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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主要為說明研究動機，接著提出研究目的與重要名詞釋義，為本研究

奠定研究基礎。 

 

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隨著台灣近年來教育改革風潮興盛，建置與參與大型資料庫已是目前教育

研究趨勢，藉著定期評鑑掌握義務教育成效，可以提供社會大眾、教育行政人

員與研究社群瞭解分析研究依據。目前國科會已著手參與多項國際評量計畫，

諸如以測量小四學生閱讀能力為主的「國際閱讀能力發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以小四、國二學生數學與自然科學

學習成就的「國際數學與科學趨勢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及以十五歲學生為對象側重真實生活問題解決能力的

「國際學生評鑑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等，

由此與國際統計數據接軌。此外，在國內方面，亦有中研院所發展以中學生為

對象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及國立教育研究院針對中小學學習成就的「台灣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庫」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TASA）等，這些都是我國蒐集教

育現況與發展趨勢實徵研究之具體努力。教育品質攸關學生未來就業、終生學

習能力及國家競爭力實不容忽視，因此，透過大規模抽樣、標準化施測程序與

嚴謹量尺化所建立之資料庫，其重要性可見一斑（洪碧霞、林娟如，2005）。 

本研究所使用 PISA 資料庫，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所進行的國際學生評鑑

計畫，目的是評鑑各國學生能力以進行國際間比較，其主題包含閱讀能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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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能力與自然科學能力，每三年評鑑一次，每次一個主題為主，其餘為輔。以

本研究所使用 2003 年施測資料為例（以下簡稱 PISA 2003），即以數學基本能

力為主，共計 41 國參與施測，參與國人數從 3350 人（冰島）至 30000 人（墨

西哥）不等，相較於其他國際大型資料庫評比，PISA 側重於在日常生活中問題

解決能力的評鑑（朱起華，2003；OECD, 2004, pp.22-37），此與我國九年一貫

課程宗旨所倡導培養「帶得走的能力」不謀而合。 

然而，因為我國於 2006 年才開始加入 PISA 計劃，尚未有資料釋出，因此，

本研究選擇以香港為研究對象。在 PISA 2003 資料庫參與施測國家中，香港與

我國相近，同屬「儒家文化系統」（Confucian systems），在教育上投注大量心

力，體系上重文法教育輕職業教育，強調「認知」教學目標。再者，兩者同為

九年義務教育，且都需要面臨升學公開考試的壓力，雖然推廣多元入學政策至

今，大部分學生仍以考試入學為主，學生與家長則仍偏好明星學校（周祝瑛，

2006；周麗玉，2006；侯傑泰，2005；單文經、鄭勝耀、曹常仁，2000, pp.171-184）。

職是之故，PISA 2003 年雖無我國施測資料，但本研究選擇與我國同屬中華文

化、制度相似之香港為例，以其資料進行二級分析（secondary analysis），希冀

從中獲得經驗，提供我國做為參考借鏡。 

學習數學的重要性，從過去豐富文獻看來，已無庸置疑（Edwards, 2001；

Meece, Wigfield, & Eccles, 1990；Reyes, 1984；Sell, 1976）。而數學科目也一直

是我國義務教育階段所必修的重要學科之一，以目前實施的九年一貫數學課程

綱要內容為例，比起九年一貫教育改革之前課程綱要是有增無減，以致有報導

指出台灣中南部小學挪用他課，補強數學的學習（翁翠萍，2006），因此，本研

究以我國所重視的數學科為研究範圍。 

評閱相關文獻後，研究者發現以 TIMSS 或 PISA 等嚴謹抽樣的大型資料庫

為背景的實證研究指出東西方學生在成就表現、學習型態上皆有所差異，PISA 

2003 研究報告即認為東方學生數學能力普遍優異（如日本、韓國、香港、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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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等地），但超過三分之二香港、澳門、日本、韓國學生感到數學焦慮，相較於

此，芬蘭與荷蘭數學表現同樣優異，卻僅百分之七學生有此焦慮傾向（OECD, 

2004, p.140）；陳竹村（2003）分析 TIMSS 1999 資料指出，亞洲國家成就名列

前茅，對數學正向態度卻普遍偏低，台灣第 31、香港第 27，推論學生有相當程

度厭惡數學，事隔四年後，TIMSS 2003 調查結果更顯示台灣國二學生不喜歡數

學比例比 1999 年顯著增加 16%，而數學自信與評價卻遠低於國際平均（陳新

豐，2005；曹博勝，2005），如此研究結果，與以西方社會為背景所建構的學習

理論似乎有所出入，例如目前廣被我國學者所使用的期望價值理論即認為情感

記憶與能力知覺會透過工作價值而間接影響成就表現（Wigfield & Eccles, 

2000），自我決定理論則認為能力知覺會透過影響動機傾向而間接影響學習行為

（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1991），但我國學生卻是在情感與能力知覺

皆傾向負面特質時，表現出高成就。換句話說，以西方社會為背景所建構的理

論與實證研究結論，是否可推論至我們東方社會，尚需進一步探究。因此，研

究者欲以上述資料庫研究後所反映出幾項心理特質－動機、焦慮、自信與成就

為焦點，進一步研究其間關係。 

由於希望瞭解動機、焦慮、自信與成就間關係，而動機的種類定義繁多，

若將動機是為單一構念，可能會因為成分複雜而不利分析，因此，本研究在考

量 PISA 2003 資料庫的內容，與過去文獻常用分類後，將動機分為內在動機與

工具性動機二類。 

回顧過去動機相關理論，期望-價值理論、自我決定理論認為動機會受個體

情感記憶、自信心與外在環境影響，再直接或間接影響學生的學習行為與成就

表現（Wigfield & Eccles, 2000；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1991），但是在

後續的實證研究中，我們卻發現動機與成就間的關係常受其他變項的加入而關

係減弱，如 Berndt 和 Miller（1990）研究發現成功期望與工作價值兩者同時預

測成就時，工作價值影響力降低，且不如成功期望般強烈。Durik, Vida 和 Ec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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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擷取期望價值理論的工作價值與自我概念等變項研究閱讀領域發現，

自我概念對於學習行為影響更勝於工作價值。換言之，在理論上，過去學者認

為自我能力知覺透過動機而間接影響成就，那麼動機與成就關係應該較自信與

成就間關係更為強烈，但是在實證研究上卻非如此，近期研究更在在顯示自我

能力知覺與成就間關係較動機與成就間更為強烈，因此研究者欲探討自我概念

是否扮演著動機與成就間的中介變項角色。 

在數學焦慮方面，Cemen（1987）的數學焦慮反應模式認為，引發焦慮的

原因多元，包含環境、性情與情境經驗，而出現焦慮反應後，個體會加以認知

再評估，以決定如何因應，因此即使個體出現相同焦慮反應，會因為認知再評

估的不同，而影響後續因應策略，故研究者認為數學焦慮、自我概念在動機與

成就間可能扮演中介角色，而 Chemer, Hu 和 Garcia（2001）研究發現不同自我

效能者面對壓力將有不同反應，證實部分此觀點。在實證方面，則發現焦慮與

成就關係呈現不穩定結論，大致從無關係至低度負向關係，如 Ma（1999）發

現數學焦慮常與數學成就有關，但易受其他變項加入而降低影響，Ma 和 Xu

（2004）則認為成就與焦慮間可能有中介存在。因此，不同動機傾向是否會透

過對數學焦慮的感受度不同，而間接影響成就，或因為自我能力知覺不同而中

介著數學焦慮對成就的影響力，本研究欲進一步分析。 

綜上所述，回顧過去文獻，動機、焦慮、自信等變項與成就間具相關性已

獲得證實，然而，東方學生所呈現出高焦慮、高成就與低興趣、低自信等傾向，

與過去西方所提出相關成就動機理論似乎有所差異（相關理論本文留待第二章

中加以討論）。因此，本研究欲分析 PISA 2003 香港學生在數學領域中動機、焦

慮、自我概念及成就關係上與過去西方理論是否有所不同。其中，由於PISA 2003

問卷資料皆為同一時間抽樣取得，因此無法進行因果分析，僅能就變項間結構

關係加以討論，再者，研究最終目的仍是期望促進學生當下或未來數學成就表

現，因此本研究欲建立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對數學焦慮、自我概念與數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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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間結構關係模型，以達促進學生數學成就表現之目的。 

最後，為提出本研究模型具有模型穩定（model stability）之證據，故採隨

機分割樣本（split-sample）方式，進行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以確保模

型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歸納如下： 

一、 瞭解香港學生在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數學焦慮、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

等方面之現況。 

二、 建構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對數學焦慮、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之影響關係

模式。 

三、 分析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在動機與數學成就間是否扮演著中介變項角色。 

四、 探討自我概念在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間是否處於中介變項角色。 

五、 歸納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供後續研究或學校輔導作為參考。 

 

第二節 名詞釋義 

茲針對本研究有關的重要名詞，進行解釋與定義如下： 

壹、內在動機 

意指個體學習數學的動力是出自於對數學的愛好，能從學習過程中獲得滿

足與喜悅（enjoy），而非外在的因素。本研究所指的內在動機，其操作型定義

係指內在動機測量指標分數，該測量指標原始填答方式為（1）非常同意；（2）

同意；（3）不同意；（4）非常不同意，並依序給予 1 到 4 分。本研究為讓解讀

方便，研究者將之給予重新編碼為：（4）非常同意；（3）同意；（2）不同意；（1）

非常不同意，得分越高者代表學生的內在動機越高。測量指標如下（OEC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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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86-289）： 

一、 我喜歡讀數學。 

二、 我期待上數學課。 

三、 因為我喜歡數學，所以我做數學。 

四、 我對在數學課所學到的東西感到有興趣。 

 

貳、工具性動機 

意指學習數學的動力是因為肯定數學價值（value），認為學習數學將有助

於未來發展或下一階段的學習所需。本研究所指的工具性動機，其操作型定義

係指工具性動機測量指標分數，該測量指標原始填答方式為（1）非常同意；（2）

同意；（3）不同意；（4）非常不同意，並依序給予 1 到 4 分。本研究為讓解讀

方便，研究者將之給予重新編碼為：（4）非常同意；（3）同意；（2）不同意；（1）

非常不同意，得分越高者代表學生的工具性動機越高，測量指標如下（OECD, 

2005, pp.286-289）： 

一、 努力學習數學是值得的，因為數學將會幫助我得到以後想做的工作。 

二、 學習數學是有價值的，因為數學會使我未來的職業更好（前景、機會）。 

三、 數學對我而言是重要的科目，因為我需要靠它習得以後想要的事物。 

四、 我將會習得能幫我找到工作的許多數學知識。 

 

參、數學焦慮 

意指當個體在處理數學情境下，產生無助感與心理壓力。本研究所指的數

學焦慮，其操作型定義係指數學焦慮測量指標分數，該測量指標原始填答方式

為（1）非常同意；（2）同意；（3）不同意；（4）非常不同意，並依序給予 1

到 4 分。本研究為讓解讀方便，研究者將之給予重新編碼為：（4）非常同意；（3）

同意；（2）不同意；（1）非常不同意，得分越高者代表學生的數學焦慮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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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指標如下（OECD, 2005, p.292）： 

一、 我時常擔心數學課對我而言是困難的。 

二、 當我必須做數學家庭作業時，我感到神經緊繃。 

三、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緊張不安。 

四、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很無助。 

五、 我擔心我會得到不好的數學成績。 

 

肆、自我概念 

指個體透過社會比較過程，評價自身數學表現所獲得一種自我知覺，其評

價內容較為普遍（generality）而非特定於某個單元或試題。本研究所指的自我

概念，其操作型定義係指自我概念測量指標分數，該測量指標原始填答方式為

（1）非常同意；（2）同意；（3）不同意；（4）非常不同意，並依序給予 1 到 4

分。本研究為讓解讀方便，研究者將第 32-4、32-6、32-7、32-9 給予重新編碼

為：（4）非常同意；（3）同意；（2）不同意；（1）非常不同意，使得分越高者

代表學生的數學自我概念越高，測量指標如下（OECD, 2005, pp.292-293）： 

一、 我只是不擅長數學（反向題）。 

二、 我得到好的數學成績等第。 

三、 我學數學很快。 

四、 我一直相信數學是我擅長的科目之一。 

五、 在數學課中，即使是最困難的部分我也能瞭解。 

 

伍、數學成就 

意指從 PISA 2003 數學能力測驗的四個領域所抽取出的潛在變項。四個領

域分別是數量（quantity）、空間與形狀（space and shape）、改變與關係（change 

and relationships）、不確定性（uncertainty）等，PISA 2003 將每個領域依據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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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分別產生 5 種代表能力的可能值（plausible values），本研究統一採

用各領域的第一個可能值，並從中萃取出一個潛在變項，稱為數學成就，分數

愈高者，即代表數學成就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