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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職商業與管理群專業科目教師對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動機與需

求之現況，發展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量表。本研究所

研擬問卷經專家審查後，進行預試問卷施測，自母群學校選取15所設有商業與管

理群之學校，發出問卷共計180份，獲取有效樣本172份。以統計軟體進行項目分

析、因素分析及Cronbach's α係數檢定以考驗本研究量表之效度及信度，進而發展

成為正式問卷。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所建立之理論基礎，以及研究目的所獲致研

究結果如下：

(1)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構面：包括認知興趣、職業進展、逃避／刺激、社交

關係、社會服務、外界期望等，計37個題目，其內部一致性α係數分別

為.884、.845、.890、.896、.839、.796。

(2) 在教師在職進修需求構面，包括教師社會參與、教師專業知能、教師

一般知能、家庭與生活等，計2 4個題目，其內部一致性α係數分別

為.883、.877、.81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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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研究預試問卷經專家學者提供修正意見進行修訂，並經由項目分析、因

素分析及信度分析，刪除不適宜之題目後，編製成正式問卷，全量表信度

α值為.924。

(4) 本研究所發展量表包含四部份，分別為填答者個人基本資料、教師在職進

修動機、教師在職進修需求、以及相關具體建議事項。

關鍵字：高中職教師、教師在職進修、在職進修動機、在職進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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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師專業化是一條邁向高品質教學的重要途徑，而教育品質的提升是當前教

育政策的重點（黃政傑，2000）。近年來在教育改革的風潮下，社會大眾、家長

們、學生們對教育品質與教學績效，產生高度重視與深切期許。教師的專業問題

亦受到社會大眾的高度關切，提昇教師教學專業聲浪日漸升高，然而教育的成效

繫於教師素質的良窳，教育品質的關鍵在於教師專業整體的發揮。因此，「提升

教師的素質，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也成為當前教育改革最重要的課題。研究者

身為商管群教師，並兼任人事主任的行政工作，對於商業與管理群（以下簡稱商

管群）教師在職進修的動機欲深入探討其內容，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資訊科技快速進步，全世界均朝向知識經濟方向前進，在這個強調終身學習

的時代，每個人均須持續的學習，身為教師，更應以身作則，不斷的吸收新知，

才能符合所謂專業教師之要求。教師角色的逐漸改變，由傳統的知識傳播者，轉

變為協助學習者獲取知識及管理知識的引導者。在此角色轉變過程中，教師亦須

不斷地進修，以充實專業知能及獲取最新資訊，才能勝任此一知識引導者的角

色。

由於商管群教育主要提供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為因應社會經濟結構快速

變遷，商管群教師在執行教學工作時更需具備多元化、專業化的教學專業能力，

而商業類的學科科目眾多，且各科有其獨立之專業理論架構，舉凡會計學、經濟

學、商業概論、統計學、國際貿易實務等，商管群教師若須任教多科科目，與教

師本身原本的專長常不盡相同，其在職進修的需求亦因此而更強烈。

為因應科技的日新月異，高職教師需要不斷地充實自身的本職學能以為因

應，未來商管群教師須具備跨領域或學科統整的能力，且須有應用資訊、結合外

語、及終身學習與研究知能。因此，必須有系統性的進修，才能培養如此的專業

知能。經由本研究的實施，期能加強瞭解商管群教師進修的動機及需求，引發為

研究深入之探討。

2.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職教師對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之現況。依據上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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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動機，本研究目的有下列三點：

2.1探討台灣高職商業與管理群專業科目教師對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之現

況。

2.2研擬「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量表」。

2.3實施「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量表」之信效度考驗分

析。

3.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為達成本研究目的，從文獻探討過程蒐集相關資

料，再依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進行整理修正，編撰成「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

參與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調查問卷」，以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高職商業與管理群專業科目教師對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動機

與需求之研究。首先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資料探討分析結果，繪出簡明的研究架

構圖，以作為本研究的導引。其次，彙整歸納出「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參與在

職進修動機與需求調查問卷」作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相關

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達研究目的。

3.1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國內外相關理論與文獻之探討，擬定影響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

在職進修動機、需求相關因素，統整與綜合有關變項間關係，為達本研究目的，

本研究建立之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其中研究分為自變項（包含教師背景變項、學

校環境變項）、依變項（包含在職進修動機、在職進修需求）等兩部份。

本研究問卷採李克特式（Likert type）五點量表方式填答，根據研究目的，

探討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對「教師在職進修動機」及「教師在職進修需求」兩

部分，由受試者就自己的真實情況，對每一項問題之描述，從量尺上的五個選

項，分別為「完全符合（非常需要）」、「頗為符合（很需要）」、「無意見

（普通）」、「不太符合（不需要）」、「完全不符合（極不需要）」等，勾選

出認為與自己感受最相近的、最適切之選項，並分別給予5分至1分。填答者在量

表上的得分愈高，表示教師對該因素的進修需求愈大。茲將調查問卷工具編製過

程敘述如下：

3.2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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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主要對象為臺灣地區2010年公私立高職商業與管理群（包括商業經

營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資料處理科）之合格現職專業科目授課教師，

本研究問卷經專家效度審查後，進行預試問卷施測，於民國100年3月1日至3月20

日進行問卷施測，共寄出180份。預試人數分配表如表1。

表1 預試人數分配表

縣市 學校名稱 發出問卷數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數

桃園縣 私立育達高中 15 15 15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商 15 14 13

苗栗縣 私立龍德家商 5 5 5

苗栗縣 私立君毅高中 10 9 9

台中市 國立豐原高商 20 20 20

台中市 私立致用高中 10 10 10

台中市 私立嶺東高中 15 14 14

台中市 國立臺中家商 20 18 18

台中市 私立新民高中 15 15 15

台中市 私立明德女中 10 10 10

台中市 私立嘉陽高中 5 5 5

台中市 私立明台高中 10 9 9

南投縣 國立水里商工 5 5 5

雲林縣 私立大成商工 10 9 9

雲林縣 國立北港高中 15 15 15

合   計 180 173 172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能客觀分析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對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與教師在職

進修需求，以文獻探討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並發展問卷初稿。問卷內容分為

四部份，第一部份為填答者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調查

問卷」，內含「認知興趣」、「職業進展」、「逃避／刺激」、「社交關係」、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第 8 期．民國 101 年 7 月

-  234  -

「社會服務」、「外界期望」六個因素面向，共計37個題目；第三部份為「教師

在職進修需求調查問卷」，內含「教師社會參與」、「教師專業知能」、「教師

一般知能」、「家庭與生活」等四個因素面向，共計24個題目；第四部份為半開

放式問卷，收集填答者對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其他意見，詳如表2所示。

表2教師對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因素面向表

因素面向 題數 小計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

認知興趣 7 37

職業進展 7

逃避／刺激 6

社交關係 5

社會服務 5

外界期望 7

教師在職進修需求

教師社會參與 6 24

教師專業知能 8

教師一般知能 6

家庭與生活 4

合      計 61

4.資料分析與討論

4.1建立內容效度

本研究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經由指導教授初閱與修訂後，再推薦技職教

育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及高職學校教師代表，於民國100年2月底委請八位專家

學者填答「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調查問卷（專家審

查）」。針對本研究調查問卷之題目適切性，文字用詞等提供修正意見，以建立

本研究工具之內容效度，並作為修訂正式問卷的重要參考依據。

專家學者依問題適切性逐題審核，並由每一問題選項下之適用、修改適用、

刪除、修正意見中選擇一項，需修正內容者，在修正意見欄上填寫修正意見，根

據專家學者們所提供的意見，逐一與論文指導教授就各題項逐一討論，並針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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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各題之題意不清、語句不通順及不適切的題目進行修正，經整理後編製成預試

問卷。

4.2預試實施及結果分析

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為瞭解問卷之適當性及可用性，隨即進行預試，預試

問卷於民國100年3月1日陸續發出，本研究之預試對象以立意取樣為原則，選取15

所設有商業與管理群之學校，發出預試問卷共計180份，獲取有效樣本172份，茲

將預試學校人數分配情形如表3。

表3預試學校人數分配與有效回收百分比

縣市 學校名稱 發出問卷數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數

桃園縣 私立育達高中 15 15 100.0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商 15 13 86.7

苗栗縣 私立龍德家商 5 5 100.0

苗栗縣 私立君毅高中 10 9 90.0

台中市 國立豐原高商 20 20 100.0

台中市 私立致用高中 10 10 100.0

台中市 私立嶺東高中 15 14 93.3

台中市 國立臺中家商 20 18 90.0

台中市 私立新民高中 15 15 100.0

台中市 私立明德女中 10 10 100.0

台中市 私立嘉陽高中 5 5 100.0

台中市 私立明台高中 10 9 90.0

南投縣 國立水里商工 5 5 100.0

雲林縣 私立大成商工 10 9 90.0

雲林縣 國立北港高中 15 15 100.0

合    計 180 172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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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項目分析

本研究進行項目分析時，係根據吳明隆（2009）所述，將受試者在問卷中的

得分依高低順序遞增排序，高分組為得分高者前2 7 %，低分組為得分低者後2 7 

%。並以高低分組受試者在每一題項得分之平均數進行差異顯著性檢定，求出各

題項決斷值（Critical Ratio）；並進行同質性考驗，求出「題項與總分的相關係

數」與「題項刪除後的Cronbach's α係數」作為刪題的判斷依據。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調查問卷中包括37題，分為六個向度，依序為「認知興

趣」、「職業進展」、「逃避／刺激」、「社交關係」、「社會服務」、「外界

期望」。經SPSS統計分析，依上述刪題標準，其中第15、19題刪除後Cronbach's 

α值大於總量表Cronbach's α值，故此二題予以刪除，其餘則予以保留，如表6所

示。

教師在職進修需求調查問卷中包括24題，分為四個向度，依序為「教師社會

參與」、「教師專業知能」、「教師一般知能」、「家庭與生活」。經SPSS統計

分析，依上述刪題標準，全部予以保留，如表7所示。

4.4因素分析

預試問卷經項目分析後，為瞭解研究問卷各構面所含題目是否能確實測出所

調查受試者的特質，以建立本研究工具之建構效度，乃進行因素分析，將項目分

析後所保留的題目，利用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萃取因素，

並以最大變異法進行正交轉軸，分析共同因素成份，以特徵值大於一為選取因素

的標準，找出各題項所屬之向度及界定各向度名稱，如表8所示。

其中取樣適切性量數KMO(Kaiser-Meyer-Olkin，簡稱KMO)的大小可作為

判別題項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根據學者Kaiser（1974）觀點，KMO數值愈大

時，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愈多，卡方分配達顯著性，母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

因素存在，愈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引自吳明隆，2009）；如果KMO的值小於 .5

時，較不宜進行因素分析。

本研究預試問卷之「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調查問卷」在刪除第15、19題後，因

素分析KMO值為.864，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9所示。

本研究預試問卷之「教師在職進修需求調查問卷」因素分析KMO值為.885，

同樣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若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小於 .4，「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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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問卷」中第8、9、10題項所歸屬之向度錯誤，故此三題予以刪除。「教師在職

進修需求調查問卷」中第14、16、20題項所歸屬之向度錯誤，故此三題予以刪

除，如表10所示。

4.5信度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問卷之可靠性，預試問卷經項目析及因素分析後，再進行信度

分析，本研究以Cronbach's α係數檢定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依吳明隆（2009）綜

合各家意見後，認為一般的態度或心理知覺量表，總量表的α係數與分量表的α

係數最好大於.70以上，α係數越高表示量表內部一致性高，信度佳。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調查問卷」中整體量表的α係數為 .916，六個分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α係數分別為 .884、 .845、 .890、 .896、 .839、 .796，摘要表如表8；

「教師在職進修需求調查問卷」中整體量表的α係數為 .924，四個分量表的內部

一致性α係數分別為 .883、 .877、 .816、 .861，摘要表如表9。問卷分量表與整體

量表的α係數均在.70以上，信度係數符合學者看法，由此可知刪題後的問卷分量

表與整體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相當良好。

表4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之問卷信度分析摘要表

因素編號 因素名稱 題數
各因素的

Cronbach's α值
整體量表

Cronbach's α值
因素一 外界期望 7 .884

.916

因素二 認知興趣 7 .845
因素三 社會服務 5 .890
因素四 社交關係 5 .896
因素五 逃避／刺激 4 .839
因素六 職業進展 4 .796

表5 教師在職進修需求之問卷信度分析摘要表

因素編號 因素名稱 題數
各因素的Cronbach's 

α值
整體量表Cronbach's 

α值

因素一 教師專業知能 7 .883

.924
因素二 教師社會參與 6 .877
因素三 教師一般知能 4 .816
因素四 家庭與生活 4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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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正式問卷

本研究預試問卷經專家學者提供修正意見進行修訂，並經由項目分析、因素

分析及信度分析，刪除不適宜之題目後，編製成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內容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為填答者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調查問卷」，內含「外界期望」、「認知興趣」、「社會服

務」、「社交關係」、「逃避／刺激」、「職業進展」六個因素面向，共計32

個題目；第三部份為「教師在職進修需求調查問卷」，內含「教師專業知能」、

「教師社會參與」、「教師一般知能」、「家庭與生活」等四個因素面向，共計

21個題目；第四部份為半開放式問卷，收集填答者相關具體建議事項。

5.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能客觀分析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對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與教師在職

進修需求，以文獻探討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並發展問卷初稿。

5.1結論

綜合問卷量表分析與討論結果，茲將研究結果依法研究目的，依序說明如下:

(1)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調查構面 :包含「認知興趣」、「職業進展」、「逃避

／刺激」、「社交關係」、「社會服務」、「外界期望」六個因素面向，

共計32個題目。

(2) 教師在職進修需求調查構面 :包含「教師社會參與」、「教師專業知

能」、「教師一般知能」、「家庭與生活」等四個因素面向，共計21個題

目

(3) 本研究預試問卷經專家學者審查及修正作成預試問卷，並進行項目分析、

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篩選無效或相關太低的題目，然後編製成正式問卷。

(4) 本研究所發展量表包含四部份，分別為填答者個人基本資料、教師在職進

修動機、教師在職進修需求及填答者對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動機與需求其他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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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建議

(1) 本研究所發展量表係針對高職商業與管理群教師為對象，若應用於其他群

別教師則需要再予以修正。

(2) 運用本研究所發展量表，宜考量本研究範圍與限制，才得以發揮量表預期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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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調查問卷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決斷值（CR值） 與量表總分之
Pearson's相關係數

刪題後的
Cronbach's α值 選題結果

1 4.647*** .365*** .910
2 5.165*** .404*** .910
3 2.816** .301*** .911
4 5.950*** .469*** .909
5 6.671*** .489*** .909
6 6.782*** .514*** .909
7 6.662*** .543*** .908
8 8.533*** .610*** .907
9 6.870*** .555*** .908

10 6.569*** .486*** .910
11 5.276*** .488*** .909
12 3.799*** .427*** .910
13 4.232*** .395*** .910
14 6.869*** .538*** .908
15 -2.854** -.284*** .916 刪除
16 9.611*** .591*** .908
17 6.138*** .478*** .909
18 7.800*** .511*** .909
19 -4.512*** -.365*** .917 刪除
20 4.250*** .426*** .910
21 8.611*** .580*** .908
22 9.452*** .609*** .907
23 8.265*** .586*** .908
24 8.437*** .615*** .907
25 7.398*** .589*** .908
26 6.514*** .526*** .909
27 6.880*** .567*** .908
28 6.786*** .542*** .908
29 7.410*** .575*** .908
30 7.477*** .563***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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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決斷值（CR值） 與量表總分之
Pearson's相關係數

刪題後的
Cronbach's α值 選題結果

31 5.885*** .531*** .908
32 7.575*** .602*** .907
33 7.416*** .538*** .908
34 6.502*** .555*** .908
35 6.711*** .549*** .908
36 7.679*** .599*** .907
37 6.285*** .509*** .909

註：1.**p<.01；***p<.001

 2.未刪題前總量表α值為.911(刪題後總量表α值.922)

表7 教師在職進修需求調查問卷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決斷值（CR值） 與量表總分之
Pearson's相關係數

刪題後的
Cronbach's α值 選題結果

1 6.360*** .534*** .932
2 5.637*** .524*** .932
3 9.492*** .677*** .930
4 9.677*** .669*** .930
5 8.483*** .641*** .930
6 7.748*** .646*** .930
7 7.718*** .580*** .931
8 7.072*** .589*** .931
9 8.724*** .595*** .931

10 9.013*** .619*** .931
11 7.862*** .641*** .930
12 9.350*** .665*** .930
13 9.419*** .666*** .930
14 6.446*** .552*** .932
15 9.064*** .680*** .930
16 8.684*** .656*** .930
17 7.645*** .648*** .930
18 8.264*** .642*** .930
19 9.166*** .679*** .930
20 8.904*** .689*** .930
21 7.489*** .644*** .930
22 8.690*** .648*** .930
23 8.334*** .609*** .931
24 6.763*** .594*** .931

註：1.***p<.001

 2.未刪題前總量表α值為.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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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之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題號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六 共同性

35 .870 .031 .031 .027 .050 .031 .763 
37 .769 -.171 -.006 .102 .149 .105 .665 
34 .765 .211 .151 .026 -.022 .003 .654 
31 .761 .079 .097 .107 -.022 .028 .608 
32 .699 -.032 .135 .103 .145 .244 .599 
36 .654 .018 .202 .009 .274 .177 .575 
33 .622 -.190 .086 .116 .265 .285 .595 
2 .033 .788 .006 .133 .082 -.015 .647 
3 -.070 .760 .076 -.017 -.083 .188 .631 
1 -.124 .758 .183 .100 .026 .044 .636 
4 .007 .673 .085 .144 .197 .108 .532 
7 .314 .608 .038 .195 .037 .150 .532 
6 -.086 .584 .310 .314 .090 .206 .593 
5 .034 .485 .078 .178 .449 .099 .486 

28 .067 .095 .870 .149 .145 .105 .825 
29 .109 .119 .845 .201 .037 .143 .803 
27 .086 .139 .813 .168 .160 .080 .748 
30 .174 .183 .766 .224 .003 .030 .701 
26 .191 .043 .590 .183 .132 .199 .477 
22 .083 .215 .149 .825 .250 .039 .820 
24 .140 .263 .202 .810 .133 -.051 .805 
23 .067 .043 .253 .754 .178 .219 .719 
25 .088 .253 .244 .746 .147 -.026 .711 
21 .141 .006 .247 .625 .405 -.022 .636 
17 .107 .029 .069 .151 .872 .034 .801 
18 .066 .207 .119 .237 .790 -.096 .752 
16 .244 .302 .072 .191 .718 -.036 .710 
20 .192 -.200 .160 .210 .618  .087 .536 
13 .152 .091 .083 .045 -.018 .814 .704 
14 .269 .072 .177 .104 .103 .727 .659 
11 .197 .395 .150 -.032 -.023 .650 .642 
12 .043 .497 .175 -.030 -.082 .628 .681 

特徵值 4.342 4.141 3.705 3.467 3.118 2.469 　

因素解釋
變異量

13.569 12.942 11.578 10.835 9.745 7.715 　

累積解釋
變異量

13.569 26.510 38.088 48.924 58.668 6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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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教師在職進修動機之KMO與Bartlett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
適切性量數。

.864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3804.093
自由度 595
顯著性 .000

表10 教師在職進修需求之KMO與Bartlett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
適切性量數。

.885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529.233
自由度 276
顯著性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