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五節，呈現並討論研究結果。第一節為受試者在各變項

之現況分析；第二節為成就目標導向、歸因方式、智力內隱理論、學

生知覺教師態度，與自我跛足策略使用之相關分析；第三節為成就目

標導向、歸因方式、智力內隱理論和學生知覺教師態度對自我跛足策

略使用之預測分析；第四節為自我跛足策略使用與學業成績之相關分

析；第五節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受試者在各變項之現況分析 

 

本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主要呈現受試學生在各變項的得分

情形，第二部分探討性別在自我跛足策略使用及其在分量表之取得之

障礙與宣稱之藉口的差異情形。 

 

壹、 受試者在各變項之得分情形 

 

    以下分別針對成就目標導向、學業成敗歸因、智力內隱理論、學

生知覺教師態度以及自我跛足策略使用進行描述分析。 

 

一、 受試學生在「成就目標導向」量表的得分情形 



成就目標導向共 9題，其中精熟目標導向共 4題，總分為 16分，

由表 4-1可知，本研究樣本之高中生平均數為 12.80，標準差為2.28，

每題平均得分為 3.20；表現目標導向共 5題，總分為 20分，平均數

為 13.55，標準差為 3.48，每題平均得分為 2.71。 

 

二、受試學生在「學業成敗歸因」量表的得分情形 

學業成敗歸因量表共 12題，其中外在歸因的共 7題，總分為 28

分，由表 4-1可知，本研究樣本之高中生平均數為 19.05，標準差為

3.36，每題平均得分為 2.72；內在歸因共 5題，總分為 20分，平均

數為 15.44，標準差為 2.40，每題平均得分為 3.09。 

 

三、受試學生在「智力內隱理論」量表的得分情形 

智力內隱理論量表共 6題，其中的實體論共 3題，總分為 12分，

由表 4-1可知，本研究樣本之受試高中生平均數為 6.72，標準差為

2.65，每題平均得分為 2.24；增加論共 3題，總分為 12分，平均數

為 9.37，標準差為 2.36，每題平均得分為 3.12。 

 

四、受試學生在「學生知覺教師態度」量表的得分情形 

學生知覺教師態度量表共 10題，其中的精熟目標態度分量表共

4題，總分為 16分，由表 4-1可知，本研究樣本之受試高中生平均

數為 12.68，標準差為 2.24，每題平均得分為 3.17；表現目標態度分



量表共 6題，總分為 24分，平均數為 17.16，標準差為 3.66，每題平

均得分為 2.86。 

 

五、受試學生在「自我跛足策略」量表的得分情形 

自我跛足策略量表共 12題，其中的取得之障礙分量表共 7題，

總分為 28分，由表 4-1可知，本研究樣本之受試高中生平均數為

12.49，標準差為 4.87，每題平均得分為 1.78；宣稱之藉口分量表共

5題，總分為 20分，平均數為 10.67，標準差為 3.76，每題平均得

分為 2.13。 

受試學生各分量表得分情形如表 4-1所示。 

 

表 4-1  受試學生各分量表得分之平均數、標準差和平均每題得分 

 全體  量表名稱 分量表 
N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每題得分 

精熟目標 343 12.80 2.28 3.20 
成就目標 

表現目標 346 13.55 3.48 2.71 

外在歸因 334 19.05 3.36 2.72 
成敗歸因 

內在歸因 330 15.45 2.40 3.09 

實體論 330 6.72 2.65 2.24 
智力內隱 

增加論 341 9.37 2.36 3.12 

精熟目標態度 340 12.68 2.24 3.17 學生知覺教

師態度 表現目標態度 339 17.16 3.66 2.86 

取得障礙 339 12.49 4.87 1.78 自我跛足

策略 宣稱藉口 340 10.67 3.76 2.13 

 

貳、高中男女學生在自我跛足策略使用之差異分析 



    

此部份主要探討性別與自我跛足策略使用及其分量表之取得之

障礙、宣稱之障礙之關係，以獨立樣本 T考驗進行分析。 

由表 4-2可知，男女生在自我跛足策略之使用上及取得之障礙上

並無顯著差異；但女生在宣稱之藉口上的得分，顯著高於男生（p

＜.05）。 

 

表 4-2 高中男女學生在取得之障礙、宣稱之障礙和自我跛足策略上

得分之 t考驗摘要表 

 男    女  量表 
N 平均數 標準差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自我跛足 167 23.49 7.91  168 22.81 7.73 .798 

取得之障礙 169 13.20 4.96  170 11.78 4.68 2.72 
宣稱之藉口 169 10.37 3.49  171 10.96 4.00 -1.438* 

*p<.05 



第二節   成就目標導向、歸因方式、智力內隱理論、

學生知覺教師態度與自我跛足策略使用之相

關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成就目標導向、歸因方式、智力內隱理論、學生

知覺教師態度與自我跛足策略使用之關係，其中成就目標導向分為精

熟目標和表現目標；歸因方式分為外在歸因和內在歸因；智力內隱理

論分為增加論和實體論；學生知覺教師態度分為精熟目標態度和表現

目標態度，使用 Pearson積差相關考驗之。相關係數如表 4-3所示。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在成就目標導向中，表現目標導向與自我跛

足策略使用有顯著相關（r＝.135, p＜.05），即持表現目標導向者，

較會使用自我跛足策略。在學業成敗歸因方式中，外在歸因方式與自

我跛足策略使用有顯著相關（r＝.289, p＜.01），即以外在歸因方式

歸因學業成敗者，較易使用自我跛足策略。另外，在智力內隱理論中，

持智力為實體論者，也較會使用自我跛足策略（r＝.137, p＜.05）。

在學生知覺教師態度中，精熟目標態度或表現目標態度與自我跛足策

略使用都未達顯著水準。 



表 4-3 成就目標導向、歸因方式、智力內隱理論、學生知覺教師態

度與自我跛足策略使用之相關係數 

 精熟目標 表現目標外在歸因 內在歸因 實體論 增加論 教師精熟度 教師表現度 自我跛足 

精熟目標 1.000         

表現目標 .333 1.000        

外在歸因 .092 .154** 1.000       

內在歸因 .458** .362** .080 1.000      

實體論 －.081 .084 .213** －.102 1.000     

增加論 .297** .144 .020 .311** －.543* 1.000    

教師精熟態度 .250**   .123* －.020 .341** －.095 .263** 1.000   

教師表現態度 .146**   .111* .331** .188**   .121* .021 .007 1.000  

自我跛足 －.074   .135* .289** －.067   .137* －.020 －.092 .094 1.000 

*p<.05 ; **p<.01 

 

     



第三節  成就目標導向、歸因方式、智力內隱理論和    

學生知覺教師態度對自我跛足策略使用之預測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成就目標導向、歸因方式、智力內隱理論和學生知

覺教師態度對自我跛足策略使用之預測作用，使用多元回歸分析結

果。聯合表現目標導向、精熟目標導向、外在歸因、內在歸因、實體

論、增加論、學生知覺教師成就目標態度以及學生知覺教師精熟目標

態度為預測變項，分別以我跛足策略使用中的取得之障礙與宣稱之障

礙為效標變項。 

    

壹、 以取得之障礙為效標變項 

 

結果如表 4-4顯示，表現目標導向、精熟目標導向、外在歸因、

內在歸因、實體論、增加論、學生知覺教師成就目標態度以及學生知

覺教師精熟目標，可聯合解釋取得之障礙總變異量之 14.2 ﹪（R²

＝.142, p＜.001）。 

     

上述預測變項中，「表現目標導向」（β＝.153, t＝2.479, P＜.05）、

「外在歸因」（β＝.248, t＝4.156, P＜.001）正向預測取得之障礙的使

用，而「內在歸因」（β＝-.138, t＝-2.063, P＜.05）負向預測取得之



障礙的使用；顯示高中學生「表現目標導向」、「外在歸因」傾向越高，

「內在歸因」傾向越低，越常使用取得之障礙。 

 

表 4-4成就目標導向、歸因、內隱理論、學生知覺教師成就目標態度對取得之障

礙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投入變項 

â之估計值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â t 

精熟目標 -.262 .140 -.123 -1.867 

表現目標 .213 .086 .153  2.479* 

外在歸因 .371 .089 .248    4.156*** 

內在歸因 -.285 .138 -.138 -2.063* 

實體論 .195 .126 .106 1.548 

增加論 -.248 .150 -.119 -1.648 

精熟態度 -.247 .135 -.111 -1.829 

表現態度 1.201E-02 .081 .009 .148 

常數 9.642 2.897  3.328 

*p<.05 ; **p<.01; *** p<.001 

R²＝.142 

 

貳、 以宣稱之障礙為效標變項 

 

結果如表 4-5顯示，表現目標導向、精熟目標導向、外在歸因、

內在歸因、實體論、增加論、學生知覺教師成就目標態度以及學生知

覺教師精熟目標，可聯合解釋宣稱之障礙總變異量之 13﹪（R²＝.13, 

p＜.001）。 



上述預測變項中，「表現目標導向」（β＝.165, t＝2.634, P＜.01）、

「外在歸因」（β＝.247, t＝4.090, P＜.001）正向預測自我跛足策略的

使用，而「增加論」（β＝－.148, t＝-2.017, P＜.05）負向預測自我跛

足策略的使用；顯示高中學生「表現目標導向」、「外在歸因」傾向越

高，「增加論」傾向越低，越常使用宣稱之障礙。 

 

表 4-5成就目標導向、歸因、內隱理論、學生知覺教師成就目標態度對表對宣稱

之障礙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投入變項 

â之估計值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â t 

精熟目標 -.161 .110 -.097 -1.460 

表現目標 .177 .067 .165   2.643** 

外在歸因 .287 .070 .247    4.090*** 

內在歸因 -.136 .108 -.085 -1.254 

實體論 .164 .099 .115 1.663 

增加論 -.239 .118 -.148 -2.017* 

精熟態度 4.388E-02 .105 .026 .417 

表現態度 4.970E-02 .064 .047 .777 

常數 2.233 2.279  .980 

*p<.05 ; **p<.01; *** p<.001 

R²＝.13 

 

 

參、 以自我跛足策略為效標變項 

 



結果如表 4-6顯示，表現目標導向、精熟目標導向、外在歸因、

內在歸因、實體論、增加論、學生知覺教師成就目標態度以及學生知

覺教師精熟目標，可聯合解釋自我跛足策略總變異量之 15﹪（R²

＝.15, p＜.001）。 

     

上述預測變項中，「表現目標導向」（β＝.173, t＝2.800, P＜.01）、

「外在歸因」（β＝.266, t＝4.463, P＜.001）正向預測自我跛足策略的

使用，而「增加論」（β＝－.147, t＝-2.027, P＜.05）負向預測自我跛

足策略的使用；顯示高中學生「表現目標導向」、「外在歸因」傾向越

高，「增加論」傾向越低，越常使用自我跛足策略。 

 



表 4-6成就目標導向、歸因、內隱理論、學生知覺教師成就目標態度對自我跛足

策略使用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投入變項 

â之估計值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â t 

精熟目標 -.440 .227 -.129 -1.941 

表現目標 .389 .139 .173   2.800** 

外在歸因 .643 .144 .266    4.463*** 

內在歸因 -.413 .223 -.124 -1.856 

實體論 .370 .203 .125 1.822 

增加論 -.493 .243 -.147  -2.027* 

精熟態度 -.204 .217 -.057 -.942 

表現態度 6.323E-02 .131 .029 .482 

常數 12.131 4.696  2.584 

*p<.05 ; **p<.01; *** p<.001 

R²＝.15 



第四節    自我跛足策略使用與學業成績之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自我跛足策略使用與學業成績之關係，其中自我跛

足策略使用分為取得之障礙與宣稱之障礙；學業成績得分越高代表越

不理想。相關情形使用 Pearson積差相關考驗之。相關係數如表 4-7

所示。 

 

表 4-7 自我跛足策略使用與學業成績之相關係數 

 學業成績 宣稱的障礙 取得的障礙 自我跛足 

學業成績 1.000    

宣稱的障礙 .038 1.000   

取得的障礙   .140 **   .639 ** 1.000  

自我跛足   .112 **   .897**   .929 ** 1.000 

   *p<.05 ; **p<.01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在自我跛足策略中，取得之障礙與學業成績

有顯著相關（r＝.14, p＜0.5），即越使用取得之障礙策略，其學業成

績越不理想。宣稱之藉口與學業成績未達顯著相關。整體自我跛足策

略與學業成績有顯著相關（r＝.112, p＜0.5），即越使用自我跛足策

略，其學業成績越不理想。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針對上述分析結果做綜合討論。主要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

探討背景變項和自我跛足使用的關係；第二部分探討成就目標導向、

歸因方式、智力內隱理論、學生知覺教師態度與自我跛足策略使用之

預測情形；第三部分探討自我跛足策略使用與學業成績之相關情形。 

 

壹、 背景變項和自我跛足使用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男女生在自我跛足策略之使用上及取得之障礙上並

無顯著差異；但在宣稱之藉口的部分有性別差異，女生比男生常使用。 

    Harris 和 Snyder（1986）發現，男女使用自我跛足策略的型態不

同，女生較男生常使用宣稱的自我跛足策略，如考試前會對他人聲稱

自己很緊張、沒有準備好、身體不舒服等藉口，這與本研究結果相符

合。可能是因為宣稱的藉口隱含柔弱的意思，口頭上示弱比較符合女

性的自我概念，一般人也比較能認同女生使用宣稱的障礙；相對的，

宣稱的障礙有損男性陽剛的形象，不符合男性的自我概念，所以男生

比較不會使用宣稱的障礙。 

    另外，國內外的研究指出男生比女生會使用自我跛足策略，且男

生比女生更易出現「實際行為」的自我跛足策略－取得的障礙

（ Kimble, Kimble ＆ Croy 1998；Midgley ＆ Urden,1995； McCrea 

＆ Hirt, 2001；Riggs, 1992；向天屏，民 89），與本研究結果有些出



入。推測可能原因是因為本研究所使用的樣本是明星學校的學生，成

績比其他一般高中生好，而自我跛足策略的使用多與低成就者有關，

因此成績好的學生較不會使用自我跛足策略；而且取得的障礙是指真

正有做出不利於成功的行為，本來就會增加失敗的可能，屬於高成就

者的明星學校學生比較不願意冒失敗的風險，因此較不會使用取得的

障礙的自我跛足策略。 

 

貳、 成就目標導向、歸因方式、智力內隱理論、學生知覺教師態度

與自我跛足策略使用之預測情形 

 

本研究發現，表現目標導向、外在歸因方式、實體論與自我跛足

策略使用有顯著相關，意即越持表現目標導向、外在歸因、持智力為

實體論者，較會使用自我跛足策略；在以取得之障礙為效標變項的多

元迴歸分析中，表現目標導向、外在歸因方式、內在歸因方式能有效

預測取得之障礙的使用；在以宣稱之障礙為效標變項的多元迴歸分析

中，表現目標導向、外在歸因方式、增加論能有效預測宣稱之障礙的

使用；在以自我跛足策略為效標變項的多元迴歸分析中，表現目標導

向、外在歸因方式、增加論能有效預測取得之障礙的使用。這結果

Anderman 、Griesinger 和 Westerfield (1998)、 Deppe和 Harackiewicz

（1996）、Dweck ＆ Legget（1988）、Martin， March 和 Debus（2001）、



Murray與 Warden（1992）、Rhodewalt（1994）以及葉明衡（民90）相

同。 

持表現目標的學生重視能力的展現，非常在意與他人比較成敗，

急欲避免失敗的衝擊，因此採用取得之障礙與宣稱之障礙的自我跛足

策略保住自我價值；常將成敗歸因於外在因素的人，認為自己沒能力

避免失敗，而失敗會傷害自我價值，因此有較強的自我保護動機，所

以使用取得之障礙與宣稱之障礙的自我跛足策略；相反的，常歸因於

內在因素的人，認為成敗操之在己，失敗不會威脅到自我價值，只要

肯付出、願意盡心盡力就能增加成功的機會，因此會努力付出實際行

動，所以比較不會使用取得之障礙的自我跛足策略。至於持智力為增

加論者，認為智力、能力可以靠後天努力增加，而且失敗不是可恥、

無法改變的，失敗並不會威脅其自我價值，因此比較不會採取宣稱之

障礙保護自我價值。整體來說，表現目標與外在歸因傾向高、增加論

傾向低的人，比較會使用自我跛足策略。 

然而，在變項學生知覺教師態度中，精熟目標態度或表現目標態

度與自我跛足策略使用都未達顯著水準，也不能有效預測自我跛足策

略的使用。推測其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可能是之前的文獻研究對象

是國中和小學生，國中小階段的學生和老師相處時間較長，老師的影

響力也較大，而且學生年紀較小，較容易受重要他人的態度影響，因



此老師讓學生知覺到的成就目標態度比較能明顯的與自我跛足策略

使用有關；而本研究樣本為高中生，和老師相處時間不若中小學生長

久，而且高中生的人格、自我較成熟，不容易受教師顯現的成就目標

態度所影響，故不受教師態度左右而使用自我跛足策略；其二原因可

能是本研究並未將科目變項納入，因此學生知覺教師態度量表中，並

未指定學生以所知覺該科目老師的成就目標態度做答，學生是以廣泛

的對老師的印象填寫，因此不能獲得更精密的資料。以往的研究中指

出：自我跛足的使用也可能因任務的不同，而有使用上的差別。在與

自己能力概念有關的學科領域中，學生較常使用自我跛足策略，以維

持自我價值與能力感。因此，學生可能會因其所認知其學科的重要性

及威脅性不一樣，而自我跛足的使用有所不同。 

 

參、 自我跛足策略使用與學業成績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發現常使用自我跛足策略的學生，成績較不理想；其中使

用取得之障礙策略的學生，其學業成績較不理想。這與 Eronen , Nurmi, 

和 Salmela-Aro （1998）、 Garcia（1993） 、Martin， March 和 Debus 

（2001）、Rhodewalt（1994）、Urdan，Midgley和 Anderman （1998） 

以及 Zuckerman、Kieffer 和 Knee（1998）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學生

的平均學業成績都和自我跛足呈現負相關，傾向使用自我跛足策略可



能導致學業成績低落。 

推究其可能的原因，自我跛足本來就是事先為自己的表現製造障

礙或尋找藉口，為可能的失敗預留理由的一種策略。取得的障礙策略

是一種交易式的自我擊敗行為，像是故意不努力、考前跑出去玩或浪

費時間玩電腦、聊天、該唸書不唸書等，都會增加失敗的可能性；付

出心力變少，學業成績不理想自然有機可循。 

至於宣稱之藉口與學業成績則未達顯著相關。可能的原因有下：過去

的文獻在討論自我跛足對學業影響時，並未將自我跛足細分取得障礙

與宣稱障礙來探討，由本研究結果推論，對學業有負面影響的自我跛

足的策略，主要是由取得的障礙造成。另外，有研究提及，使用宣稱

之藉口可能會減少學生的心理壓力、消除焦慮，減少失敗對自我價值

的威脅，緩和表現不好對自我評價的影響，而更能專注在任務（學業

考試）上，甚至有助於維持內在動機（Deppe ＆ Harackiewicz,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