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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照研究目的，本章擬先介紹 OECD 組織、PISA 資料庫概況與選用香港

原因，接著闡釋與研究過去相關理論，分析相關理論對本研究變項間關係之觀

點與實證研究發現，以作為接續資料檢證之基礎。第二至五節部份，首先闡釋

相關理論之變項，據以瞭解本研究所採用測量指標意涵與過去理論的異同，作

為後續探討變項間關係之立論基礎；其次，探究具相似構念之理論對本研究所

採用變項間關係之詮釋與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俾便進行本研究結果之檢證與

討論；最後，綜合以上所述，建構本研究所欲檢證之關係模型。 

 

第一節 OECD 組織與 PISA 資料庫簡介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 PISA 資料庫在我國尚未被廣泛應用與討論，為讓閱

讀者對相關背景有進一步瞭解，因此以下先針對 OECD 中，有關教育的部門做

簡要介紹，再針對 PISA 資料庫的數學領域做說明。 

 

壹、 OECD 之教育相關部門簡介 

OECD 於 1961 年成立，組織前身為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OEEC），OECD 創立之初參與國為歐美

兩地區共二十個國家，組織工作重點主要是以經濟發展為主。時至今日，組織

逐漸擴大，共計三十個會員國，會員國大部分為工業先進國家，國民生產毛額

占世界三分之二，所關注議題以較成立之初更加多元，例如教育、環境、政府

管理等皆為專注議題，亞洲國家如韓國與日本亦參與其中。 

在 OECD 中，教育理事會包含四個獨立部門，處理教育相關事務，這四個

部門分別是：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國際學生評鑑計畫、高等教育制度管理計

畫以及教育建築計畫，分述如後（OEC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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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發展與創新中心（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簡稱

CERI） 

CERI 建立於 1968 年，是教育理事會下的一個部門，主要任務是進行開創

性研究，研究對象包含從出生到老年的任何年齡層，特別關心新興的趨勢與議

題，走在正式教育政策的前端，工作內容諸如預測教育體系與組織未來的樣貌、

瞭解教育的效果、從當前潮流吸取經驗，展望未來等，並在探索新領域同時注

重嚴謹的實徵分析，使未來工作與實徵研究結合，以確保工作的價值與品質。 

 

二、國際學生評鑑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 

PISA 是每三年進行一次的國際性標準化評鑑，以十五歲在學學生為對象，

抽樣範圍包含公私立學校，也是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資料來源所在。試題由參

與國家共同編製發展，範圍涵蓋閱讀、數學與科學能力，每次施測側重某一領

域，內容不僅有義務教育所教授的知識，尚包含成年生活所需的重要知識與技

能。本計畫第一次收集資料在 2000 年，從此每三年一次。 

PISA 希望測驗學生活用課堂知識於日常生活中的能力，並透過學生問卷瞭

解學生的學習型態與社會背景、透過學校問卷瞭解學校組織。 

 

三、高等教育制度管理計畫（Programme on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簡稱 IMHE） 

IMHE 是一個讓會員國進行有關高等教育政策討論的國際性網絡，參與者

包含國家政策決策者、地方，當權者、高等教育機構成員與研究人員，本組織

近期的活動主題包含高等教育對地方發展的貢獻、管理研究、財政管理與國際

化等議題。IMHE 期盼提供機構發展的策略性分析與建言，並促進高等教育管

理方面的資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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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建築計畫（Programme on Educational Building，簡稱 PEB） 

PEB 是為了促進有關教育建築意見交流、研究與經驗分享的地方，因為教

育設施的規劃與設計對教育成果有重要影響，且是大眾教育經費支出重要的一

部分，然而其影響卻難以量化，因此本計畫有三項目標：1.改善教育建築的品

質與適切性 2.確保資源在計畫、建築、使用與維護上發揮最佳功能 3.給予影響

教育與社會方面的教育建築潮流提供預警。 

PEB 任務是從過去與未來的教育建築與設備研究中，確保最佳的教育利

益，使建築的一磚一瓦都以最有效的方式呈現。 

 

貳、 PISA 資料庫之概述 

承前段所述，OECD 所關注的教育議題相當廣泛而多元，其中本研究使用

PISA 資料庫所評鑑的學生能力，OECD 希望具前瞻性，評鑑學生應用知識與技

能於未來真實生活中各式挑戰的能力，而非對特定科目的精熟。在 2003 年所施

測的 PISA 資料庫共 41 國參與，施測主要包含兩部分：背景問卷與成就表現測

驗。背景問卷由學生與校方代表分別填寫，建構指標包含與學生表現有關的社

會、文化、經濟與教育因素。其中，學生問卷的部分，大約需耗時 35 分鐘作答，

內容包含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學生教育背景、與學校有關的經驗、學習數學

經驗與學校數學課等（OECD, 2005），本研究所使用的心理構念即從學生問卷

中取得。 

成就表現測驗則包含閱讀、數學、自然與問題解決能力，其中 PISA 2003

側重數學能力。以 PISA 2003 為例，成就表現測驗共 167 題，分成 13 個區塊，

一位學生只需作答其中 4 個區塊，花費 120 分鐘即可，其餘未作答試題則透過

定錨試題（anchor items）進行測驗等化（test equating）即可估計相關數據。試

題類型有開放式建構題（open constructed-response types）、封閉式建構題（closed 

constructed-response types）與選擇題（multiple-choice types）等，主題則涵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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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quantity）、空間與形狀（space and shape）、改變與關係（change and 

relationships）、不確定性（uncertainty）等四個領域（OECD, 2005）。 

因此，PISA 資料庫在設計理念上如此講求學習的實用層面，與我國九年

一貫課程教育目標強調帶得走的能力不謀而合；在編製與施測上，擁有標準化

測驗的優點，並對心理構念有清楚而明確的界定，故本研究採其資料進行二級

分析。 

 

參、 選用香港為研究對象原因 

誠如本文在研究動機中所言，PISA 2003 尚無本國參與施測資料，因此本

研究試圖從參與國中選取一個最為相似的國家加以討論，以作為我國之借鏡。 

在 PISA 2003 所以參與國中，香港與我國同屬中華文化，因此以下茲針對

香港的教育制度、文化背景加以介紹，接著以實證資料方面加以佐證，說明本

研究選用香港之原因，而我國教育制度較一般人所熟之，因此本研究不加贅述。 

 

一、教育制度層面 

在香港的現行教育制度方面，目前主要採行英國學制，即小學（一至六年

級）、中學（中一至中三）、高中（中四和中五）、預科（中六和中七）及大學三

年，在完成中五及中七時，各要接受一次公開考試，分別為香港中學會考及香

港高級程度會考，以決定是否能繼續升學。入學制度方面，香港近年來也開始

行多元入學政策，但是大多學校科系至今仍以會考成績作為篩選基礎，考生家

長較偏好文法學校，與我國情況相似。 

在課程規劃上，香港目前沒有統一的考試範圍與教科書，在九年義務教育

的小學與初中階段只有統一的學校整體教育目標與各階段學習目標，此與我國

開放民編教科書後情況亦有相似之處（侯傑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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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背景層面 

大體而言，不論台灣或香港，同屬「儒家文化系統」（Confucian systems），

注重教育，但是因為近百年歷史演變的差異，造成彼此間的中華文化同中有

異。香港自古以來屬於珠江三角洲文化圈，中華文化在此具有深厚的基礎，影

響主要包含儒家思想、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習俗等方面。在歷史過程中，因

為曾受英國佔領，因此形成中西合璧的香港文化，其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經濟

文化講求自由民主（白雲、白靜，2006）。 

在教育理念上，台灣與香港近年來皆有感過去教育過於重視學業成就、應

付考試，而無足夠空間發揮創意與培養自學興趣，而這些都是面對未來生活所

需要條件，因此，開始重視人本化教育，強調培養學生的健全思想、情操及知

能，使其充分發展潛能、實現自我（黎義明，2001）。 

 

三、實證資料方面 

在 TIMSS 2003 實證數據上，香港與我國數學整體成就皆表現優異，香港

排名第三（586 分），我國排名第四（585 分），但是兩國未達顯著差異，且都

遠高於國際平均 467 分。在情境因素上，香港與我國對於「我喜歡學數學」、

學習數學自信指標、數學評價指標等同樣偏低，低於國際平均（Mullis, Martin, 

Gonzales, & Chrostowski, 2004），因此具有相似的學習傾向。 

 

綜合上述，在教育制度上，我國與香港相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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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背景上，台灣與香港則都屬於大中華

文化的一份子，教育理念重文法教育輕職業教育，強調「認知」教學目標；實

證資料方面，顯示香港與台灣具有相似學習表現與傾向，因此，整體而言，研

究者認為選擇文化、制度皆與我國相似的香港作為研究對象，具有借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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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動機的定義及其相關理論 

動機意指使個體朝向某種目標努力的內在動力，在學習歷程中具有形成行

動意向之功能（程炳林、林清山，2002），在心理與教育領域中廣受重視。然而，

此一抽象概念雖然普遍，但卻難給予明確而統一的定義內涵，學者們所提出的

說法眾說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本文先說明 PISA 2003 於技術報告中對動機

的定義後，其次，回顧過去相關動機理論，以瞭解本研究動機變項與其他理論

之異同。 

PISA 2003 將數學動機納入學生問卷之中，將之命名為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與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前者是指與數學相關的興

趣，如喜愛數學、期待上數學課程、對數學所學感興趣；後者則著重實用層面，

如對未來求職有益、往後學習與工作中將會需要它（OECD, 2005, p.286）等。

此概念相似於 Wigfield 和 Eccles（1992, 2000）期望-價值理論模式中的內在價

值與效用價值，及 Deci 和 Ryan（1985）自我決定理論的內在動機與認同性調

節外在動機。換言之，PISA 2003 主要是從動機來源的面向加以切入分類。以

下就相關的動機理論分述之。 

 

壹 、 Wigfield ＆  Eccles 成 就 動 機 之 期 望 - 價 值 理 論 模 式

（expectancy-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此模式屬於社會認知模式，主要聚焦於學生對學業成就期望與知覺學業價

值，而此知覺是基於人格、社會與發展心理學(Pintrich, 2002, p.60)。Wigfield 和

Eccles（2000）認為在學習歷程中，個體的社會化過程與先前經驗會影響社會

認知發展，而社會認知包含特定工作信念，諸如能力信念、對工作困難度知覺、

個體目標、自我基模與情感記憶等，特定工作信念則會影響成功期望

（expectation of success）與主觀工作價值（subjective task value），最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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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與主觀工作價值會直接影響成就相關選擇，如：堅持、努力與實際成就等

行為，整體模式如圖 2-1 所示。 

成功期望經實徵研究後，發現與自我能力知覺之間具有高相關，本文留待

下節自我概念時一併討論。而主觀工作價值是指學生從事某一學習的原因理

由，包含：學生對該學習主觀知覺的成就價值、內在價值、效用價值及代價。

成就價值（attainment value）亦稱重要性，即指做好一件工作的重要程度；內

在價值（intrinsic value）係指出自於本身興趣與享受（enjoy）而從事某項學習，

發自於內在價值，當內在興趣價值高時，學生從事學習會更能堅持、更具內在

動機、對學習有正向影響；效用價值（utility value）則是指學生根據未來計畫

而進行學習，此動機源自較多的外在（extrinsic）原因，而非學習本身的吸引力，

例如：為進入明星學校而努力學習學科知識；代價（cost）則指因決定做某件

工作，而限制或犧牲其餘工作的進行，與完成該工作所需付出努力等。在成就

領域中，效用價值與成就價值常加以合併討論，因為當學生面臨有用的（useful）

任務時，良好能力表現往往是必要的，亦即具高效用價值的任務常伴隨具高成

就價值，故後續研究出現效用/成就價值一名詞（Durik, Vida, & Eccles, 2006；

Wigfield & Eccle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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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成就動機之期望-價值理論模式 

資料來源：Expectancy-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igfield, A., 

& Eccles, J. 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5, 68-81. 

 

對照期望-價值理論模式與 PISA 2003 的動機相關概念後，研究者認為內在

價值與效用價值兩者與本研究較為相近。前者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後者則是

因為對未來有益而激發出動力（程炳林、林清山，2002；Pintrich & Schunk, 2002, 

pp.60-74；Wigfield & Eccles, 1992, 2000）。 

 

貳、Deci 和 Ryan 的自我決定理論（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Deci 和 Ryan（1985）的自我決定理論核心是區辨自主性（autonomous）與

受控制性（controlled），兩者並非截然二分獨立存在，而是一種連續性概念。

內在動機是一種典型的自主性展現，意指動機激發是由於個體對行為本身感到

有興趣，而非外在因素；然而，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則隨著自主性

文化背景 

1. 性別角色刻版印象 

2. 主題和職業特性的

文化刻版印象 

社交者信念與行為 

兒童的不同傾向 

先前與成就有關經驗 

兒童知覺 

1. 社交者的信念、

期望與態度 

2. 信別角色 

3. 行動刻版印象 

兒童的經驗詮釋

1. 因果歸因 

2. 內外控信念 

兒童的目標與一般

自我基模 

1. 自我基模 

2. 短程目標 

3. 長程目標 

4. 理想自我 

5. 能力自我知覺 

6.工作難度知覺

兒童情感記憶 

成功期望

成就選擇

主觀工作

價值 

社交世界 認知過程 動機信念 成就行為



 17

與受控制性相對程度消長而有不同類型，整體而言，其行為並非出於本身興趣，

需要外在因素誘發，並對某行為與期待結果間具連結知覺。自我決定理論將外

在動機，依自主性與受控制性相對程度不同，區分為：外在調節、內射調節、

認同調節與整合調節，後三者已將行為調節與相關價值部分內化

（internalized），惟程度不同。 

當行為的開始與維持皆需外在因素驅使，即屬外在調節（externally 

regulation）。此為典型的外在動機，亦是被控制動機的原型（prototype）。內射

調節（introjected regulation）已將調節納入個體之中，但尚未發自內心完全接

受。認同調節(identified regulation)指個體認同選擇目標的行為價值，因行為與

個人目標更趨一致，此時個體相較前種外在動機更具自由與自主性。當進一步

內化，將外在認同與個體其餘部分加以整合，使外在動機轉成為具真正自主與

意志，則為整合調節（integrated regulation），此為最高程度的內化，整合調節

代表發展最高的外在動機，甚至共享部分內在動機的特性，然而仍屬外在動機，

因為個體行為並非出於興趣，而是因該行為對個體達成目標而言，具重要的工

具性價值之故。 

綜合上述，自我決定理論呈現一種連續性概念（如表 2-1 所示），範圍從無

動機（amotivation，指完全缺乏自我決定）到內在動機，在兩者之中包含四種

外在動機，從最具受控制性逐漸傾向自主性(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1991；Gagne & Deci, 2005；Pintrich & Schunk, 2002, pp.257-263)。此理論對照

PISA 2003 相關概念後，研究者認為內在動機與認同性調節外在動機與本研究

概念雷同，認同性調節外在動機為個體認同該工作之價值，如對未來求職有益，

但卻未完全整合成內在動機，仍需外在誘因以支持個體行為，因此，相似於 PISA 

2003 所定義之工具性動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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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自我決定理論的動機連續面向 

外在動機 
動機

類型 
無動機 

(amotivation) 
外在調節

（external 
regulation） 

內射調節

（introjected 
regulation）

認同調節

（identified 
regulation）

整合調節

（integrated 
regulation） 

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行為

原因 
缺乏意義性

調節 
調節因回饋

或懲罰 

表現在自我

價值情況

下；自我涉入

重視目標、價

值、調節 
統合目標、價

值、調節 
對工作感到

興趣、喜愛

自主

與受

控制

傾向 

缺乏動機 
受控制性動

機 
適度受控制

性動機 
適度自主性

動機 
自主性動機 

固有的自主

性動機 

PISA
動機

概念 
   工具性動機  內在動機 

資料來源：改繪自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work motivation. Gagne, M., & 

Deci, E. (2005).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6, 331-362. 

 

參、Harter 的內外在傾向 

以 White 效能動機模式（effectance motivation model）為基礎，Harter（1981）

將之擴展與重新定義。以學校為背景研究發現，內在/外在傾向（intrinsic versus 

extrinsic orientation）包含：動機成分（motivational component）與認知訊息成

分（cognitive-informational component）。動機成分係指學生想要或喜歡從事某

工作的原因，其中，內在傾向特徵包括接受挑戰、好奇/興趣與精熟；外在傾向

則偏好簡單工作、老師讚賞與依賴老師。認知訊息成分則為學生做決定依據為

何、如何判斷自己知道什麼等，內在傾向者認為自己可以做自主性判斷；外在

傾向者偏向接受他人指引。此外，動機與認知訊息成分為獨立概念，換言之，

學生可能兩成分同時傾向內在或一外一內等。在研究中，Harter 亦發現學生內

外在傾向具領域特定性與受環境影響，因此，當學校教學偏向以老師為中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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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課業方面的動機成分可能會外在傾向增高而內在傾向降低，但在其他領

域（例如：社交、運動），則未必受到影響。 

Harter 定義內在動機為學習者在教室中學習與精熟的傾向，相對於外在動

機。此概念不同於 Deci 認為內在動機是來自於對工作的興趣與主動程度，且實

質回饋將不利於表現與內在動機。相反的，Harter 並未否認內外在動機同時存

在的可能，內在興趣與外在獎賞尚有合作空間（Harter, 1981）。 

實證研究方面，Harter（1981）發現三到九年級間學生在動機成分會發生

系統性轉變，從內在動機傾向轉為較多的外在動機傾向，其中最大轉變發生在

六、七年級時，換句話說，國中階段學生較傾向外在動機驅使。Harter, Whitesell,

和 Kowalski（1992）研究雖證實能力知覺能預測動機傾向，但懷疑兩者間具循

環的關係，即當環境傾向外在評價時，個體能力知覺會降低，使動機傾向外在

動機，而外在動機將影響往後的能力知覺；在情感與能力知覺關係方面，亦有

相似交互影響關係。 

在此，相較於 PISA 2003 所定義的內在動機，Harter 對內在動機所包含因

素較為寬大，除興趣外，尚包含精熟、挑戰等；而工具性動機方面，雖同於傾

向外在因素影響學習者行為的看法，但 PISA 2003 所定義以對未來具有效用為

主軸，而 Harter 則將他人賞罰、評價等歸類於外在動機，對未來效用無多所著

墨，因此，兩者間仍有差異。 

 

綜觀上述理論模式，PISA 2003 所定義內在動機與工具性動機，並未完全

涵蓋某一理論，而是部分成分之探討。綜言之，本研究的內在動機係指學習者

從事工作原因發自內在興趣；而工具性動機則是部份內化外在因素後，為未來

學習、求職需要而從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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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數學焦慮的定義及其相關理論 

焦慮是一心理學上的構念，為個體情緒上的反應，有關焦慮的理論性觀點，

在 1960 年代至 1970 年代廣受心理學界重視與討論（Reyes, 1984），其中以

Spielberger（1972,引自 Reyes, 1984）的分類方式較為常見，他將焦慮區分為情

境焦慮（state anxiety）與特質焦慮（trait anxiety）兩類，情境焦慮的發生是由

於某種狀態使得個體自主神經焦慮被激起（arousal）而引發的不愉快情緒，產

生於特定情境中、並持續一段時間後即結束；特質焦慮的發生，既不是受到某

狀態影響也不在特定時間內，屬一種穩定、持續的人格特質，因此，高特質焦

慮者比低特質焦慮者所經驗到情境焦慮將更為嚴重。PISA 2003 所提出的焦慮

概念，僅限於數學情境之中，應屬於情境焦慮的一種。由於研究證實數學焦慮

普遍存於學生學習之中，因此，相關理論研究豐碩（Furner & Bermen, 2003），

然而對於數學焦慮的成分與性質，學者間的研究略有差異，因此本研究先探討

數學焦慮的幾種分類型態，再對照 PISA 2003 所提出的焦慮概念，以瞭解其意

涵與特色。 

 

壹、數學焦慮的單向度模式 

數學焦慮的發展，可追溯至 Dreger 和 Aiken（1957）以 Gough（1954）的

數學恐懼症（mathemaphobia）為基礎提出數字焦慮（number anxiety）概念開

始，意指對算數與數學的一種情緒性反應症狀的呈現。之後 Richardson 和 Suinn 

（1972）提出數學焦慮一概念，數學焦慮逐漸廣受重視，其定義數學焦慮是一

種緊張與焦慮的感受，而此感受干擾到日常生活與學習情境中的數字運算與數

學問題解答，但 Richardson 及 Suinn 認為有數學焦慮的人日常生活中未必有其

他種類焦慮存在，因此屬於情境焦慮的一種，而此分類後來也受到學者們所認

同（古明峰，1997；魏麗敏，1988；Frary & Ling, 1983；Morris, Kellaway, & Smith, 

1978；Richardson & Suinn, 1972）。Fennema 和 Sherman（1976）則認為數學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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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為做數學工作時所感受到的緊張、擔心、焦躁與相關身體症狀，Cemen（1987）

所提出之數學焦慮反應模式，則定義數學焦慮為知覺數學威脅自尊的一種焦慮

反應。因此，上述學者認為數學焦慮屬一種單向度的構念，不論情境為日常生

活、考試或學業，僅聚焦於進行數學工作所引發的焦慮、擔心等負向情緒反應，

並得到當時研究的證實（Richardson & Suinn, 1972）。然而，隨著數學焦慮研究

日漸豐富而出現不同觀點（Green, Lissitz, & Mulaik, 1977），因此多向度模式開

始嶄露頭角。 

 

貳、數學焦慮的多向度模式 

不同於 Richardso 和 Suinn（1972）提出單向度的數學焦慮模式，Rounds

和 Hendel（1980）的研究則認為數學焦慮屬多向度構念，包含數學考試焦慮與

數字焦慮兩因素。數學考試焦慮（mathematics test anxiety）主要為考試焦慮與

數學科目有關的焦慮，涵蓋數學考試的參與、完成與接受結果等過程，且與一

般考試焦慮間具有高度相關（r=.75, p<.01）。數字焦慮（numerical anxiety）則

指每天生活中需要操控數字的具體情境，但資料指出受試者較少關注日常生活

中數字的操控，且兩因素之間亦相當獨立，因此推論數學焦慮亦屬情境特定性

的一種，如 Fennema（1977,引自 Richardson & Suinn, 1972）所言，數學是一種

包含許多不同事情、技巧的複雜訓練，若將個體對數學每一部份皆視為相等感

受是不合理的，因此 Rounds 和 Hendel（1980）提出多向度概念。 

以 Rounds 和 Hendel（1980）的二因素模型為基礎，後來亦有學者進一步

發展提出不同面向的研究，例如 Rensnick, Viehe 和 Segal（1982）認為除數學考

試焦慮與數字焦慮外，尚有社會責任焦慮（Social Responsibility Anxiety），是關

於團體組織中會計、秘書職責的表現；Ferguson（1986）則提出第三因素稱抽

象焦慮（Abstraction Anxiety），指處理數學抽象概念的數學焦慮。而 Bessant

（1995）探討過去文獻後在兼顧理論與實務資料下，提出數學焦慮具六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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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價焦慮（general evaluation anxiety）、平日數字焦慮（everyday numerical 

anxiety）、被動觀察焦慮（passive observation anxiety）、表現焦慮（performance 

anxiety ）、數學考試焦慮（ mathematics test anxiety ）與問題解決焦慮

（problem-solving anxiety）。至此，數學焦慮的多向度已獲證實，雖向度內涵不

同學者有不同的定義與分類，但數學的多向性已給後續研究帶來啟發與影響。 

 

參、情緒與認知二因素模式 

情緒（affective）與認知（cognitive）二因素概念，最早出現於 Liebert 和

Morris（1967）所提出考試焦慮二因素模式，接著 Morris, Kellaway 和 Smith

（1978）將之延伸於數學領域中，認為數學焦慮包含擔心及情緒二成分。擔心

（worry）是對焦慮經驗的認知成分，包含負面期望、對自己、即將到來或可能

結果的認知性擔心，擔心自己在數學領域表現如何（how well）（例如：”How 

much do you worry about how well you are doing in math?”）；情緒則是對焦慮經

驗的生理-情感因素的知覺，此知覺是自律性激起（autonomic arousal），且是負

面的情緒感受，如：焦躁、害怕與不舒服（例如：I am dread having to do math）

（Morris, Davis, & Hutchings, 1981）。目前研究已證實數學焦慮兩因素存在（李

仁豪，2005；Ho, Senturk, Lam, Zimmer, Hong, Okamoto, & Chiu, 2000；Williams, 

1994；Wigfield & Meece, 1988），但與考試焦慮不同的是，考試焦慮的研究發現

認知因素影響成就表現較大，但是Ho, et al.（2000）使用Wigfield和Meece（1988）

的數學焦慮問卷，針對台灣、中國與美國進行跨國家研究卻發現，數學焦慮的

情感因素影響數學成就較大，Ho, et al.認為造成此差異原因是該問卷的認知性

數學焦慮問題偏正向表現，輕自我否定思想，所以是測量形式不同所致。 

PISA 2003 的數學能力概念定義，雖然側重在日常生活中的數學問題解決

能力，將數學焦慮定義為處理數學時所感到的無助感與情緒性壓力，問卷情境

多以學業學習為主，例如”I often worry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m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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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classes.”，對照上述相關模式定義，類似於單向度模式的一部份，

但相較於單向度，尚包含日常生活中數學應用困擾，PISA 2003 測量指標較為

狹窄；再者，在多向度模式中，則相似於 Rounds 和 Hendel（1980）所提的數

學考試焦慮中的次要成分：與數學科目有關的焦慮，以學習數學過程為主，非

聚焦於考試情境。最後，從情緒與認知二因素模式角度來檢視 PISA 2003 的數

學焦慮測量試題，則發現該二因素皆具備，例如”I worry that I will get poor 

<marks> in mathematics.”是對未來可能結果的認知性擔心；”I get very tense 

when I have to do mathematics homework.”則是在進行數學工作時所感受到的情

緒性知覺。綜上所述，本研究所使用數學焦慮一詞，係指學生在面對數學工作

時，所產生認知上的擔心與情感上的無助及壓力而言。 

 

 

第四節 自我概念的定義及其相關理論 

過去研究指出，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是預測學生學業表現的重要變

項之一（Bandura, 1997；Legault, Green-Demers, & Pelletier, 2006；Pietsch, Walker, 

& Chapman, 2003；Wigfield & Eccles, 1994），意指透過與環境互動經驗，個體

所獲得之自我能力評價（OECD, 2005, p.292；Pietsch, Walker, & Chapman, 

2003）。然而，隨著相關研究文獻越來越多，其定義開始有所細微差異，著名學

者提出有關自我知覺概念者如 Bandura 之自我效能一詞，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

於未曾經歷過、有壓力並難以預測的特定情境，對自己執行相關活動的能力知

覺（引自施淑慎，2003）；在 Wigfield 和 Eccles（2000）的期望-價值理論中，

自我能力知覺則指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力完成當前工作的信念；Harter（1982）

的能力知覺與 Marsh 和 Shavelson（1985）的自我概念，兩者皆強調自我概念多

面向特性，相較於自我效能，領域更為整體。 

綜合上述，自我概念、自我效能、自我能力知覺等相關自我知覺方面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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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雖然皆屬於認知層面的自我評價，但仍有些為差異，因此，接下來分析相

關理論，探討其中的異同。 

 

壹、Bandura 的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theory）由 Bandura（1997, p.3）所提出，係指在某

領域中個體對自己表現能力的信念，目的是獲得某項成就，因此自我效能之判

斷，具工作與情境特定性（Pajares, 1996）。再者，自我效能高低會影響個體活

動的選擇、投注心力多寡、與持久性。當遭遇困難情境時，自我效能低者傾向

逃避，自我效能高者則傾向投入更多努力加以克服。後者的正向因應態度使得

個體在面對壓力時，能將之視為一種挑戰而非威脅，因此，在學習過程中，高

自我效能的學生較不易被焦慮所侵害（施淑慎，2004；Chemers, Hu, & Garcia, 

2001）。 

Bandura 認為個體獲得自我效能的來源主要有四方面：成就實際表現、替

代性經驗、語言說服與情緒激發等。實際表現因為是個體的真實經驗，因此為

最可靠的訊息來源，成功經驗將有助於自我效能提升；反之，則不利於自我效

能。替代性經驗係指觀察他人行為，間接獲得當自己從事該活動時可能結果的

訊息。語言說服則是最常使用的策略之一，由他人告知個體可能的結果，然而

仍停留於語言階段，因此效果常不敵真實經驗，是短暫而微弱。最後，情緒激

發則指個體評價自我能力時會受當時生理狀態影響，情緒穩定、愉悅有助於正

向自我評價（Bandura, 1997, pp.80-113）。 

因此，Bandura 所提出自我效能概念，具工作特定性，其特定性使自我效

能高低與工作成就間具高度正向相關。此外，自我效能亦具調節的中介作用

（mediating），即使遭遇相同情境、壓力，高自我效能者傾向積極應對，低自我

效能者則消極或逃避，研究亦證實自我效能對於成就是強而有力的影響變項

（Bandura, 1997；Pietsch, Walker, & Chapman, 2003）。PISA 2003 所提的自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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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對照於 Bandura 所提的自我效能，同具主觀自我判斷能力意涵，但在範圍

上 PISA 2003 自我概念以數學整體為認知評價對象，而非聚焦於某特定數學觀

念，因此仍大同中有小異。 

 

貳、Wigfield 和 Eccles 的期望-價值理論模式之自我能力知覺 

Wigfield 和 Eccles 在期望-價值理論模式中，探討個體動機信念方面提到自

我能力知覺（self-perceptions of ability）一概念，是指在特定工作領域中，學生

對自己目前能力知覺，如學業能力、社會能力、運動能力等，而此信念會影響

個體接下來的成就表現。經實徵研究後 Wigfield 和 Eccles 發現模式中另一概念

與之具高度相關，即為成功期望，成功期望是指個體對未來自己工作表現期望，

兩者主要差異在知覺時間點不同，故在實務研究中，兩者常同時探討，認為學

生自我能力知覺與成功期望對預測成就表現同具重要性（Pintrich & Schunk, 

2002, pp. 248-251；Wigfield & Eccles, 1992, 2000）。 

綜合上述，期望-價值理論模式中自我能力知覺與 PISA 2003 自我概念兩者

雷同，皆是在某一科目整體評價上，探討學習者主觀自我評價之高低，而此評

價會受先前經驗與社會環境影響（Pintrich & Schunk, 2002, p.61）。 

 

參、自我概念的多向性－以 Harter、Marsh 和 Shavelson 為例 

對自我能力評價的相關討論中，除分析與其他變項之間關係外，亦有學者

探討自我概念本身的多向性或彼此階層關係。本研究即以 Harter（1982）所提

出效能動機模型及 Marsh 和 Shavelson（1985）的二階層自我概念模式為例，加

以探討。 

一、 Harter 認知型能力知覺 

Harter（1982）的效能動機模型（Effectance Motivation Model）提出能力

知覺（perceived competence）概念，意指學生主觀對自我能力能否完成特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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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評價（evaluation），Harter 認為能力知覺屬特定領域而非普遍特質，換言之，

學生對不同領域能力知覺有所差異。Harter（1982）研究後主張，能力知覺包

含認知（cognitive）、社交（social）與生理（physical）三方面，其中，認知強

調對學業表現能力知覺，社交指對同儕間關係知覺，生理則是聚焦於體育與戶

外活動方面；研究亦發現學生學習時間越久，能力知覺與實際表現間相關越高。

在此，Harter 未進一步細分不同科目的學業表現知覺，他認為能力知覺雖具不

同類型，但彼此不具階層關係。總之，Harter 已指出能力知覺多面向，而其發

展受到學生年齡、成長環境與內外在動機影響（Harter, 1982；Pintrich & Schunk, 

2002, pp.248-251）。 

 二、 Marsh 和 Shavelson 的數學自我概念 

Marsh 和 Shavelson（1985）提出二階層自我概念模式，不同於 Harter 非階

層觀點，認為自我概念是一種多面向且具階層性的概念。模式中自我概念除區

分為學業性（academic）與非學業性自我概念（nonacademic self-concept）外，

根據不同科目，學業性自我概念又包含數學/學業性自我概念（math/academic 

self-concept）與語言/學業性自我概念（verbal/academic self-concept）兩種，此

分類僅部分得到後續實徵資料的支持（邱皓政，2003a；Marsh, 1990）。因隨著

學習階段不同，學校科目繁多，後來學者對其細部分類亦提出不同分類型態。

整體而言，自我概念具多面向特質，會因領域不同而有所分化，Marsh（1990）

認為若忽略自我概念的多重結構與變異，將無法確實掌握自我概念的內涵；邱

皓政（2003a）以台灣學生為樣本，亦發現相似結果。 

 

總之，對個體自我表現之主觀評價的相關概念，常見的有自我效能、能力

知覺與自我概念，因後兩種意涵較為類似（Pintrich, 2003），而 PISA 2003 採用

自我概念一詞，因此接下來以探討自我效能與自我概念兩者異同為主，能力知

覺不另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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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針對自我概念與自我效能作進一步分析時，常以普遍性（generality）

概念加以區分（Pintrich, 2003；Wigfield & Eccles, 2000），然而 Bandura（1997）

澄清認為效能應包含不同普遍程度，並在評估學生學業科目普遍表現時以「覺

得自己科學可以學得多好（How well can you learn science）？」加以評估，因

此單一普遍性概念似乎已不足以完整區分自我概念與自我效能之差異。除普遍

性外，Pietsch, Walker 和 Chapman（2003）參閱過去文獻後提出主要異同有三

點：第一，兩者雖同具自我認知評價，但自我概念更包含情感性成分。如效能

信念常以” Can”問句（”Can I do this mathematical problem?”）或”How confident”

問句瞭解認知層面；反之，自我概念信念則以”being”及”feeling”問句（”Am I 

good at mathematics?”）探討認知與情感層面。Pietsch, Walker 和 Chapman（2003）

研究證實，當移除自我概念之情感成分時，將與自我效能歸於同一因素之中，

其共同性可見一斑。 

第二，相較於自我效能，自我概念更受社會比較影響。自我效能方面，雖

研究已證實社會比較訊息亦影響效能信念，但該學派學者仍認為個體能力知覺

來自於對精熟程度的知覺，而其來源有四：成就實際表現、替代性經驗、語言

說服與情緒激發，社會比較僅是形成自我效能信念的多元經驗之一，藉社會比

較詮釋他人表現來發展自我能力知覺。自我概念方面，則認為能力知覺亦可能

透過社會比較獲得，尤其當先前經驗尚無法有效獲得時。因此，社會比較對自

我概念較具直接影響。 

第三，效能信念有較強學業表現預測力。自我效能對於學業表現具較佳預

測力可能原因有二：因自我效能的特定性與特定成就表現領域較為一致，因此

預測力較自我概念佳；再者，因自我概念包含認知與情感兩成分，而情感成分

研究指出與學業表現關係不如認知成分強烈，故整體而言自我效能具較佳預測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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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不同理論對能力知覺之詮釋與比較彼此差異後，反觀 PISA 2003 數學

自我概念試題，試題皆以整體數學為焦點具普遍性，而個別試題如”I am just not 

good at mathematics”該題具備認知與情感成分，”I get goods <marks> in 

mathematics”此題 marks 則具備社會比較評比性質。故整題而言，PISA 2003 試

題應歸類於自我概念，透過社會比較測量學生對自我表現評價。而此概念相似

於 Wigfield 和 Eccles（2000）期望-價值理論中自我能力知覺、Harter（1982）

的認知性能力知覺與 Marsh 和 Shavelson（1985）的數學自我概念。 

 

 

第五節 動機、數學焦慮、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之關係 

評閱文獻瞭解本研究變項意涵與過去相關理論異同之後，本節擬從理論與

實證研究觀點探討變項間的關係，理論選取除具相似變項概念之期望-價值模式

與認知評價理論外，尚包含與上述觀點差異較大之成就過程體質壓力模式，及

以數學焦慮為主的數學焦慮反應模式，先說明理論，接著評閱相關實徵研究成

果。 

壹、Wigfield 和 Eccles 的成就動機之期望-價值理論模式 

在 Wigfield 和 Eccles（2000）所提出的模式中，認為情感記憶（affective 

memories）來自個體對過去活動或工作的情感性經驗，是一種古典制約的過程，

此記憶將影響個體對任務的評價，因此當學生對數學擁有負面經驗時，可能導

致較低的價值與興趣，並產生逃避行為間接影響表現，諸如：Meece, Wigfield

和 Eccles（1990）研究發現數學成就價值與數學焦慮間成負相關。 

在能力信念方面，模式中提到能力信念與情感記憶相互影響，當個體感受

負面情感時將不利自我能力的評價，反之亦然，Mulhern 和 Rae（1998）發現數

學焦慮與數學自我信心落於同一因素之內，即證實兩者間關係密切。再者，個

體在某領域之能力信念會透過對工作價值評估而影響學業表現與行為。不論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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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或效用性，Wigfield 和 Eccles 認為情感記憶、能力信念與工作價值間具有正

向關係，其關係圖如圖 2-2 所示（僅取與本段相關部分，完整模型詳見本章第

二節），意即情感記憶與能力知覺相互影響，並透過主觀工作價值而間接影響成

就表現與工作意向。 

 

 

 

 

圖 2-2  成就動機之期望-價值模式 

資料來源：改繪自Expectancy-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igfield, A., 

& Eccles, J. S. (2000).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5, 68-81. 

 

以期望價值理論為背景的後續研究中，多半擷取部分概念為基礎，少以整

體模式驗證，如 Meece, Wigfield 和 Eccles（1990）研究認為青少年能力信念與

成功期望能預測往後數學表現，數學價值則預測往後數學意向與決策。Berndt

和 Miller（1990）在研究七年級學生的數學與英語科則發現，雖然成功期望與

工作價值對成就，在個別預測時皆具影響力，但兩者同時預測時，工作價值影

響力則不如成功期望般強烈。Wigfield 和 Eccles（1994）縱貫研究後指出，數

學自我概念、效用/成就價值雖隨年齡而下降，但對國中生而言，數學仍是最

具效用/成就價值的學科之一，在價值與能力信念方面，欲促成行動缺一不可。

Durik, Vida 和 Eccles（2006）以美國中小學生為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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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工作重要性（即成就/效

用價值）與內在價值，自我概念對於學習行為是重要預測變項，它能正向預測

學生課後休閒閱讀時數、對未來職業抱負與往後相關科目選修；反觀工作重要

性與內在價值，則僅能預測部分結果。綜言之，工作價值成分透過各研究量表

情感記憶 

能力知覺 

工作價值
成就表現與未

來工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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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包含內在價值、效用/成就價值等已獲得研究支持，且與能力知覺皆

是影響學習行為與成就的重要因素，但進一步比較工作價值與能力知覺影響成

就表現強度後，可發現能力知覺影響似乎更為強烈，總之，當工作價值與自我

概念同時預測成就時，工作價值預測力則會降低，甚至轉為不顯著，因此研究

者認為工作價值雖會影響成就表現，但不如自我概念影響力強烈，然其確切因

果關係目前尚無定論。 

 

貳、Deci 和 Ryan 認知評價理論（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CET） 

相較於 Deci 和 Ryan（1985）的自我決定理論主要為說明個體不同動機類

型之內涵，Deci 和 Ryan（1985）的認知評價理論屬探討個體受到外在環境影響

而形成不同動機類型原因。Ryan 和 Deci（2000a, 2000b）認為動機產生是滿足

心理需求，因此有正向支持（例如：表現回饋的能力支持、同儕接納的關連性

支持）將會增進一般動機，但唯有伴隨自主性支持才會增進內在動機與整合性

調節外在動機；其次，若無法滿足能力（competent）、關連性（related）與自主

性（autonomous）等基本心理需求，將透過降低能力知覺進而降低動機、危害

發展過程、不利個體的幸福感（well-being），導致疏遠與不良表現。換言之，

當環境條件為自主性支持時，將透過提升能力感，使個體傾向內在動機；反之，

當環境控制性支持時，將危害個體能力感及降低內在動機，此論點亦受到其他

學者研究支持（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1991；Grouzet, Vallerand, Thill, 

& Provencher, 2004；Guay, Boggiano, & Vallerand, 2001； Jussim, Soffin, Brown, 

Ley, & Kohlheoo, 1992；Losier & Vallerand, 1994；Reeve, Bolt, & Cai, 1999；

Vallerand, Fortier, & Guay, 1997）。 

以認知評價理論及自我決定理論為基礎的研究指出，內在動機因發自內在

興趣，因此有助於表現成就、自我概念、毅力與正向情感（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 Ryan, 1991；Gottfried, 1985；Gottfried, Fleming, & Gottfrie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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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zet, Vallerand, Thill, & Provencher, 2004；Guay, Boggiano, & Vallerand, 

2001；Standage, Duda, & Ntoumanis, 2005）；外在動機則隨自主程度不同，影響

有所差異，如 Ryan 和 Connell（1989）的研究發現，內射調節外在動機因仍具

有部分外在歸因的特質，因此雖與努力成正相關，但與焦慮、負向因應失敗的

能力亦成正相關； Ryan 和 Deci（2000）則認為認同調節外在動機因具備較高

程度自主性，因此，情感與因應策略較為正向與積極；Guay, Boggiano 和

Vallerand（2001）指出自主性支持，透過增強能力知覺而提升內在動機，控制

性環境將則使能力知覺受挫並進而形成外在動機；Legault, Green-Demers 和

Pelletier（2006）認為較少自我決定形式的外在動機與負面結果有關，如沮喪、

負向情感與身體症狀（physical symptom）等。因此，研究顯示內在動機與能力

知覺、表現、情感等關係頗為一致且正向，外在動機則隨著自主性越低，對情

感、能力知覺與因應挫敗能力越為不利，其理論關係圖如圖 2-3 所示。 

 

 

圖 2-3  認知評價理論模式 

資料來源：Autonomy support,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perceived competence: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linkages. Guay, F., Boggiano, A. K., & Vallerand, J. R. 

(2001).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6), 643–650. 

 

參、Boggiano 成就過程素質壓力模式（diathesis-stress model of 

achievement process） 

Boggiano（1998；Guay, Boggiano, & Vallerand, 2001）以成就過程素質壓力

模式為基礎，提出不同於認知評價理論觀點，以教室情境為背景，認為在教師

自主性支持與學生能力知覺的關係中，學生內外在動機傾向不但扮演中介角色

（mediating），尚具備調節變項功能（moderating），其理論模型如圖 2-4 所示。

環境條件 能力知覺 內外在動機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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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外在環境透過個體動機傾向影響能力知覺，並認為即使面對相同外在環境，

持內在動機傾向的個體對於不利環境亦具有較佳防禦能力，相對能維持較高自

我能力知覺。 

相關研究中，亦有其他學者提出類似觀點，如 Guay, Boggiano 和 Vallerand

（2001）以成就過程素質壓力模式為背景，採競爭模式，比較認知評價理論觀

點與成就過程素質壓力模式觀感，結果顯示後者具有較強實徵資料支持；

Cordova 和 Lepper（1996）以小四、小五學生為對象進行教學法研究，發現當

教材呈現具情境化、個人化與自主性時，學生將有較高內在動機，進而促進較

高層次志向與能力知覺，反之，若學生知覺班級氣氛較為受控制型時，會傾向

外在動機，易沮喪與不利於能力知覺例（Boggiano, 1998）。 

 

 

 

 

 

 

圖 2-4  成就過程素質壓力模式 

資料來源：Autonomy support,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perceived competence: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linkages. Guay, F., Boggiano, A. K., & Vallerand, J. R. 

(2001).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6), 643–650. 

 

肆、Cemen 數學焦慮反應模式 

Cemen（1987）以 Spieberger 的焦慮理論為基礎，延伸至數學領域，定義

數學焦慮為知覺數學威脅自尊的一種焦慮反應，透過深度訪談發展出數學焦慮

反應模式（如圖 2-5）。Cemen 認為引發數學焦慮反應，主要是因為壓力源的出

教師自主性支持 內外在動機傾向 能力知覺 

中介模式（I）

教師自主性支持 能力知覺 

內外在動機傾向

調整模式（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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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知覺自尊受到威脅，壓力源以情境經驗（situational antecedents）為主，但

壓力源存在並不足以引發個體數學焦慮，尚須同時知覺該壓力已威脅自身自尊

感。個體自尊感受到環境經驗（ environmental antecedents）與性情經驗

（dispositional antecedents）影響，其中環境經驗與情境經驗同屬個體之外，前

者透過性情經驗間接影響焦慮反應。引發數學焦慮反應後，個體會加以認知再

評估，以決定如何因應，此時若具較高自尊與該領域自信，個體將較能控制焦

慮，採取正性因應措施；反之，則有不利影響。在相關研究方面，亦有相似研

究結果，例如林怡如（2003）發現數學焦慮與數學自我效能同對數學成就具有

顯著的預測力；邱俊仁（2003）針對國中生指出數學焦慮與數學態度、成就皆

呈現顯著負相關；Ma 和 Xu（2004）則發現先前數學成就將影響數學焦慮表現，

但高數學焦慮未必導致低數學成就，其中可能有中介變項存在；Chemer, Hu 和

Garcia（2001）指出，不同自我效能者面對壓力亦有不同反應，如高效能者常

視壓力為一種挑戰而非阻力；Ma（1999）針對數學焦慮進行後設分析，發現數

學焦慮常與數學成就有關，但當先前數學表現、數學態度、數學自我概念等變

項加入模式後，焦慮與成就關係則轉為較弱或無關係。綜合上述，數學焦慮與

先前經驗、態度、自我概念等具負向關連，但與成就關係較為不一致，易受其

他變項加入而關係減弱，從影響強弱觀點，數學焦慮對於成就影響相較於自我

概念等較為間接，可能原因是相同焦慮者透過認知再評估，將產生不同因應策

略之故。 

此外，在焦慮程度方面，Slavin（2006, p.333）指出低成就者可能特別感到

焦慮，但絕非唯一一群，即使擁有高成就，亦有可能因擔心無法一直完美而感

到驚嚇焦慮；邱俊仁（2003）針對國中生數學課程訪談後則有相似發現，高焦

慮高成就學生會因家長、教師成績期待或頻繁考試測驗而造成焦慮情緒。此故，

形成焦慮原因多元，而隨著引發原因不同造成影響亦可能有所差異，但針對焦

慮程度分群，進而探討影響數學成就之心理特質方面文獻，卻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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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Cemen 數學焦慮反應模式 

資料來源： The nature of mathematics anxiety.（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287729）Cemen (1987). 

綜言之，對於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數學焦慮、自我概念與成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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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尚無統一的因果關係理論模式，相互影響原因各方理論詮釋亦莫衷一是，但

理論皆指出這些構念關係密切，影響學生教育與未來生涯發展。 

在動機理論方面，不論期望-價值理論模式、認知評價理論與成就過程素質

壓力模式，皆認為動機與個體情感、能力知覺具有顯著相關，其中，以工作本

身樂趣、精熟等內在因素為傾向之內在動機，與正向情感、能力知覺間具正相

關；但以工具性、評價、酬賞等外在因素為傾向之外在動機，與情感、能力知

覺間的關係，依不同理論則略有差異，以期望-價值理論為背景者，效用性價值

與情感、能力知覺關係較為正向；以自我決定理論與認知評價理論為基礎者，

則較為不明確，可能原因是該理論視動機為一連續性概念，因此界定上較為不

易；以成就過程素質壓力模式為背景者，則認為當外在環境屬控制型時，會使

個體傾向外在動機，與能力知覺、情緒等較為不利。 

在焦慮方面，Cemen（1987）的數學焦慮反應模式，認為個體自尊受到威

脅是造成數學焦慮反應的主要原因，但若有較佳的能力自信，則有益於控制焦

慮而產出較佳因應策略；期望-價值模式提及當個體對特定任務感到焦慮時，則

會設法降低自己對該任務之價值感以減少自身焦慮，維持自尊，因此，數學焦

慮與個體自我概念兩者間的負向關係，已獲得理論普遍支持；另外，數學焦慮

與數學成就之間呈負向關係，亦已獲實徵研究證實（諸如：Hembree, 1990；

Ma, 1999），無庸置疑。 

最後，自我概念與成就關係，不論是 Bandura 的自我效能論、Harter 的認

知型能力知覺或 Marsh 和 Shavelson 的數學自我概念皆認為正向自我能力知覺

有助於成就表現，此點已獲得一致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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