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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動機」變成「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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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動機（motivation）係指引起個體

行為，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使該行

為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動力（張春

興，2009）。行為論（behaviorism）認

為個人的動機是後天塑造而來，藉由

獎賞與懲罰的增強法則，建立刺激與

反應的連結，來引起及維持動機；認

知論（cognitivism）認為個人的動機與

其個人的思想、信念及期望有關，動

機的強弱與個人對經驗、事件、結果、

環境的判斷及解釋有關；人本論

（humanistic psychology）認為人有自

我成長的動力、自我決定的權利及自

我實現的潛力（張春興，2007；張春

興，2009；葉重新，2011）。「引起動

機」是學習活動重要的步驟，但是讓

學生「維持動機」更是影響學習成效

的重要因素，學校教學者通常使用「紅

蘿蔔」與「棍子」的增強法則來提升

學習者的動機，然而學生的學習態度

與學習動機卻有令人感到每況愈下之

慨，為何學生的學習動機低迷？我們

使用的激勵方法為何無效？難道是因

為紅蘿蔔不夠甜嗎？本文分別探討酬

賞機制失效的原因與提升內在動機的

激勵策略。 

二、酬賞機制失效的原因 

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增強

法則在教育現場中廣為採用，教學者

通常希望藉由紅蘿蔔（正增強 positive 

reinforcement）及棍子（負增強 negative 

reinforcement）的使用來達到增進動機

的目的，但是往往得到適得其反的結

果，原本期望藉由酬賞機制激發「動

機」，結果卻演變成「凍機」，筆者提

出以下酬賞機制失效的原因。 

(一) 外在酬賞機制會削弱內在動機 

人類在嬰幼兒階段就展現強烈的

探索好奇心，好奇心一向被視為人類

求知最原始的內在動機，一旦將動機

置入形式化、標準化、物質化的框架

中，將會澆熄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張春興，2009）。當工作

難度超過行為者能力時，焦慮感將油

然而生；若行為者能力遠超過工作難

度時，容易產生厭倦感，焦慮感與厭

倦感可視為反應動機狀況的情緒線索

（陳秀娟，1998）。酬賞機制（reward 

system）設計的目的即在抑制焦慮感與

厭倦感等不良情緒，讓行為者的行為

趨向目標；因此，當行為者依循條件

式酬賞（if-then rewards）的論功行賞

規則去展現行為，其所隱含的代價是

行為者需要放棄若干的自主性（席玉

蘋，2010；葉重新，2011）。例如以金

錢做為鼓勵學習者表現某種行為的報

酬，很容易誘導行為者把行為目的歸

因在獲取酬賞，並且依照酬賞規則控

制行為過程以符合要求，行為者往往

會失卻最初表現行為的內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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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酬賞機制養成短視思維及行為反

應產生依賴成癮 

以酬賞機制作為引發動機的方

式，雖較能達到教學設計者講求立即

效果的功能，但酬賞的短期效果如同

咖啡因，能暫時提振行為者的動機，

可是效果會隨著時間漸漸消退，且酬

賞機制會窄化了行為者的注意焦點，

把行為目的限縮在獲取酬賞物，形成

僅僅滿足酬賞需求的短視思維（席玉

蘋，2010）。當酬賞物不具吸引力，或

出現延宕滿足（delay of reward）或終

止酬賞時，行為者便可能因喪失酬賞

滿足感而停止行為反應，忽略酬賞之

外的行為意義以及長遠的目標，並且

把行為目標之課責錯置於他人或除了

自己以外的原因。因此，行為的結果

以酬賞為目的的「異化」（alienation）

現象，將使行為者缺乏等待延後酬賞

的「自制力」（self-control），以及酬賞

終止後持續表現行為的「恆毅力」

（grit）。 

(三) 酬賞機制長期使用易降低績效與

扼殺創意 

「湯姆索耶效應」（Tom Sawyer 

Effect）源自馬克‧吐溫名著《湯姆歷

險記》主角湯姆被懲罰油漆的故事，

「湯姆索耶效應」可以分成正負兩個

層面，負面效果為「把遊戲變工作」，

降低表現績效；正面效果為只要專精

投入，「工作也能變遊戲」，工作績效

事半功倍（席玉蘋，2010）。當酬賞物

與行為者的期待、行為結果的相關

性、工作品質的關聯性等因素有所落

差時，酬賞機制會削弱行為者的內在

動機，產生負面的「湯姆索耶效應」，

把遊戲變工作，減損行為的幸福感及

降低行為績效。創造力心理學家 T. 

Amabile（1996）認為內在激勵有助於

創意，而目的在控制的外在激勵則會

扼殺了創意。獎懲並用的增強法則所

衍生出來的行為評比框架，對僵化機

械式的工作效果良好，但限制反應的

行為目標，對啟發式、創意性的工作

卻可能造成反效果。酬賞機制長期使

用形成「把遊戲便工作」的僵化現象，

是降低績效與扼殺創意的主要影響因

素。 

(四) 酬賞機制可能排擠自發的良好行

為且變相鼓勵舞弊行為 

美國心理學家 D. Campbell（1976）

提出了「坎貝爾法則」（Campbell's 

law），當行為者以外在指標做為行為

決策依據時，容易屈服於腐化的壓

力，也就愈容易曲解和破壞原本想要

監控的社會歷程（陳成宏，2015）。以

控制為目的的酬賞機制若使用過度，

當行為者將行為意識聚焦在酬賞時，

忽略了行為本身的過程和結果，非但

沒有讓行為者達到行為目標，反而讓

獲取酬賞的意圖排擠良好的初始動機

與自發行為，甚至為求迅速達成或在

競爭中勝出，而衍生出舞弊營私的負

面行為，形成所謂的「坎貝爾法則」

的扭曲現象。 

三、提升內在動機的激勵策略 

外 在 激 勵 模 式 （ external 

motivation）是以行為理為基礎的酬賞

機制，在過去能迅速奏效；然在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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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爆炸、快速轉變與多元挑戰的社

會環境，傳統行為主義的外在激勵模

式逐漸失效，許多學者進行各種研究

探討酬賞機制失效的原因，以及探索

符合行為者需求的激勵模式。美國心

理學家 A. Duckworth 針對成功典範的

量化資料及訪談資料的綜合分析，提

出支持卓越成就者的內在動機為：1.

興趣能激發熱情及執著有意義的事；

2.全心全力投入練習到純熟；3.個人以

外與造福他人相關之目的；4.在困境中

懷抱堅持的毅力與希望（洪慧芳，

2016）。美國作家 D. Pink 以 40 年來攸

關人類激勵的科學研究當作理論依

據，提出真正具有激勵效用的內在動

機之力量為：1.享有決定做什麼及該怎

麼做的自主權；2.堅忍刻意練習的專精

心態；3.追求超越自我的目的（席玉

蘋，2010）。筆者針對前述酬賞機制失

效的原因，提出以下提升內在動機的

激勵策略。 

(一) 關注行為本身的意義並且提高自

我效能與使命感 

美國哲學家 J. Dewy 主張「教育即

成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

的持續不斷的改造」，且在其著作《民

主主義與教育》中明示：「在教育的歷

程之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它就是自

己的目的。」Dewy「教育無目的論」

的主張係指勿讓教育以外的目的異化

了教育本身的內在目的（林玉体，

2015）。心理學家 A. Bandura 提出「自

我效能」（self-efficacy）的概念，認為

個人對自己能否勝任工作所具有的信

心，是決定個人能否面對困難的關

鍵，並且自我效能具有激發行為產生

的作用，涉及個人如何成功地完成行

動的判斷與信念（林建平，1997）。在

教育及教養過程中，為避免條件式酬

賞機制的不當使用，使行為者的行為

表現與酬賞轉變為交易關係，應強調

行為本身就是目的，關注行為本身的

正向意義，並且讓行為者具有完成工

作的信心，提升行為者的自我效能與

使命感。若要使用外在酬賞可採用「既

然式酬賞」（now that rewards），即工作

完成後意外得到的酬賞，降低行為結

果與酬賞的因果性（席玉蘋，2010）。 

例如：英文單字背誦，如果訂立

一星期背完 100 字就替自己買個喜歡

的文具的條件式酬賞，不久可能形成

先滿足後履行的凍機行為：先買再

說，英文單字可以明天再背。建議改

成既然式酬賞，比如四個星期已經背

完 400 字了，正好有不錯的電影上映，

那就犒賞自己看一場英語發音電影，

更可以挑戰無字幕電影，自我檢視英

文能力進步狀況。惟須避免重複使用

既然式酬賞，既然式酬賞若變成慣性

將會轉變為可預期的條件式酬賞，讓

動機又陷入「凍機」的泥淖。 

(二) 鼓勵專精及體驗心流的內在驅力 

工作總是讓行為者在生理或心理

感受上有不同程度的痛苦成分，外在

酬賞的目的在讓行為者忍耐痛苦並且

達成目標，卻常產生失敗的凍機行

為；而內在動機可讓行為者轉化痛

苦，激發潛能完成工作目標。美國心

理學家 M. Csikszentmihalyi 認為以樂

趣為核心的內在激勵是最強烈的驅動

力量，讓行為者面對挑戰時展現遊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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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的從容，是最容易達到一種「心

流」（flow）的狀態。在心流當中，行

為者必須做的事和他有能力做的事之

間存在一種完美的契合，行為和意識

高度統一，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

充分享受活動而不在乎後果，處於心

流狀態的人有純然活在當下、一切操

之在我的感受，時間、地點甚至自我

的存在將之拋諸腦後（陳秀娟，

1998）。 

而「專精」是通往「心流」的行

為狀態，專精是從被動順從轉變為主

動投入，追求深思熟慮的練習，對在

錯誤中學習不帶評論偏見，展現全神

貫注的工作樣態（洪慧芳，2016；席

玉蘋，2010）。因此，「專精」是一種

正向專注的「自制力」，培養專精的自

制力可減少行為者對枯燥工作的厭

煩，從有計畫的刻意練習及自我觀照

中發現微小變化的樂趣。在心流狀態

當中，目標是明確的，回饋是即時的，

體驗心流的樂趣可鼓勵行為者接受困

難的工作挑戰，感受從自覺不足到游

刃有餘的能力成長轉變，以過程的敘

事意義淡化結果歸因，即使結果非如

預期，仍具有啟示價值，可以減低錯

誤歸因及消弭競爭心態。 

例如：跑步訓練，初期行為者必

須承受肌肉疼痛、心跳加速、喘氣、

速度緩慢、持續力不足等情況；當摒

除跑步以外的目的，如減肥或比賽

等，以自我為教練進行刻意練習，專

注在呼吸吐納、感受肌肉張力、協調

身體擺動，慢慢地增加跑步距離；當

跑步已達自我協調、遊刃有餘程度，

可將關注焦點擴展到外界，感受陽

光、空氣溫度、自然氣味等，體驗天

人交融的喜悅感；並且可以簡易紀錄

每次訓練的情況與感想，從累積的心

路歷程中發現跑步訓練的意義。 

(三) 維持行為者的自主性及自發性激勵 

酬賞機制是屬於管理、監督、條

件式的控制性激勵法則，行為者必須

承受達成約定結果與要求的壓力，初

期可能有所收效，但久而久之便出現

「 凍 機」 狀況 。德國 哲 學家 A. 

Schopenhauer 的名言：「一個人能做他

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一個

人能做他想做的」係為「自主」的意

涵，是展現在個體行為上的自由抉擇

及責任；而自發性激勵意指行為者的

行動乃出自於個人意志和自由選擇的

完整意識。因此，自主性體現在工作

層面，可包含：決定工作內容、工作

時間、工作方式及團隊夥伴等，自覺

有掌控權的程度是影響行為者是否快

樂的重要元素，充分的自主性能讓行

為者在工作中嘗試各種可能性，營造

「把工作變遊戲」的熱情與趣味（席

玉蘋，2010）。例如：英文單字背誦，

能讓動機持續的關鍵在自主性，以自

主性取代傳統結果導向的條件式學

習，行為者對專精英文能力是出自於

個人意志及自由選擇的自主建構學

習，擁有決定自我訓練的進度及酬賞

的方式的權利，亦可嘗試填字遊戲、

單字接龍等各種可能性挑戰項目，用

以增加學習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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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將追求個人利益的目的擴大為造

福他人 

個人行為的滿足感不只是奠基於目

標的有無，還要看目標是否正確，假設

追求的是名利目標，達到目標後卻沒感

覺到更快樂，接下來會試圖擴大目標的

規模與範圍，例如去追求更多的金錢或

他人肯定，走上一條他們自以為通往快

樂其實是更不快樂的路（席玉蘋，

2010）。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在講述其經

營哲學之核心「利他主義」（altruism）時，

引用印度梵文格言：「偉人的行動之所以

能取得成功，與其說是憑藉行動的手

段，不如說是憑藉利他的純粹心靈。」

欲望不能只停留在利己的層次，要擴展

至有利於他人的欲壑，同時謀求公共利

益，因為造福他人終究也將有利於自己

（林冠汾，2014）。將目的從個人利益擴

展到造福他人，這種利他的純粹之心讓

行為者覺得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發

揮造福他人的正向意義，把個人酬賞動

機昇華為與他人、與世界連接的心理幸

福感受，能激勵行為者展現持續行動的

恆毅力，建構正向的價值觀，避免不當

的酬賞機制異化扭曲良好的行為目的

（席玉蘋，2010）。例如：環境打掃工作，

若採用以每週整潔競賽的條件式獎勵，

沒多久之後就變成荒廢打掃的凍機行

為；若把打掃工作轉化為執行環境美

化、環境志工、生態保育、愛地球等工

作，把個人工作的層次提升為服務眾人

及服務自然的利他動機，讓行為者擁有

微薄的力量卻影響大環境的正向感受；

且在各個環境角設計回饋箱，讓環境使

用者表達對舒適環境的感謝，以激勵行

為者對打掃工作繼續保持利他之心。 

四、結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課程理念為

「互動」、「自發」及「共好」，並依此提

出核心素養的三大面向「溝通互動」、「自

主行動」與「社會參與」。學者蔡清田

（2014）認為核心素養導向的學習係強

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生需要

具備開展與自我、他人、社會、自然等

層面的各種互動能力，學校教育應開啟

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協助學生應用

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力社會、

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以提升核心素

養為導向的教育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目

的是在修正以往過度注重分數獎勵的學

習動機，強調注入更多人本論的激勵元

素，筆者認為以關注行為本身的正向意

義、培養專精及體驗心流的內在驅力、

維持自主性及自發性激勵以及利他的動

機，可改善行為主義酬賞機制所產生的

「凍機」反效果。以創客教育為例，行

為者需要自主專精於相關的學理基礎，

於抽象創思轉化為具體成品的過程中可

能遭遇許多困難與失敗，在竭盡心力研

擬各種問題解決方法的過程，行為者能

感受到困難解決的成就感及歷經困苦後

的心流；並且創思除了展現個人能力之

外，創思成品的設計理念植基於解決人

類問題，其利他的價值更甚於營利價

值。是以創客教育的過程需要持續不斷

的動機，而創客教育的歷程亦能注入引

發動機的動力。由此可知螺旋循環動機

的自我激勵即為創新教育中教與學的圖

像，其他新興的教育議題，如翻轉教育、

實驗教育、教師揪團研習等，亦可採用

本文所述之提升內在動機的激勵策略，

讓各教育主體於教育場域中謀求彼此的

互惠與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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