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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台中縣市幼稚園的新手與資深教師，實施問卷調查，以瞭解新手教師在成就目

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及教學承諾上的現況，及新手與資深教師在此三方面上的差異情形，並

探討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的關係。本研究從台中縣市抽取 151 所幼稚園，

分別回收新手教師樣本 304 份與資深教師樣本 336 份問卷。問卷資料採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結

構方程模式等統計方法，進行資料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些重要結論，首先，新手教師整體上

具有良好的成就目標導向動機、自我調整策略與教學承諾。其次，新手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

自我調整策略及教學承諾，均低於資深教師。最後，新手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

對其教學承諾具有高度影響效果。此外，並依據前述研究結論，提出一些相關建議。 
 
 

關鍵詞：新手教師、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教學承諾、幼稚園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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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新手教師剛踏入職場，不僅要適應學校文化，也需要在實務經驗不足的情況下，

面對實際教學的各種挑戰，因而屬於離職率較高的危險群。因此，這個時期可以說是

教師生涯發展的關鍵期，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許多學者指出各種的實際教學問題，

以及繁重的教學與行政工作，容易讓新手教師產生困擾與挫折，減低對教學工作的認

同感，甚至產生離職的情形。首先，就教學問題來看，陳珮蓉（1998）的研究發現課

程與教學、班級的經營與管理、以及人際關係三方面，是新手教師常遇到的問題。在

課程與教學方面，新手教師常常不知如何充分利用資源及運用時間，需要不斷的摸索；

在班級經營與管理方面，新手教師往往由於經驗與技巧的不足，產生許多層出不窮的

班級經營問題，而感到不知所措；在人際關係方面，有的新手教師因為搭檔教師之間

的不和諧，造成適應上的困難。其次，就教學與行政工作的負荷來看，Alison 與 Berthesen
（1995）的研究指出幼教老師要同時扮演教育與保育的工作，長時間與幼兒接觸，幾

乎沒有什麼休息時間，造成極大的體力負荷與工作壓力；孫立葳（2000）的研究也指

出教師工作時間太長、教學內容太多造成趕課、園方政策多變教師無所適從、太多清

掃工作、過多大型活動、教材與資源供給不足等等因素，都造成了教師工作上的壓力。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造成幼稚園教師高流失的情形，例如：劉妙真（2004）

指出幼稚園教師工作待遇低、沒有保障、社會地位差、教學與行政工作繁重、人際關

係複雜、班級的經營、學生的學習態度…等，使幼稚園教師窮於應付，使得幼稚園教

師流動率高，各師資培育機構的師資年年流失；陳亭方（2002）指出私立幼稚園待遇

低、工時長，工作內容繁雜，無成長機會，招生壓力，扭曲教學…等因素，影響幼稚

園教師的服務士氣。據此觀之，新手教師缺乏實務經驗，但一踏入職場，便要面臨到

各種教學與行政工作現實上的挑戰，容易造成教師過重的工作壓力與倦怠感，而可能

影響其教學承諾。因此，進行幼稚園新手教師之教學承諾與其相關因素的分析，實有

重要的意義，有助於了解其對教學工作的認同與願意努力投入的程度，藉以提供適切

的專業支持與在職進修，提昇其工作價值感與教學動力，進而提昇教學品質。 

從教學承諾的意涵來看，許多學者（呂佳玲，2003；李宜穎，2006；沈翠蓮，1994；

梁玟燁，2003；陳聖謨，1995；Cevat, 2000; Chung, 2001; Composto, 2002; Rikard, 1999; 
Tyree Jr., 1991, 1996）從多層面的觀點進行相關研究，而且在 Tyree Jr.（1991）的因素

模式比較中，提供了多因素模式的適配度優於單一因素模式的實證資料。顯示教學承

諾具有多層面的觀點，獲得支持。另外，各學者（呂佳玲，2003；李宜穎，2006；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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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蓮，1994；梁玟燁，2003；陳聖謨，1995；Abler, 2002; Cevat, 2000; Chung, 2001; Coladarci, 
1992; Composto, 2002; Marshall, 2001; Rikard, 1999; Tyree Jr., 1991, 1996）所區分的層

面，如表 1 所示。綜括前述學者們的觀點來看，教學承諾大體上可概分為認同、額外

投入及依附三個層面。首先，就認同層面而言，包含對學生、對教學工作、以及對學

校的認同。在對學生的認同上，是指教師認同「視學生為人」（identification with student 
as person）的觀點，關心個別學生的需要與問題，而不是視學生為一群教育接受者

（instructional recipients），而且願意將指導者或評鑑者的角色轉換為顧問、兄弟姐妹或

諮商者的角色。在對教學工作的認同上，是指教師對於教學工作的高度評價，關心重

要的知識與技能。而在對學校的認同上，則是指對於學校目標、教育方式的認同、以

所隸屬的學校為榮。其次，就額外投入層面而言，包含對學生、對教學工作、以及對

學校的額外投入。在對學生的額外投入上，是指利用額外的時間與機會，了解學生個

別差異的情形及其發展上的需求。在對教學工作的額外投入上，是指教師額外投入時

間、精力於教學相關工作的情形，包括：蒐集教學相關資訊、準備教學內容、規劃教

學活動、選編教材、以及對學習遲緩學生施予補救教學等。而在對學校的額外投入，

則是指額外投入於學校各項活動的籌畫、參與和配合辦理。第三，在依附層面上，包

含對教學工作及對學校的依附。在對教學工作的依附上，是指願意親近教學工作，樂

在工作，表達願意擔任教師，而沒有放棄從事教學工作的傾向。另外，在對學校的依

附上，是指願意親近學校，繼續留在學校工作，而沒有調校或換職業的傾向。綜上所

述，教學承諾具有多層面的結構，包括認同、額外投入及依附三個層面，在認同層面

上，包含對學生、對教學工作、以及對學校的認同；在額外投入層面上，包含對學生、

對教學工作、以及對學校的額外投入；而在依附層面上，則包含對教學工作及對學校

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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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研究中教學承諾的層面 
研究者 認同層面 額外投入層面 依附層面b

Abler（2002）   正向隸屬感 
與同事合作的承諾 

Cevat（2000）  對每天教學工作

的承諾 
對學校的承諾 
對教師職業的承諾 
與同事合作的承諾 

Chung（2001） 情意承諾（對組織的認同） 規範承諾（職責

上的責任義務）

留職承諾 

Coladarci（1992）   心理依附 
Composto（2002） 對學校目標與價值有強烈

接受度 
願意為學校利益

努力 
渴望繼續成為學校成

員 
Marshall（2001）  教學投入  
Rikard（1999） 對學生學習目標的認同 

對教學的認同 
對教師效能的認同 

 對學校忠誠 

Tyree Jr.（1991） 認同視學生為人的觀點 
認同追求卓越的教育 
認同學校目標 

投入學生活動 
投入教學準備 

 

Tyree Jr.（1996） 對學生認同 
對教學工作認同 
對學校認同 

對學生投入 
對教學工作投入

對學校投入 

對教學工作忠誠 
對學校忠誠 

呂佳玲（2003） 工作認同 教學投入 留職傾向 
梁玟燁（2003） 工作認同 教學投入 留職傾向 
李宜穎（2006） 工作認同 教學投入 留職傾向 
沈翠蓮（1994） 認同學校教學目標 師生互動承諾 

教學規劃承諾a
 

陳聖謨（1995） 工作認同 
學校認同 

關愛學生 
教學投入 

生活興趣 

註 1：本研究主要參考各層面的內涵加以歸類。例如：沈翠蓮（1994）的「師生互動承

諾」與「教學規劃承諾」層面，與教學投入有關，因此，放入「額外投入」層面。 
註 2：因忠誠、留職傾向等意涵與依附意涵類似，因此，均放入依附層面。 

 
另一方面，隨著認知取向教學研究的發展，促使教師內在心理歷程成為重要研究

焦點，而動機理論觀點也逐漸受到關注。從動機理論的觀點來看，成就動機是趨使個

人朝向目標行為，獲得成就行為的重要內在心理力量，個體願意努力展現良好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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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內在的成就動機有著密切的關係，顯示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動機，可能是影響其

願意努力展現具有高度教學承諾之教學行為的重要內在動機，因此，值得進一步加以

分析其可能的關係。再者，學者們（王俊民，1989；王慧敏，1988；徐鶯娟，1994；

廖相如，2002；蔡宜貞，2004；Ofoegbu, 2004）指出，成就動機對工作倦怠感、工作

滿意度、工作投入及教學效能，具有密切的關係。成就動機愈高的教師，其工作倦怠

感愈低，工作滿意度、工作投入及教學效能愈高，顯示成就動機可能是影響教師教學

熱誠、專業承諾的重要因素。故在分析新手教師之教學承諾的相關因素時，成就動機

是一項不可忽視的重要變項。另外，透過成就動機與教學承諾關係之確認，也能藉此

思考提高教師成就動機的可行策略，藉以間接提昇新手教師的教學承諾，增進其教學

熱誠與教學效果。 

再者，許多學者（程炳林，2003；Barron & Harackiewicz, 2001; Elliot & McGregor, 
2001; Pintrich, 2000a）指出成就目標（achievement goal）或稱目標導向（goal orientation）

理論是個體成就行為與動機最重要的理論架構，因為它更能解釋個體「為什麼」願意

或不願意從事某項行為背後的原因。因此，透過目標導向觀點，可以提供了解教師成

就動機的有力方式，故本研究主要採目標導向動機的觀點，來了解新手教師的成就動

機。然而，目前許多有關成就目標導向動機理論的實徵研究，大都進行學生學習動機

的研究，而有關幼稚園教師之成就動機的實徵研究不僅較為不足，而且採取目標導向

觀點進行研究者更加少見。在學生學習動機的研究方面，包括：柯嘉甄（2002）、候

玫如（2002）、陳碩琳（2002）、以及程炳林（2002a）的研究，主要採用成就目標導

向的觀點，探討其對學習效果、自我調整策略、學習行為、或是自我效能的關係，藉

以提供學生學習上的建議。另外，有關教師之成就動機較少，而且多數進行國中小教

師的研究，包括：王俊民（1989）、邱奕光（2001）、徐鶯娟（1994）、廖相如（2002）

等研究，主要探討教師的成就動機，對其職業倦怠與工作投入的關係，而且大多發現

成就動機愈高的教師，其職業倦怠愈低，而且工作投入的情形愈佳。除此之外，有關

幼稚園教師成就動機的實徵研究更少，主要僅有王慧敏（1988）與熊淑蘭（2006）的

研究，前者發現幼稚園教師的成就動機與其工作滿意度具有密切的關係，成就動機愈

高的教師，其工作滿意度愈高。而後者發現目標導向可以直接影響工作表現，也可以

透過自我效能影響工作表現。前述有關教師成就動機之研究，僅有熊淑蘭（2006）採

取成就目標導向觀點進行研究，因此，有關幼稚園教師之成就目標導向動機的研究，

具有重要研究價值，有助於充實教師成就動機研究的內涵。 

由於針對教師進行成就目標導向的研究較為不足，但是透過學生成就目標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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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以提供我們研究上的一些啟示。大體上，成就目標導向主要包括典型的目標

理論及修正的目標理論二種觀點，前者主要以單層面二分法的分類架構進行研究，大

部分研究者都遵循 Dweck（1986）與 Nicholls（1984）的研究模式，Dweck（1986）根

據從事學習工作的理由，將目標導向分為學習目標與表現目標二種，而 Nicholls（1984）

則是依據能力的評價，將目標導向分為工作投入與自我投入二種。另一方面，修正的

目標理論主張從多層面的角度來分析目標導向。例如：Pintrich（2000a, 2000b）依據成

就動機的趨向與逃避焦點，將目標導向研究的精熟與表現二個層面，區分為趨向精熟

目標、逃避精熟目標、趨向表現目標及逃避表現目標等四種目標導向；Elliot 與 McGregor
（2001）從「能力如何被定義」及「能力如何被評價」二個層面，交叉區分出精熟趨

向目標、精熟逃避目標、表現趨向目標及表現逃避目標四種目標導向類型。Pintrich
（2000a, 2000b）及 Elliot 與 McGregor（2001）雖然在目標導向類型的區分重點略有不

同，但是對於目標導向類型的特性，卻有相似的描述。持趨向精熟目標者把焦點集中

於精熟、學習、理解工作之上，以自我改善、進步及深度理解工作為標準；持逃避精

熟目標者把焦點集中在避免不理解、不學習、不精熟或是避免失去能力之上，以不可

以犯錯、不能不精熟或不能不正確做為從事工作的標準；持趨向表現目標者把焦點集

中於超越他人、勝過同儕之上，以做得比別人好為從事工作的標準；持逃避表現目標

把焦點集中在避免被歸類為劣等者，以不要被認為比別人差為從事工作的標準。此外，

學者（Bouffard, Vezeau & Bordeleau, 1998; Riveiro, Cabanach & Arias, 2001）指出個體會

同時具有多種目標在運作，具有精熟導向的學生，也可能同時喜歡展現比別人更好的

行為。顯示各層面目標導向之間，仍具有相關性。由此觀之，彼此相關之多層面的目

標導向觀點，從成就動機的趨向與逃避焦點，將目標導向研究的精熟與表現二個層面，

區分為四種目標導向，較能周延考慮到目標導向的實質內涵。惟由於個體目標導向的

情形，多屬於程度上的差別，如果僅區分為四種目標導向，可能會忽略了個體目標導

向在程度上的差異情形，換言之，可能會簡化趨向精熟或逃避精熟之程度上的差別，

或是趨向表現或逃避表現之程度上的差別。因此，本研究主要參考前述觀點，考量教

師成就動機的層面名稱，形容教學工作專精比教學工作精熟較為適切，故從專精與表

現二個層面，採連續性變項的觀點，來分析新手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動機情形，並不

刻意以人為的方式，區分為四種類型。 

此外，影響教學承諾的相關因素，除了動機之外，意志的堅持也是另一項重要因

素，缺乏意志的堅持，就可能像是缺乏挫折容忍性一般，稍遇一點挫折就放棄，即使

剛開始有很高的動機，沒多久也會缺乏對教學工作的熱誠。在意志的堅持方面，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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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策略就是一項重要的策略，陳玟伶（2001）歸納文獻指出動機發生在決策之前，

可以促使個人設定合適的行動目標；而意志發生在決策之後，對個人行動上產生控制

的作用，以追求目標的達成。再者，Corno（2001）也指出自我調整歷程即是個人意志

的作用，排除其他競爭意向，保護該意向完成的過程。據此觀之，自我調整策略的運

用是個人堅持意志的重要方式，不僅與成就目標導向有著密切的關係，可能也是讓教

師願意持續努力，維持良好的教學承諾與教學表現之另一項重要因素，值得進一步加

以研究檢視。此外，就自我調整策略的實徵研究來看，如同前述成就目標導向的研究，

自我調整策略在教師上的研究也較為不足，主要僅有呂祝義（1997）與張簡俊彥（2004）

的研究，前者探討輔導人員的自我調整模式，而後者則進行實習教師之自我調整學習

狀況的分析。而在學生自我調整策略的研究則較為豐富，包括：林文正（2001）、林

桑瑜（2002）、陳嘉成（1998）、程炳林（1994, 2002a）、以及劉佩雲（1998）等人

的研究，主要探討學生的自我調整策略情形，以及自我調整策略對學習表現、學習效

果及學習動機的關係。由此觀之，進行有關教師自我調整策略的研究，有其重要的研

究需求與價值，有助於了解教師運用自我調整策略，以堅持教學工作意向的情形，並

可以藉以分析檢視教師自我調整策略對其教學承諾的關係，以提供適當的自我調整策

略之建議，維持其高度教學動力。 

從概念意涵來看，自我調整策略是指個體主動調整自己的思考與行為，以完成既

定的目標。在這個歷程中，個體依據自己對特定工作的覺察、動機或情感設定學習目

標，並藉此目標來監督、控制、調整自己的認知、行動及情境，而這些自我調整活動

可以調節個人、情境及整體表現。能自我調節者，能依據不同的情境特性使用各種調

整策略，努力堅持於工作，而有較佳的表現（程炳林，2002a）。另外，從自我調整的

概念結構來看，許多學者（林桑瑜，2002；陳玟伶，2001；程炳林，2002a, 2002b；Boekaert, 
1997; Bouffard, Boisvert, Vezeau & Larouche, 1995; Corno, 2001; Wolters, 1998）都從多層

面的結構觀點來分析自我調整策略。大體而言，自我調整策略主要包含認知調整策略、

後設認知策略、動機調整策略、以及行動控制策略四個層面。首先，就認知調整策略

來看，主要包含認知策略與尋求協助，前者是指透過幫助訊息處理的各項策略之運用，

調節個體表現；而後者則是尋求同儕、專家等人的協助，以蒐集相關訊息解決問題（陳

玟伶，2001；程炳林，2002a；Boekaert, 1997; Corno, 2001; Pintrich, 1999a; Wolters, 1998; 
Zimmerman & Martines-Pons, 1986, 1988）。其次，後設認知策略主要包括計畫、監控

及修正，計畫是指設定目標、規劃步驟及擬定進度；監控是指透過自我提問、檢查步

驟與方法、找出困難之處、查核目標等策略，來確認是否合宜；而修正則是指隨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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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性質與學習狀況，而改變方法、改變進度、以及重新理解疑惑的地方（林桑瑜，2002；

程炳林，2002a；Pintrich, 1999a）。再者，動機調整策略是指透過動機的調整，來維持

動力以達成目標，主要包含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調整。內在動機包括自我效能的提

升、興趣的提升、實用性或重要性的提升、提供自我獎賞等，而外在動機則包含外在

酬賞與自我誘發的表現目標等（林桑瑜，2002；程炳林，2002a；Pintrich, 1999b; Wolters, 
1998）。此外，行動控制策略是指個人為了確保意向或目標的達成，避免其他行動意向

干擾，所採取維護該意向或目標的策略，主要包含注意力控制、情緒或情感控制、堅

持努力的意志力控制及環境控制等策略（林桑瑜，2002；程炳林，2002a；Kuhl, 1994, 
2000）。據此而言，自我調整策略是指個體主動透過認知調整策略、後設認知策略、

動機調整策略、以及行動控制策略，來調整自己的思考與行為，使其能努力堅持於工

作，而有較佳的表現。而且可以透過上述幾個層面，來了解個體自我調整策略的情形，

因此，本研究係從認知調整策略、後設認知策略、動機調整策略、以及行動控制策略

四個層面，來了解新手教師的自我調整策略情形，並分析其與教學承諾的關係。 

除此之外，就新手教師與資深教師的比較來看，認知心理學家常使用有經驗與無

經驗的教師進行差異比較（Gagne, Yekovich & Yekovich, 1993/1998），或是針對專

家與生手教師進行比較（游淑燕，1993；Westerman, 1991），從二者的差異性比較，提

供增進新手教師教學知能的建議。舉例來說，Gagne 、 Yekovich 與 Yekovich
（1993/1998）研究指出有經驗與無經驗的教師，二者在教學規劃與互動式決策歷程二

方面，均有所差異。在教學規劃方面，有經驗的教師在適應改變（adaptation）、管理、

評量／回饋三方面做了較多的決策，較會去事先規劃可能發生的後續事件、建立規則

與動機、以及評量學生表現並給予他們回饋；反之，無經驗的教師，較多有關口語教

學的決策，較注意口語方面的教學活動。另外，在互動式決策歷程方面，無經驗的教

師容易根據學生的口語表達與要求而改變教學方式，顯得好像是學生在控制那些無經

驗的教師，而不是教師控制學生；但有經驗的教師則較常會根據由觀察學生學習表現

的線索，來做改變。由此來看，此種差異比較方式不僅具有實證的研究價值，而且較

能針對新手教師提供具體的建議。不過，由於專家教師的認定上有其限制，標準上難

以客觀，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十年以上教學經驗的資深教師，來與新手教師進行差

異分析比較，以了解新手教師較為不足之處，藉以提供適宜的建議，增進其教學承諾。 

綜括前述考量，本研究針對台中縣市幼稚園的新手與資深教師，實施問卷調查，

以瞭解新手教師在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及教學承諾上的現況，及新手與資深

教師在此三方面上的差異情形，並探討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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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其具體目的如下： 
一、瞭解新手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與教學承諾之現況。 
二、分析新手教師與資深教師在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與教學承諾三方面上的

差異情形。 
三、探討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的關係。 
四、歸納上述研究結果，提供有關新手教師在教學上與專業成長上的建議，冀供園所

與教育行政機關參考，藉以提供適切的專業支持與在職進修，提昇其對教學工作

的認同與願意努力投入的程度。 

 
 

貳、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本研究假設模式說明 

本研究主要根據前述有關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及教學承諾之文獻歸納整

理的結果，建構「新手教師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及教學承諾之假設模式」，如

圖 1 所示。從圖中可知，此模式包括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及教學承諾三個潛

在變項。其中，成就目標導向包含專精與表現二個觀察變項，自我調整策略包含認知

調整策略、後設認知策略、動機調整策略、以及行動控制策略四個觀察變項，而教學

承諾則包含認同、額外投入及依附三個觀察變項。另外，就變項間的關係來看，成就

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均對教學承諾分別具有直接影響效果，而成就目標導向對教

學承諾還具有經由自我調整策略的間接影響效果，此外，成就目標導向也對自我調整

策略具有直接影響關係。換言之，成就動機高的教師，可能會尋求較好的自我調整策

略，維持高度熱忱，進而具有較高的教學承諾；反之，成就動機較低的教師，可能不

太會積極採用自我調整策略，而顯得教學承諾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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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手教師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關係的假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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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台中縣市幼稚園的新手與資深教師，實施問卷調查。新手教師係參考

白青平（2000）的觀點，界定在任教三年之內，而資深教師則是針對任教十年以上的

教師進行調查，做為新手教師的比較對照。本研究先依鄉鎮市區採分層取樣方式，分

別抽取該鄉鎮市區幼稚園總數的 1/2，寄發新手與資深教師人數調查表，以了解該園新

手與資深教師全部人數。再採叢集取樣方式，針對該園全部新手與資深教師，寄發「教

師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與教學承諾調查問卷」。問卷調查的取樣與回收情形，

如表 2 所示。新手教師問卷寄發 556 份，回收 304 份問卷，回收率為 54.7%；而資深教

師問卷寄發 568 份，回收 336 份問卷，回收率為 59.2%。 

 
表 2  
台中縣市樣本取樣與回收情形 

幼稚園 新手教師 資深教師 
縣市別 

總數 取樣數 取樣數 回收數 回收率 取樣數 回收數 回收率 
台中縣 137 69 225 115 51.1% 240 128 53.3% 
台中市 143 72 331 189 57.1% 328 208 63.4% 
合計 280 141 556 304 54.7% 568 336 59.2%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編製「教師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與教學承諾調查問卷」，進行資料

的蒐集。以下針對問卷編製的過程、問卷內容的說明、以及問卷題目的分析，進一步

加以說明： 
（一）問卷編製的過程 

本問卷的編製包括初稿、專家審閱、新手教師試填問卷、以及預試等過程。首先，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參考相關文獻，並進行五位新手教師的訪談，以構思問卷題目

的內容，編製問卷的初稿。其次，請鄭博真、潘世尊及魏宗明三位學者專家與五位幼

稚園教師，針對問卷題目的內容提供修正意見。經參考專家意見修改後，再請二位幼

稚園新手教師試填問卷，並針對填答情形及所提意見，進行修改。最後，再針對一般

的幼稚園教師進行小樣本的預試，共回收 203 份問卷。並參考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的

結果，刪改題目，形成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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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的說明 
本問卷包括教師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與教學承諾三個部分，在成就目標

導向方面，包括專精與表現二個層面，各層面均有六題，合計十二題。另外，在自我

調整策略方面，分為認知調整策略、後設認知策略、動機調整策略、以及行動控制策

略四個層面，各層面均有六題，合計二十四題。此外，在教學承諾方面，包含認同、

額外投入及依附三個層面，各層面均有六題，合計十八題。 

（三）問卷題目的分析 
 本研究採主軸法且進行 Promax 法斜交轉軸，進行問卷題目的因素分析。首先，在

成就目標導向方面，各題目分析的結果如表 3 所示。就因素分析的結果來看，各題目

聚斂在所屬因素的情形頗佳，而且因素負荷量介於.98 到.54 之間，顯示此二個因素間

具有頗佳的區辨效果。就 Cronbachα 值來看，二個因素個別的 α 值，分別為.91 與.94，

顯示各分量表的題目之間具有頗佳的信度。綜括來看，成就目標導向各層面具有頗佳

的效度與信度。 

 
表3  
成就目標導向題目的因素分析與Cronbach α值分析結果 

因素項目 
題號 

表現 專精 
Cronbach α值 

12 .98 -.10  
11 .97 -.10  

7 .87 .01 .91 
8 .84 -.01  
9 .72 .24  

10 .54 .31  
2 -.13 .96  
3 -.04 .87  
1 -.06 .82 .94 
4 .13 .70  
5 .21 .60  
6 .36 .54  

特徵值 7.69 1.40  
解釋變異量 64.08% 11.64%  
累積變異量 64.08% 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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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自我調整策略方面，在刪除聚斂在所屬因素之情形不佳的第 5 題及第 6
題後，各題目分析的結果如表 4 所示。就因素分析的結果來看，各題目聚斂在所屬因

素的情形尚佳，其因素負荷量介於.96 到.31 之間，顯示各個因素間具有良好的區辨效

果。就 Cronbachα 值來看，各個因素個別的 α 值，介於.94 到.82 之間，顯示各分量表

的題目之間具有頗佳的信度。綜括來看，自我調整策略各層面具有良好的效度與信度。 

 
表4  
自我調整策略題目的因素分析與Cronbach α值分析結果 

因素項目 
題號 

後設認知 動機調整 行動控制 認知調整 
Cronbach 
 α值 

12 .96 -.12 -.04 .03  
11 .93 -.15 .01 .05  
10 .89 -.13 -.03 .06 .94 

9 .84 .07 -.14 .14  
8 .80 .13 .09 -.12  
7 .69 .21 .06 -.07  

16 -.18 .92 -.06 .15  
17 -.12 .91 -.13 .10  
14 -.02 .71 .07 -.09 .88 
15 .01 .64 .02 .07  
13 .24 .57 .09 -.10  
18 .13 .49 .39 -.20  
21 -.12 -.01 .95 -.13  
22 -.07 -.14 .79 .23  
23 .20 -.06 .64 .14 .89 
24 -.01 -.01 .61 .25  
20 -.02 .13 .61 -.02  
19 .12 .14 .59 -.04  

4 .06 .07 .10 .73  
1 -.01 -.02 .03 .66 .82 
3 .21 .08 -.06 .66  
2 .21 .24 .01 .31  

特徵值 10.30 2.48 1.42 1.20  
解釋變異量 46.80% 11.28% 6.44% 5.46%  
累積變異量 46.80% 58.08% 64.52% 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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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教學承諾方面，在刪除聚斂在所屬因素之情形不佳的第 12 題後，各題目

分析的結果如表 5 所示。就因素分析的結果來看，各題目聚斂在所屬因素的情形尚佳，

其因素負荷量介於.94 到.49 之間，顯示各個因素間具有良好的區辨效果。就 Cronbachα
值來看，各個因素個別的 α 值，介於.93 到.84 之間，顯示各分量表的題目之間具有頗

佳的信度。綜括來看，自我調整策略各層面具有很好的效度與信度。 

 
表5  
教學承諾題目的因素分析與Cronbach α值分析結果 

因素項目 
題號 

依附 認同 額外投入 
Cronbach α值 

2 .89 -.02 .04  
4 .88 .02 .01  
3 .85 .05 .01 .93 
5 .83 -.01 -.01  
1 .82 .09 -.02  
6 .75 -.10 -.04  
8 .01 .94 -.03  

10 -.10 .90 .06  
9 .01 .88 .05 .93 

11 .01 .88 -.03  
7 .08 .71 -.04  

16 -.10 -.09 .78  
14 .10 -.03 .73  
13 -.01 .07 .73 .84 
17 .03 -.01 .70  
18 -.10 .08 .59  
15 .23 -.01 .49  

特徵值 6.59 3.46 1.91  
解釋變異量 38.78% 20.34% 11.26%  
累積變異量 38.78% 59.12% 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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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結果與討論 
以下分別從新手教師之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與教學承諾的現況，新手教

師在教師專業背景上的差異情形，新手與資深教師的差異比較，以及成就目標導向與

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的關係四個部分，加以說明與討論： 

 

一、新手教師之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與教學承諾的現況 

 首先，就成就目標導向來看，由表 6 的資料可知，新手教師在專精與表現二層面

的平均數均大於 4，分別為 4.32 與 4.34。顯示新手教師整體而言具有良好的成就動機，

大都認為自己趨向專精目標導向與趨向表現目標導向。換言之，許多新手教師傾向於

自我要求，期許自己能將教學工作做到盡善盡美，而不斷改善教學活動，力求完善；

同樣地，也有許多教師傾向於把焦點集中於超越他人、勝過同儕之上，以做得比別人

好為從事工作的標準。 

 
表 6  
新手教師成就目標導向各層面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層面名稱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專精 6 4.32 .50 
表現 6 4.34 .59 

 
 其次，就自我調整策略來看，由表 7 的資料得知，新手教師在自我調整策略各層

面的平均數均大於 3，介於 4.17 與 3.97 之間，並以後設認知層面的自我調整策略較高。

顯示就一般情形來看，新手教師在遇到教學上的困擾、挫折或不如預期時，大都會透

過認知調整策略、後設認知調整策略、動機調整策略、以及行動控制調整策略等方式，

主動調整自己的思考與行為，使自己繼續努力堅持於教學工作。其中，以運用後設認

知的調整策略，進行自我調整的情況較多。此種情形，邱奕光（2001）也有類似的研

究發現，他發現國小實習教師會從自我反思中獲得一些新理念，進行自我調整，而且

會快速地回饋到下一階段的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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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手教師自我調整策略各層面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層面名稱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認知調整 4 3.97 .57 
後設認知 6 4.17 .61 
動機控制 6 4.01 .62 
行動控制 6 3.97 .57 

 
第三，就教學承諾來看，由表 8 的資料可知，新手教師在教學承諾各層面的平均

數都大於 3，並以認同層面的得分最高，達 4.72，而依附與額外投入層面則相對不如認

同層面般理想，分別為 3.92 與 3.80。由此可知，新手教師整體而言，大都對於教學工

作具有高度的認同感，樂於從事幼教工作，並願意額外投入心力於各項教學工作。惟

在現實教學意願與投入上，仍不如理念認同般理想。相關研究亦有類似情形，簡琳恩

（1998）發現幼教系學生對從事幼教工作的態度尚可，唯在終身奉獻的態度上則嫌稍

弱，其原因包括：福利不佳、父母期望、體力考驗。顯示幼教的現實環境因素，可能

會造成理念與現實略有差異的情形。 

 
表 8  
新手教師教學承諾各層面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層面名稱 題數 平均數 標準差 
依附 6 3.92 .75 
認同 5 4.72 .49 
額外投入 6 3.80 .55 

 

二、新手教師與資深教師的差異比較 

首先，就成就目標導向來看，從表 9 的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可知，新手與資深

教師在成就目標導向各層面上具有顯著差異，其 Λ 值為.93（p<.001）。進一步進行單變

量變異數分析，發現在專精與表現二個層面上，新手教師與資深教師之間都具有顯著

差異（F=49.42, p<.025；F=24.61, p<.025），而且資深教師均高於新手教師（平均值分別

為 4.61>4.33；4.57>4.34）。此外，從其效果值來看，其變異數被解釋比例 R2 分別為.073
與.038，Arthur 與 Elaine N.（2005）所提出的標準而言，前者高於中效果.06 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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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者則高於.01 小效果的標準，但未達到中效果的標準。顯示資深教師在專精層面上

的成就目標導向，明顯高於新手教師；而在表現層面上的成就目標導向，則僅稍微高

於新手教師。此種情形，可能是由於資深教師具有豐富的與幼兒互動的實務經驗，更

能體會到幼兒教育的重要性，而具有更強烈的成就動機，期許自己將教學工作做到盡

善盡美，幫助幼兒有更好的成長。惟實際的原因，仍有待未來研究加以確認。 

 
表 9  
新手與資深教師在成就目標導向各層面的多變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單變量F值a變 異

來源 
SSCP 矩陣 df Λ 

專精 表現 
組間 12.42 9.98 1 .93*** 49.42*（2>1）  
 9.98 8.02    24.61*（2>1） 
       
組內 158.38 126.43 628    
 126.43 205.26     
註：括號內數字為事後比較結果。「1」為新手教師，「2」為資深教師。 

多變量 Λ 值***p<.001。單變量 F 值的 α 值採.05/2=.025，*p<.025。 

 
其次，就自我調整策略來看，從表 10 的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可知，新手與資深

教師在自我調整策略各層面上具有顯著差異，其 Λ 值為.85（p<.001）。進一步進行單變

量變異數分析，發現在認知調整策略、後設認知調整策略、動機調整策略、以及行動

控制調整策略四個層面上，新手與資深教師之間均具有顯著差異（F=104.50, p<.0125；

F=57.79, p<.0125；F=27.72, p<.0125）；F=42.87, p<.0125），而且資深教師均高於新手教

師（平均值分別為 4.42>3.96；4.50>4.16；4.26>4.01；4.27>3.97）。此外，從變異數被

解釋的比例來看，其 R2 分別為.143、.085、.042 及.064，就 Arthur 與 Elaine N.（2005）

所提出的標準而言，認知調整策略層面高於大效果.14 的標準，後設認知調整策略及行

動控制調整策略二個層面，均高於中效果.06 的標準，而在動機調整策略上，則僅高於.01
小效果的標準。顯示資深教師在認知調整策略、後設認知調整策略及行動控制調整策

略三個層面的自我調整策略，明顯高於新手教師；而在動機調整策略層面上的自我調

整策略，則僅有稍微高於新手教師。此種情形，可能是由於資深教師具有較多的實務

經驗，也面臨過許多工作壓力、挑戰，有可能曾經嘗試透過各種的自我調整策略，調

適自己。因而，較會尋找各種可行而有效的自我調整策略，來舒緩工作上的壓力與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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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表 10  
新手與資深教師在自我調整策略各層面的多變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單變量F值a變 異

來源 
SSCP 矩陣 df Λ 

認知 後設 動機 行動 
組間 33.57 24.63 18.07 21.41 1 .85*** 104.502*

（2>1） 
  

 24.63 18.07 13.26 15.71   57.79*（2>1）  
 18.07 13.26 9.72 11.52    27.72*（2>1） 
 21.41 15.71 11.52 13.66     42.87* 
       （2>1） 
組內 201.08 146.91 114.23 110.86 622      
 146.91 195.77 110.98 118.26      
 114.23 110.98 219.56 141.08      
 110.86 118.26 141.08 199.40      

註：括號內數字為事後比較結果。「1」為新手教師，「2」為資深教師。 
多變量 Λ 值***p<.001。單變量 F 值的 α 值採.05/4=.0125，*p<.0125。 

 
 第三，就教學承諾來看，由表 11 的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可知，新手與資深教師

在自我調整策略各層面上具有顯著差異，其 Λ 值為.86（p<.001）。經進行單變量變異數

分析後，發現在依附、認同及額外投入三個層面上，新手與資深教師之間均具有顯著

差異（F=47.23, p<.0125；F=8.04, p<.0125；F=87.60, p<.025），而且資深教師均高於新

手教師（平均值分別為 4.31>3.91；4.81>4.72；4.22>3.80）。此外，從變異數被解釋的

比例來看，其 R2 分別為.071、.013 及.124，Arthur 與 Elaine N.（2005）所提出的標準

而言，在依附及額外投入層面上，均具有中度效果（高於.06），而在認同層面上則僅具

有小的效果（高於.01）。顯示資深教師在依附及額外投入層面上的教學承諾，明顯高於

新手教師；而在認同層面上，則僅有稍微高於新手教師。此種情形，可能是由於新手

與資深教師對教學工作均具有頗高的認同感（平均值分別為 4.72 與 4.81），因而差異性

並不如其他二層面來的明顯。綜括而言，資深教師的教學承諾情形，大體上仍高於新

手教師。此種情形，在相關研究中亦有類似發現，劉妙真（2004）研究發現，年資 20
年以上的幼稚園教師，其工作成就感與留職意願，高於未滿 3 年的教師。究其原因，

學者（何郁玲，1999；郭志純，2003；陳榮茂，2002；劉妙真，2004）指出新手教師

一方面要適應新環境，一方面還要應付教學上的種種困難，往往精疲力盡，而對教學

感到厭倦；但是隨著年資增長，教學經驗的累積，就能輕鬆面對教學上的困難，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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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倦怠感也會降低。由此觀之，由於資深教師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對教學工作

較能得心應手，因而顯得比新手教師具有較好的教學承諾。 

 
表 11  
新手與資深教師在教學承諾各層面的多變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單變量F值a變 異

來源 
SSCP 矩陣 df Λ 

依附 認同 額外投入 
組間 24.10 5.99 25.75 1 .86*** 47.23*（2>1）  
 5.99 1.49 6.41    8.04*（2>1） 
 25.75 6.41 27.52     
        

87.60* 
（2>1） 

組內 316.35 63.06 104.56 617     
 63.06 114.93 50.87      
 104.56 50.87 194.80      

註：括號內數字為事後比較結果。「1」為新手教師，「2」為資深教師。 
多變量 Λ 值***p<.001。單變量 F 值的 α 值採.05/3=.0167，*p<.0167。 

 

三、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的關係 

（一）積差相關分析結果 
成就目標導向各層面與自我調整策略各層面，對教學承諾各層面的積差相關分析

結果，如表 12 所示。首先，就成就目標導向來看，專精與表現層面均對教學承諾各層

面具有顯著相關（p<.001），相關值介於.27 到.49 之間，而且大體上以專精層面對教學

承諾各層面的相關程度較高。其次，就自我調整策略而言，各層面也都對教學承諾各

層面具有顯著相關（p<.001），相關值介於.27 到.53 之間。其中，在依附層面的教學承

諾上，以動機控制與行動控制層面的相關程度較高；在認同與額外投入層面上，則均

以後設認知層面的相關程度較高。綜括而言，成就目標導向各層面與自我調整策略各

層面，均對教學承諾各層面具有具有中度或低度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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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的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成就目標導向 自我調整策略 
教學承諾層面 專精 表現 認知 後 設 認

知 
動 機 控

制 
行 動 控

制 
依附 .34*** .27*** .35*** .27*** .41*** .42*** 
認同 .49*** .49*** .39*** .42*** .31*** .30*** 
額外投入 .35*** .27*** .49*** .53*** .40*** .50*** 
註：***p<.001 

 
（二）理論假設模式的適配度分析 

理論假設模式的適配度分析結果，如表 13 所示。由表中資料可知，理論假設模式

具有尚佳的適配度。就適配度指標來看，除了χ2值具有會隨著樣本人數而波動的缺點，

判斷標準受到質疑外，陳正昌與程炳林（1998）指出GFI、AGFI、NFI、IFI及NNFI等
各項指標大都以.9 以上做為模式適合的理想值，大於.9 就表示適合度極佳。從表中的

資料來看，各項指標數值都接近於.9 極佳適合度的理想標準，介於.852 到.889 之間。

因此，大體而言，此模式的適配度尚佳。 

 
表 13  
理論假設模式的適配度分析結果 
模式項目 χ2 df p 值 GFI AGFI NFI IFI NNFI 
新手教師樣本 188.270 24 .000 .889 .852 .860 .875 .874 

 
（三）各變項間影響效果的分析 

 就新手教師來看，由圖 1 的標準化徑路係數可知，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

均對其教學承諾具有影響效果。首先，成就目標導向對教學承諾具有高度的全體影響

效果（.21+.51=.72），包含低度的直接影響效果（.21, p<.05），以及中度的間接影響效

果（.65×.79=.51）。其次，自我調整策略也對教學承諾具有高度的直接影響效果（.79, 
p<.001）。再者，成就目標導向對自我調整策略也具有中度影響效果（.65, p<.001）。綜

括而言，新手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均對其教學承諾具有高度的影響

效果。 

 前述結果在相關研究中，亦有類似發現成就動機會影響工作滿意度、工作倦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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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投入之情形。例如：Ofoegbu（2004）研究指出教師的動機是影響教學效能的重

要因素，高動機的教師能確保產生有效的教室教學活動，而且使學校裡產生愈多協同

合作的情形；王慧敏（1988）研究發現幼稚園教師成就動機愈高，其工作滿意度也就

越高；廖相如（2002）發現國小教師成就動機愈高者，其教師工作倦怠程度將愈低；

徐鶯娟（1994）發現成就動機較高的國小教師，其投入工作的程度較高，而成就動機

較低者，其投入工作的程度也較低；蔡宜貞（2004）研究發現綜效性外在動機能間接

提昇內在動機，進而促發創意教學行為，也能直接正向影響創意教學行為；熊淑蘭

（2006）也發現成就目標導向會影響工作表現。據此來看，成就動機較高的教師，其

對教學工作的承諾也較高；反之，成就動機較低的教師，其對教學工作的承諾也顯得

較弱。另外，從本研究中還發現自我調整策略也是影響新手教師教學承諾的重要因素，

而且具有高度的直接影響效果。因此，若能善用適當的自我調整策略，來因應教學困

擾或壓力，將有益於新手教師維持高度的教學承諾。 

成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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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手教師之教學承諾的模式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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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新手教師整體上具有良好的成就目標導向動機與自我調整策略 
由前述研究結果得知，在成就目標導向方面，新手教師整體上對教學工作的成就

動機，大都趨向專精目標導向與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另外，在自我調整策略方面，新

手教師在遇到教學上的困擾、挫折或不如預期時，大都會透過認知調整策略、後設認

知調整策略、動機調整策略、以及行動控制調整策略等方式，調整自己的思考與行為。

據此而言，新手教師整體而言具有良好的成就目標導向動機，而且也大都會採用適當

的自我調整策略，來因應教學上的困擾與挫折。 

（二）新手教師整體上對教學工作具有良好的教學承諾 
由前述結果可知，新手教師大體上對於教學工作具有高度的認同感，樂於從事幼

教工作，並願意額外投入心力於各項教學工作。顯示新手教師整體而言，對於教學工

作具有良好的教學承諾。 
（三）新手教師具有良好的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及教學承諾，但仍低於資深

教師 
 從前述結果得知，在成就目標導向方面，新手教師在專精層面上明顯低於資深教

師，而且在表現層面上也稍微低於資深教師；在自我調整策略方面，新手教師在認知

調整策略、後設認知調整策略及行動控制調整策略三個層面上，明顯低於資深教師，

而且在動機調整策略層面上也稍微低於資深教師；同樣地，在教學承諾方面，新手教

師在依附及額外投入層面上明顯低於資深教師，而且在認同層面上亦稍微低於資深教

師。 

（四）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關係之假設模式，具有尚佳的適配度 
 由前述研究結果可知，新手教師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關係之

假設模式，其 GFI、AGFI、NFI、IFI 及 NNFI 等各項適配度指標，都接近.9 之極佳適

配度的理想標準，介於.852 到.889 之間。由此來看，此模式的適配度尚佳。 
（五）新手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其教學承諾具有高度影響效果 

 由研究結果獲知，就積差相關分析的結果來看，成就目標導向各層面與自我調整

策略各層面，均對教學承諾各層面具有具有中度或低度的相關。再者，就結構方程模

式的分析結果而言，新手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對其教學承諾具有高度的全體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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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72），包含低度的直接影響效果，以及中度的間接影響效果。另外，其自我

調整策略也對教學承諾具有高度的直接影響效果（.79, p<.001）。據此而言，新手教師

的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均對其教學承諾具有高度的影響效果。 

 

二、建議 

（一）新手教師宜觀察高成就動機之資深優良教師的特質，並學習其自我調整策略，

以增進教學承諾 
本研究發現資深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動機及自我調整策略，均優於新手教師，而

且也發現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均對教學承諾具有重要的影響。再者，學者

（林進材，2005）指出學習高成就動機者的行為特徵、以及透過自我調整策略，有助

於提昇成就動機。顯示資深優良教師是可供新手教師學習的楷模，而且透過成就目標

導向動機的提昇，以及自我調整策略的適當運用，將有利於增進教學承諾或降低教學

承諾的耗損。因此，新手教師一方面可以藉由觀察學習高成就動機之資深優良教師的

行為特徵，來提昇自己的成就動機，增進教學承諾與教學品質。另一方面，則可以向

資深優良教師請益學習其自我調整策略，來因應教學困擾與壓力，減少教學承諾的耗

損。 

（二）園所宜了解新手教師的成就動機，提供適當的支持與協助 
 本研究發現，新手教師的成就目標導向動機，對其教學承諾具有高度的影響效果。

顯示具有較高成就動機的新手教師，其對於教學工作也具有較高的留職意願、認同感

及額外投入情形。因此，了解新手教師的成就動機，有其重要的價值。對於高成就動

機者可提供適當的支持與肯定，充分讓其發揮所長；而對於低成就動機者，則需要了

解其原因，並提供適當的協助，以提高其成就動機，進而增進其教學承諾。 

（三）針對自我調整策略，提供新手教師適當的支持體系 
 本研究發現新手教師自我調整策略，對其教學承諾具有重要的影響。顯示較會運

用適當自我調整策略的新手教師，其對於教學工作也具有較高的教學承諾。 
由於幼稚園的教學工作繁重、壓力大、挑戰多，容易造成幼教老師高離職率的情

形，而且新手教師階段常是選擇是否離職的關鍵時期。再者，Robertson（2006）研究

發現行政支持的缺乏，是造成新手教師離職的重要因素。因此，若能針對較不懂得善

用自我調整策略的新手教師，提供適當的支持體系，包括各項在職進修、講座、研討

會、同儕間的關心與學習、行政人員的關心與引導…等等，幫助其了解與善用適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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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調整策略，調節自己的思考與行為，增進專業成長與舒緩工作壓力，將有益於減

少耗損教學承諾的情形，而能進一步降低離職情形。 
（四）針對專家教師與新手教師，進行小樣本長時間的深層比較研究 

本研究發現新手教師與資深教師，在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及教學承諾上，

均有所差異存在。而且也發現成就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策略，對教學承諾具有重要的

影響。因此，未來的研究可以針對專家教師與新手教師在此三方面的差異情形，進行

小樣本長時間的深層比較研究。一方面可以透過長期的觀察研究，從文化或生活史的

觀點，深入了解新手教師與資深教師，其成就目標導向、自我調整策略與教學承諾的

變化情形，以及可能的影響原因，以獲得具深層意義的資料。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專

家教師與新手教師的差異比較中，提供新手教師有關自我調整策略的運用、以及成就

動機與教學承諾的提昇，更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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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問卷舉例 
【成就目標導向題目】      
1.我會期許自己盡力把各項幼兒學習環境或教學情境布置做 5 4 3 2 1 

到滿意…………………………………………………………      
2.我會期許自己盡力達成教學上所設定的目標………………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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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ing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current novice teachers’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self-regulated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commitment,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vice teachers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 in these three variabl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among novice teachers’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self-regulated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commitment. Novice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 in Taichuang area were the 
objects of questionnaires in this study. 304 questionnaires of novice teachers and 336 
questionnaires of experienced teachers were returned. MANOV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found some important conclusion. First, in 
general, the novice teachers hold positively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self-regulated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commitment. Second, experienced teachers’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self-regulated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commitment are better than novice 
teachers. Finally, novice teachers’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self-regulated strategies 
have important effect on teaching commitment. Furthermore, base on abov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novice teacher, in-service workshop, and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novice teachers,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self-regulated strategies, 

teaching commitment, kindergarten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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