學院等。因此，未來研究在抽樣上應力求各學院抽樣

的平均，以減少抽樣造成的偏誤。 

 

二、 特定學院的模式建構 

    本研究所建立之研究生學術動機發展歷程模式包含了希望信念、師徒

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等變項。然而，研究者

在進行文獻探討與資料收集時也發現，不同學院的系所氛圍與培育重心可

能會因其屬性不同而不同，指導教授指導的風格也因人而異。因此，影響

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的因素也可能不同。再者，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式所包

含的變項，只是眾多變項中的其中一種組合，可能還許多其他變項，如個

體的目標導向、求助行為、堅毅力等。因此，未來進行後續研究時，也許

可以將情境特定於某學院，嘗試建構特定學院的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

式，也許在相同歷程模式中的影響路徑會有所差異，或是相同變項可能會

有不同的路徑模式，都可以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三、 研究方法的延伸 

本研究所探討的議題，可算是在學術研究中新穎的主題。在尚未累積

豐富的研究成果前，為了更瞭解研究生論文撰寫的經驗，未來研究可以先

透過質性的研究方法，對研究生論文撰寫的經驗有更深入且清楚的瞭解。

再者，本研究在資料收集時，受限於受試樣本難以控制以及量表題數的限

制，而無法重複施測，以收集不同時間點的資料，並以潛在變項模式分析

方法中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式分析」，以瞭解研究生在希望信念、師徒功能、

意義建構、學術熱情、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等變項的起始狀態估計值、以

及隨著時間而改變的成長速率，並可進一步探討會影響此成長速率且會隨

著時間改變的變項、以及會影響此成長速率但不會隨著時間改變的變項對

成長速率的預測作用，以及這些潛在變項隨著時間產生的個別差異量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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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民寧，2006）。再者，當各學院的抽樣人數均等且樣本足夠進行模式驗

證時，則可進行「多群組樣本結構模式分析」，以比較不同學院間，研究生

論文撰寫歷程的恆等性，亦即比較不同學院間在效標平均數、潛在變項平

均數或模式結構上之差異。因此，未來進行後續研究時，當樣本數足夠且

可以重複施測時，也許可以嘗試進行潛在成長曲線模式分析以及多群組樣

本結構模式分析，以更深入瞭解不同學院研究生的模式歷程的發展與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