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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中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之現況，

並探討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關係。本研究共 320 位國

中教師參與，研究工具包括「創意教學行為量表」、「教學玩興量表」、「教學動機量

表」、「教學快樂感受量表」。 

本研究發現（一）全體參與教師具中等以上程度的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

感受和創意教學表現；（二）國中教師之教學玩興和教學快樂感受無性別差異，但教學

動機和創意教學行為有性別差異；（三）國中教師的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

受等特質分別與其創意教學行為有顯著相關，且能有效聯合預測其創意教學行為。因

此，若要提升國中教師的創意教學，可由提升其教學動機、教學玩興、和教學快樂感受

等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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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e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layfulness in teaching, motivation of teaching, perceived happiness in teaching, 

and creative teaching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variables. The 

participants were 320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employed instruments included the 

Inventory of Creative Teaching Behavior, the Inventory of Playfulness in Teaching, the 

Inventory of teaching Motivation, and the Inventory of Happiness in Teaching.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1) the teachers had median- to high-level of 

playfulness in teaching, motivation of teaching, perceived happiness in teaching, and creative 

teaching; (2) there were no gender differences on playfulness and happiness pertaining to 

teaching among the teachers, but there were gender differences on their teaching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teaching; and (3) the teachers’ playfulness, motivation, and happines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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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 to teaching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ir performance of creative teaching, and 

collectively, these traits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teachers’ behavior of creative 

teaching.The improve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formance of creative teaching, 

therefore, can be achieved via upfrading their motivation, playfulness, and happiness 

pertaining to teaching. 

 

Keywords: playfulness in teaching, teaching motivation, happiness in teaching, crea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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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二十一世紀是變遷迅速、腦力密集的知識經濟世紀，可因應時勢遞嬗的「創造力」

儼然成為珍貴資產之ㄧ，「創造人力資源」培養之重要性自不言可喻，而在提升創造力

運動的過程中，教育終歸是最基礎的力量（吳靜吉等，2002）。因此，若能喚醒教師的

創造能量，擢昇其在教學上的創意，使其成為激發學生創造力的實踐者，當可使創造人

力資源的培育工作事半功倍。然而，王振鴻（2000）在對國小教師進行的研究中，發現

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變革關注普遍不高，且自評的教學創新行為亦不高。因而在

此全面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的時刻，了解國中教師創意教學行為的現況以及可能影響其創

意教學行為的因素，實為進一步增進國中教師創意教學的基礎命題。本研究所關注的可

能影響因素有三個：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和教學快樂感受。 

過去一般常用「某某老師教學很認真」來表達對教師的讚賞，故教師多以嚴謹的態

度來看待工作，但隨著時代不同，對工作應有的「態度」已逐漸在改變。史丹佛大學教

授 Sutton（徐鋒志譯，2002）在其著作《11 1/2 逆向管理》中就談到天真、童心、充滿

好奇、興趣和毅力的人，有時比知道該如何做事的過來人表現得更好；此外，Dunn（2004）

發現玩興與教師的創新層級有關。因此，國中教師若能具有教學玩興，可能有助於其在

教學上展現創意。 

從事創意教學的過程難免遭遇挫折，如何找出促發教師創意教學的機制已成為重要

課題。當代幾位重要的創造力研究學者皆強調動機在個體從事或持續創意表現中所扮演

的角色。如 Amabile（1997）認為專門知識技能、創造相關技能和任務動機是影響個人

創造力的核心要素；Csikszentmihalyi（杜明城譯，1999）也以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

來描述創造者持續創造的高度內在動機狀態。 

教師是一種個體需持續協調、運作自我內在心智情感或經常挑戰情緒耐受力的情緒

勞動職業，日積月累的情緒負擔會影響其身心狀態與行為反應，進而影響學生的身心發

展（李選，2003），故維持教師身心的快樂狀態，已成為提供良好教育的重要環節。Seligman

認為當人感到快樂時，思想會有創造力、視野隨之拓寬、行為也會更具探索性，且這些

變化能進一步增加資源、提高贏得挑戰的機率（洪蘭譯，2003）。 

此外，性別差異常常也是研究者關心的基本問題。過去研究國中教師在本研究所關

注四個變項--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和創意教學--之性別差異的研究並不

多，且相關研究的結果也不一致（例如，林偉文，2002；林碧芳，2004；陳鈺萍，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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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宜貞，2004；Glynn & Webster, 1993）。隨著兩性平權逐漸受到重視，性別差異也是

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因此本研究也嘗試分析國中教師在這四個變項之性別差異情形，

以提供更明確的現況分析。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 瞭解目前國民中學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現況及其性

別差異。 

二、 分別探討國民中學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與其創意教學表現的關

係。 

三、 瞭解國民中學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對創意教學表現的預測力。 

 

貳、文獻探討 

 

一、創意教學 

 （一）創意教學的意義 

 學校教育身負培育未來人才之重任，當然必須隨著時代潮流的更迭來調整焦點。誠

如 Simplicio（2000）所言，目前學生的學習歷程已經改變，舊式的教學方式已不足以達

成有效教學，為了教導這一代的學生，教師必須發展更有創意的教學方式。 

 就創意教學的定義而言，林偉文（2002）認為創意教學是教師創造力的發揮與展現，

是教師運用其創造力或創造思考來解決教學計畫及實踐上的問題，以期達成教育的目標

或理想。蔡宜貞（2004）則認為當教師運用個人的創造性思考，克服教學問題進行教學

工作，設計出具教學價值的活動來指導學生學習相關知能，即可稱為創意教學。因此，

本研究的「創意教學」意指教師在教學規劃、實施與評量等歷程中，運用新奇、適當、

有價值的教學安排，以協助學生達成有意義學習的教學行為。 

（二） 創意教學行為的指標 

林偉文（2002）在其研究中曾由創意教學獎的詮釋和評審標準來理解何謂創意教

學，曾提及「迪士尼創意學習社群獎」（Disney Creative Learning Communities Grants）

將「創意教學策略」定義為創新的教學策略，並指出這些策略能促使學生精熟基本知能，

增進學生對更深入的概念知識的理解，進而產生自己的了解並應用資訊。以此推論，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在促使學生精熟、理解、應用知能等教學策略上的運用，或可視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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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創意教學行為的一種展現形式，故教師運用創意教學策略的程度，應可作為評定創意

教學行為的指標。 

過去已有許多學者（如王瑞，2002；吳清山，2002；羅綸新，2003；Cropley, 1997）

提出創意教學的策略與原則，茲將其見解整理如表 1。這些策略與原則大多涉及創意教

學設計、教學方法、教學評量及教學環境等方面之目標、內容、方法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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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創意教學策略與原則 

提出者 來源 原則與策略 

吳清山

（2002） 

統整創意教學的

重要內涵，並

指出九項一般

共同實施策略 

1. 了解學生學習需求 

2. 營造班級學習氣氛 

3. 善用現代資訊科技 

4. 活用多樣教學方法 

5. 使用多元評量方式 

6. 運用產生創意方法 

7. 鼓勵學生分組討論 

8. 正確使用發問技巧 

9.  鼓勵學生勇於嘗試 

王瑞

（2002） 

提出創意思考教

學的六項原則   

1. 佈置自由尊重、合作的支持性環境 

2. 提供刺激創造力的情境，彈性調整教學 

3. 採用多樣化的教學，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自我發現與表達、激發  

其好奇心與想像力 

4. 了解學生個別差異，避免負向、價值判斷 

5. 善用開放性問題、支持不平凡的想法，並接納其錯誤與失敗 

6. 善用資源以增廣學生見聞 

羅綸新

（2003）  

提出創意教學的

四項特點 

1. 不斷思索、產生新的教學方法或概念 

2. 能有創意的組織教學內容，並不斷產出新教材、豐富教學內容 

3. 能採用新的教學方法或策略，使教學過程別出心裁，並能在師生   

互動中提出新奇的問題，引導學生樂於學習、討論與思考 

4. 能設計多元、蘊含歷程及變化題型的評量技術與方法、以跳脫傳 

統或現存的方法來評估學生 

Cropley

（1997） 

培育學生創造力

的教師應具備

之九項行為特

徵 

1. 鼓勵學生獨立學習 

2. 採取合作形式的教學 

3. 鼓勵學生精熟基本知識，培養擴散思考的知識基礎 

4. 延緩判斷學生的觀念 

5. 鼓勵彈性思考 

6. 鼓勵學生自我評鑑 

7. 慎重處理學生提問與建議 

8. 提供學生接觸各種材料和不同情境的機會 

9. 協助學生因應挫折，培養嚐新、接受不平凡的勇氣 

 

（三） 創意教學行為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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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趣著重教師在教學上的創意表現。在分析國內研究教師創意教學的研究

後，發現測量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工具多採用林珈夙（1997）所改編之「教學創新行為

量表」，此量表雖有不錯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但僅有七個題目，除新教學方法技巧的使

用與爭取學校行政支援等兩題較符合教學行為之外，其餘題目偏向對創意的籠統概述。

因此，研究者統整上述研究者對創意教學的實施原則與策略的看法、創意教學的涵義以

及問卷預試的結果，認為創意教學行為應包含下列五項指標： 

1. 互動討論、促進思考：透過主題討論與互動，促進學生分析思考能力。 

2. 心胸開放、意義學習：保持開放心胸、彈性調整教學內容，並強調生活聯結以

培養學生適應能力。 

3. 問題解決、激發想像：透過提問與比喻等方式，提升學生問題解決知能及想像

力。 

4. 多元教學、引發動機：運用多樣化教材或活動，增進學生專注、好奇與動機。 

5. 自主學習、提供挑戰：透過自我引導學習活動及挑戰性作業，鼓勵並增進自主

學習。 

 

二、 教學玩興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關係 

（一） 教學玩興的意義 

Staempfli（2005）認為要以一個規律的方式來確認或比較玩興的各項研究，是一項

極大的挑戰。就成人的玩興而言，Glynn 和 Webster（1992）發現，成人的玩興包含自

發性（Spontaneous）、有表達能力（Expressive）、好玩的（Fun）、有創造力的（Creative）

和傻氣的（Silly）等五個向度。他們將玩興定義為「能用一種富於想像、不嚴肅或隱喻

的態度來（重新）定義工作，以增加其內在愉悅、投入和滿足感的個人特徵或傾向」（Glynn 

et al., 1992, p. 85）。近年來，Guitard、Ferland 和 Dutil（2005）指出目前針對成人玩興

的研究僅有八篇，且對玩興成分的了解相當匱乏，故採用紮根理論的方法來探究成人玩

興的組成要素及性格特徵。他們認為成人的玩興乃由創造力、好奇心、幽默感、愉快和

自發性等五種成分所組成的內在傾向，具有玩興的成人，會將困境視為一種挑戰、學習

與增加個人技能的機會；將錯誤視為學習和成長的開始，且可延展到各種生活情況，改

善成人對事物的看法、評價及處理方式。此外，余嬪、吳靜吉、林偉文與楊潔欣（2003）

認為玩興是一種對事情的態度、傾向與能力，且玩興活動經常包含愉悅、歡樂、興奮或

有趣等正向情意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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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教學玩興是指教師在教學情境中，能主動以比較不嚴肅、幽

默、輕鬆自在的態度來看待或從事教學活動，並可運用想像或各種有趣的方式，來活絡

教學氣氛、增加童趣及愉悅滿足的一種個人特質或傾向。 

（二） 教學玩興的測量 

 在成人玩興的測量工具上，Glynn 等人（1992）所發展的成人玩興量表（Adult 

Playfulness Scale, APS）最廣為採用。除此之外，Fix（2003）指出另一測量成人玩興的

自陳式量表（Playfulness Scale for Adult, PSA）亦有良好的建構效度與再測信度。另外，

Woszczynski、Roth 和 Segars（2002）則認為玩興可以自我效能、對風險的覺知及對曖

昧的容忍力三個面向來測量。但余嬪等（2003）認為成人對玩的態度、看法或表現出的

行為，可能會因東西方文化、環境等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故應建構適於國內成人的玩

興量表。他們根據訪談結果發展出一份 29 題的成人玩興量表短題本，其中包含「樂在

其中」、「樂於創造、解決問題」、「放鬆身心、自在表現」、「幽默自在、自得其樂」、

「童心未泯、好玩有趣」及「自我堅持、積極完成」等六個因素。 

 研究者統整過去常被提及的玩興特徵並配合教學工作的特性，以及問卷預試的結

果，認為教師的玩興應包含下列四個向度： 

1. 樂於嘗新、獲取滿足：易受新教材吸引、勇於體驗新的教學方法、樂於自我突破，

並從中獲得喜悅與滿足。 

2. 輕鬆愉悅、自我肯定：在教學中保持輕鬆愉悅，且能從教學中學習、肯定自我。 

3. 幽默自在、童心未泯：在教學或師生互動中，能保持幽默自在、開懷與童心。 

4. 主動分享、帶動氣氛：會主動分享浪漫的想法與生活經驗，激發討論的熱情，並

營造輕鬆的氣氛。 

（三） 教學玩興與創意教學行為的關係 

有一些研究發現玩興和創造力有密切關係。如 Fix（2003）指出個人在玩興表現上

的程度對創造力有顯著影響；Glynn 和 Webster（1992, 1993）以 300 個成人為對象進

行的研究中亦發現玩興較高者能以較活潑的方式來理解工作，且玩興和工作評估、投

入及表現有正相關。後來，他們又持續研究高智商者的玩興，以 MENSA（此機構人

員的智商在前 2%）550 位年齡界於 21 到 65 歲的樣本資料進行分析，發現玩興與創新

態度、內在動機之間有正相關。此外，Guitard 等人（2005）的研究亦發現，成人玩興

的成分與創造力之間存在某些關係，如好奇心有助成人發現有趣的新事物，可以引發

新點子，因此可成為創造力靈感來源；自發性亦可助長創造力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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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以教師為對象所進行的研究中，Dunn（2004）發現玩興與教師的創新層級有

關係存在，並指出了解玩興、創新、創造力與教師在新技術的接納度之關係，可改善

專業發展，亦可協助教師在較短的時間內適應系統性的改變、有較好的適應。但 Graham

以教師及大學生為樣本來比較其玩興與創造力的關係，發現教師的玩興及創造力之間

的關係並未達顯著（引自 Casas, 2003）。因此，國中教師的教學玩興與其創意教學行

為間究竟有無關係，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 

 

三、教學動機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關係 

（一）教學動機的意義 

1980 年代以後，對於動機的研究傾向由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來探討。雖然已有一些

學者（如林偉文，2002；林碧芳，2004）嘗試結合教學與動機來定義「教學動機」，但

其所涵蓋的層面仍有探討的空間，值得再從一般的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來推演教學動機

的內涵。 

在「教學內在動機」方面，林偉文（2002）將其定義為教師對教學的承諾、教學的

福樂經驗，以及教師在生活中運用創意解決問題、願意接受新挑戰與開放多元經驗等內

在傾向。而蔡宜貞（2004）則指出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的內在動機，包含教師接受挑戰性

工作的意願、專業教學熱忱和教學歷程中的福樂經驗。再檢視其定義中的內涵，多與「挑

戰」、「投入熱忱」與「福樂經驗」有關，而這些特徵在過去有關動機的研究中也有清

楚的詮釋（張定綺譯，1996；Amabile, Hill, Hennessey, & Tighe, 1994; Ryan & Deci, 2000）。 

Amabile 等人（1994）認為內在動機共包含自主決定（self-determination）、能力

（competence）、工作投入（task involvement）、好奇心（curiosity）與興趣（interest）

等五項構成要素。在自主決定與能力方面，Ryan 等人（2000）認為當個體在行動中能

感受到自己的能力時，因可滿足個體的需求而有助內在動機的提升，且根據認知評價理

論（Con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的論點，能在行動中感知自己的能力必須伴隨自主的

感覺，才可對內在動機有所助益，而擁有選擇和自我引導的機會也因增加自主感而促進

內在動機。此外，Csikszentmihalyi（1990/1996）在對現代創意成就人物的研究中，發現

他們多曾經歷「福樂經驗」；所謂的福樂經驗是指一種意識和諧有序的心理狀態、一種

樂在其中的忘我經驗，即當個體專注、純粹而不參雜其他企求的投入某件事時所到達的

最優狀態，也就是高度內在動機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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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外在動機」方面，Pelletier、Legault 和 Séguin-Lévesque（2002）發現獎賞

和壓力會降低教師對其工作的自我決定動機，更造成其對學生進行較多的控制。但也有

許多學者認為外在動機和內在動機不必然是相左的，而是相輔相成。如 Deci 和 Ryan

（1985）認為即使個人因外在動機而從事某項活動，若個人在活動中能感受到個人的自

主性或認同活動的價值，則經過內在詮釋過程後，外在動機並不會減低個人的內在動

機，甚至提升個人的表現。 

此外，正向回饋和競爭可能會促進內在動機。Deci 和 Ryan（1985）指出當口頭回

饋是非預期性的，則可能會提升內在動機，而且當控制較少時，回饋有助個體知覺其在

活動中的能力感，故可增進內在動機。且兩人後續採用後設分析統整一百多個相關研

究，發現正向回饋可增加內在動機，但主要發生在成人身上（Ryan et al., 2000）。在競

爭方面，Tauer 和 Harackiewicz（2004）指出競爭的情境可增加個人對其能力的評價以

及挑戰或興奮感，而此二者皆可促進內在動機。 

（二）教學動機的測量 

綜合過去的研究（邱皓政，2000；洪素蘋，2003；蔡宜貞，2004）發現，內在動機

部分大致包含（一）與任務及自身能力相關的「挑戰性」；（二）專注投入並從中獲得

愉悅的「福樂經驗」；（三）能感受到自己對任務或想法的自由、自控感之「自主性」。

外在動機則大致包含（一）重要他人或專業領域中「他人的肯定與認同」；（二）與酬

勞獎賞有關之「報酬」；（三）提供實質改善建議的「訊息回饋」；（四）感受到時間、

資源或目標受外界限制之「控制」）等向度。但有些研究（Amabile et al., 1994; Enzle & 

Anderson, 1993）認為「控制」的外在動機可能無助於內在動機或創意表現的提升，故

研究者依據內外在動機要素，融合教學工作特性描述以及問卷預試的結果，認為教學動

機應包含大列五項指標： 

1. 專注投入、樂在其中：享受教學中的樂趣而渾然忘我、精力充沛、不想中斷。 

2. 追求表現、重視酬賞：在意學生表現、考量外界提供的獎勵、表揚或競賽，藉

以激發創新的意願與努力。 

3. 樂於創造、解決問題：主動提出新穎想法，運用各種資源或方式解決教學問題、

實踐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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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訊息回饋、支援肯定：藉由肯定認同、回饋建議與資源支持度，激發創意教學

的想法與意願。 

5. 自主決定、積極完成：知覺自我力量及決策感，並全力以赴、積極達成目標。 

（三）教學動機與創意教學行為的關係 

目前大部分研究結果多同意教學內在動機與創意教學行為表現有正向關係。如楊智

先（2000）發現專注力、接受新挑戰和自主性皆對教學創新行為有正向影響。此外，數

個中小學教師創意教學或創新教學的研究結果亦證實內在動機對教學上的創意展現具

有正面效用（江羽慈，2003；洪素蘋，2003；蔡宜貞，2004）。 

然而，在研究教學外在動機與創意教學的關係之結論則呈現分歧現象。江羽慈

（2003）發現教師所知覺到的外在目標（如社會回饋）可預測資訊創新教學，即外界有

形的資源提供和鼓勵回饋有助提昇教師創新程度。洪素蘋（2003）的研究則發現，創意

外在動機與創意行為雖有相關，但重要他人的回饋與創意行為相關十分微弱，需透過個

體心理歷程的中介調節後才對創意行為產生正面影響；楊智先（2000）試圖以外在動機

來探討教師對創造力的正向影響時，亦未得支持，其中僅「他人肯定」對教學創新行為

有正向影響，「他人回饋」及「他人安排」對創新教學行為確有負向影響。究竟哪些教

學動機有助於創意教學，值得進一步探究。 

 

四、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關係 

（一）教學快樂感受的重要性與意義 

Lyubomirsky、Sheldon 和 Schkade（2005）指出，快樂者常處於正向狀態，使其在

不同生活面向上獲得較多的社會報酬、有較優的工作表現、更有活動力、精力及心流經

驗，且有較佳的自我控制、自我調整及因應能力，對個人、家庭及團體皆有正面益處。

故快樂能協助個體維持、恢復或促進身心健康，增加個體復原力、因應生活中壓力事件

（Carruthers & Hood, 2004）。此外，Seligman 相信可以藉由後天訓練發展樂觀、友善、

寬容、創造力及幽默等力量來提升快樂的程度（洪蘭譯，2003）。 

有關快樂的定義，學者之間的看法雖有共同之處，也有迴異之處。許多研究者（陸

洛，1998；楊國樞、吳靜吉、鄭石岩、曾昭旭，1999）將快樂視為一種高昂的正向情緒、

一種主觀的內在體驗、一種舒服滿足的感覺，且伴隨著自我實現的生命舒暢感與人我相

通的和諧感等價值判斷，包含對情緒、生活滿意和心理健康的整體評估結果。此外，快

樂感受是一種主觀的事物或現象，必須由個體本身作最後判斷，且個人以獨特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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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及個別經驗進行評估，即使相同情況亦會產生不同的解讀，因而從個人主觀判斷

來定義快樂感受，不僅適切且有其必要性（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Lyubomirsky et al., 2005）。故本研究在探討教師的教學快樂感受時，主要側重教師對其

教學工作的主觀判斷與正向情緒感受，並認為教學快樂感受乃個體在情感、認知及生活

滿意等層面上的內在體驗，經整體評估後呈現正向情緒狀態與舒服滿足的主觀感受。 

（二）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的關係 

Handerson （2004）在一項對產品發明家、創造力與愉悅（enjoyment）的研究資料

中指出，發明家在創造的過程中，部分呈現一種極深層的情緒經驗，最經常且持續被提

及的便是愉悅，這也就是 Csikszentmihalyi（1997）所指出的福樂狀態，即對許多創意人

而言，快樂是來自於創造與發現新事物。 

Seligman 在《真實的快樂》一書中指出，正向情緒促使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事情，

進入創造性、容忍性、建構性等思考方式（洪蘭譯，2003）。許多實徵研究（Lubart & Getz, 

1997; Shaw & Runco, 1994）也發現，情緒或情感是創造力的重要潛在變項，可能透過幾

種方式來促進創造力，例如個體在具挑戰性的任務中所產生的愉悅情緒，可能與好奇心

和發現問題的能力有關、開放的情緒狀態可能與轉換能力有關。當個體處在快樂的狀態

時，其在聯想力、腦力激盪和擴散思考任務上有較好的表現（Murray, Sujan, Hirt, & Sujan, 

1990; Vosburg, 1998）。此外，Fredrickson 亦發現人們在心情好時較能接受新想法和新

經驗，且正向情緒可開展個體的心智視野、拓廣接受事物的胸襟與思考的速度、增加容

忍度和創造力（引自洪蘭譯，2003）。甚至有研究指出不僅正向情感可引導個體致力達

成創造表現，創造表現亦有引發正向情感的效果 （Wright & Walton, 2003），故情感可

能同時是創意行為的前提和結果。 

上述觀點反映出正向情緒與創意表現之間可能存在某種正向關係，而快樂感受又是

正向情緒的主要成分之一。故國中教師的教學快樂感受與其創意教學表現之間是否亦有

正向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五、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關係 

    許多研究指出，與環境因素及社會因素相較，個人特質是影響創意表現的最關鍵因

素（如葉玉珠，2000；Yeh, 2004），此乃本研究以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

教師等個人特質為主要自變項的原因。目前國內外對創造人物的研究中已發現多項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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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有關的個人特質，如 Csikszentmihalyi 統整出十項複合性人格，即創造性人物往往

精力充沛卻又沉靜自如、聰明又有點天真、兼具責任心或無所謂的態度、想像與現實交

互思考、兼具內向與外向、陽剛與陰柔、同時具有謙卑與自豪、比較叛逆且獨立，以及

熱情與客觀、開放與敏銳兼備（杜明城譯，1999）；葉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1）

認為創造個人特質包含嘗新求變、樂在工作、情緒智力、掌握重點及解決問題、隨性想

像等面向；毛連塭（2000）則歸納出創意人具有好奇心、挑戰性、想像力、專注力、獨

立思考、堅持、自信、開放性及勇於面對困境等人格特質。 

  統整上述研究結果與先前的文獻探討，一方面可看出玩興、內在動機、快樂感受是

重要的創意人格特質，一方面可發現許多與創意表現相關的個人特質是息息相關的。從

玩興的定義，也可看出玩興、內在動機、快樂感受三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例如 Ferland

發現玩興含有好奇心、自發性、愉快和幽默感（引自 Guitard et al., 2005）；Knox（1996）

認為玩興有好奇心、想像力、身體活動性、快樂和文字或社交彈性等特徵。綜合上述所

言，在教學的情境中，教師個人的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可能會有某種程

度的互動，並進而影響其教學創意行為。 

     

六、研究假設 

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如下：  

（一）國中教師教學玩興與其創意教學行為有正向關係。 

（二）國中教師教學動機與其創意教學行為有正向關係。 

（三）國中教師教學快樂感受與其創意教學行為有正向關係。 

（四）國中教師的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能有效聯合預測其創意教學行

為的組別。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市公立國中教師為研究母群體。為顧及研究的推論性，本研究由高雄

市 11 個行政區共 41 所公立學校之中（含兩所大學附屬中學、四所高中之國中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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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區取樣的方式抽取，以使 11 個行政區皆有受試學校。其中鹽埕、旗津及新興等 3

個行政區皆僅有一所學校、前金區僅有兩所學校，故此 4 個行政區僅抽取 1 校，其餘 7

個行政區則各抽取 2 到 4 所學校，再依據各區教師總數及取樣學校教師人數多寡，分別

抽取 10 至 30 名教師為研究樣本。 

因考量教師工作繁忙，配合度有限，故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的方式進行。本研究共

抽取 22 所學校，發放 395 份問卷，扣除明顯反應心向之廢卷後，實得有效樣本數為 320

人。由性別來看，女性教師（n = 231）雖明顯多於男性教師（n = 87），但由比例上來

看，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統計現況資料中所查得高雄市 94 學年度國中教師性別比

例相近（男性教師：919 人，占全體教師的 29%；女性教師 2235 人，占全體教師的 71%）。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創意教學行為量表」、「教學玩興量表」、「教學動機量表」、「教

學快樂感受量表」，分別測量國中教師的創意教學行為、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

樂感受。「教學快樂感受量表」為黃琬芯和葉玉珠（黃琬芯，2005）所發展，其餘三個

量表由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發展而成。本研究所使用的四個量表均為李克特式

（Likert-type）四點量表，分別由 1-4 分代表「非常不符合」、「有些不符合」、「有

些符合」、「非常符合」。參與者在各量表上的總分越高，表示其在各量表所評量的行

為或特質的程度越高。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由台灣北、中、南、東四區共抽取 213 位中小學

教師為樣本，進行所發展三個量表的預試及第一階段的信效度分析，並在正式施測

後，以 320 位中小學教師為樣本進行第二階段的信效度分析，以確認所編量表的信效

度並做適當的修正。在效度的考驗方面，主要是以因素分析進行建構效度分析；分析時

均以主軸法（principle axis factoring）抽取因素，並以直接斜交法（direct oblimin）進行

因素轉軸。在信度分析方面，主要是分析其內部一致性以及各量表的因素與其總分之相

關。以下分別敘述各量表在第二個階段信效度分析後的內容、計分方式及信效度分析結

果。 

（一）創意教學行為量表 

「創意教學行為量表」共有 20 題。因素分析的結果得到五個因素：「互動討論、促

進思考」（3 題）、「心胸開放、意義學習」（3 題）、「問題解決、激發想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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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多元教學、引發動機」（3 題）和「自主學習、提供挑戰」（6 題）。本量表

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31 到.68 之間，累計可解釋變異量為 50.07%。在信度分析方

面，總量表的 Cronbach’s •  係數為.92，五個因素的 •  係數依次為.75、.76、.77、.70、.80。

此外，各分量表與總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介於.46 到.89 之間，均達.01 顯著水準。 

（二）教學玩興量表  

「教學玩興量表」共有 20 題。因素分析的結果得到四個因素：「樂於嘗新、獲取滿

足」（6 題）、「輕鬆愉悅、自我肯定」（6 題）、「幽默自在、童心未泯」（3 題），

以及「主動分享、帶動氣氛」（5 題）。本量表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34 到.76 之間，

累計可解釋變異量為 51.81%。此外，以余嬪等人（2003）所編製的「玩興對工作與學

習的效果」短題本作為效標進行分析發現，「教學玩興量表」與「玩興對工作與學習的

效果」之相關為 r（319）= .58, p <.01。在信度分析方面，總量表的 Cronbach’s •  係數

為.94，四個因素的 • 係數依次為.82、.85、.72、.84。此外，各分量表與總量表之間的相

關係數介於.57 到.91 之間，均達.01 顯著水準。 

（三）教學動機量表       

「教學動機量表」共有 31 題。因素分析的結果得到五個因素：「專注投入、樂在

其中」（6 題）、「追求表現、重視酬賞」（6 題）、「樂於創造、解決問題」（6 題）、

「訊息回饋、支援肯定」（7 題）和「自主決定、積極完成」（6 題）。本量表各題目

的因素負荷量介於.34 到.82 之間，累計可解釋變異量為 46.70%。在信度分析方面，總

量表的 Cronbach’s •  係數為.92，四個因素的 •  係數依次為.82、.82、.82、.79、.81。此

外，各分量表與總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介於.29 到.84 之間，均達.01 顯著水準。 

（四）教學快樂感受量表 

「教學快樂感受量表」共有 21 題。黃琬芯和葉玉珠（黃琬芯，2005）以 366 位國

中教師為參與者，進行因素分析得到四個因素：「成就信心與愉悅自在」（8 題）、「關

懷分享與樂觀幸福」（6 題）、「工作熱忱與自我超越」（4 題）及「生命價值的肯定

與希望」（3 題），累計可解釋變異量為 51.81%。此四個因素的 Cronbach’sα依次

為.91、.85、.83 及.76，總量表的 Cronbach’sα為.95。 

本研究以 320 位國中教師為樣本進行分析，得到總量表的 Cronbach’s •  .96，四個因

素的 •  值依次為.92、.87、.83、.72。可見，此量表確實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三、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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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施測時以校為單位，每個受測學校委請一名教師，以郵寄方式將問卷交由委

託教師依各校行事，擇適當時機與方式進行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待受測教師填答完畢，

將問卷交回該校委託教師處，收齊後由委託教師統一寄回。 

正式施測前，研究者除以電話聯繫每一位委任教師，口頭說明問卷發放及施測要點

外，郵寄時亦加附委託書，再次提醒問卷發放要點與注意事項，以期減少因不明題意而

導致漏答的情形；此外，另加附發放紀錄表，以利委託教師管理問卷發放去向及回收情

形、增加問卷回收率。本研究總計發放 395 份問卷，回收 333 份，總回收率為 84 %，

在扣除明顯反應心向或填答不全之廢卷後，實得有效問卷為 320 份，故實際有效回收率

為 81%。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描述統計分析參與者在「創意教學行為量表」、「教學玩興量表」、「教

學動機量表」及「教學快樂感受量表」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並以 t 考驗分析受測教

師在各量表得分的性別差異。 

此外，本研究以典型相關分析分別考驗各自變項的指標與創意教學的指標是否有相

關。最後，本研究以區別分析探討國中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能否

有效聯合預測其創意教學行為的組別。在創意教學行為的分組方面，本研究以參與教師

在「創意教學行為量表」得分的上下 27%為臨界值，將參與教師分為高、中、低分三組 。 

 

肆、研究結果 

 

一、初步資料分析 

（一）國中教師在教學玩興量表的得分情形 

 由表 2 的平均數可知，參與教師整體的教學玩興程度尚高（M = 3.11），且「幽默

自在、童心未泯」的得分有較高的傾向（M = 3.25），而「主動分享、帶動氣氛」的得

分則有較低的傾向（M = 3.02）。進行 t 考驗的結果顯示，男性與女性教師在總量表及

分量表的平均得分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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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性別教師在教學玩興量表得分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t 考驗 

 

 

男性 

（n = 87） 

女性 

（n = 231） 

全體 

（N = 318） 
t-test 

量表 M SD M SD M SD t p 

樂於嘗新、獲取滿足 3.10 3.20 3.14 3.00 3.13 3.05 -0.58 .559 

輕鬆愉悅、自我肯定 3.15 3.00 3.09 2.99 3.11 2.99 0.97 .333 

幽默自在、童心未泯 3.19 1.82 3.27 1.55 3.25 1.63 -1.14 .222 

主動分享、帶動氣氛 3.03 2.68 3.02 2.61 3.02 2.63 0.22 .829 

總量表 3.11 9.51 3.11 8.83 3.11 9.01 -0.03 .973 

 

（二） 國中教師在教學動機量表的得分情形 

由表 3 的平均數可知，參與教師受試教師整體的教學動機程度尚高（M = 2.98），

且「自主決定、積極完成」的得分有較高的傾向（M = 3.27），而「追求表現、重視酬

賞」的得分則有較低的傾向（M = 2.67）。t 考驗的結果發現，男性與女性教師在總量表

的得分並無顯著差異，但男性教師在「樂於創造、解決問題」與「追求表現、重視酬賞」

兩個分量表的得分則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表 3 不同性別教師在教學動機量表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及 t 考驗 

 
男性 

（n = 87） 

女性 

（n = 231） 

全體 

（N = 318） 
t-test 

量表 M SD M SD M SD t p 

專注投入、樂在其中 3.14 2.85 3.07 2.71 2.89 2.75 1.20 .230 

追求表現、重視酬賞 2.79 2.78 2.62 3.27 2.67 3.17 2.55* .011 

樂於創造、解決問題 2.94 2.91 2.81 2.81 2.85 2.85 2.21* .028 

訊息回饋、支援肯定 3.06 2.78 3.08 3.06 3.08 2.98 -0.35 .729 

自主決定、積極完成 3.28 2.67 3.26 2.52 3.27 2.56 0.29 .771 

總量表 3.04 11.51 2.96 11.17 2.98 11.29 1.60   .111 

*p<.05。 

（三）國中教師在教學快樂感受量表的得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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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的平均數可知，參與教師教師整體的教學快樂感受程度尚高（M = 3.08），

且「關懷分享與樂觀幸福」的得分有較高的傾向（M = 3.15），其餘「成就信心與愉悅

自在」、「工作熱忱與自我超越」及「生命價值的肯定與希望」的得分相近，其中「工

作熱忱與自我超越」稍低（M = 3.01）。t 考驗的結果顯示，男性與女性教師在總量表和

分量表的得分均無顯著差異。 

表 4 不同性別教師在教學快樂感受量表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及 t 考驗 

 

 

男性 

（n = 87） 

女性 

（n = 231） 

全體 

（N = 318） 
t-test 

量表 M SD M SD M SD t p 

成就信心與愉悅自在 3.11 4.34 3.04 4.55 3.06 4.49 0.98 .325 

關懷分享與樂觀幸福 3.21 3.03 3.13 3.08 3.15 3.07 1.36 .176 

工作熱忱與自我超越 3.07 2.34 2.99 2.31 3.01 2.32 1.08 .281 

生命價值肯定與希望 3.13 1.59 3.00 1.70 3.04 1.68 1.74 .083 

總量表 3.14 10.25 3.05 10.55 3.08 10.48 1.35 .177 

 

（四）國中教師在創意教學行為量表的得分情形 

 由表 5 的平均數可知，參與教師整體的創意教學行為程度屬於中上（M = 2.96），

由平均數可知「心胸開放、意義學習」的得分有較高的傾向（M = 3.31），而「互動討

論、促進思考」的得分則有較低的傾向（M = 2.76）。t 考驗的結果顯示，國中男性教

師在「互動討論、促進思考」及「自主學習、提供挑戰」兩項指標的得分顯著優

於女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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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性別教師在創意教學行為量表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及 t 考驗 

 

 

男性 

（n = 87） 

女性 

（n = 231） 

全體 

（N = 318） 
t-test 

量表 M SD M SD M SD t p 

互動討論、促進思考 2.86 1.68 2.72 1.72 2.76 1.72 1.96* . 050 

心胸開放、意義學習 3.27 1.53 3.32 1.39 3.31 1.43 -.78 .436 

問題解決、激發想像 3.17 2.14 3.10 2.16 3.12 2.16 1.29 .198 

多元教學、引發動機 2.95 1.65 2.87 1.59 2.90 1.60 1.21 .229 

自主學習、提供挑戰 2.91 2.79 2.75 2.91 2.80 2.91 2.54* .012 

總量表 3.03 7.94 2.94 8.12 2.96 8.10 1.77 .078 

*p<.05。 

 

二、 教學玩興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關係 

本研究以國中教師玩興的四項指標為 X 變項，以創意教學行為的五項指標為 Y 變

項，進行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共抽出四對典型因素，但僅第一、二對達顯著水準；第一

個典型相關係數 1ρ 為.70（Wilks'∧  = .47，p = .000），第二個典型相關係數 2ρ 為.25

（Wilks'∧  = .93，p = .026）（見表 6）；因第二個典型相關的重疊指數因趨近於 0，故

在此不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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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國中教師教學玩興與創意教學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 典型因素 

X 變項 1χ  2χ  

 樂於嘗新、獲取滿足 -.89 -.10 
 輕鬆愉悅、自我肯定 -.88 -.07 
 幽默自在、童心未泯 -.71  .69 
 主動分享、帶動氣氛 -.93 -.03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73 %  12 % 
重疊量數  36 %             0 %（0.8%） 

Y 變項 1η  2η  

 互動討論、促進思考 -.74 -.26 
 心胸開放、意義學習 -.77  .34 
 問題解決、激發想像 -.83  .29 
 多元教學、引發動機 -.86 -.30 
 自主學習、提供挑戰 -.79 -.52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64 %  12 % 
重疊量數  32 %  0 %（0.8%） 

2ρ  .50 .06 
典型相關（ ρ ）   .70***  .25* 
Wilks'∧  .47 .93 
p  .000  .026 
***p<.001； *p<.05。 

    就第一個典型相關而言，典型因素 1χ 可解釋 X 變項總變異的 73 %， 1η 可解釋 Y 變

項總變異的 64 %， 1χ 可以解釋典型因素 1η 總變異的 50 %（
2

1ρ  = .50），且 X 變項透過

第一對典型因素可解釋 Y 變項總變異的 32 %。其次，教學玩興的四項指標與創意教學

的五項指標之間呈現正相關，即教學玩興的各項指標越佳，在創意教學各指標的表現越

好。由結構係數來看，教學玩興各指標與 1χ 及創意教學各指標與 1η 的相關皆大於.70，

表示各變項在解釋上的重要性皆高，其中又以教學玩興中的「主動分享、帶動氣氛」、

「樂於嘗新、獲取滿足」、「輕鬆愉悅、自我肯定」（皆大於.88）與創意教學中的「多

元教學、引發動機」（86）的相關最高（見表 6）。 

 

三、 教學動機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關係 

    本研究以國中教師教學動機的五項指標為 X 變項，以創意教學行為的五項指標為 Y

變項，進行典型相關分析的結果共抽出五對典型因素，但僅第一、二對達.05 顯著水準；

第一個典型相關係數 1ρ 為.77（Wilks'∧  = .32，p = .000），第二個典型相關係數 2ρ 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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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ks'∧  = .79，p = .000）（見表 7）；因第二個典型相關的重疊指數因趨近於 0，故

在此不予探討。 

表 7 國中教師教學動機與創意教學各指標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 典型因素 

X 變項 1χ  2χ  

 專注投入、樂在其中 -.82   .35  
 追求表現、重視酬賞 -.51  -.42  
 樂於創造、解決問題 -.96  -.16  
 訊息回饋、支援肯定 -.70   .02  
 自主決定、積極完成 -.73  -.55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58 %  13 % 
重疊量數  34 %     2 % 

Y 變項 1η  2η  

 互動討論、促進思考 -.78  -.45  
 心胸開放、意義學習 -.75   .46  
 問題解決、激發想像 -.79   .29  
 多元教學、引發動機 -.84  -.29  
 自主學習、提供挑戰 -.87  -.25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65 %  13 % 
重疊量數  39 %     2 % 

2ρ  .59 .17 
典型相關（ ρ ）   .77***   .46*** 
Wilks'∧  .32 .79 
p  .000  .000 
***p<.001。 

 就第一個典型相關而言，典型因素 1χ 可解釋 X 變項總變異的 58 %， 1η 可解釋 Y 變

項總變異的 65 %， 1χ 可以解釋典型因素 1η 總變異的 59 %（
2

1ρ  = .59），且 X 變項透過

第一對典型因素（ 1χ 、 1η ）可解釋 Y 變項總變異的 39 %。其次，教學動機的五項指標

與創意教學的五項指標之間呈現正相關，即教學動機的各項指標越佳，在創意教學各指

標的表現越好。由結構係數來看，教學動機各指標中僅「追求表現、重視酬賞」與 1χ 的

相關較低（51），其餘指標 1χ 的相關皆大於.70；而創意教學各指標與 1η 的相關皆大於.70，

表示各變項在解釋上的重要性皆高，其中又以教學動機中的「樂於創造、解決問題」（-.96）

及創意教學中的「自主學習、提供挑戰」（87）的相關最高（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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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之關係 

    本研究以國中教師教學快樂感受的四項指標為 X 變項，以創意教學行為的五項指標

為 Y 變項，進行典型相關分析的結果共抽出五對典型因素，但僅第一、二對達.05 顯著

水準；第一個典型相關係數 1ρ 為.57 （ Wilks'∧  = .62，p = .000 ） ，第二個典型相關

係數 2ρ 為.24 （ Wilks'∧  = .92，p = .012 ）（見表 8）；因第二個典型相關的重疊指數

因趨近於 0，故在此不予探討。 

表 8 國中教師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各指標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 典型因素 

X 變項 1χ  2χ  

 成就信心與愉悅自在 -.78 .38 
 關懷分享與樂觀幸福 -.91 .39 
 工作熱忱與自我超越 -.93    -.18 
 生命價值的肯定與希望 -.91 .02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78 %  8 % 
重疊量數  26 % 0 %（0.4%） 

Y 變項 1η  2η  

 互動討論、促進思考 -.81    -.08 
 心胸開放、意義學習 -.69 .33 
 問題解決、激發想像 -.58 .70 
 多元教學、引發動機 -.90 .12 
 自主學習、提供挑戰 -.87    -.06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61 % 13 % 
重疊量數  20 %     0 %（0.7%） 

2ρ  .33 .06 
典型相關（ ρ ）   .57***  .24* 
Wilks'∧  .62 .92 
P  .000  .012 
***p<.001；*p<.05。 

    就第一個典型相關而言， 1χ 可解釋 X 變項總變異的 78 %， 1η 可解釋 Y 變項總變異

的 61%， 1χ 可以解釋典型因素 1η 總變異的 33 %（
2

1ρ  = .33），且 X 變項透過第一對典

型因素（ 1χ 、 1η ）可解釋 Y 變項總變異的 20 %。其次，教學快樂感受的四項指標與創

意教學的五項指標之間呈現正相關，即教學快樂感受的各項指標越佳，在創意教學各指

標的表現越好。由結構係數來看，教學快樂感受各指標與 1χ 的相關皆大於.70；而創意

教學各指標中僅「問題解決、激發想像」與 1η 的相關較低（58），其餘指標與 1η 的相關

皆大於.70，表示各變項在解釋上的重要性皆高，其中又以教學快樂感受的「工作熱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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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超越」、「關懷分享與樂觀幸福」及「生命價值的肯定與希望」 （皆大於.91） 與

創意教學中的「多元教學、引發動機」 、「自主學習、提供挑戰」（皆大於.87）的相

關最高（見表 8）。 

  

五、 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關係 

    皮爾森積差相關的分析發現，創意教學行為量表總分與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

快樂感受各量表總分之間均有顯著相關（rs = .67、.72、.52，ps<.001）；其中教學動機

量表總分與創意教學行為量表總分的相關最高（r = .72, p <.001），且教學玩興、教學

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三個量表總分之間的相關達顯著（rs = .75、.61、.59，ps < .001）。

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創意教學行為各分量表之間相關係數矩陣見附錄

一。 

表 9 教學玩興、教學動 機、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量表得分之相關係數（N = 320） 

 創意教學行為 教學玩興 教學動機 教學快樂感受 

創意教學行為 1.00    

教學玩興 .67*** 1.00   

教學動機 .72*** .75*** 1.00  

教學快樂感受 .52*** .61*** .59*** 1.00 

***p<.001。 

    本研究進一步以區別分析考驗受試教師之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對創

意教學行為組別的預測力，結 0 果發現可得到兩個區別函數。由表 10 可知只有第一個

函數達顯著水準（Wilks'∧  = .54， 2χ (6) = 194.08，p = .000），故以下僅對第一個區別

函數做探討。 

表 10 國中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在創意教學行為之區別函數顯著性

考驗 

區別函數 Wilks'∧  卡方值（ 2χ ） df p 

F1 與 F2    .54***   194.08*** 6 .000 

F2 1.00   1.01 2 .603 

註：特徵值 1λ  = 0.849，解釋量為 99.60 %； 2λ  = 0.003，解釋量為 0.04%。F1：區別函

數 1；F2：區別函數 2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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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表 11 的標準化區別函數係數及結構係數來看，在第一個區別函數中，「教學

動機」和「教學玩興」是創意教學的重要區別變項，且第一區別函數可藉「教學動機」

與「教學玩興」及「教學快樂感受」等變項可有效預測創意教學行為高、中、低三組之

組別。再由分類正確率交叉表來看，若以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作區別依

據，在創意教學行為高、中、低三組中，分別有 80.0 %、41.7 %及 69.2 %的教師能被正

確歸類在該群體；總體正確預測率達 60.1 %（見表 12），因此國中教師教學玩興、教

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可有效預測其創意教學行為表現的高、中或低組別。 

表 11 國中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在創意教學量表得分之區別函數係

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結構係數 

第一函數（F1）  第一函數（F1） 

教學玩興 .37  .93 

教學動機 .66  .82 

教學快樂感受 .14  .58 

 

表 12 國中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在創意教學量表得分之分類正確率

交叉表 

 

實際組別 

預測組別  

N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高分組 
      68 14 3 

85 
   80.0%    16.5%    3.5% 

中分組 
28 58 53 

139 
   20.0%    41.7%    38.1% 

低分組 
9        20       65 

94 
   9.6%    21.3%    69.2% 

註：整體正確區別率為 60.1%。 

 

伍、討論、結論與建議 

 

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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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取樣上雖然以高雄市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為主，且因為施測上的困難未能依

學校教師人數多寡實際分層隨機抽樣。然而，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均獲得高度支持，因

此，本研究的發現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其研究結果值得師資培育機構及國中教師參考。

茲將主要的研究結果討論如下： 

    （一）國中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現況及性別差

異 

    初步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參與教師具有中高程度的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

感受和創意教學行為。在創意教學行為方面，參與教師可能較偏向注重保持開放心

胸、彈性調整教學內容，並強調生活聯結以培養學生適應能力的面向，但較少透

過主題討論與互動來促進學生分析思考能力。因此，後者有待加強。在性別差異

方面，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參與教師在教學動機和創意教學行為上有顯著差異，但在

教學玩興和教學快樂感受上沒有差異。 

在教學動機方面，男性教師在「樂於創造、解決問題」與「追求表現、重視酬賞」

兩方面得分顯著高於女性教師；此結果與蔡宜貞（2004）發現男性教師在教學外在動機

的「競爭」及「報酬、獎金」方面顯著高於女性教師的研究發現雷同，但與林偉文（2002）、

林碧芳（2004）及蔡宜貞（2004）發現不同性別教師在教學內在動機上沒有明顯差異的

結果並不一致，至於差異的產生是否與測量工具的不同有關，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在教學玩興方面，本研究發現男女性教師在並無差異，與 Glynn 和 Webster（1992, 

1993）的研究結果一致。現今兩性平權觀念逐漸受到重視，生活興趣也普遍多元開放，

這可能是男女教師在教學中皆可展現中高程度教學玩興的原因。 

在教學快樂感受方面，本研究發現男女性教師亦無差異，此結果與陳鈺萍（2004）

指出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在主觀幸福感受、事業成就、人際關係、物質滿足等面向上

沒有差異的研究結果一致。不同性別教師的教學快樂感受沒有顯著差異的原因，可能誠

如 Umberson、Chen、House、Hopkins 和 Slaten（1996）所言，男性擁有較多工具性支

持、女性擁有較多情感性支持，雖其教學快樂來源不同，但各在不同層面獲得滿足，因

而其教學快樂感受沒有顯著差異。 

 在創意教學行為方面，本研究發現男性教師在「互動討論、促進思考」及「自

主學習、提供挑戰」上的得分高於女性教師。此一結果與陳霞鄢（2004）的發現

一致，即男性教師在創造力教學行為「挑戰獨立」的面向上優於女性教師。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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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是社會對男性的期待較偏向能獨立自主、勇於表達、接受挑戰、理性

思考等，因而男性教師的性格特質較注重學生互動討論、分析思考及自主挑戰、

獨立學習等面向。 

   （二）教學玩興與創意教學行為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教學玩興與創意教學各指標之間呈正相關，而且教學玩興中的「主動

分享、帶動氣氛」、「樂於嘗新、獲取滿足」、「輕鬆愉悅、自我肯定」與創意教學中

的「多元教學、引發動機」的相關最高，顯示若教師越會主動分享浪漫的想法與生活經

驗，激發討論的熱情，並營造輕鬆的氣氛；越容易受新教材吸引、勇於體驗新的教學方

法、樂於自我突破，並從中獲得喜悅與滿足；在教學中越能保持輕鬆愉悅，且能從教學

中學習、肯定自我，則在創意教學的表現可能越好，尤其是運用多樣化教材或活動，增

進學生專注、好奇與動機的面向上。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教師在工作中的教學玩興有助創意教學的展現，此結果與過

去許多研究結果一致（Dunn, 2004；余嬪等人，2003），因此，教學玩興高的教師可能

較易產出多元、新奇的教學設計。此外，教學玩興高的教師可能傾向以有趣、嬉戲的方

式從事教學或處理師生關係，因此展現良好的互動及表達（Glynn et al., 1992），有助於

提升學習動機。再者，研究發現（Lundin, 2001）玩興會為自己的工作帶來愉悅、生產

力和熱忱。因此，教學玩興應與主動分享、輕鬆愉悅、樂於嘗新等面向有關，因而對創

意教學有正向效果。 

    雖然許多研究認為玩興除了外在可觀察的有趣行為外，還包含潛在的內在動機、福

樂狀態投入（Fix, 2003; Rubin et al., 1983; Woszczynski et al., 2002），但研究者認為教學

玩興與教學內在動機為兩個不同的概念。為更精準測量教學玩興概念，本研究的教學玩

興主要著重在內在動機以外的成分。如此一來，教學玩興的其他成分，對工作仍有助益

嗎？余嬪（2005）指出可以兩種方式來看待職場中玩興與工作的結合，一則以個人主觀

經驗來看，著重在內在動機與暢懷經驗而使人認真玩工作；一則以看似不相關的行為，

如幽默童心來看，仍具均衡、調劑及有助工作的作用，且 Guitard 等人（2005）的研究

發現，在玩興的各項成分之中，幽默與笑容皆能促發愉悅，好奇心能使成人發現新的有

趣事物並協助其發展潛能，故亦能使個體感到愉悅，且好奇心會引發新的想法，與創造

力之間有相關，另外，Ellyatt （2002）指出想像力是創造力的導管，開發玩興或許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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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想像力的一種途徑。從本研究的發現可知以教學內在動機之外的教學玩興構面進行探

討，仍有其指標性。 

   （三）教學動機與創意教學行為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教學動機與創意教學行為各指標之間呈現正相關，而且教學動機中的

「樂於創造、解決問題」與創意教學中的「自主學習、提供挑戰」的關聯最大，顯示若

教師越能主動提出新穎想法，運用各種資源或方式解決教學問題、實踐創新，則創意教

學的表現可能越好，尤其是透過自我引導學習活動及挑戰性作業，鼓勵並增進學生自主

學習的面向上。究其原因，可能是教師本身由投身教學問題解決與創新實踐的歷程中，

體會主動與挑戰性的優點，因而也較重視挑戰性教材、作業的安排，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知能。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教學動機有助於創意教學的表現。進一步將教學動機各指標

區分為教學內在動機與教學外在動機兩部分來看，也發現教學內在與外在教學動機與創

意教學表行為皆有正相關。此結果與洪素蘋（2003）、蔡宜貞（2004）等人發現內外在

動機對創造力兼具正面影響的結果一致。 

在教學內在動機方面，根據認知評價理論的論點，當個體在行動中能感受自己的能

力，且有選擇和自我引導的機會時，會提升自主感而可促進內在動機及創造性（Ryan et 

al., 2000）。此外，Csikszentmihalyi（1990/1996）指出福樂經驗是創造過程中樂趣的來

源與堅持的因素。因此，當教師較能知覺到自我力量及決策感，較能能享受教學中的樂

趣而渾然忘我，則創意教學的表現可能越好。在教學外在動機方面，本研究發現「訊息

回饋、支援肯定」對創意教學表現有正向效果；因此，若教師較能藉由肯定認同、回饋

建議與資源支持度，激發創意教學的想法與意願，其創意教學的表現可能越好。 

    （四）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各指標之間呈現正相關，而且教學快樂

感受的「工作熱忱與自我超越」、「關懷分享與樂觀幸福」及「生命價值的肯定與希望」

與創意教學中的「多元教學、引發動機」、「自主學習、提供挑戰」的相關最高。其原

因可能是快樂者常處於正向狀態，在工作表現上有較高的創造力、生產力、活力及福樂

經驗（Lyubomirsky et al., 2005），且快樂可使個體擁有樂觀、希望與健全的心理功能

（Carruthers et al., 2004），因此若教師對教學體驗的整體評估，可感受到工作熱忱、快

樂感、希望感與價值感，則可能較會運用多樣化教材或活動，增進學生動機，並透過自

我引導學習活動及挑戰性作業，鼓勵並增進學生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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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教師的教學快樂感受有助於創意教學表現，此結果呼應

Seligman 認為當人感到快樂時，會促使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思考、思想會有創造力的看法

（洪蘭譯，2003）。 

    （五）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對創意教學行為之聯合預測力 

本研究發現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間的相關皆在.52

以上，且由區別分析的結果發現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可以有效聯合

預測創意教學表現的高、中、低組別。此外，本研究發現「教學動機」和「教學玩興」

對創意教學組別的預測力較高，表示教學玩興和教學動機是了解教師創意教學表現較重

要的變項。 

Chavez-Eakle 等人（2006）指出個人性格、態度與價值觀往往與其行為模式、行為

結果息息相關，因而要理解創造力，應先對人格有所認識。Feist（1999）探討過去 45

年的實徵研究，也肯定創造性成就與人格特質之間可預測的關係。動機對於創造力的重

要性已備受肯定（Amabile, 1993; Sternberg & Lubart, 1995/1999; Csikszentmihalyi, 

1996/1999），而玩興與快樂感也在最近的研究中被視為有助於創造力表現的人格特質（陸

洛，1998；Glynn et al., 1992; Seligman, 2002/2003）。準此，本研究以教學玩興、教學動

機、教學快樂感受為創造力重要的人格特質來探討，研究結果發現這些人格特質有密切

的相關，而且是教師展現創意教學行為的重要要素。因此，提升國中教師的教學玩興、

教學動機與教學快樂感受，應有助於提升其教學上的創意行為表現。 

 

二、結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中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的現況，

並探討國中教師教學玩興、教學動機及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之關係。本研究雖

然礙於國中教師的參與意願與人力物力，未能隨機取樣並擴大到高雄市以外的地區，但

已儘量以分區立意取樣並根據學校規模進行抽樣以降低抽樣偏誤。此外，本研究在施測

時雖交由各校委託教師發放，但在說明研究主題與填答問卷時，均強調日常教學經驗與

感受，刻意隱藏創意教學之主題，且採用匿名方式填答，因此應可降低社會期望的影響。

儘管有這些研究限制，但本研究的研究工具編製過程嚴謹，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樣本具

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且變項間關係的考驗結果也都達到顯著。因此，本研究的發現有

其參考價值。具體言之，本研究發現國中教師之教學玩興和教學快樂感受沒有性別差

異，但其教學動機和創意教學行為則有性別差異；此外，本研究發現教學玩興、教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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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及教學快樂感受等個人特質不但分別與國中教師的創意教學行為有顯著相關，且能有

效聯合預測其創意教學行為。因此，若要提升國中教師創意教學的表現，可由激發其教

學動機、鼓勵保持教學玩興、和提升教學快樂滿足感受等方面著手。再者，除了喚醒國

中教師個人能量外，教育工作與社會文化脈動、學校環境及人際互動網絡等要素息息相

關，後續研究若能加入這些外在因素進行探討，應更能全面瞭解支持國中教師推行創意

教學的有利條件。 

長久以來，中國社會普遍受到缺乏創造力的批評，這不僅是個人層次與教育制度的

問題，更是整體社會文化長遠發展的嚴肅命題（邱皓政，2002）。然而，缺乏創造力的

印象如何平反？反創造、反創新的認知思考與行為模式如何扶正？第一線教師的力量不

容忽視。創意教學之路艱辛難走，但誠如電影《侏儸紀公園》中所言：「生命會為自己

找到出路」（Life will find its own way），只要有心，就算資源、配課及環境設備有諸

多不便與不足，一定能克服種種限制並找到創意教學的出路。  

 

三、建議 

茲依據本研究之結果與研究限制，分別就國中教師教學實務、學校與教育行政機關

及未來研究等三部份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一）對國中教師教學實務之建議 

1. 加強多元教材的運用、主題討論互動與自我引導學習活動的安排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參與教師在教學規劃、實施與評量等歷程中，普遍能運用新奇、

適當、有價值的教學安排，以激發學生樂於學習、促進有意義的學習。但相較之下，運

用多樣化教材或活動以增進學生專注、好奇與動機；透過自我引導學習活動及挑戰性作

業，鼓勵並增進自主學習；透過主題討論與互動，促進學生分析思考能力等三方面仍有

提昇的空間，因此建議教師在創意教學活動中，除了強調生活聯結、運用提問、比喻及

多樣化教材外，應加強運用多元教材、活動，規劃教學中的討論與互動，以及自我引導

學習活動的安排。 

2. 保持玩興，輕鬆自在樂教學 

    本研究發現若教師越能以不嚴肅、幽默、輕鬆自在的態度來看待或從事工作，並運

用想像或各種有趣方式增加工作中的童趣，則在創意教學中的表現可能越好，尤其在教

學中保持愉悅、主動分享生活經驗、體驗新的教學方法，都較容易營造輕鬆的上課氣氛，

學生的專注、好奇與動機可能因而提升，因此建議國中教師本身應秉持探索的視角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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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樂趣，重視幽默的培養與展現、勇於自我突破，並主動將歡樂有趣的內容融入

教學與人際相處、師生互動中，相信對於提升教學的創意表現，會有正面助益。 

3. 勇於實踐創新的教學作為、主動邀集教學回饋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若教師越能主動提出新穎想法，運用各種資源或方式解決教學問題、實

踐創新，則創意教學的表現可能越好。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肯定認同、回饋建議可激發

創意教學的想法與意願，因此建議國中教師應保持探索精神嘗試不同的教學作為、勇於

實踐各種可能有助改善教學缺陷的想法，並主動邀請家長、學生或其他同仁提供實質教

學建議，如此不但可在教學中獲得快樂，亦可提升自己投入創意教學的意願與動力，對

創意教學將有正面幫助。 

4. 保持積極樂觀、肯定教育工作的希望與價值感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教師評估其教學體驗是正向與舒服滿足的狀態，且對其創意教學

表現有正向效果，因此建議國中教師保持工作熱忱，發展積極樂觀、主動參與的處事風

格，建立教師同儕、親師、師生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以及認同教學工作的意義價值、

在工作中施展個人長處，應有助教師在教學中獲得心靈上的充實，且可將工作的負擔轉

化為成就感與滿足感，促進創意教學的實踐。 

5. 女性教師應提升自我在教學動機及創意教學行為的表現 

 本研究發現男性教師在「樂於創造、解決問題」與「追求表現、重視酬賞」兩方面

的教學動機，以及在「互動討論、促進思考」及「自主學習、提供挑戰」兩個向度的創

意教學行為的表現上均高於女性教師。因此建議國中女性教師在這些教學動機與教學行

為的表現上應再深刻反思其教學，並強化其在這些方面的表現。 

    （二）對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1. 提供國中教師適切的專業發展 

    本研究發現參與教師普遍具有中等以上程度的創意教學表現，但在實際教學中可能

較偏向注重保持開放心胸、彈性調整教學內容，並強調生活聯結以培養學生適應能力的

面向，但較少透過主題討論與互動，來促進學生分析思考能力。國中教師在不同面向上

的偏重或忽略的失衡，可能減損創意教學成效，因此學校或相關單位若能了解國中教師

在不同面向上的優劣，透過教師之間經驗分享或研習活動，針對不足之處提供補強之

途，則有助國中教師提升其創意教學信心及致勝籌碼。 

2. 賦予國中教師自主、提供建設性回饋與建立創意教學成果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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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發現教學內在動機與教學外在動機皆對創意教學有正向效果，因此建議學校

或教育相關單位提供國中教師教學規劃中的自主決策機會，則能使教師全力投入、積極

朝向創新目標，形成教師展現教學創思的一大助力。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認同教師能力、

給予適當回饋，並提供教師確認自我能力與改善的訊息；或者提供獎勵、表揚與競賽，

亦可激發教師進行創意教學的意願與努力，因此建議學校或相關單位應建立回饋機制與

創意教學成果展示平台，並給予國中教師教學上的肯定與具體建議。再者，應商討合宜

的獎勵機制，給予實質的獎金報酬或減課以利教學準備，則有助提昇國中教師從事創意

教學的動機。 

3. 投入培養教師創意人格特質、列入甄選新進教師考量 

本研究發現玩興、教學動機及快樂感受可聯合預測創意教學表現，表示此三項人格

特質在創造表現中有其重要性，尤其玩興和教學動機是瞭解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重要變

項。而依據 Sternberg 和 Lubart（洪蘭譯，1999）、Seligman（洪蘭譯，2003）的看法，

有創意的人格特質可經由適當訓練而重建、再造或培養，因此在規劃教師研習時，除了

實用性教學專業知能的提升外，亦應加強提供培養教師創意人格特質的管道與機會。此

外，教師是學生各項發展的重要守門人，創意教學有益學生學習表現、創造力，因此在

甄選新進教師時，可考慮本研究所提出的創意教學人格特質，以篩選理想創意教師、對

創造人力資源的培育提供更大的貢獻。 

（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 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以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未來可納入國小及高中等不同學校層級的教師，

進一步探討其間的差異情形。此外，可納入私立中學之教師，探討公私立教師的教學玩

興、教學動機和教學快樂感受程度與其創意教學表現的關係。 

2. 研究變項方面 

影響創造力的因素多元複雜，但本研究在研究創意教學的相關變項為教學玩興、教

學動機和教學快樂感受，僅包含教師「個人」因素的變項探討。未來研究可納入「歷程」、

「產品」和「環境」等方面之變項，進行更全面的探討以提供一個影響教師創意教學表

現的完整模式。 

3. 研究方法方面 

    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資料的研究，常見問卷回收率偏低的現象，可能與無法親自

到場管控問卷回收情形有關。為改善或避免回收率過低，本研究除了直接聯繫、配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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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行事委請任職該校的教師擇適當時機與方式進行填答外，另對問卷進行簡單編碼、加

附發放紀錄表，以利委託教師管理問卷發放去向及回收情形，發現確實大幅度增加各校

問卷回收率。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若亦採郵寄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可考慮依照研究樣本

生活或工作特性，加設便利委託人管理問卷流向之用具或機制，將可有效提升問卷回收

率。此外，本研究雖以匿名方式填寫問卷，但以校內某位老師代收問卷，或許仍無法完

全避免社會期望的問題；未來可考慮運用網路問卷的方式來收集資料，以降低回收率低

及社會期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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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學玩興、教學動機、教學快樂感受與創意教學行為各分量表之相關係數矩陣 

 P1 P2 P3 P4 P 總 M1 M2 M3 M4 M5 M 總 H1 H2 H3 H4 H 總 C1 C2 C3 C4 C5 C 總 

P1 樂於嘗新、獲取滿足 1.00                       

P2 輕鬆愉悅、自我肯定 .73**

*  
1.00                      

P3 幽默自在、童心未泯 .63**

*   
.57**

*   
1.00                     

P4 主動分享、帶動氣氛 .73**

*  
.71**

*  
.59**

*  
1.00                    

P 教學玩興量表總分 .91**

*  
.89**

*  
.76**

*  
.88***  1.00                   

M1 專注投入、樂在其中 .64**

*  
.72**

*  
.49**

*  
.61***  

.72**

*  
1.00                  

M2 追求表現、重視酬賞 .35**

*  
.38**

*  
.22**

*  
.30***  

.37**

*  
.39**

*  
1.00                 

M3 樂於創造、解決問題 .67**  
.64**

*  
.46**

*  
.66***  

.72**

*  
.66**

*  
.41**

*  
1.00                

M4 訊息回饋、支援肯定 .59**

*  
.45**

*  
.41**

*  
.45***  

.55**

*  
.62**

*  
.57**

*  
.53**

*  
1.00               

M5 自主決定、積極完成 .59**

*  
.59**

*  
.48**

*  
.52***  

.64**

*  
.68**

*  
.29**

*  
.62**

*  
.55**

*  
1.00              

M 教學動機量表總分 .70**

*  
.70**

*  
.51**

*  
.64***  

.75**

*  
.84**

*  
.70**

*  
.81**

*  
.82**

*  
.77**

*  
1.00             

H1 成就信心與愉悅自在 .49**

*  
.60**

*  
.35**

*  
.51***  

.58**

*  
.56**

*  
.28**

*  
.47**

*  
.35**

*  
.37**

*  
.51**

*  
1.00            

H2 關懷分享與樂觀幸福 .49**

*  
.55**

*  
.39**

*  
.53***  

.58**

*  
.56**

*  
.26**

*  
.49**

*  
.40**

*  
.47**

*  
.55**

*  
.77**

*  
1.00           

H3 工作熱忱與自我超越 .44**

*  
.51**

*  
.25**

*  
.45***  

.50**

*  
.54**

*  
.32**

*  
.46**

*  
.45**

*  
.41**

*  
.55**

*  
.74**

*  
.74**

*  
1.00          

H4 生命價值的肯定與希

望 
.41**

*  
.50**

*  
.28**

*  
.45***  

.49**

*  
.50**

*  
.29**

*  
.45**

*  
.34**

*  
.42**

*  
.50**

*  
.75**

*  
.80**

*  
.75**

*  
1.00         

H 教學快樂感受量表總分 .52** .61** .37** .55***  .61** .61** .31** .53** .42** .46** .59** .94** .91** .87** .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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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C1 互動討論、促進思考 .45**

*  
.45**

*  
.31**

*  
.50***  

.51**

*  
.42**

*  
.39**

*  
.61**

*  
.39**

*  
.34**

*  
.55**

*  
.34**

*  
.41**

*  
.38**

*  
.44**

*  
.43**

*  
1.00       

C2 心胸開放、意義學習 .47**

*  
.48**

*  
.44**

*  
.50***  

.55**

*  
.54**

*  
.19**

*  
.53**

*  
.41**

*  
.52**

*  
.54**

*  
.35**

*  
.39**

*  
.36**

*  
.35**

*  
.40**

*  
.47**

*  
1.00      

C3 問題解決、激發想像 .51**

*  
.50**

*  
.46**

*  
.54***  

.58**

*  
.54**

*  
.30**

*  
.57**

*  
.40**

*  
.54**

*  
.59**

*  
.31**

*  
.37**

*  
.26**

*  
.31**

*  
.35**

*  
.58**

*  
.57**

*  
1.00     

C4 多元教學、引發動機 .55**

*  
.53**

*  
.38**

*  
.56***  

.59**

*  
.50**

*  
.36**

*  
.64**

*  
.47**

*  
.39**

*  
.59**

*  
.41**

*  
.48**

*  
.46**

*  
.46**

*  
.50**

*  
.67**

*  
.49**

*  
.51**

*  
1.00    

C5 自主學習、提供挑戰 .50**

*  
.50**

*  
.30**

*  
.52***  

.54**

*  
.51**

*  
.40**

*  
.66**

*  
.48**

*  
.44**

*  
.63**

*  
.38**

*  
.44**

*  
.44**

*  
.43**

*  
.46**

*  
.72**

*  
.46**

*  
.61**

*  
.70**

*  
1.00   

C 創意教學行為量表總分 .61**

*  
.60**

*  
.45**

*  
.64 
*** 

.67**

*  
.61**

*  
.41**

*  
.74**

*  
.53**

*  
.54**

*  
.72**

*  
.44**

*  
.51**

*  
.46**

*  
.48**

*  
.52**

*  
.84**

*  
.69**

*  
.81**

*  
.81**

*  
.89**

*  
1.00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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