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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通过对 圆源园 名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确认引起医学专业学生英语学

“同学与课外活动的影响”
这一外部因素对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缺
习动机缺失的八大因素。其中，
失影响最大。基于该调查结果文章提出解决医学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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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二语习得研究结果袁学习动机在语言学习

制的情形发生袁对自己所欲达到的结果无能为力时袁

中起到重要作用遥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二语 辕 外语学

特别是经常收到对自己行为的消极反应时袁 人们会

成为学习动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遥 对于野动机

控制袁也会失去行为的动力遥

习动机的日益关注袁二语 辕 外语学习动机缺失也逐渐
缺失冶袁学者们有不同的界定遥 阅觟则灶赠藻蚤

咱员暂

缺失动机遥 冶

咱缘暂

而个体由于受自身内部的某种力量

把野动机缺

近十年来袁 国内研究中国学生学习动机缺失的

失冶定义为野使人们正在进行的行为或行为倾向减少

学者不少袁但涉及不同英语水平尧不同群体外语学习

或消失的具体外部力量冶遥 阅觟则灶赠藻蚤咱圆暂使用面谈法对 缘园

动机缺失的实证研究却较少遥 本文以不同英语水平

名被认为是外语学习动机缺失的中等专科学校学生

的大学生为对象袁 调查他们外语学习动机缺失的情

进行了调查遥 在面谈结果的基础上袁把引起野动机缺

况袁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补充遥

失冶的主要因素概括为 怨 大类院淤与教师相关的因
素袁如个性尧敬业精神尧能力尧教学方法等曰于教学设

一尧对象和方法

施和师资不足曰盂由于失败的经历或缺少成功的经

渊一冤研究问题

历所导致的学习者自信心减弱曰榆对二语尧外语的消

本研究试图探讨以下两个问题院 引起医学专业

极态度曰虞对强制学习二语尧外语的不满曰愚同时学

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的因素有哪些袁 哪一因素

习其他语言的干扰曰舆对目的语社团的消极态度曰余

对医学专业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缺失影响最大遥

对小组成员的消极态度曰俞教材遥 日本的外语研究者
也开展了大量的动机缺失研究遥他们大多使用定量分
析法考察日本外语学习者动机缺失的原因遥其大部分

渊二冤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了江苏某医科大学 圆源园 名自认为英

语动机缺失的二年级医学专业学生遥 这些学生分别

研究结果与 阅觟则灶赠藻蚤 等 咱圆暂一致袁即与教师和学生有关

来自于临床尧预防尧药学尧护理等 员圆 个专业袁且完成

但也 有研 究 者 袁如 运蚤噪怎糟澡蚤 和 杂葬噪葬蚤 袁发 现 学 习成

不齐袁其英语高考成绩在 远园耀员员远 分之间渊英语高考

非教师能力和教学方法遥 而 云葬造燥怎贼 和 酝葬则怎赠葬皂葬

英语高考成绩在 员园愿 分及 上者 渊相当于试卷满分

的因素对学生外语学习的动机缺失有重要的影响遥
咱猿暂

绩尧教材内容等是引起学生动机缺失的主要因素袁而
咱源暂

却

认为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袁 学习者自身内部的因素也
会引起动机缺失遥 因此袁野当人们意识到一种不可控

了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遥 被试入校时英语水平参差
成绩满分为 员圆园 分冤袁均分为 员园员援苑缘 分遥 圆源园 人中袁
员园园 分得分在 怨园 及 怨园 分以上者冤有 苑源 人袁英语高
考成绩在 苑圆耀员园苑 分者 渊相当于试卷满分 员园园 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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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 远园耀愿怨 分者冤有 员缘愿 人袁英语高考成绩在 苑圆 分

点袁笔者把它标注为野教师的个性与教学能力冶袁它包

者冤有 愿 人遥

子与 源 个题项的联系系数均在 园援远园园 以上遥 同样袁表

以下者 渊相当于试卷满分 员园园 分得分在 远园 分以下
渊三冤研究工具
以问卷法调查被试大学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的情
况遥 问卷的第一部分调查被试者的一些基本情况袁
如专业尧性别尧高考英语成绩及进大学两年来英语学
习动机的变化情况渊增强 辕 减弱 辕 缺失冤遥 问卷第二部

括 源 个与教师个性与教学能力有关的题项袁 且该因
员 中因子 圆 被标注为野课堂教学内容冶袁因为题项描
述的都是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相关的内容袁 如课本
内容尧教学材料尧课堂活动遥因子 猿 是野英语学能冶袁它
包含了学生的英语基础袁自学能力等遥 因子 源 是野学
习者对大学英语学习必要性的认识冶袁它包含的猿 个

分调查引起被试英语学习动机缺失或减弱的因素遥

题项所描述的是学生对于大学英语学习有无必要的

在制订动机缺失量表前袁笔者访谈了 员园园 个医学专

看法遥 因子 缘 是野同学与课外活动的影响冶遥 它包括 圆

学习动机缺失的原因遥 在综合相关研究和此调查结

园援远怨源遥 因子 远 是野应试压力的缺乏冶遥 因子 苑 和因子 愿

业三年级学生袁用于调查造成医学专业大学生英语

果的基础上袁笔者确定了与动机缺失相关的变量袁制
订出动机缺失量表遥 量表包含猿猿 个问题袁全部采用
五个等级进行测量遥 野这句话完全适合我的情况冶计
员 分袁野这句话通常适合我的情况冶 计 圆 分袁野这句话

有时适合我的情况冶计 猿 分袁野这句话通常不适合我

的情况冶计 源 分袁野这句话完全不适合我的情况冶计 缘
分遥 问卷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结果显示 琢 系数
为 园援愿远源袁具有较高的信度遥

个相关题项袁与这 圆 个题项的联系系数分别为 园援苑猿愿尧
分别是 野学习者个性冶和野教学设施设备冶遥 愿 个因子中

因子 缘 的均数最低袁为 圆援愿怨曰 其次是因子 圆尧猿尧远尧苑尧源尧
愿袁 分别为 猿援园缘尧猿援园苑尧猿援源愿尧猿援缘园尧猿援愿源尧猿援怨怨曰 均数最高
的是因子 员袁为 源援园怨遥

三尧讨

论

引起医学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的因素
可归纳为八类院教师个性和教学能力尧课堂教学内容尧

渊四冤统计学分析

英语学能尧 学习者对大学英语学习必要性的认识尧同

本调查使用统计软件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对研究数据进

学和课外活动的影响尧应试压力的缺乏尧学习者个性

均数尧标准差尧峰值及各等级有效百分数进行分析曰

数最低袁其次是因子 圆尧猿尧远尧苑尧源尧愿袁而因子 员 的均数

行分析遥 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院淤使用描述统计法对
于使用信度分析评估问卷内部各题项的内在一致

性曰 盂使用因子分析法找出引起被试英语学习动机
缺失的主要因素遥

二尧结

果

对问卷量表中各个问题的描述性数据显示 猿猿

和教学设施设备遥 从样本的总体上来看袁因子 缘 的均
最高遥 这些数据说明院野同学与课外活动的影响冶这一
外部因素对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缺失有着重要的影
响曰 野课堂教学内容冶尧野英语学能冶尧野学习者对大学英

语学习必要性的认识冶等与教师和学生自身相关的一
些因素对学习动机缺失也起到一定作用曰 而 野教师个
性和教学能力冶 对多数学生动机缺失的影响并不明

个题项中 圆苑 个题项的均数都在 源援园园 分以下袁 且偏

显遥 这一点与大多数动机缺失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遥

态值呈负值袁正偏态向左移遥 这说明学生偏向于不

笔者认为导致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本调查对

同程度地同意这些题项所描述的原因引起了他们英

象为医学专业的大学生遥比较其他专业袁该专业的学

语学习动机的缺失遥 特别是与学生有关的题项均数

生课业繁重袁课外时间相对较少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繁

几乎都小于 猿援园园遥 如题项 员远院自主学习能力弱袁在没

多的课外活动袁 周围同学的负面影响势必对学生英

圆援远怨 分冤曰题项 愿院专业课学习任务繁重袁总把英语让

野教师的个性和教学能力冶对被试的动机缺失影响最

有教师的督促和指导的情况下袁缺乏学习动力渊均数
位于专业课渊均数 圆援怨圆 分冤遥 可见引起医学专业大学
生英语学习动机缺失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遥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院

语学习的动机缺失产生较大的影响遥在 愿 个因子中袁
小遥 这一结果与 运蚤噪怎糟澡蚤 等 咱猿暂不谋而合袁即野教师教学
能力冶并不是引起学生动机缺失的主要因素遥

本研究发现对于教师改进大学英语教学袁 避免

运酝韵 值为 园援愿远源袁 说明这些变量之间不是彼此独立

医学专业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缺失具有一定的启示遥

的袁而是存在共同的因素袁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遥 经过

首先袁外语教师需担当起顾问和管理者的角色袁建立

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正交旋转后袁因子渊主成

系统的指导学习和学生自主学习机制袁 以加强学生

分冤负荷矩阵得到 愿 个因子遥表 员 显示了这 愿 个因子

自主学习的意识袁形成持久的学习动机遥医学专业学

及其所包含变量的联系系数遥 根据因子 员 的共同特

生对于野大学英语冶的重视程度不高袁部分学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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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愿 个因子及其包含变量的联系系数

题 项
因子 员院 教师的个性和教学能力
教师不可接近袁以自我为中心袁对学生有偏见
教师缺乏教学经验袁我很难掌握学习要点和难点
教师讲课没有条理袁备课不充分袁打击我的学习热情
性格内向的英语教师不能激发我的学习热情
因子 圆院 课堂教学内容
英语课主要讲课文内容袁课外的东西少袁觉得没意思
课堂教学以应试教育为主袁提不起兴趣
课堂活动没新意袁提不起兴趣
教学使用过时的教学资料袁不能激发我的学习热情
因子 猿院 英语学能
英语基础差袁对自己能学好这门课没有信心遥
大学英语教材的文章长难句多袁单词多袁学习困难
自主学习能力弱袁在没有教师的督促和指导的情况下袁缺乏学习动力
因子 源院 学习者对大学英语学习必要性的认识
英语语法和基本的词汇在高中已学过了袁大学英语学不学无所谓
这门课程与我的专业没有多大关系袁浪费时间
所用英语教材过于简单袁觉得没必要花时间去学
因子 缘院 同学与课外活动的影响
周围的同学都不努力学英语袁我也受到不良影响
课外活动耗费时间和精力多袁英语学习时间减少袁动力也减弱
因子 远院 应试压力的缺乏
因为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袁 学习英语的动力也在减弱
因子 苑院 学习者个性
个性内向袁每次课堂发言时都感到很焦虑袁因此不喜欢上英语课
因子 愿院 教学设施设备
教室教学设备陈旧袁经常出故障袁影响教学袁学习动力也减弱了
不能正确地处理英语自主学习和课外活动的关系遥
建立学生自主学习机制袁加强教师对学生自主学习

因子 员 因子 圆 因子 猿 因子 源 因子 缘 因子 远 因子 苑 因子 愿
园援苑苑愿
园援苑圆怨
园援苑园猿
园援远园缘

园援员园缘
园援员园缘
园援圆圆缘
园援员缘园

园援员远苑
原园援园员苑
园援缘园园
园援园猿远

园援园愿源
园援园园苑
园援员源猿
园援圆远愿

原园援园员缘
园援园缘源
园援园园缘
园援员圆源

园援员圆怨
园援员猿远
园援员怨猿
原园援员愿愿

原园援园缘远
园援园怨园
园援园园圆
原园援园远圆

原园援员园源
原园援员源缘
园援园员怨
园援圆苑园

园援员员员
园援圆员愿
园援圆远园
园援猿苑源

园援远远远
园援远猿缘
园援远猿圆
园援远园源

园援园怨远
园援员远远
原园援园猿员
原园援园猿怨

园援园圆缘
园援园苑园
园援员愿园
园援园园怨

原园援园园圆
原园援园怨员
园援员缘缘
园援园愿园

原园援园苑源
园援园苑园
园援圆员员
园援员猿怨

园援猿园园
园援员远苑
园援员苑愿
原园援员猿远

原园援园园源
园援圆圆员
原园援园怨圆
园援员圆园

园援员怨园 原园援园苑远 园援苑怨远 原园援园缘苑 原园援园圆员 园援园猿怨 园援园圆远 园援圆园圆
园援员苑园 园援员怨缘 园援缘苑愿 园援圆猿源 园援圆远远 园援园远园 原园援园园愿 原园援园圆苑
园援员怨远 原园援园圆员 园援缘缘怨 原园援园圆缘 原园援园远园 园援圆猿园 园援源源缘 园援园园苑
园援园缘猿 园援圆苑源 园援园缘源 园援远苑远 园援员苑圆 园援员缘缘 原园援园缘园 原园援员园源
园援园愿圆 园援园缘愿 园援源员怨 园援缘远怨 园援园员苑 园援园苑源 园援园缘苑 原园援园源苑
园援猿源愿 园援猿园远 原园援员源源 园援源苑缘 园援园怨缘 原园援园园猿 园援园圆园 园援圆缘圆
园援员员圆 园援员员猿 园援园员怨 园援园园愿 园援苑猿愿 园援圆缘猿 园援园员愿 园援园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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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英语高考成绩在 苑圆 分以下者冤数量较少袁因此所了
解到的这一层次大学生的动机缺失情况可能并不全

的指导尧监督和评估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袁形成

面遥 未来的研究可更多地关注低水平英语学习者动

其持久学习动机的重要手段遥 其次袁课堂教学中袁外

机缺失的原因和对策遥

语教师需注重语言输出袁以输出性任务驱动学生产
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内在动机遥 教师可多设置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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