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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ior high schoolers with special needs were compared to typically developing peers 

regarding thei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in inclusive （general） 

education settings. 552 students including typically developing students and students with mild 

disabilities completed our questionnaires. These junior high schoolers with mild disabilities 

accepted both resource room and general education,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peers were their 

classmates in general educ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wo group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thei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ypically developing students had 

higher mean scor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dditional analysis applied,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i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 impact of typically developing student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ir peers with mild 

disabilities. 

 

Keywords: inclusive education, junior high schoolers, learning motivation, teacher-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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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融合教育學生的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
特殊學習需求學生以及一般學生之比較

丁政本 1、王文伶 2 
1 台北市立民權國中 教師 

2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比較融合教育情境下，特殊學習需求學生以及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

總共有 552 位國中學生參與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其中的輕度障礙學生皆有接受到融合教育之

普通班與資源班的兩項服務，而一般學生則為輕度障礙學生在普通班的同學。研究結果顯示

兩類學生在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上具有顯著差異，且一般學生的平均分數高於輕度障礙學生。

另外，師生關係會顯著影響兩類學生的學習動機，但對一般學生的影響力高於對輕度障礙學

生的影響力。

關鍵字：師生關係、國中學生、融合教育、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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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師生關係的依附理論是由親子關係的依附理論延伸而來（Davids, 2003），即當學生進入

學校後，會透過早期的關係模式，類推至他們與教師的互動，從而影響師生關係（張玉茹、

江芳盛，2013）。另一方面，教師與學生之間關係的良窳亦透過教師如何對待學生，如何教導

學生以及如何與他們溝通來形成，且對許多學生而言，他們在學校的學習狀況，主要便是受

到他們是享受亦或害怕與教師間的關係所影響（Camp，2011）。故在教育領域裡，師生關係

一直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長期以來，普通教育的研究結果多支持學生的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具有顯著之預測力（如

古碧蓮，2008；江金靜，2011；張玉茹、江芳盛，2013；黃鈺雯，2004；Maulana, Opdenakker, 

& Bosker, 2014；Misbah , Gulikers, Maulana, & Mulder, 2015；Opdenakker, Maulana, & den Brok, 

2012），實務上也認同當學生能與老師保持良好的關係時，將較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

正向影響學生的學業表現（張玉茹、江芳盛，2013）。此外，部分研究亦指出師生關係會因為

學生的背景因素而有差異，例如學生的社經地位（古碧蓮，2008；黃儒傑，2012）以及身心

障礙（詹文宏、周台傑，2006）等因素。可惜的是，目前國內身障學生之師生關係的研究數

量仍屬少數。同樣的，身心障礙學生的師生關係對其學習動機的影響研究亦相當欠缺。而這

些年來國內一直大力推行融合教育理念，但研究上亦可發現若從融合教育的角度來探討上述

議題，則相關研究就更加稀少，此結果將使得研究者難以形成相關議題的結論，且教育人員

亦難以全盤了解目前國內實施融合教育後學生的學習狀況。 

在融合教育理念下，不論身障或是一般學生，每位學生皆是融合教育教師的責任，因此

融合教育中學生的師生關係和學習動機狀況為何，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的影響狀況為何，以

上為本研究者想要探討的問題。所以本研究欲探討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的師

生關係與學習動機的現況，以及融合教育下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的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

的影響。另外，由於許多相關研究主要是探討國小階段的狀況，相對之下國中階段的研究較

少，但，整體而言，師生關係是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改變（Maulana, Opdenakker, & Bosker，

2014；Opdenakker, Maulana, & den Brok, 2012），國小的發現不一定與國中的狀況一致，故研

究者決定聚焦於國中學生的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融合教育普通班之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在師生關係上，有無顯著差異。 

二、探討融合教育普通班之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在學習動機上，有無顯著差異。  

三、探討融合教育普通班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之影響力。 

四、探討融合教育普通班輕度障礙學生的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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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一般學生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之相關研究 

（一）國內一般學生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之相關研究 

黃鈺雯（2004）探討嘉義地區國小高年級教師教學態度與師生互動和學習動機間的關係；

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生 1027 位、國小教師 42 位；研究工具為「教師態度量表」、「師生互動問

卷」與「學習動機問卷」。研究結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的整體學習動機（M=3.7）和師生

互動關係（M=3.6）為中上；整體師生互動關係與整體學習動機達中度正相關（r=.48），且師

生互動關係中的民主型師生互動關係能預測整體學習動機，其解釋變異量達 26.4%。 

古碧蓮（2008）探討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的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和學習動機；研究對

象為台北市 947 位小學生；研究工具為「親子關係量表」、「師生關係量表」以及「學習動機

量表」。研究結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整體親子關係（M=3.1）、師生關係（M=2.98）和學

習動機（M=2.97）為中上程度；整體師生關係與整體學習動機具有中度正相關（r=.5），且國

小學生的出生續、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親子關係中的「信任欣賞」、「親近感」、「友誼

性」以及師生關係中的「感受關懷」、「喜歡親近」、「充分信任」能解釋整體學習動機達 44.5%。 

江金靜（2011）探討彰雲嘉投四縣市國小六年級學生的師生關係品質與學習動機間的關

係；研究對象為國小六年級學生共 565 位；研究工具為「師生關係品質量表」與「學生學習

動機量表」。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師生關係品質（M=3.61）和學習動機（M=3.66）之現

況為中上水準；國小學生師生關係之品質與學生學習動機具有高度正相關（r=.714），且國小

學生師生關係品質能顯著預測整體學習動機，其解釋變異量達 51.6%。 

張玉茹、江芳盛（2013）驗證師生關係、學習動機與數學學業成就之模式；研究對象為

PISA2003 資料庫中香港地區中學學生共 4410 人。研究發現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具有直接效

果（ß=.28），解釋變異量為 8%，且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亦具直接效果（ß=.44），解釋變

異量為 19%；此外，研究亦發現師生關係對數學學業成就具有間接效果（ß=.12）。 

（二）國外一般學生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之相關研究 

Opdenakker, Maulana 與 den Brok（2012）調查 566 位荷蘭的國中學生於一個學年內師生

互動關係和學業動機的發展。研究結果顯示師生關係的品質隨時間的移動而下降，且師生互

動關係中的親近層面下降程度較師生關係中影響層面多；此外當學生的自主動機減少則學生

的控制動機略有增加。研究亦指出師生關係對於自主學習動機而言是個顯著的預測因素，其

整體解釋變異量約 9%；其他因素如：教學主題、班級型態、教師性別和學生性別皆能解釋關

係和動機的發展。 

Maulana, Opdenakker 與 Bosker（2014）調查 504 位印尼中學一年級學生師生互動關係與

學習動機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與教師間的互動品質隨著時間的移動而增加，且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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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中的親近層面增加程度較師生關係中的影響層面多。此外，研究顯示師生互動關係中的

親近和影響層面皆能顯著預測學生的控制動機（ß=.15, ß=.10）和自主動機（ß=.21, ß=.23）。 

Misbah , Gulikers, Maulana 與 Mulder （2015）研究能力基礎（competence based）和較

少能力基礎（less competence based ）的職業學校學生對師生互動的感受以及師生互動與他們

學習動機的關係。研究對象為印尼 14 到 20 歲農業職業學校的學生共 1469 位。研究結果顯示

學生感受教師的互動行為會影響學生的動機，學生在能力基礎教育（competence based 

education,CBE）情境下於內在動機量表之得分較高，是因為與學習環境及學生感受師生關係

的親近或影響而產生。簡而言之，學生於 CBE 的情境下展現較高的學習動機。而影響學生在

CBE 或較少能力基礎教育（less competence based,less-CBE）情境下的內在動機是由學生如何

感受他們與老師間的關係影響。

綜合上述文獻，於一般學生師生關係之現況層面，研究顯示國小學生的師生關係現況為

中上程度；於一般學生學習動機之現況層面，研究顯示國小學生的學習動機現況表現亦為中

上程度（古碧蓮，2008；江金靜，2011；黃鈺雯，2004）；於一般學生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間

之關係層面，研究顯示學生於學校的師生關係將能夠預測學生的學習動機（古碧蓮，2008；

江金靜，2011；黃鈺雯，2004；張玉茹、江芳盛，2013；Maulana, Opdenakker, & Bosker, 2014；

Misbah , Gulikers, Maulana, & Mulder, 2015；Opdenakker, Maulana, & den Brok, 2012）。 

二、特教學生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之相關研究

陳語宸（2008）調查中部國中資源班輕度智障學生學習動機之現況及其影響因素和預測

力；研究對象為中部縣市國中資源班輕度智障學生共 286 位。研究結果顯示，國中資源班輕

度智障學生的學習動機平均分數高於中間值；國中資源班輕度智障學生的學習動機受家庭社

經地位、同儕關係及師生關係影響，且於預測變項中家庭社經地位和師生關係最具有預測力。

Lapointea, Legaultb 與 Batistea （2005）調查三種不同類型的學生於師生互動關係和動機

間的關係；研究對象為魁北克七到八年級的一般學生（n=224）、學障學生（n=111）及資優學

生（n=258）。結果顯示一般學生和資優學生對於師生關係的感受會影響其動機，但學障學生

於師生關係感受與動機表現上並無顯著關連。另外研究亦顯示資優學生於學習動機中的自我

價值和內在價值之得分皆顯著高於學障學生及一般學生，但於學習動機中的考試焦慮之得分

則是學障學生顯著高於一般和資優學生。

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比較融合教育情境下，特殊學習需求學生以及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

預試樣本由研究者方便取樣，選取新竹、桃園、台北三地區之國中資源班學生與一般學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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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位）進行預試。正式研究對象則以立意取樣，選取台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之國中一般

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七到九年級）參與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其中的輕度障礙學生樣本為接

受融合教育之普通班與資源班的兩項服務，且有修習到普通班導師課程的學生。而一般學生

樣本則為上述輕度障礙學生的普通班同學，以每位輕度障礙學生配對二位普通班同學的比例，

由普通班導師隨機抽樣並詢問家長和同學的參與意願。最後，本研究經由家長書面同意之正

式樣本總計 552 位，包括台北地區之樣本 157 人以及桃園地區樣本 395 人，詳見表 1。 

表 1 正式樣本描述統計摘要表 

性別 年級

男 女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普通班

（N=314） 
171（54.5%） 143（45.5%） 132（42%） 109（34.7%） 73（23.3%） 

資源班

（N=238） 
159（66.8%） 79（33.2%） 66（27.7%） 93（39.1%） 79（33.2%） 

全體

（N=552） 
330（59.8%） 222（40.2%） 198（35.9%） 202（36.6%） 152（27.5%） 

二、研究工具

（一）師生關係

在與普通班導師的師生關係量表方面，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以及孫旻儀、石文宜、王鍾

和（2007）之師生互動關係量表（α=.93）和 Van Damme 等人（2002）之師生關係量表（α=.88）

而編制，包含「正向表達的師生關係」以及「負向表達的師生關係」等兩個層面。正向表達

的師生關係為學生在融合教育情境下對師生關係的正向認知。負向表達的師生關係為學生在

融合教育情境下對師生關係的負向認知。

（二）學習動機

在普通班導師的課堂學習動機量表方面，研究者以 Pintrich 等人（1989）的激勵的學習

策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MSLQ），程炳林和林清山（2001） 

之「數學學習動機量表」，以及劉政宏等人（2005）的「國小學習動機量表」為基礎，編製成

「國中學生學習動機量表」。此部分包含「期望成功」、「工作價值」以及「情緒反應」等三個

層面。期望成功即學生對學習課業是否成功之預期，工作價值即學生知覺學習課業的重要性

與效用性，情緒反應為學生對於學校和學習課業之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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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試與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之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量表採李克特氏四點量表，由受試者根據自身感受選擇符

合的選項填答，感受程度選項為「幾乎這樣」、「有時這樣」、「有時不會」、「幾乎不會」等四

項，分數計算依序為 4、3、2、1 分，反向題則以反向計分，其分數計算依序為 1、2、3、4

分。此外，各層面平均數越高者，表示受試者於該層面的感受或表現越好。159 位預試樣本

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如下。 

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學習動機方

面 KMO=.812，球形檢定 χ2=648.915,p<.000；師生關係方面 KMO=.600，球形檢定

χ2=167.516,p<.000）。研究者採主成份分析法，特徵值大於 1 為萃取標準，以最大變異法

（varimax）進行轉軸，最後共萃取出以下五個因素，其解釋變異量分別為：因素一（工作價

值）32.839%，因素二（期望成功）10.913%，因素三（情緒反應）8.432%（以上整體累積解

釋變異量為 52.184%）；因素四（負向表達的師生關係）35.578%，因素五 （正向表達的師生

關係）24.443% （以上整體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0.021%）（見表 2 與 3）。 

 

表 2 學習動機因素分析表 

因素 題號 轉軸後的因素負荷量 

 

1 

 

 

2 

 

 

 

 

 

3 

7 

8 

9 

10 

 

1 

2 

3 

4 

5 

6 

 

11 

12 

13 

14 

.779 

.799 

.494 

.342 

 

.570 

.731 

.726 

.531 

.486 

.511 

 

.487 

.608 

.799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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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師生關係因素分析表 

（四）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做為檢驗依據，α 係數越高，表示信度越好。研究者以吳明隆

（2009）的觀點為基準，認為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係數最好於.70 以上，若介於.60 至.70 之

間，還屬可接受使用之範圍；總量表的 Cronbach α 係數最好在.80 以上，介於.70 至.80 之間，

還屬於可接受範圍，若介於.60 至.70 之間屬最低可接受範圍。根據上述，本研究工具的分量

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介於.61 至.76（見表 4），故屬於可接受之範圍；整體量表的 α 係數為.84。 

表 4 量表信度摘要表 

肆、研究結果

一、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在師生關係上有無顯著差異

表 5 為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之師生關係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輕度障礙學生與一般

學生的師生關係之平均分數分別為 2.33（SD=.382）、2.92（SD=.571），顯示於融合教育班級中，

特教學生和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現況分別為中下與中上程度，研究者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進

行分析，表 6 顯示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顯著高於輕度障礙特教學生（Wilks’ Λ=.74, p<.001）；進

因素 題號 轉軸後的因素負荷量

4 

5 

16 

18 

19 

15 

17 

20 

.840 

.877 

.528 

.696 

.720 

.785 

向度 構面 Cronbach α 

學習動機 期望成功

工作價值

情緒反應

.76 

.72 

.66 

師生關係 正向表達的師生關係

負向表達的師生關係

.6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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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亦可發現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於師生關係量表的「正向表達的師生關係」及「負

向表達的師生關係」上皆具有顯著差異，F（1,550）=85.170,p<.001；F（1,550）=142.522,p<.001。 

 

表 5 一般學生與特教學生師生關係之平均分數及標準差 

 

表 6 不同類別的學生之師生關係差異分析 

*p<.05,**p<.01,***p<.001 

 

二、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在學習動機上有無顯著差異。 

表 7 為普通班之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之學習動機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輕度障礙學生

與一般學生於學習動機量表上的得分之平均分數分別為 2.41（SD=.527）、2.59（SD=.569），

顯示輕度障礙學生與一般學生於學習動機的現況表現為中間約略偏下與中間約略偏上之程度，

研究者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進行分析，表 8 顯示一般學生的學習動機分數顯著優於輕度障

礙學生（Wilks’Λ=.94, p<.001）；進一步分析顯示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於學習動機之「期

望成功」及「情緒反應」兩層面上具有顯著差異，F（1,550）=19.615,p<.001；F（1,550）

=15.632,p<.001。 

 
  

 一般生 n=314       特教生 n=238     整 體 n=552 

師生關係 M SD M SD M SD 

正向表達的師生關係 2.70 .713 2.24 .364 2.50 .632 

負向表達的師生關係 3.14 .725 2.42 .670 2.83 .786 

總分 2.92 .571 2.33 .382 2.67 .578 

師生關係 類別     n     M    SD Wilks’Λ F 

正向表達的師生關係 一般學生 314 2.70 713 .740*** 85.170*** 

特教學生 238 2.24 364 

負向表達的師生關係 一般學生 314 3.14 725 142.522*** 

特教學生 238 2.42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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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一般學生與特教學生學習動機之平均分數及標準差 

 

 

 

 

 

 

 

表 8 一般學生與特教學生學習動機差異分析 

 

 

 

*p<.05,**p<.01,***p<.001 

 

三、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的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之影響力 

研究者以師生關係為預測變數，以學習動機為依變數，進行簡單迴歸與路徑分析（見圖

1 與圖 2），結果顯示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的影響力模型皆有顯著的直接效果。一般學生

的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之效果值（ß 係數）為.565，p<.001，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見圖 1），

即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會直接影響學生在普通班的學習動機；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對學習動

機的解釋變異量（R2）為.319（F=146.008, p<.001），顯示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可以解釋學習

動機約達 31.9%的變異量。輕度障礙的特教學生之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之效果值（ß 係數）則

為.207，p<.01，亦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見圖 2），顯示輕度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的師生關係

會直接影響其學習動機；特教學生的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之解釋變異量（R2）為.043 （F=10.546, 

p<.01），故其師生關係可解釋學習動機約 4.3 %的變異量。綜合上述即可再進一步分析歸納，

顯示出雖然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的師生關係皆會直接影響學習動機，但以重要性來分析，

則師生關係對一般學生學習動機的影響力是大於其對輕度障礙學生學習動機的影響力。 

 

 

 一般生 n=314       特教生 n=238       整 體 n=552 

學習動機 M  SD M  SD M SD 

期望成功 2.83 .665 2.56 .725 2.71 .703 

工作價值 2.54 .694 2.52 .685 2.53 .690 

情緒反應 2.28 .709 2.07 .549 2.19 .653 

量表加總 2.59 .569 2.41 .527 2.51 .558 

學習動機 類別      n     M      SD     Wilks’Λ      F 

期望成功 一般學生 

特教學生 

314 

238 

2.83 

2.56 

.665 

.725 

.938*** 19.615*** 

工作價值 一般學生 

特教學生 

314 

238 

2.54 

2.52 

.694 

.685 

.084 

情緒反應 一般學生 

特教學生 

314 

238 

2.28 

2.07 

.709 

.549 

1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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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歸納本研究結果發現，融合教育之一般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師生關係皆顯著優於輕度障礙

學生的狀況。而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的師生關係皆會影響其學習動機，但師生關係對一

般學生的影響力是高於其對輕度障礙學生的影響力。根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討論

與建議。 

 

一、一般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師生關係皆顯著優於輕度障礙學生 

本研究結果顯示融合教育中，整體而言，一般國中學生與導師的師生關係為中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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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導師的課程之學習動機為中間約略偏上程度，此與江金靜（2011） 、古碧蓮（2008）、

黃鈺雯（2004）有關國小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的研究結果頗為一致。本研究亦發現，輕度障

礙學生與普通班導師的師生關係屬中下程度，學習動機為中間約略偏下，且經比較後發現，

一般學生在師生關係以及學習動機上，皆顯著高於輕度障礙學生，以上結果部分呼應了詹文

宏、周台傑（2006）發現高中職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較學障學生為佳的結果。綜合上述可知，

中等教育階段教師針對班級裡特教學生的師生關係與學習動機尚有努力的空間，建議學校應

鼓勵教師積極參與特殊教育研習或座談會等相關活動，使其能更加瞭解特教學生的特質與需

求，並增進其對學生的接納態度。另外，本研究動機調查結果也再次凸顯特教學生對普通班

課程有較低落的自我效能以及情緒反應，融合教育教師可在此方面給予更多鼓勵與支持。

二、一般學生與輕度障礙學生的師生關係皆能預測學習動機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一般或特教國中學生，其師生關係皆能預測學生學習動機。此

結果與張玉茹、江芳盛（2013）、 Maulana, Opdenakker 與 Bosker（2014）、Misbah, Gulikers, 

Maulana 與 Mulder（2015）、Opdenakker, Maulana 與 den Brok（2011）等之國中一般學生的

研究結果，以及陳語宸（2008）的國中資源班研究結果一致。因此，欲提升一般學生與特教

學生的學習動機，增能教師的正向班級經營以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實為導師和教師值得採

用之證據本位教學策略。

三、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對學習動機的影響力高於輕度障礙學生

本研究發現融合教育中師生關係對一般學生學習動機的影響力是高於其對輕度障礙學

生的影響力，此結果雖與 Lapointea, Legaultb 與 Batistea （2005）發現普通與資優學生的師

生關係能預測其學習動機，但學障學生的師生關係無法預測學習動機的結果不太一致，但，

顯然地，研究結果顯示出欲提升融合教育中特教學生的學習動機，不會是僅單靠師生關係即

能產生巨大影響的。因此，融合教育教師的特教相關專業知能（例如動機策略、認知學習策

略等）也是重要的配套措施。此外，融合教育模式中資源教室模式是國內法令所規定的安置

模式之一（特殊教育法，2014），亦是國內目前最常使用的安置型態，而在此模式中，資源

教師應提供普通班老師在教學與輔導特教學生上的諮詢服務（傅秀媚，2001），故，研究者

亦建議學校應努力建立普通班老師與資源教師的良好合作關係或有效的支持系統，以協助融

合教育的運作和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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