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十五歲的學生其數學焦慮之認知與情意，如何

影響學生數學內在動機、自我概念與成就，以 PISA 資料庫香港資料

為例。故就相關文獻探討如下：第一節、數學焦慮；第二節、數學焦

慮與數學內在動機；第三節、數學焦慮與數學自我概念；第四節、數

學焦慮與數學成就；第五節、數學內在動機、自我概念與成就。 

 

第一節 數學焦慮 

 

「數學焦慮」此一詞之概念分析，分為四部分來探討，首先探討

焦慮的意義與產生機制，接著為數學焦慮定義、並探討數學焦慮與考

試焦慮的關係，最後為探討數學焦慮的向度。 

 

一、焦慮的意義與產生機制 

「焦慮」常被使用來敘述一個不愉快的情緒狀態，為一種主觀的

緊張、恐懼、擔心的感覺，並且是由自律神經系統所激發。焦慮可以

分為「情境性焦慮」（an anxiety state, A-State）與「人格性焦慮」（trait anxiety, 

A-Trait），當個體覺知到情境具有潛在的危險與威脅時，情境性焦慮就會

被激起，為暫時性的焦慮，情境性焦慮會隨著壓力的大小而有強度的變

化，並且隨著時間波動而消長；人格性焦慮指的則是具有焦慮傾向的人格

特質，為相對穩定的個人特質，人格性焦慮不會直接顯現於行為，但可從

個體情境性焦慮的升高強度與發生頻率而推論出來（Reyes, 1984; 

Spielberger, 1972）。 

Byrd（1982）根據 Spielberger（1972）對焦慮的詮釋，提出焦慮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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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a model of the process of anxiety）（如圖 2-1），此模式為個體處於焦

慮激發情境的一連串反應。首先，個體會先經驗到壓力感，當此壓力感對

個體產生某種威脅作用時，焦慮便在這個時候產生，隨後，個體會對壓力

做認知的重估，並選擇應付壓力的方法。唯有當個體經驗到壓力感，並且

對此視為威脅，焦慮感才會產生，而焦慮感對個體並非絕對有益或絕對有

害，此取決於個體認知重估的結果以及採取應付壓力的方法，倘若採取的

因應方式適當、正向，則此焦慮即為有益的焦慮（facilitative anxiety）；反

之，若採取之因應方式不恰當或負向的結果，則此種焦慮即為有害的焦慮

（debilitative anxiety）(Reyes, 1984)。 

 

 

 
 

引起 

情境焦慮

對壓力作認

知的重估 

選擇應付壓

力的方法 

壓力的

來源 

知覺到 

某種威脅 

 

圖 2-1  Byrd（1982）焦慮歷程模式（引自 Reyes, 1984, p. 563） 

 

在整個焦慮的歷程（anxiety-as-process）包含了對壓力一連串的認知、

情意與行為反應，其中認知因子在情緒狀態激起過程扮演了重要的角色，

對危險的認知評價（cognitive appraisals）立即出現於焦慮狀態反應之後，

認知重估（cognitive reappraisals）則是焦慮狀態強度與持久度的決定要素。 

綜上所論，引發數學焦慮的可能原因，可分為兩項，一為情境因素，

另一為個人因素，情境因素包含家庭與學校，例如家庭中不當的性別期

望、家中沒有學習數學的安定環境、重要他人對數學不當的態度、學校不

當的數學教學、過多的數學考試壓力與失敗的數學學習經驗等等。個人因

素包含具有焦慮傾向的人格特質、對壓力有錯誤的認知評估、選擇不當的

應付壓力方式、過多數學學習失敗的經驗、性別角色的影響、太多情緒困

擾、智力或認知能力的限制等（吳梅蘭、曾哲仁，1994；許斯琪，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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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y, 2004; Reyes, 1984）。 

 

二、數學焦慮的定義 

許多學者定義「數學焦慮」，皆採用學者 Richardson and Suinn（1972）

的看法，將「數學焦慮」定義為緊張與焦慮的感覺干擾到數字操弄與數學

問題解決的過程（Betz, 1978; Engelhard, 1989; Green, 1990; Reyes, 1984; 

Richardson & Suinn, 1972），意即焦慮的感覺影響數學表現，採干擾模式的

看法，而按照 Spielberger（1972）對焦慮的詮釋與 Byrd（1982）提出的焦

慮歷程模式（如圖 2-1）的看法，數學焦慮為情境性焦慮的一種，在數學

情境下被激起的情境焦慮狀態，意即數學焦慮感包含了對數學考試與對數

學相關課程感到焦慮（Reyes, 1984; Rounds & Hendel, 1980）。 

而透過後設分析重新檢閱數學焦慮這個構念，研究結果指出數學焦

慮不只是局限於考試的情況下，更包含了任何接觸數學的恐懼，例如：上

數學課、數學回家作業、數學考試等（Hembree, 1990），也就是採比較鉅

觀的看法，認為數學焦慮指的是個體在面對數字、使用數學概念、解決數

學問題或參加數學考試時，自身所感受到不安、緊張和恐懼的心理狀態（吳

梅蘭、曾哲仁，1994）。 

綜上所論，數學焦慮廣義包含對數字操弄、對數學考試，以及解決數

學問題所產生的緊張焦慮感、無助感與情緒壓力（吳梅蘭、曾哲仁，1994；

蔡文標，2003； Alkhateeb & Taha, 2002; Betz, 1978; Engelhard, 1989; Green, 

1990; Hembree, 1990; OECD, 2005, p. 291; Reyes, 1984; Richardson & Suinn, 

1972; Rounds & Hendel, 1980）。數學焦慮與個體在數學學習之關係實為密

切，適度的數學焦慮能發揮良好的學習效率，但是過度與不及的焦慮則會

對學習造成不良影響，數學焦慮對數學學習之影響機制，將在本研究做深

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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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數學焦慮與考試焦慮 

「考試焦慮」概念先於「數學焦慮」而被提出，考試焦慮的理論（Test 

anxiety theory）最早由 Mandler and Sarason（1952）所提出，假設在考試

情境下有兩種驅力會被引發，分別會任務導向驅力（task-directed drives）

與習得焦慮驅力（learned anxiety drives），前者會刺激行為，藉由完成任務

來降低此驅力；後者會刺激兩種行為的發生，第一為投入與任務相關的努

力來完成考試，因而幫助降低焦慮，第二為自我導向（self-directed）行為，

也就是從事與工作無關的行為（task-irrelevant behaviors），例如：心跳加快、

對處罰的預期、自尊與地位的喪失、逃避考試情境的強大慾望等，使得干

擾任務的完成。焦慮產生後會導致個體藉由完成任務而降低焦慮或焦慮干

擾任務的完成，會依據個體對焦慮的詮釋習慣而定。低焦慮的個體面對具

威脅的情境會選擇增加努力與注意於任務，而高焦慮的個體則會選擇將注

意力投入於自我關注，從而干擾任務的完成（Green, 1990; Hembree,1990; 

Wine, 1971）。 

有研究指出考試焦慮在導致國小五年級學生形成數學焦慮的各層

面中得分最高，意即考試焦慮為數學焦慮的主要構成要素（吳明隆、

葛建志，2006；蔡文標，2003），事實上，認為自己有考試焦慮的學生其

實經驗到最大的考試焦慮就來自於數學考試（Betz, 1978）。因而，考試焦

慮與數學焦慮具有高度相關，但仍非同一概念，並且為不可互換之概念

（Betz, 1978; Dew et al., 1983, 1984; Hembree, 1990），數學焦慮與考試焦慮

的高度相關性可從以下幾項研究結果窺知：第一，數學焦慮與考試焦慮都

與一般性的焦慮（general anxiety）有相關；第二，這兩個構念在與不同焦

慮程度之學生能力、性別與種族的差別是相似；第三，這兩個構念影響成

就方式相似；第四、改善成就表現均會減輕兩個構念程度。意即考試焦慮

與數學焦慮除了具有相關之外，兩者對個體成就的影響以及對個體能力、

性別與種族之差異皆為相似，並且改善表現均會減輕考試焦慮與數學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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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度（Hembree, 1990）。 

綜上所論，數學焦慮與考試焦慮有顯著的高相關，兩者之間有重疊的

部分，但非同一概念，不可視同為可互換的構念，數學焦慮為一般的

（moderate）考試焦慮最輕微的變形（mildest variation）（Perry, 2004），數

學焦慮是特定學科的考試焦慮（subject-specific test anxiety），包含一般性

的數學恐懼與考試時的恐懼。所以，數學焦慮可以採用考試焦慮的理論基

礎來探究，如同考試焦慮一樣，數學焦慮似乎也是由情境學習而來的行

為，為情境性焦慮，不過數學焦慮更廣義包含一般接觸數學的焦慮，包括

上課、回家作業與考試等（蔡文標，2003；魏麗敏，1996；Frary & Ling, 1983; 

Hembree, 1990）。 

 

四、數學焦慮的向度 

數學焦慮向度可分為兩大分類，其一為認知與情意二因子模式，

其二為數學考試焦慮與數學內容焦慮，詳述如下： 

（一） 認知與情意二因子模式 

首先將「考試焦慮」構念進行向度區分的為 Liebert and Morris

（1967），提出考試焦慮的二因子模式，將考試焦慮區分為憂慮（worry）

與情緒（emotionality）。憂慮為焦慮經驗的認知部分，包含了對自我表現

的認知注意、對自我能力與他人能力的比較與評價、對自我表現的自我挫

敗想法、擔心潛在與失敗的後果等。情緒是對考試環境壓力的心理與情意

的反應，焦慮經驗中心理與情意的部分，包含焦慮感的自律激起、不愉悅

的感受、緊張等等（吳梅蘭、曾哲仁，1994；Deffenbacher, 1978; Morris et 

al., 1981; Morris & Liebert, 1970）。 

而首先將「數學焦慮」單一構念進行區分的則為 Wigfield and M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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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其利用驗證性因素分析將之區分為負向情意反應（a negative 

affective reactions component）與認知（a cognitive component），負向情意

反應係指對數學的強烈負向情意反應（例如：害怕、緊張或不舒適），認

知則係指擔心在數學表現的多好之意，這兩個因素有重疊之處。Ho 等人

（2000）的研究之問卷題目即取自 Wigfield and Meece（1988）設計的 11

題數學焦慮問卷（Mathematics Anxiety Questionnaire, MAQ），亦將數學焦

慮分為認知（cognitive）與情意（affective）兩面向，並且在美國、中國、

台灣三個國家的六年級學生樣本中得到驗證，意即數學焦慮的情意與認知

模式在這三個國家都得到支持。 

（二） 數學考試焦慮與數學內容焦慮 

Rounds and Hendel（1980）亦提出數學焦慮並非為單一向度的構念，

不過此研究區分的兩個因子與前述研究不相同，他們是從數學焦慮定義延

伸出來的分法，分別為「數學考試焦慮」（Mathematics Test Anxiety）與「數

字焦慮」（Numerical Anxiety）兩個面向，此與前述數學焦慮的定義相符合，

數學焦慮是對數字操弄、對數學考試，以及解決數學問題所產生的緊張焦

慮感，因而直接將數學焦慮分為考試焦慮與內容焦慮向度。Zeidner（1991）

亦提出類似分法，將統計焦慮分為統計考試焦慮（statistics test anxiety）與

統計內容焦慮（statistics content anxiety）。 

綜上所論（參閱表 2-1），大部分的研究結果皆將「數學焦慮」分為認

知與情意二因子模式，數學焦慮之認知（cognitive）因子係指對自我表現

的認知注意、擔心潛在與失敗的後果等；數學焦慮之情意（affective）因

子係指對於考試的狀態感覺到緊張、恐懼、害怕和不愉快的生理回饋。數

學焦慮之認知與情意二因子模式在許多研究皆得到支持（Ho et al., 2000; 

Wigfield & Meece, 1988），因此本研究以此作為立論基礎，除了驗證 PISA 

2003 香港資料之數學焦慮分為認知與情意二因子模式，更深入探究數學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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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認知與情意二因子對數學成就的影響。 
 

表 2-1  數學焦慮的二因子模式 

提出學者 數學焦慮的面向 
Liebert and Morris（1967） 考試焦慮分為： 

1. 擔憂（worry） 
2. 情緒（emotionality） 

Rounds and Hendel（1980） 1. 數學考試焦慮（ Mathematics Test 
Anxiety） 

2. 數字焦慮（Numerical Anxiety） 
Wigfield and Meece（1988） 1. 負向情意反應（ negative affective 

reactions） 
2. 認知（cognitive） 

Zeidner（1991） 統計焦慮分為： 
1. 統計考試焦慮（statistics test anxiety）
2. 統 計 內 容 焦 慮 （ statistics content 

anxiety） 
Ho 等人（2000） 1. 認知（cognitive） 

2. 情意（affective） 

 14



第二節 數學焦慮與數學內在動機 

 

動機（motivation）乃係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

導使該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歷程，由此可知動機是行為的內動

力。而學習動機則係指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導使該

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理歷程（張春興，1994）。若學

習動機是受到外在環境因素所影響而形成，則稱為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反之，若學習動機是因內在需求而產生，則稱之為內在

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內在動機為一重要的構念，反映了人類本

質上傾向於學習與吸收知識（Ryan & Deci, 2000）。就教育而言，內在動

機所導致的結果，在學習與表現扮演重要角色。本節為探討數學焦慮與內

在動機的相關分析，以下分別介紹內在動機的定義、焦慮與內在動機等相

關研究。 

 

一、內在動機 

內在動機係因內在需求而產生，可被被定義為：第一，單純出於好

奇心參與活動，也就是想要知道更多事情的需要；第二，參與活動只是因

為想要參與和完成任務；第三，想要貢獻（Dev, 1997），也就是 Eccles

等人（1983）所提出的期望價值理論（expectancy-value theory）中任務價

值（task value）之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為個體從活動表現中得到

的樂趣或主觀興趣（Eccles & Wigfield, 2002; Wigfield, 1994; Wigfield & 

Eccles, 1992, 2000），或是自我決定論（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中依據引起行為的不同原因或目標所區分之不同類型的動機，它分為內在

動機與外在動機，其中具內在動機的行為係指投入活動是源自於自己本身

的緣故或對表現本身的愉悅與滿足。（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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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Eccles & Wigfield, 2002; Reeve & Cole, 2001; Ryan & Deci, 2000; Unrau 

& Schlackman, 2006）。 

內在動機在成就領域被認為是適應自我調節（adaptive self-regulation）

的重要面向（Rawsthorne & Elliot, 1999）。內在動機起源於個體對某一議

題或活動的個人興趣，並且透過追求該議題或活動而達到自我滿足，為自

我調整學習與自我決定的核心，包含個體對精熟的想望、自然而起的好奇

心與探究心。與內在動機相反的概念是外在動機，起源於參與活動是為了

外在獎賞或解除某種外在社會要求（Unrau & Schlackman, 2006），為工具

性的動機。而對表現目標的追求比起對精熟目標的追求會顯著地產生較少

興趣和樂趣，意即表現目標會侵蝕內在動機（Rawsthorne & Elliot, 1999）。

具有內在動機的個體比較從個人的興趣出發，透過追求活動的精熟表現，

而滿足對能力與自我決定的需求（Eccles & Wigfield, 2002）。 

就教育而言，內在動機所導致的結果，很明顯的對個體或社會皆有益

處，學業內在動機（academic intrinsic motivation）係指一切對學校學習所

感到的愉悅感，它包含以下特性：精熟導向、好奇心、持續性，甚至學習

遇到的困難與挑戰，它可以從下列幾項測量出來：(1)學習者持續於任務的

能力；(2)學習者花在任務的總時數；(3)出於好奇心學習；(4)對於活動的

效能感；(5)選擇活動的慾望；(6)所有變項的結合。具有內在動機的學生即

使任務很艱難仍會持續投入於任務，並且不需要任何形式的獎賞或誘因來

開始或完成任務。這種類型的學生會完成他們所選擇的任務，並且挑戰活

動本身就會替他們帶來樂趣，具有內在動機的學生也較可能會保留已習得

的概念，並且在不熟悉的學習環境中較有自信。對任務的興趣與否在學習

者的動機導向中亦扮演重要的角色，假如指派一個對學習者來說無興趣價

值的任務，將無法引起學習者的動機（Dev, 1997; Gottfried,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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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學生能正確區別出學術內在動機的學科領域，只有數學內

在動機（Gottfried, 1990），因為對學生來說，數學領域最容易遇到困難與

阻礙，所以數學領域最需要內在動機的支持以達成成就目標。 

綜上所論，數學內在動機係指投入數學的原因是自己本身的興趣，

並透過數學表現而感到愉悅，即學習數學本身便會為個體帶來樂趣與滿

足。 

 

二、焦慮與內在動機 

國內對動機與焦慮的研究多把焦點放於學習動機（ learning 

motivation）與學習焦慮的相關探究，許多研究即發現學習動機與學習

焦慮有顯著負相關（邱正雄，2005；許杏如，2004；葉雅雯，2006），具

有學習焦慮的學生其學習動機會較低，亦有研究發現內在動機與數學焦慮

會互相產生負向顯著效果（Gottfried, 1990），也就是說，數學低成就學生

之數學焦慮水準愈高，其數學態度、數學投入動機越消極，數學成就則越

不理想（蔡文標，2003；Wigfield et al., 1990），皆顯示出內在動機與焦慮

的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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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數學焦慮與數學自我概念 

 

數學自我概念或學習數學的信心為數學學習過程最重要的情意變項

之一，在數學具有自信的學生比起缺乏自信的學生傾向於學習的更多、對

自我的感覺較好（Reyes, 1984）。以下分別介紹數學自我概念、數學焦慮與

數學自我概念的相關研究。 

 

一、數學自我概念 

一般來說，「自我概念」（self-concept）係指個體對自我的覺察

（self-perception），個人知覺的形成主要受到經驗與互動的影響（邱皓

政，2003）。根據 Shavelson, Hubner, and Stanton（1976）所提出的「學術

自我概念結構」（structure of academic self-concept）（如圖 2-2），指出自我

概念具有組織與結構、多面向、多階層、穩定性、發展性、描述與評價性、

區別性等七項主要特質。一般自我概念（global self-concept）可分為學術

自我概念（ academic self-concept）與非學術自我概念（nonacademic 

self-concept），學術自我概念是個體對自己的學業能力的一種自我知

覺，為個體對自身學習能力的一種比較穩定的看法，即特定學科的自我

概念（subject-specific self-concepts），例如：數學自我概念、英文自我概念；

非學術自我概念指的則生理、情緒、社會自我概念等等。所以，數學自我

概念分屬於學術自我概念的分支下，屬於特定學科的學術自我概念。 

每個層面的自我概念之間的相關強度不盡相同，學業成就與學術自我

概念的相關較大，與一般的自我概念的相關較小，與非學術自我概念幾乎

不相關（李曉東，1997；邱皓政，2003；Byrne & Gavin, 1996; Reyes, 1984）。

學術自我概念與個體在學習過程所付出的努力、遇到困難時表現出的堅持

性、學業目標的設置、學業成績以及抱負水平等都有著密切的關係（李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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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1997）。 

一般自我概念 

Global Self-Concept 
一般： 

學術自我概念 

Academic 
Self-Concept 

英文 歷史 數學 科學 

學業與非學業 

自我概念： 

自我概念分支： 

在特殊情況下 

行為的評量： 

非學術自我概念 

Nonacademic 
Self-Concept 

        

圖 2-2  學術自我概念結構（引自 Shavelson et al., 1976, p. 413） 

在 PISA2003 資料庫所定義之數學自我概念為學生透過社會比較的過

程評量他們自己的表現（OECD, 2005, p. 292），也就是將數學自我概念定

義為數學表現好壞的普遍感受（Alkhateeb & Taha, 2002）。Reyes（1984）

則比較全方面地定義數學自我概念為個體對於在數學能學到新概念、在數

學課表現的多好、數學考試表現的多好的把握。 

綜上所論，學術自我概念顯然與一般自我概念（general self-concept）

不一樣，並且學術自我概念與學業成就、學術行為有高度相關，但一般自

我概念則與學業成就、學術行為無此相關（Marsh,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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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學焦慮與數學自我概念 

數學焦慮與數學自我概念之間的關係探討，研究顯示出數學焦慮與數

學自我概念有著負相關存在，意即具有高數學焦慮者其數學自我概念較低

（邱皓政，2003； Benson, Bandalos, & Hutchinson, 1994; Bandalos, Yates, & 

Thorndike-Christ, 1995; Wigfield et al., 1990）。 

但此兩變項的負向相關也有例外，Alkhateeb and Taha（2002）調查 68

位（10 位男性、58 位女性）就讀教育系的大學生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焦

慮的關係程度，研究假設為就讀教育系的大學生普遍具有相當程度的數學

焦慮，但依然會發展正向數學自我概念，研究結果顯示數學自我概念與數

學焦慮呈現正相關（.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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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 

 

數學焦慮逐漸被用來解釋數學逃避（math avoidance）與低數學表現之

原因（Betz, 1978）。數學焦慮為學習數學重要情意變項，並且常常與低數

學成就有相關（Green, 1990），所以探討數學焦慮如何影響數學成就變得非

常重要，如果可以瞭解數學焦慮在數學成就扮演的角色，瞭解數學焦慮如

何影響數學成就，便有可能改善學生數學學習情形。以下就數學焦慮與數

學成就之間的相關研究進行探討。 

 

一、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具有顯著的負相關 

許多研究皆指出，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達到顯著負相關，即具有高

數學焦慮的學生其數學成就較低；反之，具有低數學焦慮的學生其數學成

就較高（王三幸，1992；邱俊仁，2003；葛建志，2004；蔡文標，2003；

Adams & Holcomb, 1986; Engelhard, 1989; Ma, 1999）。透過後設分析探

究，亦發現兩者之間關係，不管是在性別、年級、種族、測量焦慮的工具

或文章發表年份皆呈現一致的結果，意即數學焦慮通常與數學成就有負向

關聯（Ma, 1999）。若進一步探究數學成就高、中、低群的學生數學焦慮

程度的分佈狀況，可以發現高分群的學生中，屬於低焦慮的人數比例最

多，屬於中焦慮的人數比例次之，屬於高焦慮的最少；而在中分群中的學

生中，屬於中焦慮的人數最多，屬於高焦慮和低焦慮的人數比例差距不

大；在低分群的學生中，屬於中焦慮的人數比例最多，屬於高焦慮的人數

比例次之，但兩者差距不大，而屬於低焦慮的最少（如表 2-2）。由以上數

據顯示，具高數學成就的學生，數學焦慮通常較低，唯具低數學成就的學

生，數學焦慮不見得都很高，意即低數學成就的學生不見得會感受到很高

的數學焦慮（邱俊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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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數學成就高、中、低分群裡的學生其數學焦慮程度的分佈狀況 

向度 高分群 中分群 低分群 
高焦慮 最少 次之 次之 
中焦慮 次之 多 多 
低焦慮 多 次之 最少 

資料來源：整理自邱俊仁（2003） 

 

在跨文化的比較亦顯示出美國與泰國學生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皆有

負向的關聯，分別為 r = -.24、r = -.14，唯美國樣本之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

負向關聯比泰國樣本的強度大（Engelhard, 1989）。 

綜上所論，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王三幸，

1992；邱俊仁，2003；吳梅蘭、曾哲仁，1994；葛建志，2004；蔡文標，

2003；魏麗敏，1996；Adams & Holcomb, 1986; Betz, 1978; Engelhard, 1989; 

Green, 1990; Hembree, 1990; Ho et al., 2000; Ma, 1999; Meece et al., 1990）。

低數學成就、低一般能力與逃避數學會與數學焦慮有相關，顯示出這個特

徵為自我不朽的（self-perpetuating），即低能力會導致低表現，低表現導致

不喜歡或焦慮，於是導致逃避，最後又導致低成就，然後又回到低成就，

導致不喜歡與焦慮（Frary & Ling, 1983）。 

不過這樣的負向關聯，並非為靜止固定的模式，會隨著個體的社會與

學術背景的不同，這樣的關係也會隨之改變，亦即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之

間呈現動態關係。此關係會隨著個體之不同的社會與學術背景特質而有戲

劇性的變化，因此，個體之社會與學術背景特質為揭開此焦慮－成就動態

（anxiety-achievement dynamic）的重要關鍵。當個體的特質為互異與獨特

時，數學焦慮可以促進數學表現，也可以削弱數學表現，亦可以與數學表

現無相關（Ma, 1999）。 

而數學焦慮確實與數學表現有相關，但是呈現更複雜的方式，有研究

利用流暢度（fluency）來顯示數學焦慮與數學表現之間顯著的相關，高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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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焦慮與低數學焦慮的學生，在數字計算的正確度無差異，但高數學焦慮

學生在數字計算的流暢度確實比較缺乏（Cates & Rhymer, 2003）。 

也有研究認為高低考試焦慮的個體，在任務表現具有差異之最大的

原因為注意力聚焦點不同（Wine, 1971）。高考試焦慮的個體在考試表現的

較差，尤其是在有壓力與評價的情境，具高考試焦慮的個體會將他的注意

力聚焦在自我評價（self-evaluative）、自我貶抑想法中（self-deprecatory）

和自律反應的知覺；相反的，低考試焦慮的個體則會將所有注意力投入於

工作相關的變項中。也就是說，高考試焦慮的個體比起低考試焦慮的個體

會將注意力全神貫注於自我，而低考試焦慮的個體傾向於將注意力聚焦於

工作，此即為高低考試焦慮在成就表現具有差異的最大原因。 

 

二、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之間的因果關係 

雖然有關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關係的研究，都指出這兩個變相之間呈

負相關，不過，這些研究並未明確指出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之間的因果關

係及其內部因子之影響機制（吳梅蘭、曾哲仁，1994）。Hembree（1990）

運用後設分析來重新檢閱「數學焦慮」，研究顯示出數學焦慮與低數學成

就測驗有相關，並指出了數學焦慮與成就的因果關係，該研究認為數學焦

慮為因，數學成就為果。有兩個證據顯示數學焦慮削弱成就的表現：第一，

透過減輕數學焦慮伴隨著高數學成就的出現；第二，處理（treatment）過

後可以恢復以前高焦慮學生的數學表現，並降低數學焦慮；Hembree 也發

現，沒有令人信服的證據顯示低成就導致數學焦慮。綜上所論，透過降低

學生的數學焦慮的實驗操弄，證實數學焦慮的減輕會提高數學成就的表

現，也就是學生數學焦慮的程度會影響其數學成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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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之間其他變項的調節效果 

有研究指出，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並無直接的關係，意即數學焦慮

對數學成就的效果是間接的（Deffenbacher, 1978; Ma, 1999; Wigfield et al., 

1990），也就是說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之間應有其他變項扮演著調節的角

色。Wigfield 等人（1990）研究顯示，學生數學能力知覺（math ability 

perceptions）與數學焦慮、表現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ies）、學習數

學的價值知覺（value perceptions）有最直接的相關，學生表現期望可以預

測隨後的數學成績，價值覺察則可以預測選課意向（course enrollment 

intentions in mathematics），而數學焦慮對於成績或意向都沒有直接影響，

為透過價值覺察與表現期望對數學成就與選課意向產生間接效果，扮演著

調節的角色（Wigfield et al., 1990）。此與 Deffenbacher（1978）的研究結果

類似，研究顯示高焦慮高壓力（high-anxiety-high-stress）的樣本比起高焦

慮低壓力、低焦慮高壓力的樣本在（a）考試時有較多的焦慮（b）負面評

價他們自己、他們的能力及工作（c）工作上花較少的時間（d）經驗到較

多焦慮的干擾（e）會分散較多的注意力在情緒激起（emotionality）、擔憂

的思慮（worry）。意即數學焦慮對數學成就不會直接產生影響的效果，而

是透過調節的作用對數學成就產生影響，其調節的角色有可能是壓力的高

低程度、學生對自己表現的期望程度或價值等。 

綜上所論，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之間應有其他變項扮演著調節的角

色。而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變項有很多，其中學術自我概念與學術內在動

機對學業成就的影響力大於其他變項（Corbière et al., 2006），所以，如擬

瞭解數學焦慮對數學成就的影響就必須考慮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內在動

機的效果，亦即，若能將研究多方面聚焦於數學自我概念、數學內在動機

與數學焦慮在數學成就的影響，也許可以幫助解釋數學焦慮的發展

（Wigfield et al., 1990; Wigfield & Meec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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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數學焦慮認知與情意二因子對數學成就的影響 

學生數學焦慮的程度確實會影響其數學成就表現，但其影響機制為

何？透過對數學焦慮之認知與情意對數學成就的影響之探究，或許可

以看出些端倪。有研究指出，數學焦慮之情意因子與數學成就比認知因

子與數學成就具有更顯著的負相關（Ho et al., 2000; Wigfield & Meece, 

1988），即數學焦慮之情意因子比起認知因子而言，對孩子的數學表現與

能力知覺（ability perception）有著更強大的負相關，而認知因子則與孩子

認為數學的重要性和他們在數學上實際投入的努力（their reported actual 

effort in math）有顯著的正相關。也就是說，情意的焦慮會影響個體的數

學成就表現以及其對自我能力的知覺，若個體對數學具有強烈的負向情意

反應（例如：害怕、緊張或不舒適），會導致其在數學上有較低的成就表

現，並且認為自己的數學程度不好，而認知的焦慮則會影響個體對數學的

價值性以及投入數學的努力程度，若個體會擔心在數學表現，那麼將會引

發個體認為數學是重要的，並且在數學上投入更多的努力。 

在 Ho 等人（2000）的跨國家比較研究，指出美國、中國與台灣這三

個國家裡數學焦慮的認知與情意因子對數學成就的關係。在數學焦慮的認

知因子與數學成就的關係，三個國家並未呈現一致的結果，對於中國和美

國來說，這條路徑為輕微正相關，但並不顯著，只有在台灣的樣本，數學

焦慮的認知因子與數學成就有顯著的正相關（.25*）。這樣的結果顯示，對

台灣的學生來說，認知因子也許提供了激勵（a motivator）的作用。而數

學焦慮的情意因子對數學成就的關係，三個國家則呈現一致的顯著負相關

（-.54*至-.68*之間）。此結果亦與 Wigfield and Meece（1988）一致，若個

體在認知會擔心數學表現，那麼將會引發個體認為數學是重要的，並且在

數學上投入更多努力，而導致有較高的數學成就表現。 

另外，在考試焦慮的認知與情意二因子模式對數學成就的影響，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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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考試焦慮之認知因子與數學成就有顯著的負相關，但情意因子並不顯著

（Morris & Liebert, 1970），意即考試焦慮之認知因子會影響學業成就的表

現，也就是造成數學焦慮在學業成就的效果大部分是認知因子發生的效

果。其原因在於此份研究測量到的認知因子為負向的自我陳述（negative 

statements to self）（例如：我知道我將會考不好），為擔心在數學會表現的

多糟，此時考試焦慮的認知向度會干擾表現、分散考試者注意力的集中，

因此降低了工作表現（Reyes, 1984）。 

 

五、總結 

綜上所論，許多研究皆指出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有顯著的負相關（邱

俊仁，2003；吳梅蘭、曾哲仁，1994；蔡文標，2003；Adams & Holcomb, 

1986; Betz, 1978; Engelhard, Green, 1990; 1989; Hembree, 1990; Ho et al., 

2000; Ma, 1999; Meece et al., 1990），但也有研究指出數學焦慮對數學成就

的效果是間接的（Deffenbacher, 1978; Ma, 1999; Wigfield et al., 1990）。在

數學焦慮認知與情意模式方面，數學焦慮之情意因子比起認知因子與數學

成就具有更顯著的負相關（Ho et al., 2000; Wigfield & Meece, 1988），此與

考試焦慮認知與情意對數學成就的影響不一致，考試焦慮認知因子與數學

成就有顯著的負相關，但情意因子並不顯著（Morris & Liebert, 1970）。本

研究著眼於已知數學焦慮對於數學成就有負向影響，但未知其內部影響機

制為何，所以將數學焦慮分為認知與情意二因子，探討此數學焦慮認知與

情意二因子模式如何影響數學成就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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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數學內在動機、自我概念與成就 

 

此小節為探討數學內在動機、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三者間的關

係，包含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成就之相關研究、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

之相關研究、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自我概念之相關研究以及概括三者的相

關研究等。 

 

一、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成就 

動機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極為密切，根據研究發現，內在動機往往與學

業成就有正向關係，並且對於預測學業成就具有良好的效果（陳玉玲，

2003；Ginsburg & Bronstein, 1993; Gottfried, 1990; Köller, Baumert, & 

Schnabel, 2001; Unrau & Schlackman, 2006）。「高內在動機者」的數學學

業表現高於「低內在動機者」，亦即內在動機愈高，其數學學業表現愈高，

且「內在動機」對數學學業表現的預測力大於「外在動機」（陳玉玲，2003）。

在內在動機的跨文化比較研究，Unrau and Schlackman（2006）發現亞洲學

生內在動機與閱讀成就有正向相關並且能預測閱讀成就，西班牙學生則

否，而外在動機對亞洲學生與西班牙學生來說皆具有負向關係。該研究認

為也許亞洲學生比西班牙學生較能追求並實現擴展能力與自我決定的需

求，也就是對於亞洲學生來說，內在動機在學習與表現扮演重要角色。 

國內對動機與學業成就的研究多把焦點放於「學習動機」（learning 

motivation）對學業成就的影響，許多研究即發現學生之學習動機與學

業成就有顯著正相關，並具有顯著的預測力（周文松，2006；許杏如，2004；

張淑芳，2006；魏麗敏，1996；蘇美枝，2005），即具有高學習動機的學

生，其學業成就也較高。在數學內在動機的相關研究，蔡文標（2003）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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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投入動機利用工作投入和自我投入二個分量表測得，研究顯示數學投

入動機可以有效的預測數學成就，而且二個數學投入動機分量表可解釋數

學低成就學生數學成就總變異量的 26.60％，由此可知，數學投入動機是

預測數學成就的重要因素，即數學投入動機與數學成就間有正相關，換言

之，個體之數學投入動機愈積極，其數學成就也越高。 

亦有研究指出能力的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s of competence）與數

學學業成就有顯著的相關，但內在動機與數學學業成就並無顯著相關

（Bouffard, Marcoux, Vezeau, & Bordeleau, 2003）。Meece 等人（1990）以

期望價值理論出發，認為期望對隨後的學業成就有直接的正向影響，而價

值（內在動機即屬此概念中的其一）與隨後的選課意向有直接的正向影

響，亦認為內在動機與學業成就並無直接的影響，而是透過其他的調節因

子，對學業成就產生效果，即內在動機雖對學業成就會產生一定的效果，

但可能並非為直接影響，而是透過其他變項產生的總效果。 

綜上所論，動機導向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極為密切，內在動機與學業成

就有正向關係（陳玉玲，2003；Ginsburg & Bronstein, 1993; Gottfried, 1990; 

Köller et al., 2001; Unrau & Schlackman, 2006），並且為透過其他的調節因

子，對學業成就產生效果。所以，本研究將數學內在動機視為數學焦慮認

知與情意二因子和數學成就的調節變項，希冀能透過數學內在動機所產生

的效果，對數學焦慮認知與情意二因子影響數學成就的模式，有更完整的

模式建構。 

 

二、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 

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兩者具有正相關

（Guay et al., 2003; House, 1992; Marsh et al., 2005; Marsh & Yeung,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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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ce et al., 1990）。經過對先前學術成就的控制，學術自我概念的效果顯

著地被發現與數學表現有相關，亦即擁有高學術自我概念的學生顯著地有

較高地數學成績。 

Marsh 等人則提出了一個交互影響模式（reciprocal effects model），認

為先前的學業成就會影響隨後的學術自我概念（academic self-concept），而

控制了先前的成就之後，先前的學術自我概念也顯著地影響（預測）隨後

的成就表現，亦即數學能力的自我概念是成就的原因同時也受到成就的影

響，兩者為交互相關也相互增強。先前的數學能力自我概念會影響隨後的

成就（自我增強模式，self-enhancement model），亦即自我概念為學術成就

的決定因素，並且先前的成就也會影響隨後的自我概念（技巧發展模式，

skill-development model），亦即學術自我概念為學術成就的結果。這些結

果都顯示出學術自我概念在多樣化的學業成就具有正向效果。Marsh 等人

並推測數學可能是比較具體、高度結構的學校學科，透過正向的自我概

念，影響個體之動機與行為，隨後轉化成為學業成就獲得（Guay et al., 2003; 

Marsh et al., 2005; Marsh & Yeung, 1997）。 

綜上所論，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為交互影響的關係，並且為正向

效果的影響，亦即數學自我概念同時為成就的決定因素與結果。 

 

三、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自我概念 

動機與自我概念的關連，以數學動機與數學自我概念的關聯強度最大

（Gottfried, 1990），而在內在動機與自我概念的因果關係，有研究指出，

能力感自我概念的增加會導致內在興趣的增加，意即能力自我概念的

改變會導致內在動機的改變（Jacobs, Lanza, Osgood, Eccles, & Wigfield, 

2002），Marsh 等人（2005）則提出「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自我概念的

交互影響模式」，他們發現數學內在動機對數學自我概念的效果與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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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念對數學內在動機的效果皆達統計的正向顯著，意即數學內在

動機會對數學自我概念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而數學自我概念亦會對

數學內在動機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不過前述關係模式的影響效果較

小。 

綜上所論，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自我概念的因果關係雖有爭議，然

而，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自我概念確實是存在著高度的正向相關性（Bong 

& Skaalvik, 2003; Gottfried, 1990; Jacobs et al., 2002）。 

 

四、數學內在動機、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 

在學術內在動機、學術自我概念與學業成就的相關方面，學術內在動

機、學術自我概念與學業成就有正向相關（Bong & Skaalvik, 2003; Corbière 

et al., 2006; Gottfried, 1990），意即具有較高程度的學術內在動機的學生會

顯著表現出較高的學業成就與較好的學業能力知覺（perceptions of 

academic competence）。也就是說，具有較好的學術內在動機的學生傾向於

尋求精熟學習遇到的具挑戰性的任務，而非退縮之，因此，經驗到任務精

熟的學生亦會得到較高的自我能力知覺，這就造成學術內在動機與學術自

我概念正向的關係；反之，對學習遇到的具挑戰性的任務而退縮的學生而

言，他們是具有較低的動機與較高的焦慮，因而導致學術內在動機與焦慮

有負向的關係（Gottfried, 1990）。 

Corbière 等人（2006）則發現在同一個科目領域裡，學術自我概念比

起學術內在動機對學業成就有較強烈的正相關，所以學術自我概念對學業

成就的影響比起學術內在動機大，唯在學業成就的測量上不管是學術自我

概念或是動機都無法單獨解釋（Marsh et al., 2005），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

內在動機在數學成就表現的影響應同時考慮其所發揮的效果。 

雖然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自我概念的因果關係有爭議存在，惟鑑於本

研究為建立影響數學成就的結構模式，並非為探討變項間的因果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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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冀從考量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自我概念兩個變項對數學成就的影響

效果，獲得更完整的模式建構，因此，本研究假設的模式為數學內在動機

透過數學自我概念對數學成就有間接與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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