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內容主要在探討，與本研究目的有關的幾個重要變項（包括成就目

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之相關文獻報告，這些文獻包括成就目標的演進、內

涵及新架構的提出，學習策略概念範圍及內涵的擴充（即情緒調節的加入），以

及情緒調節作為一種學習策略的新成分對考試焦慮的影響情形。由於近幾年來許

多整合模式理論紛紛提出，藉由這些變項因素的探討，使讀者能對目前較新的研

究結果有進一步的認識，並對本研究之目的有深入的瞭解。本章第一節將介紹成

就目標理論，第二節介紹學習策略，第三節介紹考試焦慮，第四節將探討各變項

間的關係。 

 

第一節 成就目標理論 

 

早在廿世紀初期就有心理學家，如 Atkinson、McClelland、Murray提出人

類具有追求成就的內在動機，此後便有許多心理學家競相投入有關人類成就動機

的研究工作，當時採用的測驗工具便是主題統覺測驗（the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其原理是以模糊的刺激（圖畫）來引導個體以編故事的方

式推論其內在的動機需求形式。此後，成就動機相較其它動機就一直受到最多的

注意，但在經過四、五十年的發展後，成就動機對於個體在特殊成就情境下的行

為一直無法做出突破性的解釋。因此，近廿年來心理學家逐漸考慮到情境的特殊

性，將研究焦點由動機天性（motive dispositions）轉移到在特殊情境

（situation-specific）下成就動機所對應的目標上，「目標」（goal）的定義是

指認知主體對於意欲完成之事物的一種「認知表徵」（cognitive 

representation），它的功能就是提供行動者在行為上的「方向」（direction）

與「能量」(energization)（Elliot, 1999；Harackiewicz, Barron, & Ell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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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能量」指的是個體成就動機的趨向成功（approaching success）及逃

避失敗（avoiding failure）兩種天性特質而言，而「方向」指的是在成就情境

中個體尋求向內或向外表現能量。 

人類的天性如同其它生物一般，對於事物都有趨向及逃避兩種動機；遇到喜

愛的事物則趨前追求，對於厭惡或害怕的事物則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在與自身

能力有關的情境，也自然有趨向及逃避兩種動機。明白地說，在與能力有關的成

就情境脈絡中，人類自然會產生「趨向成功」或「逃避失敗」兩種成就動機。大

部分學者都強調「能力」概念在成就動機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以熟悉某一事

物來獲得自得其樂的滿足或是向外表現獲得獎賞以證明自己的價值，在在都與個

人的能力觀有密切關聯。但由於動機與行為的對應因果解釋容易落入循環論證困

境，於是近廿年來大部分此領域的研究者，不直接由成就動機下手，改由其所對

應的認知表徵著手，傾向於採用「成就目標」的觀點來探討「成就動機」，因為

成就目標所對應的是一組行為組型，很便於將成就動機具體化，利於顯示出在特

定成就情境下的成就動機形式。由個體採用的成就目標便可間接看出其成就動機

為何！ 

成功使人有成就感，但何謂有「成就」呢？比較的標準為何呢？簡單地說，

端視個人與誰比較而定—與自己比較或與他人比較；心理學家習慣以「精熟」

（mastery）兩字來代表喜歡與「自己」或絕對標準比較的人在成就情境脈絡中

的動機，以「表現」（performance）兩字來代表喜愛與「其他人」比較的人在成

就情境脈絡中的動機。喜歡與自己比較的人其成就感是建立在「精熟」事物以達

到個人的內在標準，並藉此發展能力，如此便能滿足其成就動機；而喜歡與他人

比較的人其滿足成就動機的方式便是證明自己的能力「表現」勝過他人。因此，

在成就情境脈絡中，以精熟事物為滿足的人便會設定「精熟目標」，而以證明能

力優於他人為榮的人便會設定「表現目標」。由於抱持的目標不同，因此在特殊

的成就情境下，便會有不同的認知、情感、及行為結果出現。 

總而言之，我們可將成就目標以「趨向成功」、「逃避失敗」此向度為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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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熟」、「表現」此向度為緯，由此兩向度交織出四個區塊，即四類成就目標，

分 別 命 名 為 「 趨 向 精 熟 」（ mastery-approach）、「 逃 避 精 熟 」

（mastery-avoidance）、「趨向表現」（performance-approach）、「逃避表現」

（performance-avoidance），這就是Elliot & McGregor （2001） 最新提出的

2×2成就目標架構。在成就情境脈絡中，設定「趨向精熟」及「趨向表現」為成

就目標的人自然是可理解的，但怎麼會有人以「逃避精熟」及「逃避表現」作為

成就目標呢？ 

我們可舉一些有名的作家為例（作者按：這例子可能不完全恰當，但可幫助

讀者更容易瞭解這兩個概念）：當他們發現自己的作品不再具有創造力、不能吸

引讀者時，可能會更換筆名或甚至封筆不再寫作。因此「逃避精熟」的意義便是

因避免犯錯，害怕無法對新的學習材料達到精熟而導致犯錯，所以產生「逃避精

熟」的動機；其追求精熟的目的只是為了避免犯錯，因此會產生焦慮反應，擔憂

沒有學會或精熟某個重點而導致犯錯。有逃避精熟傾向者，不求更深的理解，得

過且過，不再生起自我超越的企圖，也不願再接受任務挑戰，心想「反正再怎麼

學也學不完，也無法再超越自己以往的成就，還不如盡力而為，不需刻意超越自

己，守成維持不退步、不犯錯即可」，因此將注意力放在避免做錯事上而非能力

的增加，故為自己設定「逃避精熟」的成就目標。Elliot & McGregor認為個體

在達到其生涯晚期時，常出現逃避精熟的傾向。而「逃避表現」可解釋成因為害

怕在他人面前表現出無能，害怕不能達到勝過他人的成就而獲得肯定，因而產生

「逃避表現」的想法，其表現的目的只是為了避免無能的指責，因此不輕易冒險，

避免在眾人面前出醜以維持形象，心想「萬一寫不出一枝獨秀的作品，豈不將過

去的名聲毀於一旦，不如不要再寫，以免寫得不夠好而遭受恥笑」，雖然偶而也

會再有佳作出現，但其目的並非在證明能力，而是在維持以往他在公眾面前的能

力形象，因此為自己設定「逃避表現」的成就目標，故逃避表現的意思並非不表

現，而是為了避免可能被視為無能的情形下而採取的自我保護表現，也因其注意

力常放在如何保護自尊，故常出現焦慮現象。不管是「逃避精熟」或「逃避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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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為害怕犯錯或失敗，因而採取「避免」式的保守作法，常藉著自我跛足

（self-handicapped）的手段來找合理化的藉口，以避免自己或別人給予「無能」

的指責，從而保持自尊。 

根據Elliot & McGregor (2001) 的研究，將結果改編整理如表2所示，個

體在成就情境脈絡中：（1）較能自我決定、對成就有正向需求，且樂於投入教室

課程的學生，常會為自己設立「趨向精熟」的成就目標，對於學習材料也會採用

深度處理的學習策略，身心也較健康。（2）至於對於個人能力抱持固定不變的看

法，不認為能力可以藉由各種方法來加以提升，且在成長過程中多受父母負向個

人回饋，並受制於父母傳達的「擔憂」氣氛所影響長大的學生，常害怕失敗，雖

然也會投入教室課程學習中，卻常會為自己設立「逃避精熟」的成就目標，採無

組織的學習策略，同時也呈現較多的情緒困擾，值得慶幸的是，為自己設立「逃

避精熟」目標的學生，在隨後適當的引導下，有可能改變所設定的成就目標，改

為較令人可欲的「趨向精熟」成就目標。（3）至於喜歡與人競爭，對成就有正向

需求，在成長過程中受到較多來自父親正向個人回饋及父母親條件式讚許的學

生，常會為自己設立「趨向表現」的成就目標，雖然採用的學習策略是較表面而

非深入，但在整體學業上卻有不錯的成績表現。（4）而無法自我決定，對個人能

力抱持固定不變的觀點，在成長過程中常受父母親負向的個人回饋，並受制於母

親所傳達的「擔憂」氣氛所影響長大的學生，對於不確定的結果常先想到失敗，

會為自己設立「逃避表現」的成就目標，對學習材料採用表面處理或無組織處理

的學習策略，在學業上的表現亦不佳，且常有情緒上的困擾，而成為健康中心的

常客。 

表2  四種成就目標的比較 

 趨向精熟 逃避精熟 趨向表現 逃避表現

工作精熟性成就需求 ＋    

競爭性成就需求   ＋  

前
置
事
件 

天
性
動
機 

害怕失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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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續） 

 趨向精熟 逃避精熟 趨向表現 逃避表現

自我決定 ＋ －  － 

知覺教室投入 ＋ ＋   

能力評價 ＋（最高） ＋（次之） ＋（再次之） ＋（最低）

實體理論  ＋  ＋ 內隱

人格

理論 
增加理論  －   

母親個人中心負向回饋  ＋  ＋ 

母親擔憂  ＋  ＋ 

母親條件式贊同   ＋  

父親個人中心負向回饋  ＋  ＋ 

父親個人中心正向回饋   ＋  

父親擔憂  ＋   

前
置
事
件 父

母
對
子
女
的
社
會
化 

父親條件式贊同   ＋  

深度處理學習策略 ＋   － 

表面處理學習策略   ＋ ＋ 
學習 

策略 
無組織學習策略  ＋  ＋ 

擔憂  ＋  ＋ 考試 

焦慮 情緒  ＋  ＋ 

選擇題表現   ＋ － 考試

表現 簡答或申論題表現   ＋ － 

健康中心就診次數 －   ＋ 

隨後趨向精熟目標 ＋ ＋   

隨後逃避精熟目標  ＋   

隨後趨向表現目標  ＋ ＋  

後
果
事
件 

隨
後
成
就
目
標

轉
換 

隨後逃避表現目標 －   ＋ 

資料來源：改編自”A 2×2 Achievement Goal Framework,” by A. J. Elliot & H. A. McGregor, 200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501-519. 
註：前置事件的「＋」、「－」表以「前置事件」各變項為預測變項，而分別以四種成就目標為效

標變項時，達顯著的多元回歸係數，後果事件的「＋」、「－」表以四種成就目標為預測變項，而

分別以後果事件的各變項為效標變項時，達顯著的多元回歸係數。空白部分表多元回歸係數未達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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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就目標理論之精熟-表現向度的發展 

自從 Murray（1938）首先提出成就需求的概念以來，四十幾年間，成就動

機一直是動機領域研究最多的重點。成就動機的定義簡單地說就是一種想把事情

做好或做得更好，並從克服困難中獲得滿足快樂的欲望（Carver & Scheier, 

1995）。過去廿多年間，大多數理論及實徵上研究成就動機的文獻開始集中在以

成就目標（achievement goal）為觀點的研究探討上，成就目標被視為一種與能

力有關的行為之目的（Maehr, 1989）或認知動力的焦點所在（Elliot, 1997），

學界通稱這理論為「成就目標理論」（achievement goal theory），它的理論架

構迄今仍在不斷蛻變更新中。Ames（1992）認為成就目標是指個體在面臨成就情

境時，所產生不同程度參與或趨向的一種整合性信念組型；它反映的是個人用來

判斷自己成功或失敗的標準，並進而影響個人對自己成敗歸因的向度。相對於認

知學習理論重視學生「如何」（how）學習及學習「什麼」（what），成就目標理論

更關心學生「為什麼」（why）學習的問題（Dweck, 1986）；換句話說，成就目標

理論在將學習環境視為一種成就情境來探討學習動機時，並不是去分辨學生有無

動機，因為動機已假定根源自天性的趨避兩種傾向，只是在學習環境下被誘導的

方向是精熟或表現而已。 

成就目標的核心概念就是能力（competence），McClelland, Atkinson, Clark, 

& Lowell（1953）與Murray（1938）最早曾將成就動機的概念依能力區分成相

對於他人與相對於任務兩種能力需求(need)，但此後一直未受重視，而是將焦點

集中在趨向-逃避動機的研究上，但由於傳統分類的趨向-逃避成就動機與特殊成

就情境下的行為組型對應困難（例如，有些行為背後的動機需求不只一種），復

受認知心理學的影響，因此才引入了具認知色彩的「目標」，其後乃發展成今日

的成就目標理論。 

成就目標理論認為：目標本身是有意圖的，而行動就是一種達到目標的理性

企圖；這裡所謂理性，係指個體會採用最有效率（即按照自己的能力來選擇最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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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任務）的方式來達到目標（陳嘉成，民90）。而有關成就目標的文獻一開始

便特別強調能力在成就情境中扮演的角色，順著早期成就動機的概念，將焦點集

中在「精熟目標」（mastery goal）與「表現目標」（performance goal）兩類成

就目標的探討上，Dweck與Nicholls被公認是此領域的開山始祖（參見Elliot, 

1997）；Nicholls（1984）認為成就目標其實就是個人「能力觀」的表徵，而能

力觀的訊息是由何來呢？主要是透過兩種比較方式得知，一種是與自己的過去經

驗及知識相比較，在此信念下，超越自己過去的經驗和知識便是一種「高能力」

的表現，通常越能精熟某一類知識便表示自己越能超越過去的標準，因此在成就

情境中抱持此種精熟信念者，我們稱其抱持「精熟目標」，精熟目標集中在探討

藉由精熟任務來發展能力上。另一種比較方式是與他人或常模（norm）作比較，

也就是透過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的方式來獲得有關自己能力的訊息，

因為是否超越自己並不會帶來高能力的感覺，唯有在具體表現上（如考試成績）

超越他人才會有高能力的知覺，因此在成就情境中抱持此種表現信念者，我們稱

其抱持「表現目標」，表現目標集中在探討展現相對於他人的能力上。 

研究顯示這兩類成就目標將導致不同的過程及結果事件，持精熟目標者一般

會產生適應性的行為組型，如尋求挑戰、面臨阻礙時展現較高的堅毅力、樂於運

用努力來精熟任務；而持表現目標者具較不適應的行為組型，如避免挑戰、較低

的堅持力，面臨阻礙時傾向出現負面情感及負面的自我認知（Dweck, 1986）。

Harackiewicz, Barron, Pintrich, Elliot, & Thrash（2002）特別將這種依精

熟-表現二分的架構稱為「常模目標理論」（normative goal theory），因其二分

的原則即根據常模（即自己與他人比較），以別於他們新提出的提出的「多元目

標理論」（multiple goal theory），其內涵即是2×2成就目標架構。 

從上述發展過程來看，成就目標理論已將動機從傳統的需求驅力觀（drive 

theory）轉變到社會認知中介（social-cognitive median）的觀點（Covington, 

2000），亦即心理學家逐漸瞭解到成就動機雖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但會受到個

人所處情境的影響，而產生不同的心智活動及認知判斷，從而設定不同的心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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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導致各種行為表現。因此成就目標理論探討的範圍涉及了個體的認知、情意

及行為三個面向。 

 

二、成就目標理論之趨向-逃避向度的發展 

承繼前人對成就需求正負向的探討，Atkinson（1957）提出系統性的成就動

機理論，稱為需求成就理論（need achievement theory），將成就動機中的「趨

向成功」與「逃避失敗」兩種能力動機的形式，以環境刺激與個人因素為函數的

方式表達，個體行為導向便是由兩者相減後的淨值決定。此後，成就動機領域便

圍繞著這個理論打轉，至於為何將成就動機區分為趨向成功及逃避失敗則一直未

有強而有力的說明。Bargh（1997）與Zajonc（1998）認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人們會對刺激產生正向或負向的立即反應，無須刻意知覺，這種自動區分正負的

心智過程被部分心理學家認為是引發趨向及逃避行為的天性特質（Cacioppo, 

Priester, & Berntson, 1993；Forster, Higgins, & Idson, 1998），甚至有神

經生理上的機制（Elliot & McGregor, 2001）。 

趨向-逃避向度大都在成就動機領域討論，一直到80年代初因新興的成就目

標理論出現才又注入新的生命，Dweck & Elliott（1983）將其視為成就目標的

向度而納入理論架構考量，但此後十幾年間研究成就目標的學者幾乎都將焦點集

中在「趨向」上，而刻意忽略「逃避」的字眼，即把成就目標分為「精熟」目標

及「表現」目標，亦即所謂的「常模目標理論」。但常模目標理論對於「表現」

目標的概念定義卻常將趨向及逃避兩種概念涵攝在內，以致於對於後果事件的的

效果常出現不一致的結果。 

Elliot & Church (1997) 、Elliot & Harackiewicz （1996）等人分析歷

來文獻後發現上述現象，表現目標所產生的效果並不一致，他們發現表現目標並

非全然負面，但過去的「常模目標理論」卻簡單地將表現目標與不適應的行為組

型相連結。因此，他們試圖將傳統的趨向-逃避成就動機概念與新興的精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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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目標結合，提議將表現目標區分為「趨向表現」及「逃避表現」兩類成就目

標，再加上原來未區分趨向-逃避的「精熟」目標，而形成一個三元的架構，此

趨向-逃避向度才正式進入成就目標的研究領域，而再次受到成就動機領域學者

的重視。此三元架構已經獲得實徵研究的支持，因素分析證實此三個目標建構可

獨立存在（Elliot & Church, 1997；Middleton & Midgley, 1997；Skaalvik, 

1997；Vandewalle, 1997）。但Midgley, Kaplan, & Middleton(2001)在回顧了

一些文獻後卻辯稱：某些研究的趨向表現目標之所以會有正向效果是由於同時伴

隨著精熟目標產生的正向效果所導致，並非是表現目標單獨造成的，因此不必將

表現目標區分為「趨向」及「逃避」。這種辯解立刻遭到Harackiewicz, Barron, 

Pintrich, Elliot, & Thrash （2002）的反駁，並引用Barron & Harackiewicz 

(2001)的實驗，證明了將表現目標區分為趨向表現及逃避表現的正確性。在應用

性的價值上，Elliot（1999）開始將這三類成就目標與某些前置事件及後果進行

連結，不同的成就目標與其對應的一組前置及後果事件有關。但整體來說，學界

對三元架構的研究並不多，大多仍以二元架構（精熟-表現）來進行討論，三元

架構或許可說只是2×2成就目標架構的過渡形式。 

Elliot （1999）與Pintrich （2000a；2000b）更進一步提議將趨向-逃避

整個向度一起納入成就目標考量，即將原先不區分的精熟目標也區分為「趨向精

熟」目標與「逃避精熟」目標兩類，因此加上原先「趨向表現」目標及「逃避表

現」目標後，乃形成一個新的成就目標架構，稱為 2×2的成就目標架構(2×2 

achievement goal framework)，這個2×2的架構概念事實上在Skaalvik （1997） 

所編製的有關成就目標量表上便已經初見雛形了，不過因為那時學者都將焦點集

中在Elliot等人剛提出的三元架構上，且Skaalvik未進一步提出說明，因此未

受到特別注意。Elliot & McGregor （2001） 根據此2×2的成就目標架構，進

一步檢查這個架構在概念上及實徵上的有用性，並特別強調新加入的「逃避精熟」

目標。總的來說，所謂的2×2成就目標架構乃是前文提及的「定義」及「價位」

（valence）來代表能力（competence）的兩個向度，形成如下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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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2成就目標架構 

定義 

價位 

絕對的/內在的參照

（精熟） 

常模的參照 

（表現） 

正向 

（趨向成功） 

趨向精熟目標 

mastery-approach 

趨向表現目標 

performance-approach 

負向 

（逃避失敗） 

逃避精熟目標 

mastery-avoidance

逃避表現目標 

performance-avoidance 

 

     

資料來源：”A 2×2 Achievement Goal Framework,” by A. J. Elliot & H. A.  

McGregor, 200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502. 

 

由上述的源流探討可知，趨向-逃避此向度是個體與生俱來的動機天性，每

個人都會有此能量；而精熟-表現此向度則是經由社會認知比較的結果，是個體

在社會中與環境事物或同儕互動所產生的認知企圖，兩個向度都與能力概念有

關。經由此兩向度的結合，我們將更能理解這個2×2的成就目標架構的組成。 

 

三、由 Elliot & McGregor（2001）成就目標理論來看學習

策略、考試焦慮、學業成績的關係 
 

在常模目標論時代（即只區分精熟目標與表現目標兩種），成就目標理論假

定持精熟目標的學生，在學習上主要是以獲得知識技能為主，因此在學習策略的

使用上會較重視理解而非記憶，會採用深度處理的學習策略；而持表現目標的學

生，在學習上較熱衷於以考試表現來證明自己勝過他人，較不重視內化的過程，

會使用較表面處理的學習策略，因此考試成績表現會不如持精熟目標者佳（Duda 

& Nicholls, 1992）。但 Elliot, McGregor, & Gable（1999）認為，深度處理

的學習策略對於立即性的考試（與能力無關）並無影響，但卻有助於學習材料的

長期保留。Elliot & McGregor（2001）在2×2成就目標架構下則發現，趨向表

現目標是學習成績（含整體的考試表現、選擇題的表現、簡答/申論表現）的正

向預測因子，逃避表現目標則是學習成績的負向預測因子，而趨向精熟目標及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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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精熟目標則對學習成績無預測力。這研究結果與Elliot, McGregor, & Gable

（1999）的看法一致。即具有趨向精熟目標的人雖然採用深度處理的方式學習，

但卻可能與考試表現無直接相關；相較之下，採用表面處理方式學習的趨向表現

目標卻有著良好的考試表現。 

在考試焦慮上，Elliot & McGregor (2001) 將其細分為三個變項，包括考

試焦慮（含狀態及特質焦慮）、擔憂、情緒，這三個皆具負面情緒或認知色彩。

Gable, Reis, & Elliot （2000） 研究證明成敗事件透過趨-避動機系統調節情

緒反應，具逃避動機者對於失敗事件會產生更負向的情感。因此 Elliot & 

McGregor認為具有逃避動機目標（例如逃避表現目標）的個體與上述三種負面

認知或情感有正相關，而具趨向動機目標（例如趨向精熟目標）者對於失敗事件

將不會產生負面認知或情感。研究也證實如此，逃避表現目標及逃避精熟目標對

這些負面認知或情感有正向預測力，趨向精熟目標與趨向表現目標則對這些負面

認知或情感無預測力。 

 

 

 

第二節 學習策略 

 

有關學習策略的概念、內涵及演進情形值得重視。從早期行為學派單純地強

調刺激與反應間的連結，認為不必考慮內在的黑盒子，只要提供適當的外在條

件，學習便能被鍊鎖式的反應步驟一步步的塑造出來。這種過份重視外在刺激提

供的方式，只能使學生被動的學習到被制約的活動，而較沒有辦法舉一反三，獲

得對學習材料深入思考的教育目的。1960年代認知心理學派逐漸興起後，人類

內在認知、記憶、監控、後設認知等等心理學習歷程才獲得重視。直到今日，有

關學習策略的內涵越來越廣，甚至已將動機、情緒調節等自我調節的概念都考慮

進去，而非只是認知成分而已。在介紹學習策略前，先簡述幾個與學習策略相關

的概念，包括學習活動、學習風格、學習技巧等，以釐清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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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策略的定位 

學生在學校、班級、家中，甚至在任何地方，只要涉及學習的過程都可以視

為一種學習活動，因此學習活動指稱的範圍非常的廣，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等

各方面的內在、外在的學習過程及結果。正因學習活動涵蓋的是任何與學習有關

的內在心理歷程或外在的技能表現，因此學習風格、學習策略、學習技巧等議題

都可以包含在學習活動的範疇內來討論。如圖1所示：學習活動、學習風格、學

習策略、學習技巧四者所指涉的概念範圍大致可以用這種關係表示。 

 

 

 

 

 

 

學習活動 

學

 圖1  學習

  

簡單來說

境或任務的方

是靜態且十分

tactic與學

的內涵更廣。

學習技巧可以

分離的行為。

規律的應用學

監控等複雜心

械式的學習技

 

學習風格 
學

習技巧 

活動、學習風格、學習策

，風格被視為個體所具有

式。策略可以隨時間而變

內隱的人格特徵（Ri

）習策略在概念上亦有所

學習技巧是指一系列的

經由明顯的指導教學而

一般都認為好的學習就

習技巧並不能確保學習

理歷程，Paris &

巧，並不能提供學生獲
習策略

略、學習技巧概念範圍 

的穩定特徵，而策略是可以被

換，可以被學習及發展，而風格

ding & Cheema。而學習

不同，學習策略通常涵蓋學習技

步驟或特殊的程序，例如，畫底

獲得，它可被操作及呈現為一系

是能正確地使用學習技巧。然而

是有效的。好的學習應該包括計

 Winograd（199

得更有效率的學習方式。事實上

12
用來處理情

相對來說，

, 1991）技巧（study 

巧，且指稱

線、摘要。

列可觀察、

，機械式或

畫、思考、

0）認為若只是單純的應用一些機

，一個好的



學習者必然是一個好的策略使用者，他們曉得如何根據特定的目標使用特定的學

習技巧，以有計畫的方式執行這些技巧，並監控它們的使用外，應該也需對學習

過程中容易產生焦慮的活動，做情感上的自我調節。 

Vermunt（1996）有系統地將學習活動（learning activities）所包含的形

式整理如表4所示的三個類別，分別為認知、情感、調節或後設認知三類，並根

據前人的研究歸納出四個學習成分（learning components）。如表4所示。因此，

本研究認為，學生在學習活動中既然會出現一些與學習有關的學業情緒，進而影

像學習表現，那麼在探討學習策略時，應該也需要將情緒調節的面向加入學習策

略來討論，而不能只討論認知、後設認知策略而已。 

表4  學習活動的類型與類別 

類型 類別 

認知 關連、結構、分析、具體、應用、記憶、

批判過程、選擇 

情感 歸因、動機、專注、判斷自我、評價、

運用努力、產生情緒、期待 

後設認知/調節 定向、計畫、監控、測試、診斷、調整、

評估、反省 

資料來源：” Metacognitiv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aspects of learning styles and 

strategies: A phenomenographic analysis,” by J. D. Vermunt, 1996. Higher 

Education, 31, 26. 

 

Vermunt（1996）認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在認知處理學習內容的方式、

學生調節他們學習的方式、學習過程所發生的情感過程、心理學習模式、學生的

學習導向上，會有所不同。Vermunt（1998）進一步將學習活動的四個成分加以

整合：認知過程活動、後設認知調節活動、學習的心理模式、學習導向，因此他

提出了整合這四個成分的模式，稱為「建構的學習過程調節模式」（A model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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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constructive learning processes），如圖2所示： 

圖2中的「學習導向」指的是學生在學習時的個人目標、意圖、動機、期待

等（Biggs，1987），即相當於成就目標理論所強調的：「目標」（goal）是指認知

主體對於意欲完成之事物的一種「認知表徵」（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Elliot, 1999；Harackiewicz, Barron, & Elliot,1998）。因此本研究將進一

步依2×2成就目標架構，將成就目標分為趨向表現目標、趨向精熟目標、逃避表

現目標、逃避精熟目標四種，來探討目標對學習策略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認為，圖 2中的調節策略（regulation strategy）應不可僅

限於認知及後設認知部分，雖然根據過去許多研究證實，以認知、後設認知為主

的學習策略對學習成績有十分顯著的效果（參考Gettinger & Seibert,2002）。

然而，許多研究也一致指出考試焦慮對學習表現有所妨礙（如余民寧，民 76；

Oostdam & Meijer, 2003）。因此，本研究認為，應進一步將情緒調節策略視為

影響學習的一種調節情緒的重要學習策略，在本研究中，情緒調節策略將被用來

針對考試焦慮做探討。 

 

 

 le

 

 

 

 

 

 

 

 

 

ar ls） 

資料來源：” The regulation of constructive learning processes,” by J. D. Vermunt, 1998.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8, 153. 

處理策略 

（Processing 

strategies） 

調節策略 

（Regulation 

strategies） 

心理學習模式 

（Mental 

ning mode

學習導向 

（Learning 

orientations） 

圖 2  建構的學習過程調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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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學習策略的研究 

過去廿年來，不管是以實驗室或以教室為主所做的研究，都提供證據支持學

習策略促進學業能力的有效性。經由學習策略的教學，學生變成更有效率、更細

心、更加獨立的學習者，在學校表現得更好。整體來說，學習策略的教學已經被

證實能改善學習困難學生在多元的學習領域中的學業表現、策略性知識及情感反

應（參考Gettinger & Seibert, 2002）。 

不同觀點的學習理論都支持強化學生學習策略可以促進學習及學業能力。其

中，最廣為人所知的學習策略取向就是來自認知心理學領域的訊息處理模式

（imformation-processing）。簡單的說，訊息處理模式認為即將學得的訊息藉

由學生的操弄而促進獲得（acquisition）、保留（retention）。而處理或操弄的

水準受到學習者使用的學習策略的類型所影響，使用的策略越精密，處理的水準

就越深入。 

Weinstein & Mayer（1985）提出了一個有效的架構，將學習策略在訊息處

理的架構下分類，該架構係依訊息被處理的水準或操弄的程度而將學習策略分成

四類。這四類學習策略分別是：（1）以重複（repetition）或複誦（rehearsal）

為基礎的策略；（2）以程序（procedural）或組織（organization）為基礎的策

略；（3）以認知（cognitive）為基礎的策略；（4）以後設認知（metacognitive）

為基礎的策略。這些學習策略都有助於學業表現。 

從訊息處理的觀點來看，以重複為基礎的學習策略雖然負擔最少的內容處理

過程，使得它很容易學習及應用。但是，當其單獨使用時，卻是最沒有效的學習

策略，尤其對高年級的學生而言（Jones, Slate, Blake, & Holifield, 1992）。

然而，有幾個方式可以在進行複誦時，用來增加促進更精細及更深入的訊息處理

過程。其中一個被證實有用的方式就是記憶術的設計（mnemonic devices），特

別是那些涉及心像（mental imagery）的記憶術（Levin & Levin, 1990；Scruggs 

& Mastropieri, 1992）。許多研究都顯示，當以隨機分派處理並配合前後測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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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中，實驗組學生接受創造心像設計的訓練後，表現得比單純使用複誦策略

的控制組學生來得好（如 Bulgren, Hock, Schumaker, & Deshler, 1995）。深

入研究後發現，接受記憶術訓練的學生在訊息回憶及理解力上優於未受訓練的學

生。一般說來，證據支持以下三個關於記憶術的結論：（1）控制組的學生不會自

動使用心像策略；（2）學生可以被教導如何使用記憶術；（3）使用記憶術策略對

學習表現有正向效果（Levin, 1993）。 

缺乏組織策略是缺乏學習策略的學生常見的通病（Gersten, 1998）。雖然學

生們可能都理解組織策略，但很多學習低成就的學生無法有效且一致地使用它們

（Wong, 1994）。根據Archambeault（1992）的研究發現，當要求學生為自己建

立每天、每週或每月的學習計畫時，有組織的例行事務或工作安排最為有效。一

些專業文獻提供幾個最佳的實務指引，幫助學生將學習行程轉換成確實的學習活

動，包括（1）當你精神最好最不會分心時，立刻動手完成困難的工作；（2）將

較長的任務分成較短可處理的單位；（3）變換學習任務的形式，例如穿插閱讀與

寫作活動；（4）工作行程安排完畢後，若有衝突產生，應該有彈性地重新排定行

程。 

以認知為基礎的學習策略之目標在於指引學生，致力於適當地思考他們需要

學得的知識訊息。根據訊息處理理論的觀點，學生具備的內容知識越多，學生越

容易去思考、理解、記憶相關訊息。因此，當新材料對學習者而言是有意義時，

學習將被增強，進而與已存在的知識整合。此外，訊息一旦被儲存進入事實及概

念的網絡中，或稱為基模（schemata），將更容易學得與保存。因此好的學習需

要學生進行下列活動：（1）在學習一個新的主題前，先激發或收集相關的背景知

識；（2）將新的想法、訊息或概念與已知的知識進行連結；（3）當必要時，發展

新的基模去整合即將學得的訊息內容（Bos & Anders, 1990；Collins, 1991）。 

一些已發展出的認知工具被證實為有效的，如認知組體（cognitive 

organizer），可以幫助學生激發有關一個主題的先備知識、組織學習時的訊息、

並使用基模去建立主要概念間的連結（如，Baumann & Bergeron, 1993）。認知

組體被認為是一種認知或語意地圖，可以視覺化表徵出訊息間的相互關係。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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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允許學生可以將文本裡的訊息、細節元素加以安排，使得原本訊息間內隱的

關係能夠外顯出來。典型的認知地圖包含將某一個即將學習的主題之概念和細節

做階層式的圖示（如余民寧，民86）。其它已證明有效的認知學習策略包括問題

產出（question generation）、摘要（summarization）等。 

學生在必要時候運用學習策略的能力大部分依賴後設認知能力。後設認知能

力係指評估學習需求的能力，並且去計畫、實行、監控及評價他們的學習方向。

比較之下，認知處理策略是指學習者如何去處理訊息；而後設認知策略則與學生

如何選擇、監控及使用手邊已有的策略有關。後設認知對有效的學習而言是重要

的，它可以使學習者依任務需要的不同來調整學習。具有發展良好後設認知策略

的學生知道如何使學習有效果，他們瞭解使用何種策略去運用、監控他們的學

習，並聰明地分配適當的時間。相對之下，具學習困難的學生缺乏變為一個成功

且獨立的學習者必備的後設認知策略。 

許多研究發現教導學生後設認知策略有助於學習表現，例如，Lucangeli, 

Coi, & Bosco（1998）等人在後設認知的數學教學中，學生被要求在解決數學問

題的過程中問自己一些問題，如：「什麼策略是解決這問題所必要的？」、「我是

否已正確的解出此問題的答案？」等。Lucangeli等人發現，雖然所有的學生都

受益於後設認知策略的教學，但效果卻不等量，原先學習困難的學生經後設認知

策略的教學後，似乎獲得最多的益處。此外，Montague（1992）證實，同時使用

認知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在解決數學問題上，其效果勝過單獨使用認知策略或後

設認知策略。 

此外，Pintrich（1989）認為資源經營策略，包括時間與研讀環境經營、努

力經營、同儕學習、及尋求協助行為，在本質上可以同時視為認知及後設認知，

但它們卻足以另外歸為一類。這些策略可以幫助學生選擇適當的學習情境（包括

時間、環境、同儕、老師）以符合個別的需要，Pintrich實徵研究也證實資源

經營策略對學業表現有正向關係。 

 

三、學習策略內涵的擴充 

由上述可知，在以認知及後設認知為主的學習策略外，部分學者認為有一些

與學業表現有關的支持性策略，如選擇學習環境的能力、尋求協助行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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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學習的能力等對於學習也有正面的影響（如Pintrich, 1989）。在Pintrich, 

Smith, & McKeachie (1989)所編製的「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onnaire,簡稱MSLQ）中，即把資源經營的能力

視為學習策略的一種，並獨立成為一個分量表。這些支持性策略的使用，亦可以

視為是一種自我調節的能力表現。 

在本研究所使用的學習策略量表中，亦包含資源經營分量表，本研究將學習

策略區分為一般認知（認知、後設認知）、資源經營、以及後面將介紹的認知評

價過程及情緒調節策略。其中，認知評價過程即相當於學習的動機成分，根據

Eccles（1983）整合了學習動機的研究後，提出的「價值-期望」模式所闡述的，

將價值、期望、情感三個部分視為影響學習表現的三個成分，而本研究將該模式

與 Schutz & Davis(2000)所提出的「考試期間的情緒調節」模式加以整合，即

將Schutz & Davis模式中的認知評價過程與Eccles的模式中的價值、期望兩成

分統整後，編製出認知評價過程分量表，將之視為影響考試表現的動機因素。

Dweck & Elliott (1983)認為動機構念，例如目標、價值，會指引學生朝向任務，

因此可能影響他們的認知。Pintrich（1989）亦認為認知策略不能在與動機分離

的情況下被學習或使用，並建議應該進一步探索兩者間的互動情形。 

在情緒調節策略分量表的編製上，乃將 Eccles（1983）「價值-期望」模式

中的情感成分特別從動機中獨立出來，並參考 Schutz & Davis(2000)所提出的

「考試期間的情緒調節」模式中有關情緒調節的部分加以擴編。根據 Schutz & 

Davis的模式，考試期間的認知評價過程會導致情緒（如考試焦慮）的產生。關

於Schutz & Davis(2000)的模式將在第三節再詳細討論。 

自從 1960年代，認知心理學派逐漸取代了行為學派在學習觀點上的主導地

位以來，許多研究有關學習策略的文獻幾乎都集中在認知領域上，即使是如上述

Weinstein & Mayer（1985）所提出的學習策略架構，亦沒有涉及動機、情緒的

討論。表 5依年代整理出歷來心理學家對學習策略內涵的看法，由該表可以發

現，學者對學習策略內涵所提出的分類方式在名稱上並不是十分的一致，但在概

念上是大同小異。此外，還可以發現越早期提出的學習策略對於動機、情緒方面

的著墨越少，雖然近幾十年，學者雖然瞭解情緒對學習的重要性，而逐漸將情緒

（通常是考試焦慮）視為動機的一部份，而納入學習策略加以考量（如Eccles, 

1983； Pintrich, 1989），但比重仍然不大。即使在今日，情緒對學習的重要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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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較多的注意，但相關學習策略的量表卻只著重在負面情緒的測量上，而不能進

一步將情緒「調節」的概念放入學習策略中，強調如何正向的減少考試焦慮。因

此，本研究特別依據 Schutz & Davis(2000)的模式將「情緒調節」獨立為一個

學習策略的類別，以凸顯情緒調節對學習策略的重要性。 

在目前教育學界越來越重視自我調節能力的情況下，學習策略中沒有理由將

情緒調節排除在外，事實上，情緒調節能力應該可以是為一種後設能力，就如同

後設認知能力對認知策略的調控，情緒調節能力亦可視為個體對學習情緒的調

控。既然，認知、後設認知策略既然對學業情緒有正向影響力，情緒及情緒調節

能力又怎能對學習表現無影響呢！考試焦慮既然對學業表現有負向影響力，那麼

考試焦慮的情緒調節策略自然要對學業表現有正向的影響力才合理。 

然而，影響學習或考試的情緒絕非只有焦慮，Pekrun, Goetz, Titz, & Perry

（2002）在一系列有關學習情緒的研究中發現，焦慮雖然是學生最常提及的情

緒，但整體來講，正向情緒被提及的次數絕不少於負向情緒。Pekrun等人根據

這些研究發展出一份量表，名為學業情緒量表（ Academic Emotions 

Questionnaire，簡稱AEQ），這份量表是根據學生自陳的情緒報告而編成，包含享

受、希望、驕傲、安心、生氣、焦慮、害羞、無助、厭煩等。事實上，未來的發

展趨勢就是在探討焦慮以外的學業情緒對學習的影響。不過，本研究為考慮「成

就目標與學習行為因果路徑模式」的探索，因此，只將情緒調節的焦點集中在具

有較多實證研究支持的考試焦慮上，藉由學界對考試焦慮提出的研究結論，而指

引出在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因果路徑模式中，考試焦慮對學習表現具有負面影響

效果的路徑關係。 

綜上所述，本節所介紹的學習策略，共分為一般認知、資源經營、認知評價

過程、情緒調節四個部分。本研究認為，這四個面向的學習策略涵蓋了個體在學

習活動中的自我調節的能力。 

 

 

 

 

 19



表5  歷來學者對學習策略內涵的看法 

Recnick & Beck(1976) 一般策略（思考、推理）、調節策略（特定技巧） 

Dansereau (1979) 主要策略（理解/保留，回憶/轉化，檢索/利用）、 

支持策略（目標設定和預定進度，集中經營與監控） 

Watkins & Hattie(1981) 內在化（精緻化、組織、吸收）、 

複製型（複誦、抄寫） 

Tobias (1982) 鉅觀策略（做筆記、理解監控）、 

微觀策略（注意、編碼策略） 

Sternberg (1983) 後設認知策略：執行技能（計畫和修訂的技能）、 

認知策略：非執行技能（實際完成工作所需技能） 

Kirby (1984) 鉅觀策略（與情緒及動機有關）、 

微觀策略（特定策略） 

Armbruster & Brown 

(1984) 

狀態變項（對作業性質的認知、學習動機）、 

處理變項（注意力、編碼、檢索技巧） 

Gange’(1985) 選擇性注意策略、編碼策略、特定策略、有效監控策略 

Weinstein & 

Underwood (1985) 

訊息處理策略、支持學習策略（注意、降低焦慮、時間經營）、 

主動閱讀策略（筆記、劃重點）、後設認知策略 

Weinsten & 

Mayer (1986) 

基本與複雜複誦策略、基本與複雜精緻化策略 

基本與複雜組織策略、理解監控策略、情感與動機策略 

Mckeachie (1987) 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策略、資源經營策略 

O’Malley,Russo, 

Chamot&Gloria (1988) 

後設認知策略、認知策略、 

社會情感策略（同儕合作學習、問題澄清） 

Boultbee & Buchklee 

(1988) 

學習技巧（聽講、記憶、寫作）、態度能力（挫折容忍）、 

後設認知能力（認清學習風格、設定目標、調整學習策略） 

Short & Weissberg- 

Benchell(1989) 

認知策略（注意、記憶、語言技巧）、後設認知策略、 

動機策略 

Symons,Snyder,Cariglis- 

Bull & Pressley(1989) 

策略知識（特定作業及目標策略、一般策略）、對學習策略 

的後設認知知識、先備知識、其它（動機信念、認知風格） 

Pintrich,Smith, 

Mckeachie(1989) 

動機策略（價值成分、期望成分、情感成分）、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資源經營策略（時間與環境、同儕學習等） 

Conti & Fellenz(1991) 後設認知、資源經營、後設動機（注意、獎賞、自信）、 

記憶、批判思考 

陳李綢（民84） 主要策略（認知、後設認知、動機策略）、支援策略、 

特殊性策略、創造思考策略 

李永吟（民86） 一般策略、特殊策略、後設認知策略 

鄭昭明（民86） 一般性策略（適用於所有類科或範圍） 

特殊性策略（特定類別或範圍） 

資料來源：整理自郭郁智，民89，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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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情緒與考試焦慮 

 

考試焦慮既然屬於情緒的一種，因此除了探討考試焦慮外，須花一點篇幅介

紹心理學界中有關情緒的幾個最新的重要理論或模式發展狀況，以便讀者瞭解焦

慮在情緒研究中所佔有的地位，如此有助於瞭解焦慮在本研究中的重要性。由於

在教育心理學中有關焦慮或情緒的探討大都在教育環境背景中，且除了焦慮情緒

外，其它在學習環境中可能出現的情緒也開始受到重視，因此有必要將有關的學

業情緒作適當的系統性歸類，如此有助於對學習環境中出現的情緒作更深入的瞭

解。雖然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焦慮，但藉由與其它情緒的對比，俾讓讀者能更加瞭

解焦慮在學習脈絡下的效果。另外，考試焦慮在本研究中與學習時所產生的學習

焦慮是同義的，因我們探討的母群是在學習過程中充滿考試壓力的國中生。 

 

一、考試焦慮 

Liebert & Morris（1967）最早區分出考試焦慮的兩個主要成分，分別是認

知（cognitive）成分及情緒（emotionality）成分。認知成分主要是指心理活

動圍繞著考試情境，以及它對個體可能造成的影響。Davey（1994）認為，伴隨

著考試焦慮的認知活動，可以概念化為擔憂（worry）、或不願意、不可控制的、

與負面思考及情緒不舒服感有關之令人厭惡的認知活動。預期考試將會表現不好

之焦慮小孩的思考，有以下特徵：（1）與其他人比較，例如，「所有我的朋友將

在這次考試上表現得比我好」；（2）懷疑自己的能力，例如，「我不可能考好試，

所以我也將在這次考試上表現不佳」；（3）對不好的考試表現結果有負面的信念，

例如，「如果我在這次考試表現糟糕，我的朋友將認為我是笨蛋」（McDonald, 

2001）。這些思考不只出現在考試前，同時也在考試期間出現，且隨著考試焦慮

程度的不同，而同時在認知上有質與量的不同（Prins & Hanewald, 1997）。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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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焦慮的另一個成分是自主喚起（autonomic arousal）或情緒化，情緒化是考

試焦慮的生理反應，其特徵是肌肉緊張、心跳加快、流汗（sweating）、感覺不

舒服或顫抖（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1995）。 

害怕評價（fear of evaluation）是考試焦慮的核心，Oostdam & Meijer (2003)

的研究發現證實了這個看法。早期研究考試焦慮的文獻中，針對考試焦慮導致考

試成績不佳的原因，提出的兩個競爭性假設，其中一種稱為干擾假設

（interference hypothesis），該假設認為，考試焦慮並非個體的能力或學習策

略不佳所造成，而是考試時產生的擔憂想法（worrisome thoughts）所導致；另

一種稱為缺陷假設（deficit hypothesis），該假設認為，考試焦慮是由於個體

的低能力或低學習策略所造成。Oostdam & Meijer的研究支持干擾假設的看法，

所有成績表現不佳的高考試焦慮中學生，在較不具壓力的情境下，考試成績明顯

上升。 

在考試焦慮與學習策略關係的研究中，Tobias（1985）曾提出一個模式，試

圖整合上述兩個競爭性假設，他認為具有良好認知學習策略者將減少考試時對認

知能力的需求，而允許干擾想法佔據部分的認知需求空間。因此，該模式預期：

高認知策略低考試焦慮的學生將有最佳的表現，而低認知策略高考試焦慮的學生

將有最低的表現，至於高認知策略高考試焦慮的學生、低認知策略及低考試焦慮

的學生將介於中間表現。不過，Tobias當年所提的學習策略僅限於認知策略，因

此，本研究依後來學者的建議（如 Pintrich, 1989）將動機成分納入學習策略中（又

特別將情緒獨立成情緒調節一類），將進一步探討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互動的

關係。 

本研究依據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所提出的負向回饋圈

概念，預期加入動機概念後的學習策略將與考試焦慮產生負向回饋圈的互動效

果。即當學生具低度的認知學習策略時，將引發動機策略，進而促進認知、後設

認知、資源經營等策略的使用，使整體學習策略提高，因此減少考試時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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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即高學習策略產生低度考試焦慮，學習策略對考試焦慮的負向效果）；但

是，若當具低度認知學習策略的學生未能及時引發動機，而使整體學習策略過低

時，將無可避免的引發高度考試焦慮，此時，高考試焦慮將促使學生在下次考試

前的一段時間內使用更多有效的學習策略（即高考試焦慮產生高學習策略，考試

焦慮對學習策略的正向效果）。這一正一負的效果就是負向回饋圈的概念（詳見

後面更詳細的介紹）。本研究將以結構方程模式來探討上述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

所預期的關係是否成立。 

 

二、學業情緒的分類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將學生常出現的學業情緒（academic 

emotions）依兩個向度分為四大類，共九種情緒，如表6所示。兩個向度分別為

「正向-負向」（positive-negative）與「激發-平復」（activate-deactivate），

因此可交織出四類情緒，即正向激發情緒（positive-activating emotion）、正

向平復情緒（positive-deactivating emotion）、負向激發情緒（negative- 

activating emotion）、負向平復情緒（negative-deactivating emotion）。正

向激發情緒包括享受（enjoyment）、希望（hope）、驕傲（pride）；正向平復情

緒包括安心（relief）；負向激發情緒包括焦慮（anxiety）、生氣（anger）、害

羞（shame）；負向平復情緒包括無望（hopelessness）、厭煩（boredom）。這四

類暗示學業情緒可以根據四種前置事件來分類，正向激發情緒表示情緒被正向事

件所引發；而正向平復情緒表示一個負向過程被停止；負向激發情緒暗示缺乏主

觀的控制；負向平復則以較高水準的控制為特徵。 

這四類情緒分類方式所依據的兩個向度概念十分易懂，「正-負」向度是以個

體主觀感受為依據，凡令個體感到滿意愉快的情緒歸為正向；反之，令個體不舒

服的情緒則歸為負向。至於「激發-平復」向度則是指個體在情緒經驗當下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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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內心起伏狀態，激發表示心情處於高亢激起狀態，而平復表示心情恢復和

緩或甚至低落的狀態。藉由這種分類方式確實能幫助瞭解焦慮相較於其它情緒的

分野情形。 

 

表6  九種學業情緒分類 

 正向（positive） 負向（negative） 

激發 

（activate） 

情緒被正向事件所引發： 

享受（enjoyment） 

希望（hope） 

驕傲（pride） 

缺乏主觀的控制： 

焦慮（anxiety） 

害羞（shame） 

生氣（anger） 

平復 

（deactivate）

負向過程被停止： 

安心（relief） 

較高水準的控制： 

無望（hopelessness） 

厭煩（boredom） 

資料來源：整理自” Academic emotions i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By R. Pekrun, T. Goetz, W. Titz, 

& R. P. Perry, 2002.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37, 91-105. 

 

三、情緒的認知-動機模式 

Pekrun（1992a）提出認知-動機模式（cognitive-motivational model）來

說明情緒（emotion）如何透過認知與動機機制來影響學習及成就，他認為情緒

主要透過四個認知與動機機制來調節對學習及成就的影響，即學習動機

（motivation to learn）、學習策略（strategies of learning）、認知資源

（cognitive resources）、學習的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 of learning）

這四個部分。也就是說情緒會先影響這四個主要的認知動機機制，藉由認知動機

機制的中介再進一步影響學習及成就。 

就本研究上一節所探討的學習策略而言，Pekrun認知-動機模式中的這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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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動機機制的變項可以視為本研究所定義的學習策略之部分內涵（如一般認

知、認知評價過程），故以下將大概介紹一下情緒對此四個認知與動機機制的作

用，即情緒對學習策略影響的細部分析，以便讀者能藉由其它情緒的對照，而瞭

解考試焦慮如何藉由影響學習策略，進而影響學習表現。 

 

（一）學業情緒對學習動機的作用 

情緒可能會藉由針對特定情緒目標的企圖來引起、維持或降低學業動機及相

關的意志（volition）過程，並可藉由情緒協調一致（emotion-congruent）的

方式來處理與自我或任務有關的知識以達到上述過程（Pekrun, Goetz, Titz, & 

Perry, 2002），這個看法與Schutz & Davis（2000）的理論模式一致，藉由目標

與考試情境間比較下所產生的動機性認知評價過程，會產生情緒反應，而情緒可

能接著與認知評價過程、學習策略及情緒調節產生互動。 

根據Pekrun, Goetz, Titz, & Perry （2002）認為，正向激發情緒，如享

受（enjoyment）一般來說會加強學業動機，而負向平復動機可能是有害的，如

無望（hopelessness）、厭煩（boredom）。至於其它兩類情緒則有較複雜的效應。

正向平復情緒例如安心（relief）或放鬆（relaxation）可能會降低（deactivate）

任何立即繼續學業工作的動機，導致不專心致志；但作為一個正向情緒，它們也

可能作為強化下一階段動機的增強物。負向激發情緒的效果則更加曖昧，生氣

（anger）、焦慮（anxiety）、害羞（shame）可能被認為會減少內在動機，因為

負向情緒一般被認為與由內在動機所引起的正向情緒（例如享受）不相容；但就

另一方面來講，正因生氣、焦慮、害羞具有激發（activate）的特質，所以它們

可以引發強烈的動機去處理引起它們的負向事件，因此增強某種形式的外在動

機。舉例來說，與任務有關的生氣情緒可以引發克服困難的動機；而焦慮及害羞

則可能會引發避免失敗的動機，因而迫使個體投入更多的努力，藉此強化了學業

動機（參見Turner & Schallert, 2001），這種因外在事物所產生的趨向或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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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就是所謂的外在動機。 

正因負向激發情緒具有這種模稜兩可的曖昧性質，即因負向作用而減少內在

動機，復可能因激發作用而產生外在動機，因此有些研究報告指出，負向激發情

緒（如焦慮）與學生自陳的學業努力程度是呈現負或零相關的情形。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的研究結果確實也發現學生的焦慮與內在或整體

外在動機成負相關，但卻與外在逃避動機成正相關（即投資努力的動機是為了避

免失敗）。 

 

（二）學業情緒對學習策略(認知、後設認知策略)的作用 

這些學習策略在本研究中將之歸類為一般認知策略，即包含認知及後設認知

策略。正向學業情緒促進有彈性及創造性學習策略的使用，例如精緻化

（elaboration）、組織化（organization）、批判評價（critical evaluation）

及後設認知監控（metacognitive monitoring）等學習策略。而負向情緒可能會

引發較僵硬的策略之使用，例如簡單複誦（rehearsal）、依賴代數過程

（algorithmic procedures）。依賴代數運算過程本是追求學習精密的謹慎程

序，乍看之下是個好習慣，但若每件工作都進行如此詳細的推理運算，恐怕會流

於僵硬遲滯。對於某些可自動化的過程卻未能自動化處理的學習者而言，這種策

略之應用對學習絕非是好事。 

上述效果在激發情緒時比在平復情緒時更強烈。例如放鬆（relaxation）或

厭煩（boredom）暗示著生理及認知的平復，接著導致降低注意力與更表面化的

訊息處理過程。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的研究發現，正向情緒

除了安心（relief）外都與後設認知策略、精緻化、組織化、批判評價有正相關。

這暗示了正向學業情緒促進有彈性、創造性的思考模式，或者是創造性的學習可

以使人具正向情緒。另外則發現各種正負向情緒都與僵硬的學習方式（如使用複

誦策略）無關，但在某些資料中卻發現負向激發情緒與複誦策略的使用有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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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Pekrun等人認為負向激發情緒也有可能促進某些特殊學習策略的使用，即

使這些促進效果並無法在自陳式測量學習策略的方式中呈現出來。舉例來說，焦

慮情緒可能會促使某些個體採用事先作弊的方式來應付考試，例如寧願費心事先

準備小抄，而不願好好讀書。 

 

（三）學業情緒對認知資源的作用 

情緒可以指引注意力朝向情緒目標物，因它使用了認知資源。一般都認為只

有負向的情緒會使注意力遠離任務，但正向情緒也會因與環境、他人或自我而產

生與任務無關的思考，導致對任務之認知資源分散，進而影響學業表現。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認為若因內在動機而引發的情緒，例如，由處理

學習材料及相關經驗所產生的享受（enjoyment）情緒會指引注意力朝向任務本

身，因此允許認知資源的有效利用，有助學習表現；反之，若因環境、他人或自

我所引起的外在動機則不利認知資源的集中，因此有害學習成就。但Titz（2001）

研究發現，除了安心（relief）外，正向情緒和與任務無關的思考間有一致的負

相關，這種負相關，不只是對內在動機、與工作有關的享受（enjoyment）情緒

如此，而且對外在的希望（hope）、驕傲（pride）情緒亦然（Pekrun, Goetz, Titz, 

& Perry, 2002）。他們認為也許這意味著這些情感對注意力的動機效果勝過它們

所引發的無關任務思考。此外，在考試焦慮的研究中，無關的思考已經被定義為

是考試焦慮的元素之一（Hodapp & Benson, 1997），這個研究結果與Oostdam & 

Meijer (2003)的研究發現一致，即導致低成績表現的考試焦慮，其背後的原因

是擔憂所造成的。 

 

（四）學業情緒對自我調節（後設認知策略）與外在調節的作用 

這裡所談到的自我調節主要是指後設認知策略而言。自我調節學習意味著以

彈性的方式去計畫、監控及評價自身的學習，並採取適當的學習策略去符合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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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而獲得進步。由於自我調節學習隱含著認知上的彈性，因此被認為可以藉由

正向情緒來促進自我調節能力，而負向情緒則被假定會促使學生依賴外在指導。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研究證實上述假設成立，正向學業情緒

與個體自陳的自我調節間有強烈正相關，而負向學業情緒與外在調節間也有強烈

的正相關。這發現意味著正向情緒培養學生的自我調節能力，而負向情緒導致信

賴外在指導；然而相反的因果方向亦有可能，即自我調節一個人的學習可以產生

正向的感覺，外在控制則可能會引起生氣、焦慮或厭煩。 

 

（五）學業情緒對學業成就的作用 

情緒對學生成就的效果，可能依賴自我調節的不同動機及認知機制間的交互

作用，以及這些機制與任務需求間的互動來決定。這意味著情緒對學業成就的效

果是複雜而難以決定的。然而，我們可以從上述的討論中推論出假設。 

一般說來，正向激發情緒被假定藉由增強動機及促進彈性學習，而正向地影

響學業成就，尤其對內在正向的情緒，如享受（enjotyment），更是如此，因為

它提供了額外集中注意力於任務的好處。相對地，負向平復情緒（例如，厭煩

（boredom）、無望（hopelessness））可能是有害的，因為它們傷害了動機，指

引注意力偏離任務，並膚淺且表面地處理與任務有關的訊息。 

正向平復情緒與負向激發情緒效果應是等值的。正向平復情緒（如，安心

（relief））對立即的表現可能是有害的，但藉由強化長期投資努力的動機而言

卻是有益的。負向激發情緒（例如，生氣（anger）、焦慮（anxiety））可能會藉

由減低內在動機及產生與任務無關的思考而傷害到成就，但它們也可能藉由增強

外在動機而有益表現。這種有益的效果可能產生在當正向的整體期待發生以及當

學習並不需要太多的認知彈性，而可以依賴複誦策略或代數運算的過程時。負向

激發情緒這種模稜兩可的特性，可以解釋為何考試焦慮與學業成就間的相關時常

是微弱的，很少能解釋超過學業成就變異量的10％（Hembree, 1988; M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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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民寧（民 76）研究也發現此一現象，考試焦慮與學業成績間僅呈一甚低的負

相關（r = －.10,  p<.05）。 

許多實徵的研究也發現學業情緒顯著地以各種方式與學習成就有所關連，除

了橫斷式的相關研究外，在縱貫研究方面，Pekrun, Molfenter, Titz, & Perry

（2000）研究發現學期初的大學生情緒測量結果可以預期期末的考試成績。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研究證實，負向情緒可以預期低成就。

就負向情緒與學業成就的負相關而言，其中平復情緒（如，無望（hopelessness）、

厭煩（boredom））的平均相關係數高於激發情緒（如，焦慮（anxiety）、生氣

（anger）、害羞（shame）），這結果與之前對負向激發情緒會對成就有模稜兩可

的效果之假設一致。以考試焦慮來說，相較於無望及厭煩，考試焦慮被證實與成

就關係較不密切，這意味著考試焦慮不必然是最負面有害的學業情緒。除了成就

本身外，負向的學業情緒長期地預期學生會從大學課程中退縮（Ruthig, Hladkyi, 

Hall, Pekrun, & Perry, 2002）。 

 

四、學業情緒的來源：社會認知控制價值理論（A Social 

cognitive, control-value theory） 

 

基因特質、生理過程與認知評價可以被視為是主要且最接近的情緒來源。然

而，學生的基因特質與生理過程並非教育所能控制。相對之下，對學生情緒性地

相關評價可以藉由教師的教導與社會環境來塑造，這意味著針對評價及該評價的

環境前置事件加以研究可能有助於設計最佳且具預防性的測驗。據此，本研究乃

將認知評價過程視為動機成分而納入學習策略加以考量，以探討整體學習策略在

前置事件如成就目標的引導下，對學業情緒（考試焦慮）的影響。 

考試焦慮的研究、歸因的研究以及最近對學生的負面情感的研究已經證實認

知前置事件的重要性，而成就目標可以視為在有關成就情境的前置事件中所衍生

出來的目標，引導學生後續的表現，例如，Turner, Thorpe, & Mey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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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失敗後的負面情感被證實與能力目標有關。 

以下將簡單介紹來自兩方面的前置事件，一種主要是來自個體內在的前置事

件，以控制-價值理論解釋，即將與控制及價值視為前置事件；另一種是來自外

在環境的前置事件，以社會認知的觀點來解釋，並藉由控制-價值理論來中介對

情緒的效果。 

 

（一）個體學業情緒的前置事件 

在學業情緒的控制-價值理論（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ademic 

emotions）中，Pekrun（2000）企圖去整合成就情緒有關的歸因理論，以及

Eccles(1983)的價值-期望模式，而形成他所謂的學業情緒的控制-價值理論。簡

單地說，學業情緒的控制-價值理論認為與控制有關（control-related）及與價

值有關（value-related）的評價（appraisals），是學生學業情緒的主要來源。

此外，內在及外在價值（value）以及與學業學習有關的目標及結果，也被視為

是重要的，並與控制（control）產生互動。故控制與價值是幾乎所有學業情緒

的必然前置事件。 

就控制-價值理論來看，該理論實際上即是一種認知評價過程，舉例來說，

學生擁有能夠精熟學習材料的感覺（高控制）及內在重視該學習材料（高興趣），

被視為是與學習有關的享受（enjoyment）情緒的前置事件；而當期待結果意含

可能的失敗，並且該成就目標對個體而言有主觀的價值時，個體就很可能會出現

焦慮情緒。因此本研究將其內涵納入學習策略，歸類為學習策略總量表中認知評

價過程量表。 

 

（二）教室教學、社會環境與學業情緒 

除了個體的情緒來源外，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認為從人

類發展的社會認知觀點來看，某些特別重要的環境因素會初步地影響學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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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價值有關的評價，即主觀的控制與價值會傳遞調節特定環境的衝擊。他們特別

列出了五大有關的環境因素變項群：（a）教室教學的品質向度，例如，教師熱情

藉由情緒的感染引起內在價值；（b）自主支持V.S.對學生學習的控制；（c）成

就期待及價值藉由重要他人、教育目標結構及教室互動結構（如，競爭對合作）

傳遞給學生；（d）成就的回饋及結果（教育及職業生涯結果）；（e）在學業互動

中的社會關聯及支持（例如，與教室內的聯繫、教師及父母在失敗後的支持）。 

本研究認為上述部分環境因素（如教師塑造的學習氣氛是否使學生樂於投

入，父母以個人為中心的正負向回饋）將影響學生的成就目標，透過學生的成就

目標，而影響學習策略（包括認知評價過程等），接著或同時影響考試焦慮的產

生與否（參見Elliot & McGregor, 2001或表2）。但是，在本研究中，並未將上

述環境變項納入研究變項考量，而僅探討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及數學

成績間的關係，其結果將以結構方程模式呈現。 

 

（三）情緒、效果及前置事件間的相互連結 

由前面幾節的討論可知，情緒的認知-動機模式（cognitive-motivational 

model）主要是探討情緒對學習與成就的影響，而控制-價值理論（control-value 

theory）則是探討情緒的起源來自社會及個體評價。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將這兩個模式結合，並以互為因果關係（reciprocal causation）

的方式將理論摘要如圖3所示： 

在圖3中，有兩個相互連結（linkages）可能特別重要而值得探討。第一，

就個體本身而言，情緒影響學生的成就，但成就及相關成功與失敗經驗的回饋可

能接著影響學生的情緒，而成為今日人類情感發展的主要來源。這種情緒與成就

間相互連結，可能發生在從這次考試到下次考試間短期因果關係，也可能發生在

跨生命全期的長期情感發展上；第二，就外在環境而言，教室教學及社會環境能

引起學生的學業情緒，但學生的情緒也能影響教學、環境及重要他人的行為。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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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來說，藉由情緒感染的過程，教師的熱情可能會刺激學生的興奮及正向情緒，

而熱情的學生接著會對教師的教學熱情給予回饋。 

從本研究的觀點來看，除了圖3中的兩個相互連結外，從圖3還可以看出一

個現象，即目標及動機（即控制-價值，也即是認知評價過程）會產生學業情緒，

學業情緒接著又影響動機、學習策略（此處僅指認知、後設認知策略）及學業成

就，而這些影響又都會產生回饋。這說明了本研究所探討的成就目標、學習策略、

考試焦慮、及數學成績間關係密切，尤其是學習策略（含認知、動機、情緒調節）

及考試焦慮兩者間的互動更是值得探討。 

從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理論模式來看，這樣的相互連

結會以兩種不同的形式運作，包括正向及負向回饋圈（feedback loops）。情緒

與成就間的正向回饋圈，表示情緒與成就水準的增加或減少會以平行的方式隨時

間進行，即情緒（如焦慮）與成就的關係變化會呈一致性（都是正向效果或都是

負向效果，而非一正一負），如焦慮導致低成就（焦慮對成就的負向效果），接著

低成就又導致焦慮（低成就對焦慮的負向效果），因此，這兩個效果是一致的。

這可以解釋為何高低成就組的學生，會隨著年級增長而擴大差距。舉例來說，

Pekrun（1992b）發現，成就隨著時間對焦慮有負向效果，成就越低則焦慮越高，

透過學生對失敗期待的中介，焦慮接著對成就產生負向效果。 

而負向回饋圈，則可以解釋一些在學業情緒上乍見之下為矛盾的發現。舉例

來說，Hembree（1988）發現，與理論相互矛盾，在一些學生身上發現父母及教

師的支持與考試焦慮間的相關接近零。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負向回饋圈意含著

支持會減少學生的焦慮（支持對焦慮水準的負向效果），但支持一開始卻是由於

學生焦慮出現所引起的（焦慮對支持的正向效果）。這種一正一負的效果就是負

向回饋圈的特性。 

如本節一開始所說明的，本研究將依據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

（2002）所提出的負向回饋圈概念，預期在本研究中加入動機概念後的學習策略

將與考試焦慮產生負向回饋圈的互動效果。即當學生具低度的認知學習策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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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引發動機策略（認知評價過程），進而促進認知、後設認知、資源經營等策略

的使用，使整體學習策略提高，因此減少考試時所產生的焦慮（即高學習策略產

生低度考試焦慮，學習策略對考試焦慮的負向效果）；但是，若當具低度認知學

習策略的學生未能及時引發動機，而使整體學習策略過低時，將無可避免的引發

高度考試焦慮，此時，高考試焦慮將促使學生在下次考試前的一段時間內使用更

多有效的學習策略（即高考試焦慮產生高學習策略，考試焦慮對學習策略的正向

效果）。本研究將以結構方程模式來探討上述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所預期的關係

是否成立，判斷該負向回饋圈成立的可能線索是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呈現低度相

關或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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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cademic emotions i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by R
Pekrun, T. Goetz, W. Titz, & R. P. Perry, 2002.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圖 3  學業情緒、效果及前置事件間的連結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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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Schutz & Davis（2000）的模式來看情緒調節 

以目標為導向，自我產生計畫性的思考、感覺與適應性行動，以達到個人的

目標即是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的概念（Schunk & Ertmer, 1999），因

此，就本研究的學習策略內涵（即認知、後設認知、資源經營、認知評價、情緒

調節）來說，即是一種具有自我調節作用的學習策略，因其以成就目標為前置事

件，進而探討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含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的關係。 

Schutz & Davis（2000）提出一個包含目標、策略性行為、情緒及情緒調節

的自我調節模式，他們認為對於討論情緒與情緒調節而言，目標是重要的，為達

到我們的目標，策略性的計畫（strategic planning）時常是需要的（如圖 4

所示）。我們對目標的承諾，與我們對達到目標的信心在計畫的脈絡下具有強烈

影響力。策略性計畫的過程提供了有關我們的目標與我們對自己能力的信心，以

及承諾去達成這些目標的許多判斷機會。而這個計畫的過程，也很可能受到情緒

與情緒調節的影響。以下將簡單介紹 Schutz & Davis針對考試情境所提出的自

我調節模式： 

考試情境提供一個瞭解自我調節中情緒調節本質的研究領域。根據理論及實

徵的研究，Schutz & Davis（2000）認為情緒調節的概念通常有三個向度：認知

評價過程（cognitive-appraising processes）、任務焦點的過程（task-focusing 

processes）、情緒聚焦的過程（emotion-focusing processes）。以下將一一介

紹這三個過程，俾讓讀者更能情緒調節的過程及本質。 

1.認知評價過程 

情緒及其調節開始於目標與情境間的比較或認知評價過程（參見圖 4）。考

試焦慮的出現必須是該考試對個人目標而言具重要性，如果我們看不到它與我們

目標的關連，那麼產生情緒的可能性會消失。此外，我們必須評價該考試進行的

情形好壞如何。最後，如果我們信心不夠或沒有信心會成功，或沒有能力去控制

考試的結果，則焦慮就會浮現。所以我們的評價一旦發生，即使我們的評價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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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考試期間之情緒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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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的，我們卻可能早已選擇一種會引發我們經驗焦慮的心態去看待考試情境。 

如圖4所示，Schutz & Davis（2000）根據研究指出，有四種關鍵的評價會

影響情緒的浮現，第一種評價與考試重要性或考試的目標關連性有關。如果我們

判斷考試是不重要的，那麼情緒經驗較不可能發生。換句話說，對於情緒的出現，

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需被視為是具有目標關連或重要性。 

第二種評價是，在目標導向之人與環境互動中，正在進行的事物與所知覺到

的目標之間的協調性如何？簡單的說就是事情進行得順不順利？如圖4所示。若

對這問題「正在考試中所發生的事件對於達到我的目標是否有幫助？」的答案是

否定的，那麼目標不協調的情緒，如焦慮就更可能出現。 

第三種評價是判斷誰是發動者（agency），或誰在互動過程中是控制事件發

生者，將影響情緒經驗。這與歸因理論中的內外控議題有關，事件是否為個體本

身所能掌控的。 

最後一個評價是考試問題效能，或是在考試情境中處理任何問題的效能。這

個評價與期望或自我效能的概念相似，即過去互動過程中的成敗經驗會帶給我們

對目前相似事件的期望，並影響自我效能。 

綜合前述四種認知評價，當我們的判斷是：考試與目標相關、目標不協調及

低效能，那麼焦慮會產生；反之，我們判斷是：考試與目標相關、目標不協調及

高效能，那麼挑戰及希望情緒將會產生。 

2.任務聚焦的過程 

所謂任務聚焦的過程（task-focusing processes）是指企圖去增加、保持

或重新回到任務的焦點。換句話說，將我們內心對話的焦點重回到考試上，避免

分心。Schutz & Davis（2000）提到有三類任務聚焦的過程可以用來幫助情緒調

節，如圖4所示。舉例來說，在考試時，任務聚焦的思考及技巧，如時間管理或

尋找問題的主要觀念等，可以幫助我們將焦點集中在考試而遠離可能有關自我及

其 它 事 物 之 負 面 的 干 擾 思 考 。 此 外 ， 在 考 試 時 使 用 緊 張 縮 減

（tension-reduction），例如，深呼吸可以幫助重回任務焦點。緊張縮減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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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助個體將焦點從自我及考試表現情形重新返回到考試進行上。最後，重要

性重評價（importance reappraisal）過程包含努力維持考試在脈絡中的重要

性，或是強調考試的正面意義，這些活動都可以將焦點拉回考試。舉例來說，告

訴自己，考試只是課程的一部份，或參照生活中其它事情來考慮考試的重要性，

可能有助於將焦點從自我拉回考試。 

3.情緒聚焦的過程 

情緒聚焦的過程（emotion-focusing processes）涉及將焦點集中在自我及

與任務有關的情緒上。它涉及了脫離任務而將焦點集中在感覺（快樂或不快樂）、

思考（關於任務表現與表現好壞的可能原因）。因此，情緒聚焦的過程是一種很

糟的情緒調節方式，但卻常常為大部分的學生所使用。Schutz & Davis（2000）

發現兩個情緒聚焦的過程，分別是希望思考（wishful thinking）與自我責怪

（self-blame）。希望思考是指個體希望不要考試或是希望老師不要計算考試成

績，而自我責怪是指，批評自己的考試表現或批評自己對考試的準備工作不足。 

就本研究而言，乃將認知評價過程視為學習策略的其中一類，如同Schutz & 

Davis（2000）模式中所提到的，認知評價過程即是個體在目標與情境間做比較

的過程。因此，本質上認知評價過程即是一種引發某種行為的動機歷程，比較的

結果可能引起情緒，也可能引發略性行為（學習策略）。本研究將認知評價過程

視為學習策略中的動機成分，即如同 Pintrich(1989)所認為的，一般認知策略

（含認知、後設認知）必須有動機成分的加入才能激勵一般認知策略的使用。另

外，本研究將情緒調節列為學習策略的其中一類，這是針對考試焦慮而產生的自

我調節的策略性行為，因此，本研究將情緒調節視為一種學習策略。 

綜觀 Schutz & Davis（2000）的模式，認知評價過程及情緒調節都可以視

為動機歷程，它們在考試情境下，針對考試焦慮的產生而與學習策略（認知、後

設認知）發生互動。因此，本研究將認知評價過程、情緒調節併入學習策略後，

即可將模式簡化為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三者間的互動，即本研究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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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四者關係 

本節試圖從Elliot & McGregor（2001）所提出的2×2成就目標架構的觀點，

來探討成就目標對學習策略、考試焦慮、及數學成績的影響情形，並進一步探討

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間的關係。 

 

一、成就目標與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的關係 

從成就目標來看，成就目標理論在1980年代開始發展，由最初依精熟-表現

二分的常模目標理論開始，歷經三元的成就目標架構，直到最近由 Elliot & 

McGregor（2001）所提出的2×2成就目標架構，建構出成就目標的多元性取向。

由於早期的成就目標理論的不夠成熟，因此在探討成就目標對學習策略、考試焦

慮、數學成績的關係上，本研究一律採用2×2成就目標架構，來探討成就目標與

相關變項間的關係，以避免結果混淆。 

根據Elliot & McGregor（2001）的研究指出，四類成就目標與深度、表面、

無組織等三種深淺不一的學習策略間，各有不等的影響力（參見表 2），然而，

在本研究中，學習策略則是以廣義的學習策略來定義，除了一般認知策略外，尚

包括資源經營、認知評價過程、情緒調節等策略，而深度、表面、無組織三種學

習策略則是單純從認知策略的觀點來考慮，因此，對應之下，深度、表面、無組

織三種學習策略就僅被包含在本研究的一般認知策略中。因此，在探討成就目標

與學習策略的關係上，本研究僅能根據表2，預期趨向精熟目標與一般認知策略

呈正相關，逃避精熟目標與一般認知策略呈負相關，趨向表現目標與一般認知策

略呈微弱的正相關甚至是無相關，而逃避表現目標則與一般認知策略呈微弱負相

關或是無相關。至於，成就目標對於資源經營、認知評價過程、情緒調節的關係，

則是屬於初探性的研究，但仍可預期其關係也是呈現如同成就目標與一般認知策

略的關係一樣的情形才是。因此，就整個學習策略來說，四種成就目標對學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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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關係應該也是呈現如上述的情形才對。 

因此，本研究認為，趨向精熟目標與本研究的學習策略呈正相關，逃避精熟

目標與本研究的學習策略呈負相關，趨向表現目標與本研究的學習策略呈微弱的

正相關甚至是無相關，而逃避表現目標則與本研究的學習策略呈顯著負相關。但

是，值得注意的一點是，Elliot & McGregor（2001）研究的學習策略主要是以

認知策略為主，並無動機及情緒調節成分在內，故本研究雖然推測成就目標對含

動機及情緒調節之學習策略的效果與對純粹的認知學習策略效果一樣，但可能事

實上會有部分出入。 

就成就目標與考試焦慮的關係來看，本研究預期結果會與 Elliot & 

McGregor（2001）的研究結果一致，即趨向精熟、趨向表現目標與考試焦慮無關，

而逃避精熟目標、逃避表現目標與考試焦慮呈顯著負相關（見表2）。 

就成就目標與數學成績的關係來看，由於國外研究大多以受試者修習大學普

通心理學的成績來研究成就目標與學習成績的關係，因此，本研究這部分的探

討，乃大膽假定成就目標對數學成績的關係與其對普通心理學的結果是一致的。

即趨向表現目標與數學成績呈正相關，逃避表現目標與數學成績呈負相關，趨向

精熟目標及逃避精熟目標則與數學成績無關。 

 

二、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的關係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就學習策略來說，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無相關存在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但Pekrun等人同時也暗示焦慮（負

向激發情緒）可能會促進某些學習策略的使用。另外，Schutz & Davis（2000）

的理論模式指出，情緒調節及認知評價過程會影響情緒的出現與否。因此，本研

究大膽推測，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可能存在著負向回饋圈的情形，即高學習策

略導致低考試焦慮，但低考試焦慮可能會引發低學習策略；反之，低學習策略導

致高考試焦慮，但高考試焦慮可能會引發高學習策略。這個推測主要是因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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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策略的內涵中加入了動機成分，因而使得高考試焦慮者有可能導致高學習

策略。這種負向回饋圈的概念，可以解釋為何學習策略與焦慮之間無相關存在。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國內外探討考試焦慮的研究，大都是探討認知或

後設認知技巧與考試焦慮的關係，很少探討針對一般認知策略以外的學習策略來

與考試焦慮做關連，因此，本研究學習策略各成分與考試焦慮各成分之間的關係

可視為試探性的研究。 

就學習策略與數學成績的關係來看，過去的研究一致指出，學習策略有助於

學業成就（Gettinger & Seibert,2002），國內如魏麗敏（民85）研究發現，使

用較多自我調節學習策略的國小學生，數學成就較高。另外，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的理論亦指出，學業情緒會透過學習策略、學習動機而影響學

業成就，因此，本研究預期，學習策略，包括一般認知策略、資源經營策略、認

知評價過程、情緒調節策略對數學成績有正向影響效果。 

就考試焦慮與數學成績的關係來看，許多研究指出考試焦慮有礙學業成就，

兩者間有負相關存在，如余民寧（民 76）得到兩者的相關為-0.10，P＜0.05，

可知，考試焦慮妨礙學業表現，但並不嚴重，雖然如此，Ma (1999)後設分析的

結果，指出考試焦慮對數學成績仍有近10％的解釋量。而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的理論亦指出，負向激發情緒（如焦慮）可能會藉由減低內在

動機及產生與任務無關的思考而傷害到成就，但它也可能藉由增強外在動機而有

益表現，由於負向激發情緒（如焦慮）對學業成就具有這種模稜兩可的作用，因

此本研究預期，考試焦慮對數學成績雖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並不會太高，即應

該不超過 10％的解釋量。就考試焦慮各成分對學業表現的影響來看，部分研究

指出，認知成分與學業表現呈負相關，而情緒成分與學業表現無顯著負相關（如

余民寧，民 76；Cassady & Johnson, 2002）。因此，本研究亦預期考試焦慮中

的認知焦慮對數學成績的影響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