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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目目目标设标设标设标设定与定与定与定与师长关师长关师长关师长关注注注注对对对对于于于于学学学学生学习意愿生学习意愿生学习意愿生学习意愿之影之影之影之影响响响响    
 

/ 章鸿成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直以来，尊孔的老师们都尽心尽力在过程中教导学生，协助学生理解

更多课程知识，也希望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意愿。但是，老师在教导学生中往

往遇见非常多的障碍与挫折，让老师十分困扰。当中不乏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

意愿低落，上课状况连连，上课不专心而连带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有者更是

尝试教导学生学习技巧及应考技巧，希望学生得以在学习上有所提升，在考试

争取分数。遗憾的是虽然老师都尝试灌输知识与技巧，仍然学生在课堂表现与

学术表现却没有明显的正面进展。基于这样的情况，本校在与校外精英大学合

作下，拟定了这次的成长计划，共同找寻另一个可能性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意愿。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此话的含义为有志向目标的人，最后一定能

成功。老师也常引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然而老师却鲜少陪同学生生设立可实

现的自我目标。而事实上，不少的教育学家与心理学家也都验证了设定目标的

和个人表现是有相互关系的。目标设定有着帮助学生自我指引和自我调整的作

用，进而引发学习动机并可增强行为（张鹤严，2005）。Lunenburg（2011）

指出明确与具挑战性的目标能够有效地预测个人表现，而这样的表现较趋向优

秀的可能性相对地较高。不论是在学业上或在职场上，目标设定对于个人成就

是有影响的。学者们认为持有不同目标的学生也会有不同的学习行为。(Ames, 

1992; Ames &Archer,1988 ; Dweck, 1986; Pintrich&Schunk, 1996; 

Urdan, 1997 转引自 林启超，2007)。一位持有精熟目标的学生将投入心力于

学习策略与使用上，且对于挑战性的学习工作较有兴趣、也较能坚持不懈地面

对困难、同时内在动机也相较地高 (Ames &Archer,1988 ; Urdan, 1997 转

引自 林启超，2007)。由此可见，目标设定对学习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然而，

在日常的教学中，老师们往往倾向把关注点放在学生的学习能力，课业与应考，

而忽略了一同与学生他们的目标，所以本计划希望透过协助学生设定自我目标

来改善学习行为与提升自我的学习意愿。 

 

 另外，老师的角色对于学生的成就表现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力。学者

Rosenthal 和 Jacobson （1968 转引自 Felman&Theiss，1982）在其著作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中示范出老师对于学生的期待能影响学生

的学术表现。若老师对于学生有着越高的正面期待，学生的表现会越优秀，这

种的影响被称为毕马龙效应（Pygmalion Effect）。一个人对于他人的期待，

会 让 被 期 待 者 的 行 为 与 期 望 者 所 期 待 的 行 为 产 生 相 应 的 现 象 

（Brehm&Kassin，1996 转引自萧金兰、罗新兴、黄俊彦，2010）。简言之，

被期待的人会对期待者的期望做出相对的回应。无可否认，老师们对学生是有

所期待并寄予厚望，可惜的是，由于东方社会的表达方式比较内敛与保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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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甚少表达出自己的期待和肯定，学生也无法感受到师长对自己的期待。因此，

本计划希望探讨透过面谈与平时课堂上师生的互动中，老师不啬于表达对于学

生的期待，并给予鼓励对学生的学习意愿上的影响作用。 

 

 总结而言，此计划希望通过协助学生设定目标和给予学生正向期待与鼓

励，学生能够从中提升学习意愿及有所成长，同时也可观察学生在设定目标与

实行计划中所面对的困境。 
  

二、二、二、二、计计计计划划划划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校园师长（班主任、辅导老师与协助老师）期望与协助学生设立目标，

让学生设定各自的长期目标（包括：事业目标、家庭目标、健康目标和财务目

标）、中期目标（学业目标和活动目标）与短期目标（课业目标及操行目标）

进而提升学生之学习意愿。 

 

三、三、三、三、计计计计划划划划对对对对象象象象    

 本成长计划的对象群为高中一文商（三）的学生。唯需符合特定条件如：

《学习意愿测量问卷》所得结果偏低者、成绩表现中等、师长推荐者。最后确

定参与者共 7 人，6 名男同学和 1 名女同学。 

 

四、四、四、四、施测施测施测施测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本成长计划使用《学习意愿测量问卷》（附件一）。此测量问卷由研究

者赖兴祥校长所设计，并由尊孔独中修研处修订。全量表共 28 题，做答形式采

Likert 四点量表，陈述问题后有四个数字“1,2,3,4”分别代表「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此问卷涵盖 5 个因素。因素一

是“校园生活”、因素二为“课堂学习”、因素三是“学习目标与计划”、因

素四是“学习动力与习惯”及因素五是“生命未来”。 

 

 此计划采用《填写文件》（附件二）让学生填写自己长中短期目标，并

列出在朝向此目标的行动计划。在计划进行期间，辅导老师采用《学习意愿专

案进展跟进表》（附件三）用以观察学生对于自己设下的目标和行动计划的内

化程度与行动表现。此量表由研究员所设计，量表共探讨三个部分如学生对于

人生理想、人生目标（长中短期目标）之内化程度以及对行动计划实施进度。

其计分采 Likert 四点量表，1 为全忘、2 表示略有出入、3 代表大约记得、4 代

表熟记。而行动计划则 1 代表全不落实、2 表示略为实现、3 代表大部分实现、

4 代表完全实现。 

 

 学习意愿自评表（附件四）也被采用于了解学生对于自己的看法并评估

自己在参与专案后有否提升其自身的学习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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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态度认真

程度

上半年 7

下半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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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1:1:1:同学同学同学同学

五、五、五、五、计计计计划施划施划施划施测测测测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实验前（4 月－5 月）

高中一文商（三）的全体

辅导老师统计学生学习意愿的分

协助老师及科任老师共同提供

 

实验过程（5 月－10

研究员向参与计划的

原则)，SMART 原则指的是

及有明确的期限。研究员

月，研究员与辅导老师将

专案进展表》测量参与者

在进行自身的行动计划上

与者的感受、与适时鼓励参

 

试验后（10 月－11

参与者于十月将再次填

师将参考参与者的下半年期末考成

生进行总结与结束面谈并让

 

六、六、六、六、参与者参与者参与者参与者进进进进展与发现展与发现展与发现展与发现    

 

进行这次的专案计划的时间约六个月的时间，

虽然偶有怨言，但还是非常乐意的参与这项专案。在这段期间，老师们和参与

的参与者们也发现有各自不同的发现与体会。以下为参与者

的陈述、班主任及辅导老师的意见及测量表

 

参与者参与者参与者参与者

（一）同学 A：“参与这份专案，多多少少有对学习有一些影响，因为每一天

可以有目标地做事情，每天还可以提醒自己去实行目标。”

同学 A 对于自己上半年与下半年的自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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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态度

对班级和学校活

动的态度

学业成绩

6 7 6

8 8 7

同学同学同学同学AAAA之之之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学习意愿自评结果学习意愿自评结果学习意愿自评结果

上半年 下半年

月） 

高中一文商（三）的全体学生于辅导节填写《学习意愿测

意愿的分数。分数统计后，由班主任、

提供学生上课表现以及意见作为抽样之

10 月） 

划的学生（参与者）讲解设立目标的基本原

原则指的是目标必须是具体的、可衡量的、可达到的、

及有明确的期限。研究员协助与辅导参与者制定各自的目标和行

师将和参与者至少面谈一次，包括研究员

与者对于目标设定之内化程度、提醒参与者

划上的执行度、了解参与者在运行行动计

励参与者、给予正面积极的鼓励。此面

11 月） 

再次填写《学习意愿测量》作为后测参考，研究

与者的下半年期末考成绩与上半年期末考。辅导老师将与参与的学

生进行总结与结束面谈并让参与者回馈参与此专案的感想与想法。

进行这次的专案计划的时间约六个月的时间，参与者们的配合度相当高，

虽然偶有怨言，但还是非常乐意的参与这项专案。在这段期间，老师们和参与

参与者们也发现有各自不同的发现与体会。以下为参与者本人对自己的成长

的陈述、班主任及辅导老师的意见及测量表之发现。 

参与者参与者参与者参与者自我评估与师长观察发现自我评估与师长观察发现自我评估与师长观察发现自我评估与师长观察发现    

：“参与这份专案，多多少少有对学习有一些影响，因为每一天

可以有目标地做事情，每天还可以提醒自己去实行目标。”

对于自己上半年与下半年的自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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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成绩

测量问卷》，由

由班主任、辅导老师、班级

之参考。 

的基本原则(SMART

、可衡量的、可达到的、实在的、

和行动计划。每个

员使用《学习意愿

参与者自己的目标、

动计划上的难处、参

。此面谈共维持五个月。 

考，研究员与老

辅导老师将与参与的学

回馈参与此专案的感想与想法。 

们的配合度相当高，

虽然偶有怨言，但还是非常乐意的参与这项专案。在这段期间，老师们和参与

本人对自己的成长

：“参与这份专案，多多少少有对学习有一些影响，因为每一天

可以有目标地做事情，每天还可以提醒自己去实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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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同学 A 认为由于下半年的期末考的关系，对学习和上课态度

也比较认真，而年底对学校活动和班级活动也较有参与感也表示对下半年的成

绩比较有信心。同时，也期许明年可以达到全科及格的成绩。

 

图 1.1 为同学 A 上下半年的成绩结果。上图显示华文、英文、数学、历

史科目总平均都有小幅度的增长，而国文、地理、簿记科则有稍微退步，

只有商业学的成绩保持不变。

 

老师针对同学 A 的表现回馈如下：

班主任：“晨

面反而相较参与专案前

明显，胜在作业态度良好、成

步及信心，在这一方面是有所成就的。由于表

上也不干扰，所以对该

 

辅导老师：“此生对于参与此专案抱有期待，在几次的谈话中，发

现此生自信心较低，对于自己的学术成绩尚有要求和抱负，只是在行动

实行上依然缺乏动力，但是相较于上半年，下半年在上辅导课的时候比

较专注。” 

 

（二）同学 B：“基本上可能有一点影响。会较认真上课及注意课业，之前已

经有目标，现在更明确，也比较有自信。但是，设定目标和实行目标是

两回事，常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也没有真正付出什么努力达到所设定的

目标。” 

 

华文 国文

上半年 55 70

下半年 6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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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由于下半年的期末考的关系，对学习和上课态度

也比较认真，而年底对学校活动和班级活动也较有参与感也表示对下半年的成

绩比较有信心。同时，也期许明年可以达到全科及格的成绩。 

上下半年的成绩结果。上图显示华文、英文、数学、历

史科目总平均都有小幅度的增长，而国文、地理、簿记科则有稍微退步，

只有商业学的成绩保持不变。 

的表现回馈如下： 

晨读时间总是没办法集中精神，发呆或倒

案前还弱。在对课堂上知识的追求、态

度良好、成绩尚可。终年拼搏与篮球场

一方面是有所成就的。由于表现并无太大的特点，基本

对该同学的关注较少。 

辅导老师：“此生对于参与此专案抱有期待，在几次的谈话中，发

现此生自信心较低，对于自己的学术成绩尚有要求和抱负，只是在行动

实行上依然缺乏动力，但是相较于上半年，下半年在上辅导课的时候比

：“基本上可能有一点影响。会较认真上课及注意课业，之前已

经有目标，现在更明确，也比较有自信。但是，设定目标和实行目标是

两回事，常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也没有真正付出什么努力达到所设定的

英文 数学 历史 地理 簿记

57 43 58 60 73

61 47 68 53 72

图图图图1.1:同学同学同学同学A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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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由于下半年的期末考的关系，对学习和上课态度

也比较认真，而年底对学校活动和班级活动也较有参与感也表示对下半年的成

 

 

上下半年的成绩结果。上图显示华文、英文、数学、历

史科目总平均都有小幅度的增长，而国文、地理、簿记科则有稍微退步，

呆或倒头大睡，这方

态度，改变并不

场上，取得了进

并无太大的特点，基本

辅导老师：“此生对于参与此专案抱有期待，在几次的谈话中，发

现此生自信心较低，对于自己的学术成绩尚有要求和抱负，只是在行动

实行上依然缺乏动力，但是相较于上半年，下半年在上辅导课的时候比

：“基本上可能有一点影响。会较认真上课及注意课业，之前已

经有目标，现在更明确，也比较有自信。但是，设定目标和实行目标是

两回事，常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也没有真正付出什么努力达到所设定的

簿记 商业学

80

80

上半年

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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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 B 在对于自己学习意愿的自我评估请参考图

 

 

学 B 认为自己在下半年的学习和上课态度比较逊色，因为把较多的心思

花在参与戏剧学会的活动和运动会。

顺利升班就行了。明年会继续往自己设定的目标迈进。
 

 上图（图 2.1）为同学

科有少许提升，而数学、地理、簿记及商业学科的分数则有退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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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自己学习意愿的自我评估请参考图 2. 

认为自己在下半年的学习和上课态度比较逊色，因为把较多的心思

花在参与戏剧学会的活动和运动会。 对于学业成绩比较没有自信，只希望可以

顺利升班就行了。明年会继续往自己设定的目标迈进。 

）为同学 B 上下半年的成绩比较，华文、国文、英文及历史

科有少许提升，而数学、地理、簿记及商业学科的分数则有退步的情况。

上课态度

对班级和学校活

动的态度

学业成绩

8 6 7

7 9 5

图图图图2:同学同学同学同学B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

英文 数学 历史 地理 簿记 商业学

63 31 61 68 84 78

67 29 69 62 78 70

2.1:同学同学同学同学B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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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在下半年的学习和上课态度比较逊色，因为把较多的心思

对于学业成绩比较没有自信，只希望可以

 

上下半年的成绩比较，华文、国文、英文及历史

科有少许提升，而数学、地理、簿记及商业学科的分数则有退步的情况。 

上半年

下半年

商业学

上半年

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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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对同学 B 的回馈：

班主任：“本来上

努力去做，成果仍然不明

 

辅导老师：“同学

老师互动。常常有张不屑的表情，但在参加这个专案后，让我有机会认

识他。发现同学 B 其实比较慢热的同学。下半年的上课状况并未发现有

和上半年有差异的现象，依然保持我行我素的一贯风格。”

 

（三） 同学 C：“一开始参加这个专案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应付式的，但是后

来会比较认真去对待自己的目标。有时会想起自己的目标，希望自己可

以至少达到一些目标。其实，对这个专案是有期待的，期待可以有新的

方式，让自己达到成绩进步的效果。”

 

 以下为同学 C 对本身的行为态度的自我评估：

 

 

图 3 显示同学 C 认为在学习上和对学校活动的态度和上半年是有差别的。

对于上课的态度及学业成绩则和上半年没有落差。同学

展是他第一次对自身的学会付出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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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馈： 

本来上课表现、作业态度就不差的一位，很多事情都很

努力去做，成果仍然不明显，就以学习意愿而言，改变不多。”

辅导老师：“同学 B 一开始给人一种冷酷的感觉，而且很少和辅导

老师互动。常常有张不屑的表情，但在参加这个专案后，让我有机会认

其实比较慢热的同学。下半年的上课状况并未发现有

和上半年有差异的现象，依然保持我行我素的一贯风格。”

：“一开始参加这个专案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应付式的，但是后

来会比较认真去对待自己的目标。有时会想起自己的目标，希望自己可

以至少达到一些目标。其实，对这个专案是有期待的，期待可以有新的

方式，让自己达到成绩进步的效果。” 

对本身的行为态度的自我评估： 

认为在学习上和对学校活动的态度和上半年是有差别的。

对于上课的态度及学业成绩则和上半年没有落差。同学 C 也表示下半年的成果

展是他第一次对自身的学会付出那么多。 

上课的态度

对班级和学校活

动的态度

学业成绩

6 7 4

6 8 4

图图图图3:3:3:3:同学同学同学同学CCCC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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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不差的一位，很多事情都很

不多。” 

一开始给人一种冷酷的感觉，而且很少和辅导

老师互动。常常有张不屑的表情，但在参加这个专案后，让我有机会认

其实比较慢热的同学。下半年的上课状况并未发现有

和上半年有差异的现象，依然保持我行我素的一贯风格。” 

：“一开始参加这个专案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应付式的，但是后

来会比较认真去对待自己的目标。有时会想起自己的目标，希望自己可

以至少达到一些目标。其实，对这个专案是有期待的，期待可以有新的

 

认为在学习上和对学校活动的态度和上半年是有差别的。

也表示下半年的成果

上半年

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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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显示同学 C 上下半年的成绩表现，同学

历史、簿记科分数都有小幅度上升的现象。地理及商业学科则稍微退步，而数

学科保持一样的分数。 

 

老师对同学 C 的看法如下：

 

班主任：“向来

不大。唯一能够称赞

候都是玩笑式的回答。

 

辅导老师：“同学

况有所改善。也比较愿意配合上课。在几次的谈话中，我觉得他在想法

上慢慢成熟，相较之前比较心直口快，容易说出冒犯人的话，现在则懂

得用比较和平的方式去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事。上课态度和对老师的态度

也有改善。惟依然欠缺自信心，需要他人更多的肯定。”

 

（四）同学 D：“有一些效果，但是每个月才让我们（参与者）复习自己的目

标提醒的作用不大。最好是有老师的参与或者监督。对目标比较明确，

但只在提醒自己的目标是不够的，期待这个专案可以提供一些方法去实

践自己的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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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半年的成绩表现，同学 C 的华文、国语、英文、

历史、簿记科分数都有小幅度上升的现象。地理及商业学科则稍微退步，而数

的看法如下： 

向来对自己都缺乏自信，无论在作答或做事方面，改

赞的是班上回答问题的参与程度高了，

候都是玩笑式的回答。” 

辅导老师：“同学 C 一开始在上课的配合度非常低，但在后期的情

况有所改善。也比较愿意配合上课。在几次的谈话中，我觉得他在想法

上慢慢成熟，相较之前比较心直口快，容易说出冒犯人的话，现在则懂

得用比较和平的方式去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事。上课态度和对老师的态度

也有改善。惟依然欠缺自信心，需要他人更多的肯定。”

：“有一些效果，但是每个月才让我们（参与者）复习自己的目

标提醒的作用不大。最好是有老师的参与或者监督。对目标比较明确，

但只在提醒自己的目标是不够的，期待这个专案可以提供一些方法去实

践自己的学习目标。在学会里的表现里比较感受得到被肯定。”

英文 数学 历史 地理 簿记 商业学

52 30 63 52 64 84

57 30 71 48 72 79

3.1:同学同学同学同学C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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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文、国语、英文、

历史、簿记科分数都有小幅度上升的现象。地理及商业学科则稍微退步，而数

在作答或做事方面，改变

的参与程度高了，虽然大部分时

一开始在上课的配合度非常低，但在后期的情

况有所改善。也比较愿意配合上课。在几次的谈话中，我觉得他在想法

上慢慢成熟，相较之前比较心直口快，容易说出冒犯人的话，现在则懂

得用比较和平的方式去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事。上课态度和对老师的态度

也有改善。惟依然欠缺自信心，需要他人更多的肯定。” 

：“有一些效果，但是每个月才让我们（参与者）复习自己的目

标提醒的作用不大。最好是有老师的参与或者监督。对目标比较明确，

但只在提醒自己的目标是不够的，期待这个专案可以提供一些方法去实

在学会里的表现里比较感受得到被肯定。” 

商业学

上半年

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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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 D 对本身上下半年学习意愿的自我评估：

 

  

上图（图 4）显示同学

的上课态度没有差异。由于担心成绩的关系，下半年在学校活动的参与比较少，

而学业成绩也有少许的退步。

 

 图 4.1 显示同学 D 的成绩比较。同学

与簿记科。而退步的学科有国文、数学、地理、商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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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身上下半年学习意愿的自我评估： 

）显示同学 D 认为自己的下半年的学习态度有进步。上下半年

的上课态度没有差异。由于担心成绩的关系，下半年在学校活动的参与比较少，

而学业成绩也有少许的退步。 

的成绩比较。同学 D 进步的科目是华文、英文、历史、

与簿记科。而退步的学科有国文、数学、地理、商业学科。 

上课的态度

对班级和学校活

动的态度

学业成绩

6 9 7

6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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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的下半年的学习态度有进步。上下半年

的上课态度没有差异。由于担心成绩的关系，下半年在学校活动的参与比较少，

 

进步的科目是华文、英文、历史、

上半年

下半年

商业学

上半年

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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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的意见： 

班主任：“仍然常睡

相较行动计划之前，表

 

辅导老师：“可以看到他会把心思放在学会活动胜于学业上。上课

态度没有改善，常常会趴着睡觉。在谈话回馈时会敷衍了事，也较不积

极。没有看见有比较正面的改进。”

 

（五）同学 E：“参与这个专案我觉得有些好的影响，让我有更明确的人生目

标，不会茫茫然然地过日子，设定目标会让我比较勤奋地读书。

会提醒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参加了这个专案后，我期待可以改变

我茫然过生活的态度。希望今年可以顺利升班，未来有比较好的

表现。” 

图 5 为同学 E 对自己的态度评估
 

 

 整体来说，同学 E 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有进步的现象。下半年在学习认

真态度、上课态度、和班级参与态度也相较上半年有进步。而学业成绩也比上

半年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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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数学 历史 地理 簿记 商业学

51 35 60 60 63 81

63 37 79 43 83 78

5.1:同学同学同学同学E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上下半年成绩

仍然常睡觉，无论是晨读或地理课，有好逸

划之前，表现有所退步。” 

辅导老师：“可以看到他会把心思放在学会活动胜于学业上。上课

态度没有改善，常常会趴着睡觉。在谈话回馈时会敷衍了事，也较不积

极。没有看见有比较正面的改进。” 

：“参与这个专案我觉得有些好的影响，让我有更明确的人生目

标，不会茫茫然然地过日子，设定目标会让我比较勤奋地读书。

会提醒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参加了这个专案后，我期待可以改变

我茫然过生活的态度。希望今年可以顺利升班，未来有比较好的

 

对自己的态度评估 

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有进步的现象。下半年在学习认

真态度、上课态度、和班级参与态度也相较上半年有进步。而学业成绩也比上

上课的态度

对班级和学

校活动的态

度

学业成绩

5 6 4

8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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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逸恶劳之嫌。

辅导老师：“可以看到他会把心思放在学会活动胜于学业上。上课

态度没有改善，常常会趴着睡觉。在谈话回馈时会敷衍了事，也较不积

：“参与这个专案我觉得有些好的影响，让我有更明确的人生目

标，不会茫茫然然地过日子，设定目标会让我比较勤奋地读书。

会提醒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参加了这个专案后，我期待可以改变

我茫然过生活的态度。希望今年可以顺利升班，未来有比较好的

 

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有进步的现象。下半年在学习认

真态度、上课态度、和班级参与态度也相较上半年有进步。而学业成绩也比上

 

 

 

 

 

 

 

 

上半年

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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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E 的上下半年成绩如

簿记科目都有所提升。国文、地理、及商业学科目则

 

老师们对同学 E 的进度观察：

班主任：“上课表现积极，作

度最大，最快，也能坚持，唯不能体

 

辅导老师：“同学 E 是各位参与者的当中，最让人满意的。无论是在班上的上

课态度、学习态度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改善。认真上课，也非常乐意配合老师。

对老师的态度也很好。” 

 

（六）同学 F：“其实在成绩上也不会太有影响，因为只是参与专案，并不是

补习。也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会加强自己的求学意愿罢了。没有其

他的改变。” 

 同学 F 的自我评估结果（图

是有所提升，为学业成绩略有退步。对于班上的同学的互动和活动的态度，则

认为无任何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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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下半年成绩如上图（图 5.1）所示，华文、英文、数学、历史、

簿记科目都有所提升。国文、地理、及商业学科目则出现比上半年退步

的进度观察： 

极，作业整齐，态度良好，上下半年待人

持，唯不能体现在成绩方面，让人惋惜。”

是各位参与者的当中，最让人满意的。无论是在班上的上

课态度、学习态度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改善。认真上课，也非常乐意配合老师。

 

：“其实在成绩上也不会太有影响，因为只是参与专案，并不是

补习。也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会加强自己的求学意愿罢了。没有其

 

的自我评估结果（图 6）显示同学 F 认为在学习态度及上课态度

是有所提升，为学业成绩略有退步。对于班上的同学的互动和活动的态度，则

上课的态度

对班级和学校

活动的态度

学业成绩

5 5 6

7 5 5

同学同学同学同学FFFF之之之之学习意愿自评结果学习意愿自评结果学习意愿自评结果学习意愿自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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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华文、英文、数学、历史、

比上半年退步的现象。 

度良好，上下半年待人处事上改变幅

人惋惜。” 

是各位参与者的当中，最让人满意的。无论是在班上的上

课态度、学习态度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改善。认真上课，也非常乐意配合老师。

：“其实在成绩上也不会太有影响，因为只是参与专案，并不是

补习。也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会加强自己的求学意愿罢了。没有其

 

认为在学习态度及上课态度

是有所提升，为学业成绩略有退步。对于班上的同学的互动和活动的态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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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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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1 显示同学 F 的上下半年成绩之比较。华文、英文、历史及簿记科

都有上升的迹象。退步的学科有国文、地理及商业学科。数学科则保留一样的

分数。 

老师们的意见回馈： 

班主任：“上课表现和学习态度都有大改善的一位，为人也更加成

熟稳重，曾游说遴选学长在学校干一番大事业，无奈无疾而终，可能有

所挫败，失去部分信心。” 

辅导老师：“同学 F 一开始给予我的印象非常负面，总觉得他在班

上是个问题学生。常常有意无意离开座位，在班上游走。非常努力地表

现较负面的一面。在参与此专案后，此生在上课的态度有渐渐地改善。

之前的打扰课堂的行为都不再发生了，而且在班上的参与度非常高。而

且，也在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他做菜的才华。但是此生对自己的自信不足，

在提及实行行动计划的表现时，他把自己定位成能力低，难以执行他的

行动计划。” 

 

（七）同学 G: “感觉上对学习没什么影响。但感觉比较有明确一点的目标。

有增强一点自信，而且也比较可以自我接纳。觉得班主任和辅导老师有

对我改观吧？下半年都有点不好意思做太差。” 

图七显示同学 G 针对自己学习意愿的评估： 

 

 图 7 显示出同学 G 认为自己的学习意愿无论在学习、上课、同学相处、

班级活动的态度和学业成绩都比上半年的分数来得高。 

学习的认真态度 上课的态度

对班级和学校活

动的态度

学业成绩

上半年 3 3 7 5

下半年 5 6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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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1 显示同学 G 的除了华文及历史科有进步的迹象之外，其他的学科

如：国文、数学、地理、簿记、和商业学都出现退步的现象。英文科则保持不

变。 

老师们的意见： 

班主任：“上下半年的改

老师、上课、作业与

块稍有成就，是个义

时候也给予许多的机会，希望他知

长。” 

辅导老师：“上课状况有改善的现象，之前上课不专心，会自己做

自己的事情。唯仍然需要多番提醒的学生。做事略嫌不积极，会为自己

找借口。和班上同学的互动良好。虽然外表给人一种自信满满的感觉，

但其实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尤其在田径的表现不如他所预期时，让他

非常懊恼。” 

华文 国文 英文

上半年 41 62

下半年 4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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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了华文及历史科有进步的迹象之外，其他的学科

如：国文、数学、地理、簿记、和商业学都出现退步的现象。英文科则保持不

上下半年的改变并不大，依然一副吊儿郎当的

与纪律，尚需要时间改变。在友情和体育

义气子女。对于同学G，我有给予更多的关注，犯

多的机会，希望他知错能改，但改变幅度不大，且耗

辅导老师：“上课状况有改善的现象，之前上课不专心，会自己做

自己的事情。唯仍然需要多番提醒的学生。做事略嫌不积极，会为自己

找借口。和班上同学的互动良好。虽然外表给人一种自信满满的感觉，

但其实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尤其在田径的表现不如他所预期时，让他

兴趣测量表结果

英文 数学 历史 地理 簿记 商业学

65 78 40 63 77 88

65 58 69 29 74 73

7.1:同学同学同学同学G行下半年成绩行下半年成绩行下半年成绩行下半年成绩

C D E F G

49 72 62 61 54 44

85 69 83 72 68 59

图图图图8888：：：：学生学习意愿测量表结果学生学习意愿测量表结果学生学习意愿测量表结果学生学习意愿测量表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除了华文及历史科有进步的迹象之外，其他的学科

如：国文、数学、地理、簿记、和商业学都出现退步的现象。英文科则保持不

并不大，依然一副吊儿郎当的态度对待

。在友情和体育经营的这一

予更多的关注，犯错的

幅度不大，且耗时

辅导老师：“上课状况有改善的现象，之前上课不专心，会自己做

自己的事情。唯仍然需要多番提醒的学生。做事略嫌不积极，会为自己

找借口。和班上同学的互动良好。虽然外表给人一种自信满满的感觉，

但其实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尤其在田径的表现不如他所预期时，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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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图 8）为参与者们于参与专案前与专案后的学习意愿测量表之结果。

从上述数据所看，有六位同学在参与专案后，学习意愿的分数有所提升。仅有

一位同学在分数上有退步的现象。 

 

七、七、七、七、结论与建议结论与建议结论与建议结论与建议    

 此专案透过参与者自评、班主任和辅导老师评语以及学习意愿测量表之

结果来探讨参与者是否从此专案中，提升自己的学习意愿。总体而言，在参与

了这次成长计划后的结果归纳如下： 

 

1. 参与者的回馈中，虽然部分参与者在访谈中表示专案并没有对学习意愿

上有所影响，但透过参与者自我评估的结果显示大部分参与者都认为上

半年和下半年的上课态度及学习认真态度是有改进的。 

 

2. 参与者的成绩总体看来有退有进，感觉上在参与专案后的进步并不显著。 

 

3. 老师们的看法和部分参与者对自己的评估有所出入的现象。这也许与参

与者自我的信心提升后，参与者对于自我的接纳度也增加了。所以，即

使在外在表现下参与者并未显示出明显的进步，参与者对于自己的价值

还是有所肯定。 

 

4. 班主任和辅导老师对于部分参与者在参与专案后，看见部分参与者有明

显的改善。却也有部分的意见不符。这可能因为班主任和辅导老师与参

与者的相处模式是有差别性的。班主任较常接触参与者并与其学术表现

有直接的认知，而辅导老师较多与参与者的想法和感觉。而从这两个角

度的观点，虽然有不同的观察，但无可否认部分参与者的学习态度和意

愿有所进步和改善。 

 

5. 参考学习意愿测量问卷的结果，相较上下半年的学习意愿，下半年参与

者的学习意愿分数是有进展的，有者甚至进步甚多。但也有参与者的分

数稍微减少了。 

 

6. 纵观以上观点，参与者不论在自评和学习测量结果，都表现出学习意愿

有所进步，而从师长的观点则认为学生的学习意愿并没有非常显著的改

善。这现象或许可因为学生在想法上或感觉上是有所改善但在行动上并

没有表现出来。学习意愿的改善并不代表行为上也将有所改善。 

 

建议 

 此成长专案计划虽然与校外的研究者合作，但仍有未尽完善之处。以下

列下建议，供未来研究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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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本计划注重于师长期待对学生的影响，然而小部分学生也表示并未感

觉老师对自己抱有期待。这样的情况局限了此研究的成效，也直接影响

其成绩。在未来的计划，也需要确保学生们对于老师的期待有所认知和

察觉。 

 

2. 未来的研究可更深入探讨出学生真正影响学生学习意愿改善的元素。此

专案并未排除是否有其他介入之元素对学习意愿的影响性。尽可能将其

他因素排除，才可增加此专案的价值与信度。 

 

3. 未来的研究也可考虑专案的进行方式，研究者可以以一对一或个案的研

究进一步探讨,更进一步确认师长期待和目标设定对学习意愿的影响。而

此专案计划所执行的时间也可加强，从更长远的视野观察学生的进展。 

 

4. 在此专案也发现到学生在参与本次专案后表示自信心有所提升。自信心

的提升是否影响学生之学习意愿也可作为将来研究的方向。 

 

5. 参与此专案后，老师认为长时间与学生的接触和期待鼓励除了增进师生

间的信任也有促进了师生的良好关系。未来研究可以更针对这样的发现

再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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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提升学习意愿专案> 

 

个案姓名：_______________班级：＿＿＿＿＿学校：＿＿＿＿＿日期：＿＿

＿＿＿＿ 

 

1. 个案同学对参与此案的一般感觉： 

 

＿＿＿＿＿＿＿＿＿＿＿＿＿＿＿＿＿＿＿＿＿＿＿＿＿＿＿＿＿＿＿＿＿＿＿＿＿＿＿

＿＿＿＿＿＿＿＿＿＿＿＿＿＿＿＿＿＿＿＿＿＿＿＿＿＿＿＿＿ 

 

2. 个案同学对本身行为态度的评估： 

分数评估办法：最好：10 分 最差：1分 

行为态度 上半年评分 下半年评分 备注 

1. 对学生的认真态度    

2.上课的态度    

3.对同学的态度    

4.对班级和学校的态度    

5.学业成绩    

共    
 

3. 其他观察，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