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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学习动机调查及分析
○冯丽华

段

建

杨玉宇

［摘要］ 本文通过对学习动机问卷调查的分析，深入了解成人学习动机以及各种影响成人学习的因素，以解读成人学
习动机的意义。
［关键词］ 动机；
成人学习动机；
成人学习
成人学习者是现代社会学习队伍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成人学习动机是推动成人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它能够
说明成人为什么学习，学到什么程度，因此，无论从成人教
育学术理论的立场还是成人教育实施的实用而言，对成人
学习动机以及影响成人学习因素的探究，促进成人有效学
习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成人学习理论的研究概况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美国学者霍尔利用谈话法调查成
人学习动机，提出了定向理论。他认为参与任何一种教育活
动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动机，而是有不同动机促成的，而且这
些动机之间会相互强化，他把这些动机分成三类：第一类为
目标指向，为完成个人目标而学习；第二类为活动指向，学
习是一种社交活动，而不是读书；第三类是学习指向，为求
知而学习，学习是成人个人的需要。后来又有许多学者对此
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在理论上对成人学习动机有多种解释。如，
美国心理学
家马斯洛的个人自我实现理论认为，成人学习动机就是为
了满足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该理论强调成人学习动
机的自觉性、独立性，但没有将成人学习动机与社会文化环
境因素结合起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米勒的势力场动机论
认为，个人发生学习动机是受到他生活的社会结构和势力
的制约。他认为，
处于社会低层次的成人对适应生存需要的
教育比较有兴趣，而社会高层的成人学习动机则对于自我
发展和自我实现比较感兴趣。瑞典成人教育理论家鲁滨逊
提出了期待价量动机理论，他认为成人学习动机是个体内
部需要与对外部环境知觉相互作用的结果。该理论强调了
个体认知在学习动机形成中的作用。加拿大成人教育心理
学家博希尔的一致性模式理论认为，学习动机是个人内在
心理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把成人学习者分为两类：
一类是匮乏动机者，
这类人的特征是
“内在自我不一致”
。另
一类是成长动机者，
其特征是“内在自我一致”
。美国著名学
者克罗丝的连锁反应模式动机理论认为，任何成人学习活
动都不是孤立的行动，是由七个连续的影响因素构成的连
续体：自我评价，学习的态度，学习可能达成的目标，学习的
机会和障碍，生活的变化，
正确信息和成败的反馈。
在研究方法上，大致可分为：活动内容分析法；询问法；
问卷调查法；统计动机分析量表法。统计动机分析量表法目
前已成为研究成人学习动机的主要方法。博希尔在 １９７１ 年
“教育参与量表”
，
用该表调查发现成人学习动机可分
制订了
为：
社交接触，
社会刺激，
社会服务，
职业进展，
外界期望。综合
国外学者对成人学习动机的分类研究成果，结合我们此次问
卷调查发现，
我国成人学习动机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
１．求知兴趣。这类学习者认为学习是一种需求，所以他
们的求知欲望强烈，他们通常不断地获取知识，更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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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是他们的目的。
２．职业发展。这类学习者参与学习主要为个人职业发展
考虑，通常包括提高学历，取得文凭，获得晋升加薪机会，以
提高个人社会地位。
３．服务社会。这类学习者参与学习是为了服务社会，为
国家社会尽一己之力，增进对社会问题的了解，增强参与社
会工作的能力等。
４．外界期望。这类学习者参与学习是为了满足父母或爱
人的期望，包括受同事、同学的鼓励，周围朋友高学历的影
响等。
从问卷调查结果而知，我国成人学习动机以职业发展
最为普遍，其次是求知兴趣。我国社会现状仍然存在文凭为
上的问题，因文凭取得相应的工作，是成人学习的强烈动
机。以外界期望和社会服务为学习动机相对少些，由此可
知，成人学习动机来自本身内在的动机，受到家人、朋友之
外的鼓励而学习者，仍属少数。在调查表中还发现，成人学
习动机不仅仅是一种，可能受到二种以上动机的影响，是多
种动机的交叉与结合。
二、
成人学习动机的特点
成人与非成人学习动机都是获取知识，培养能力和品
德的行为，但成人学习由于深受学习者生活环境的影响和
制约，同青少年相比，成人具有更为独立的自我概念和学习
意识，具有更多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他们更注重学习的现时
性，希望所学知识能很快而有效地应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
中去，
从宏观上看，
学习动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社会性。成人是社会的承担者，
在当今社会环境中，
竞
争越来越激烈，只有不停地更新知识，提高专业能力，才是
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由此便产生对学习的兴趣和紧迫
感，所以成人的学习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身后有
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因素。
２．经验性。成人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是
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的再学习，成人丰富的经验
为后续的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学习资源。
３．实用功利性。作为社会成员身份的成人学习者，其主
要目的是解决眼前的急需，为用而学，希望所学知识，不仅
新颖还要具有应用性。同时也追求文凭和学历，
获得晋升和
加薪。
４．被动性。据问卷调查发现，
成人脱产班学员，
基本上都
是高考失败者，他们很不愿意提到自己是在接受成人教育，
自卑感和失落感很强，对学习无目的也无兴趣，大多数同学
参加成人学习是出于无奈，
为了以后找份工作，
被迫学习。
５．自我实现性。成人的学习动机源于个体的社会责任以
及社会变迁引发的学习需求，也是为了自我实现，因此，成
人的学习动机来自个体内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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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师发展学校”的校本培训的再思考
○陶玉凤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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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本培训即以学校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在职进修，它代表了当前教师在职培训的趋势。“高普合作”模式是
即
“教师发展学校”
。
校本培训的一种有效的实践模式。2001 年，首都师范大学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中小学设立一批实验学校，
两年多的实践表明，
该模式使学校具有了让教师获得持续有效发展的功能，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在
“高普
合作”模式的实践探索中，
总结出了该模式的六个具体阶段，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教师发展学校；
校本培训；
高普合作
教师发展学校不是重建一所独立
的专门学校，而是在现行中小学内，通
过大学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研究，在
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实现中小
学教师教育，从而使教师的研究意识、
主体意识、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极大
的激发，使得学校具有使教师获得持
续有效发展的功能，并且实现以教师
的发展来促进学生的最大发展。
当前，世界各国的教师教育正在
发生着重大的转变，即：从以往传统教
师教育“理论为主”
“自上而下”
“ 忽视
教师已有知识经验”
“ 强迫教育”的僵
化格局，转向以教师为主体，着重根据

教师教学需要，
以学校为本的方式。笔
者认为，
“教师发展学校”体现了教师
教育中“校本培训”的理念，是“校本培
训”中“高普合作模式”的具体实践，反
映了当前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
有关
“校本”
概念的界定
“校本”指的是“以学校为本”
“以
学校为基础”
。“校本培训”即“以学校
，是与传统的培
为本的教师在职进修”
训——
—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的培
训——
—的不同概念。欧洲教师教育协
会的界定是：校本培训是源于学校发
展的需要，由学校发起和规划的，旨在
满足学校每个教师工作需要的校内培

三、
影响成人学习动机的因素
从本次问卷的调查结果分析看，影响成人学习动机的
因素是很复杂的，包括内在和外在因素。
１．年龄。１８ 岁—２４ 岁的年轻者偏向实用，追求学历、文
凭，为以后工作或转换工作奠定基础；
２５ 岁—３５ 岁的成人
学习追求职务晋升和家庭稳定；
３６ 岁以上的成人学习者是
满足求知兴趣和服务社会。
２．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学习动机越倾向于
认知兴趣和社交关系；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倾向于外界期望
和教育补救等。
３．性别。男性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
压力较大，
其学习动
机更倾向于工作进展和外界期望；而女性则倾向于求知兴
趣和社会关系，工作原因如工作不稳定、压力大、工作变动
需要很长的适应期、
工作地点离学习的学校远等。
４．个性。高自重感的成人总是主动参与教育活动，肯定
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对自我持积极态度，其动机是以认知兴
趣和个人发展为主导；低自重感的成人是被动地参与教育
活动，对自己缺乏信心，对自我持消极态度，所以经常以逃
避来达到外界期望。其他因素包括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情
况、教师的授课方式合不合适、学习内容能否和实践相结
合。从以上因素分析得出影响成人学习动机的因素主要是
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并不大。
四、
成人学习动机对成人学习的意义
在对成人学习动机的调查中发现，我国成人学习动机
的职业发展和求知兴趣占主导，在成人社会认知上更多表
现为经验性和实用性，由于成人自身的经历和阅历，使他们
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倾向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方式。
就学校而论，成人学习动机的问题不是“传递”动机之

训活动。它既可以在整个学校的水平
上进行，也可以在部分部门或某一科
目上进行，同时还可以是两三所学校
间相互合作地进行。我国研究者余维
文认为，校本培训是在继续教育的工
作中，以教师所任职的学校为主阵地，
以教师互教互学为基本形式，在岗业
余自学的一种进修模式。简单地说，
校
本培训即基层学校将教学研究、教育
科研融合在一起的培训活动，也可称
为学校自培。根据“面向 ２１ 世纪教师
教育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界定，所谓校
本培训是指在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业
务部门的规划与指导下，以教师任职

事，而是安排好教学形式、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使之起强
不是直接地卷入认知的
化作用的问题。动机对学习的影响，
相互作用过程之中，也不是通过同化机制发生作用，而是通
过激发或唤起，去影响认知的相互作用过程，这样对成人学
习才具有最佳的效果。因此，
学校在教学形式上应采取多样
化，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激发成人的学习，实际上正
是克罗丝连锁反应模式中所说的学习机会的满足。课程设
置，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实现成人“学后即用”的愿望，要
及时正确反馈学习效果，让成人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结果，
可以进一步强化学习动机。这是期待价量模式的又一应用，
这样才能促使成人在学习过程中，确定方向，控制进程，从
中吸取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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