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本研究假設在 PISA 2003 資料庫裡香港

樣本，其數學焦慮可分為認知與情意之二因子模式，且數學焦慮之認

知與情意除了直接影響數學成就，還會透過數學內在動機與數學自我

概念對數學成就產生間接影響。本章詳述所使用驗證此一假設的研究

方法，分為四小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

為研究變項；第四節為資料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主要之研究假設，圖 3-1 為研究架構。其中數學焦慮

分為情意與認知，探究此二因子如何影響數學內在動機、自我概念與

成就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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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數學焦慮認知與情意影響數學內在動機、自我概念與成就模式」  
之結構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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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PISA 2003 資料庫裡香港的十五歲學生（約

國中三年級）（OECD PISA 網站，2006），說明如下。 

（一）資料來源 

本研究資料取自 PISA 2003 資料庫（OECD PISA 網站，2006），

該資料庫每三年蒐集一次資料，所蒐集的學生樣本設定為 15 歲的學生

（約為國中三年級），PISA 資料庫主要在檢測學生對於未來生活的挑

戰準備，而非檢測學生精熟特定課程的程度多好，PISA 2003 資料庫

除了包含學生在四種能力（閱讀、數學、科學、問題解決）的測驗表

現外，也包含學生的問卷，內容包含學生特質、家庭背景、學生教育

背景、關於學校的資訊、學生數學學習情況等基本資料的問卷調查，

其中數學能力的測量為 PISA 2003 主要的測量領域（OECD, 2005）。 

（二）研究對象 

由於台灣於 2006 始加入此項國際教育評比，其樣本資料預定於

2007 年始釋出，因而在 PISA 2003 並無台灣的樣本資料可供舉例分

析，於是便考慮語言與文化、地域皆與台灣相似的香港 4,478 名十五

歲學生作為本研究資料分析的對象。本研究採取整列剔除法（listwise 

deletion）刪除作答不全的缺失值與極端值，共計取得有效樣本為 4,397

人，其中男生 2,168 位，女生 2,22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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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項 

 

PISA 2003 對於學生心理特質的測量乃採問卷調查方式進行，本研究

根據其測量指標的定義，選取其中的數學焦慮、數學內在動機、數學自

我概念與數學成就等測量變項，作為本研究探討變項。 

 

一、數學焦慮 

PISA 2003所定義之「數學焦慮」為處理數學時所產生的無助感與情緒

壓力（OECD, 2005, p. 291）。PISA 2003在評量數學焦慮此心理特質時，

採用五個題目來測得此心理特質，學生可針對題目的陳述，從非常同

意、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等四點量表來表示其意見，本研究並

於分析前，重新調整正負向題目敘述之計分方式，以使學生得分愈高

者，代表其在該心理特質傾向愈強，即正向得分越高表示數學焦慮程度

越高，題目敘述請參閱表3-1： 

 
表3-1  PISA 2003數學焦慮之測量題目 

本研究代碼 PISA 代碼 題 目 敘 述 

MA1 ST32Q01  I often worry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me in mathematics 

classes. 

MA2 ST32Q10  I worry that I will get poor <marks> in mathematics. 

MA3 ST32Q03  I get very tense when I have to do mathematics homework.

MA4 ST32Q05  I get very nervous doing mathematics problems. 

MA5 ST32Q08  I feel helpless when doing a mathematics problems. 

 

經探索性因素分析的結果，信效度分析如下： 

（一） 信度分析：數學焦慮的觀察變項共計五題，Cronbach α 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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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其內部一致性甚佳。 

（二） 效度分析：數學焦慮的觀察變項經因素分析後，內含一個因

素，由五個題目組成，命名為數學焦慮，其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60.27 %，具有高度解釋量，表示具有良好的效度（請參閱表

3-2）。 

 
表 3-2  PISA 2003 數學焦慮測量題目之因素矩陣 

本研究

代碼 
題目敘述  數學焦慮

因素  

解釋量  

信度  

α係數

MA1 
I often worry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me in mathematics classes. 
.70 

MA2 
I worry that I will get poor <marks> in 

mathematics. 
.61 

MA3 
I get very tense when I have to do 

mathematics homework. 
.82 

MA4 
I get very nervous doing mathematics 

problems. 
.74 

MA5 
I feel helpless when doing a mathematics 

problem. 
.69 

60.27% .83 

 

二、數學內在動機 

「數學內在動機」在本研究係指投入數學的原因是源自於自己本身的

興趣，並透過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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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PISA 2003 所測量之數學興趣（interest in and enjoyment of 

mathematics），此心理特質採用四個題目來測得，同上所述，學生可針對

題目敘述以四點量表來表示其意見，正向得分越高表示正向數學內在動機

越高，題目敘述請參閱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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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PISA 2003 數學內在動機之測量題目 

本研究代碼 PISA 代碼 題 目 敘 述 

MIM1 ST30Q01 I enjoy reading about mathematics.  

MIM2 ST30Q03 I look forward to my mathematics lessons.  

MIM3 ST30Q04 I do mathematics because I enjoy it.  

MIM4 ST30Q06 I am interested in the things I learn in mathematics.  

 

經探索性因素分析的結果，信效度分析如下： 

（一） 信度分析：數學內在動機的觀察變項共計四題，Cronbach α

為.90，顯示其內部一致性甚佳。 

（二） 效度分析：數學內在動機的觀察變項經因素分析後，內含一個

因素，由四個題目組成，命名為「數學內在動機」，其累積變

異解釋量達 77.20 %，具有高度解釋量，表示具有良好的效度

（請參閱表 3-4）。 

 
表 3-4  PISA 2003 數學內在動機測量題目之因素矩陣 

本研究

代碼 
題目敘述  

數學內在

動機  

因素  

解釋量  

信度  

α係數  

MIM1 I enjoy reading about mathematics.  .91 

MIM2 I look forward to my mathematics 

lessons.  
.89 

MIM3 I do mathematics because I enjoy it.  .87 

MIM4 I am interested in the things I learn in 

mathematics.  
.85 

77.2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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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數學自我概念 

PIS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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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2003 在評量數學自我概

念此心理特質時，採用五個題目來測得此心理特質，同上所述，學生可針

對題目敘述以四點量表來表示其意見，正向得分越高表示正向數學自我概

念越高，題目敘述參閱表 3-5： 

 
表3-5  PISA 2003數學自我概念之測量題目 

本研究代碼 PISA 代碼 題 目 敘 述 

MSC1 ST32Q02  I am just not good at mathematics. 

MSC2 ST32Q04  I get good <marks> in mathematics. 

MSC3 ST32Q06  I learn mathematics quickly. 

MSC4 ST32Q07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mathematics is one of my best 

subjects. 

MSC5 ST32Q09  In my mathematics class, I understand even the most 

difficult work. 

 

經探索性因素分析的結果，信效度分析如下： 

（一） 信度分析：數學自我概念的觀察變項共計五題，Cronbach α

為.89，顯示其內部一致性甚佳。 

（二） 效度分析：數學自我概念的觀察變項經因素分析後，內含一個

因素，由五個題項組成，命名為「數學自我概念」，累積變異

解釋量達 69.37%，具有高度解釋量，表示具有良好的效度（請

參閱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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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PISA 2003 數學自我概念測量題目之因素矩陣 

本研究

代碼 
題目敘述  

數學自我

概念  

因素  

解釋量  

信度  

α係數  

MSC1 I am just not good at mathematics. .84 

MSC2 I get good <marks> in mathematics. .81 

MSC3 I learn mathematics quickly. .79 

MSC4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mathematics is 

one of my best subjects. 
.77 

MSC5 
In my mathematics class, I understand even 

the most difficult work. 
.72 

69.37% .89 

 

四、數學成就 

PISA 2003 在學生的數學成就表現，定義「數學能力」（mathematics 

literacy）為個體能夠辨認與瞭解數學在世界扮演的角色，判斷、使用並融

入數學於日常生活中的能力，評量的領域知識則包含四大部分，分別為空

間與形狀（space and shape）、數量（quantity）、改變與關係（change and 

relationships）不確定性（uncertainty）。運用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的技術，產生五種代表數學能力的貌似真實值（plausible value）。

本研究取貌似真實值 1（plausible value 1）以作為學生數學成就的代表性

測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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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經由 PISA 2003 資料庫所蒐集之資料，採取四項測量指標

資料進行分析，包含數學焦慮、數學內在動機、數學自我概念與數學

成就等測量指標，皆經過加權計分處理（weighting），使獲得人口參數

的不偏估計值。資料將以 SPSS 13 for Windows 套裝程式與 LISREL 8.7

套裝程式（執行 SEM）進行分析。對所提出的研究假設，以下列統計

方法驗證，分別說明如下： 

 

一、測量模式的考驗 

（一） 探索性因素分析與 Cronbach α 

利用探索性因素分析來考驗潛在變項數學焦慮、數學內在動機與

數學自我概念之測量題目是否皆為同一因素，並利用 Cronbach α來

考驗其信度。 

（二） 驗證性因素分析 

利用驗證性因素分析來考驗以觀察變項定義之潛在變項之測量模

式是否適配，意即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數學焦慮分為認知與情意

模式是否可獲得支持。上述為考驗研究假設一。 

 

二、結構方程模式 

運用結構方程模式來考驗數學焦慮之認知與情意在數學成就的預

測效度為何，並且除了直接影響學生數學成就，是否還會經由數學內

在動機與自我概念，間接影響成就，即本研究所提之「數學焦慮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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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意影響數學內在動機、自我概念與成就模式」是否成立，即考驗

研究假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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