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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先針對香港學生整體的心理特質進行現況分析；接著，根據第三章建

立的初始模型予以檢定、修正，最後交叉驗證，提出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 香港學生心理特質之現況分析 

 本節主要是分析香港學生在測量指標上反應情形，並與國際 OECD 平均比

較，探討其中異同；接著分析建模樣本在測量指標上的平均數、標準差、偏態

與峰度，以決定後續分析宜採用何種參數估計方式。 

 

壹、 香港與 OECD 心理特質之比較 

 表 4-1 摘錄於 OECD 的「明日世界的學習：由 PISA 2003 的第一次結果」

《Learning for Tomorrow’s World: First Results from PISA 2003》報告，該表中香

港學生樣本數約為 4478 人，隨著各題遺漏人數不一，人數略有差異，OECD 樣

本則包含全部參與國，可視為參與國平均傾向。表 4-1 的「同意或非常同意」

欄位為學生同意或非常同意該測量指標之陳述，其中「X14 我只是擅長數學」

原本問卷陳述為反向題：「我只是不擅長數學」，但是已經過研究者反向計分，

故修改表中陳述，以方便閱讀。 

由該表中可瞭解香港在學生問卷反應與國際 OECD 平均的差異。內在動機

部分，香港學生對於數學的內在動機普遍高於 OECD 平均值；工具性動機部分，

香港與 OECD 平均相近；數學焦慮部分，香港學生數學焦慮情形高於 OECD 平

均；自我概念部分，香港略低於 OECD 平均。最後，在數學成就表現部分，空

間與形狀排名第一，改變與關係排名第四，不確定性排名第一，數量排名第二，

整體數學表現排名第一，皆顯著的高於 OECD 國際平均值。 

整體而言，香港學生在心理特質方面，有較高的內在動機，亦具有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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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焦慮及偏低的自我概念，數學成就方面，則顯著高於 OECD 國際平均值。 

 

表 4-1  香港與 OECD 心理特質對照 

同意或非常同意 因

素 
測量指標 

香港％ OECD％

X1 我喜歡讀數學 37 31 
X2 我期待上數學課 45 31 
X3 因為我喜歡數學，所以我做數學 52 38 

內
在
動
機 X4 我對在數學課所學到的東西感到有興趣 51 53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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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75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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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78 

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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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66 

工
具
性
動
機 

X8 我將會習得能幫我找到工作的許多數學知識 63 70 
Y1 我時常擔心數學課對我而言是困難的 68 57 
Y2 當我必須做數學家庭作業時，我感到神經緊繃 29 29 
Y3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緊張不安 33 29 
Y4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很無助 35 29 

數
學
焦
慮 

Y5 我擔心我會得到不好的數學成績 72 59 
Y6 我只是擅長數學（原為反向題） 43 58 
Y7 我得到好的數學成績等第 25 57 
Y8 我學數學很快 45 51 
Y9 我一直相信數學是我擅長的科目之一 32 35 

自
我
概
念 

Y10 在數學課中，即使是最困難的部分我也能瞭解 30 33 

資料來源： 整理自 Learning for tomorrow’s world: First results from PISA 2003. 

OECD (2004). Paris: Author. 

 

貳、 香港學生心理特質之描述統計 

 由表 4-2 得知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的測量指標平

均數在 2.05 分至 2.93 分間，無法推論學生在某個因素反應特別高或低，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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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成績方面皆高於 OECD 平均數 500 分，因此香港學生數學成就表現可稱優

異。在偏態與峰度方面，偏態介於-.742 至.546 間，峰度介於-.750 至 1.319 間，

符合 Kline（2005, p.50）所言常態分配標準，偏態係數小於 3 及峰度係數小於

10，因此在有效樣本達 2181 人，且為常態方配下，本研究將採用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估計結構方程式模型所需的參數。 

表 4-2  測量指標之描述統計（N=2181） 

統計量 因
素

測量指標 
平均數 標準差 偏態 峰度 

X1 我喜歡讀數學 2.26 .79 .135 -.449
X2 我期待上數學課 2.40 .80 .079 -.456
X3 因為我喜歡數學，所以我做數學 2.51 .83 -.065 -.560

內
在
動
機 X4 我對在數學課所學到的東西感到有興趣 2.50 .81 -.023 -.506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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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73 -.532 .395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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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67 -.742 1.319

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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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77 -.411 -.051

工
具
性
動
機 

X8 我將會習得能幫我找到工作的許多數學知識 2.66 .750 -.308 -.141
Y1 我時常擔心數學課對我而言是困難的 2.78 .77 -.265 -.264
Y2 當我必須做數學家庭作業時，我感到神經緊繃 2.24 .75 .546 .205
Y3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緊張不安 2.29 .74 .370 -.002
Y4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很無助 2.29 .80 .452 -.131

數
學
焦
慮 

Y5 我擔心我會得到不好的數學成績 2.92 .89 -.510 -.451
Y6 我只是擅長數學（原為反向題） 2.34 .87 .035 -.750
Y7 我得到好的數學成績等第 2.05 .77 .354 -.255
Y8 我學數學很快 2.40 .73 -.001 -.308
Y9 我一直相信數學是我擅長的科目之一 2.12 .94 .484 -.656

自
我
概
念 

Y10 在數學課中，即使是最困難的部分我也能瞭解 2.16 .74 .210 -.248
Y11 空間與形狀 563.45 108.94 -.251 .046
Y12 改變與關係 544.61 104.74 -.404 .126
Y13 不確定性 563.37 99.47 -.361 .272

數
學
成
就 Y14 數量 549.34 97.71 -.342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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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動機對數學焦慮、自我概念、數學成就之 

結構關係模型探索 

 建立初始模型後，本節以 Bollen 和 Long（1993）所建議結構方程式模型

的步驟概念加以敘寫，分別是：1.模式辨識、參數估計與考驗 2.模型修飾與確

立最終模式 3.最終模型評估，分述如後。 

 

壹、 初始模型的模式辨識、參數估計與考驗 

初始模型建立後，接著是考量模型辨識問題，意即待估計的自由參數個數

需小於樣本共變數矩陣中不重複的元素個數，經計算後：待估計自由參數 53

個，共變數矩陣不重複元素 253 個（253= ( )( )
2

1148148 +++
），故 53＜253 屬「過

度辨識」（over-identified）符合辨識條件，自由度為 200，可進行下一步驟－參

數估計。 

在大樣本且為常態分配的情形下，本研究採最大概似法估計初始模型參

數，並投入共變數矩陣，如附錄五，估計結果與重要適配指標如圖 4-1。估計

結果除內在動機對數學成就、工具性動機對自我概念，以及數學焦慮對數學成

就影響未達.05 顯著外，工具性動機對數學焦慮呈現輕微正相關與文獻有所出

入。在適配指標方面，除 WLSχ2=3434.61 達顯著差異外（p<.05），RMSEA=.086

亦不甚理想，因此初始模式與實際資料無法獲得適當配合，需要進一步修正。 

研究者參考 LISREL 所提供的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 MI）並考量理

論解釋合宜性後，決定開放外衍潛在變項間相關，即內在動機與工具性動機間

具相關性，以作為最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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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3434.61, df=200, p-value=0.00000, RMSEA=0.086 

註：*p<.05；**p<.01 

圖 4-1  初始模型之標準化參數估計 

 

貳、 模型修飾與確立最終模式 

根據修正指標將初始模型進行輕微修正後，待估計自由參數增為 54 個，共

變數矩陣不重複元素 253 個，故 54＜253 符合辨識條件，自由度為 199，可進

行下一步驟。參數估計之最終模式如圖 4-3，各參數標準化估計與顯著性則如

表 4-2，在.05 的顯著考驗下，內在動機對數學成就、工具動機對數學成就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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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焦慮對數學成就皆未達顯著標準，工具性動機對自我概念僅有輕度負向關

係，相關理論解釋留待第四節討論。 

 

 

 

 

 

 

 

 

 

 

 

 

 

 

 

 

 

Chi-Square=2568.47, df=199, p-value=0.00000, RMSEA=0.074 

註：*p<.05；**p<.01 

圖 4-2  最終模型之標準化參數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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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最終模型之標準化估計參數、標準誤與顯著性考驗 

 

 

 

 

 

 

 

 

 

 

 

 

 

 

 

 

 

 

 

 

 

 

 

 

建模樣本之最終模式 交叉驗證之嚴格複製策略 

參數 
完全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參數 
完全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X
11 .81 .01 44.77** λX

11 .79 --- --- 
λX

21 .82 .01 46.17** λX
21 .83 .02 61.27**

λX
31 .86 .01 49.31** λX

31 .85 .02 63.61**
λX

41 .89 .01 52.54** λX
41 .89 .02 67.18**

λX
52 .84 .01 46.27** λX

52 .82 --- --- 
λX

62 .81 .01 43.97** λX
62 .79 .02 57.91**

λX
72 .83 .01 45.75** λX

72 .84 .02 62.66**
λX

82 .79 .01 42.34** λX
82 .78 .02 57.17**

λY
11 .73 --- --- λY

11 .73 --- --- 
λY

21 .78 .02 33.73** λY
21 .76 .02 46.86**

λY
31 .71 .02 31.03** λY

31 .69 .02 42.46**
λY

41 .73 .02 31.50** λY
41 .73 .02 45.03**

λY
51 .65 .02 28.12** λY

51 .64 .03 39.86**
λY

62 .82 --- --- λY
62 .83 --- --- 

λY
72 .82 .01 44.02** λY

72 .81 .01 63.44**
λY

82 .76 .01 39.57** λY
82 .76 .01 57.32**

λY
92 .80 .02 42.82** λY

92 .81 .02 62.37**
λY

10.2 .72 .01 37.13** λY
10.2 .72 .01 53.19**

λY
11.3 .94 --- --- λY

11.3 .94 --- --- 
λY

12.3 .94 .01 90.00** λY
12.3 .94 .01 128.15**

λY
13.3 .96 .01 98.75** λY

13.3 .96 .01 141.57**
λY

14.3 .95 .01 93.21** λY
14.3 .95 .01 133.23**

γ11 -.63 .04 -17.89** γ11 .65 .02 -25.39** 
γ21 .57 .03 20.96** γ21 .52 .02 26.66**
γ31 .05 .05 1.04 γ31 -.01 .06 -0.20 
γ12 .12 .03 3.81** γ12 .13 .02 5.81** 
γ22 -.05 .02 -2.23* γ22 -.02 .02 -1.57 
γ32 .05 .03 1.46 γ32 .08 .04 3.42** 
β21 -.48 .02 -21.78** β21 -.51 .02 -31.79**
β31 -.06 .04 -1.45 β31 -.09 .06 -2.86**  
β32 .29 .06 4.58** β32 .29 .06 6.55** 
φ11 1.00 --- --- φ11 1.00 .01 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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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最終模型之標準化估計參數、標準誤與顯著性考驗（續） 

φ12 .68 .01 48.60** φ12 .69 .01 30.86** 
φ22 1.00 --- --- φ22 1.00 .01 31.95** 
ζ1 .69 .04 17.64** ζ1 .68 .01 24.98** 
ζ2 .20 .01 15.06** ζ2 .20 .01 21.55** 
ζ3 .83 .03 28.90** ζ3 .84 .02 41.03** 
δ1 .35 .01 28.13** δ1 .37 .01 40.31** 
δ2 .32 .01 27.49** δ2 .31 .01 38.35** 
δ3 .26 .01 25.58** δ3 .27 .01 36.48**  
δ4 .20 .01 22.61** δ4 .21 .00 32.17** 
δ5 .30 .01 23.96** δ5 .33 .00 34.98 ** 
δ6 .35 .01 25.70** δ6 .38 .00 37.37** 
δ7 .31 .01 24.40** δ7 .29 .01  32.99** 
δ8 .38 .01 26.69** δ8 .39 .01 37.86** 
ε1 .47 .01 27.43** ε1 .47 .01 38.51** 
ε2 .39 .01 25.17** ε2 .42 .01 36.72** 
ε3 .49 .01 27.80** ε3 .53 .01 40.35** 
ε4 .47 .01 27.44** ε4 .47 .01 38.54** 
ε5 .58 .02 29.45** ε5 .58 .01 41.69** 
ε6 .33 .01 26.76** ε6 .31 .01 37.39** 
ε7 .33 .01 26.98** ε7 .34 .01 38.50** 
ε8 .43 .01 29.01** ε8 .42 .01 41.13** 
ε9 .36 .01 27.64** ε9 .35 .01 39.05** 
ε10 .48 .01 29.77** ε10 .48 .01 42.36** 
ε11 .11 .01 25.65** ε11 .11 .00 36.38** 
ε12 .11 .00 25.75** ε12 .11 .00 36.71** 
ε13 .08 .00 21.69** ε13 .08 .00 30.53** 
ε14 .10 .00 24.51** ε14 .10 .00 34.79** 

註：1.未列出標準誤及 t 值者為參照指標。 

2.*p<.05；**p<.01 

 

參、 最終模型評估 

本段針對第三章第六節模式考驗方法所提出幾項適配度指標分別考驗最終

模式，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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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適配度指標 

如表 4-3 所示，誤差變異數（包含 ζ、δ、ε）皆無負值且達顯著水準，符合

1.2 項標準，在標準誤方面，介於.00-.06 間，符合第 3 項標準，因素負荷量除

λY13.3=.96 稍大於.95 標準外，其餘負荷量皆介於.5-.95 間，至於潛在變項的參數

間相關絕對值也都未太接近 1，亦符合第五項標準。 

 

二、 整體、比較、精簡適配度指標 

表 4-4 摘要為各項適配度指標的摘要表，其中除 WLSχ2 偏大、AGFI 偏低

外，其餘皆符合標準，WLSχ2 偏大原因，可能是因為樣本偏大，使卡方檢定變

為較敏感，因此達顯著水準，AGFI 雖未達.90 標準，但.88 亦接近之，因此整

體而言模式適配良好。 

表 4-4  整體、比較、精簡適配度指標摘要 

指標類型 指標 適配標準值 檢定結果 配適判斷 
WLSχ2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 2568.47 否 
GFI 大於.90 .90 是 
AGFI 大於.90 .88 否 
SRMR 小於.08 .05 是 

整體適配

度指標 

RMSEA .05 以下良好、.05~.08 合理 .07 是 
CFI 大於.90 .97 是 比較適配

度指標 NNFI 大於.90 .97 是 
PNFI 越接近 1 越好 .84 是 精簡適配

度指標 CN 大於 200 221.00 是 

 

三、 內在適配度指標 

相關數據摘要於表 4-5，個別測量變項的信度方面，介於.53-.92 間，符合

第一項指標，大於.5 的標準；在潛在變項的組合信度方面，數值介於.84-.97，

符合第二項達.6 之標準；至於潛在變項的變異數平均解釋量則為.52 至.90 間，

符合第三項.5 以上標準；參數估計方面，內在動機指向數學成就的結構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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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31）、工具動機指向數學成就的結構係數（γ32）及數學焦慮指向數學成就（β31）

的結構係數皆未達顯著標準，可能的解釋原因待第四節討論；最後，標準化殘

差值與修正指標方面，部分標準化殘差與修正指標超過標準，但顧及理論解釋

合理性與模式精簡度，研究者無進一步開放或限制估計。 

 

表 4-5 最終模式之個別信度指標、潛在變項成分信度及變異數平均解釋量摘要 

變項 
個別項目

信度指標

潛在變項的

組合信度

潛在變項的 
變異數平均解釋量

ξ1 內在動機  .91 .72 
X1 我喜歡讀數學 .65   
X2 我期待上數學課 .68   
X3 因為我喜歡數學，所以我做數學 .74   
X4我對在數學課所學到的東西感到有

興趣 
.80   

ξ2 工具性動機  .89 .67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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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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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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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X8我將會習得能幫我找到工作的許多

數學知識 
.62   

η1 數學焦慮  .84 .52 
Y1我時常擔心數學課對我而言是困難

的 
.53   

Y2 當我必須做數學家庭作業時，我感

到神經緊繃 
.61   

Y3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緊張不安 .51   
Y4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很無助 .53   
Y5 我擔心我會得到不好的數學成績 .42   

η2 自我概念  .89 .61 
Y6 我只是擅長數學（原為反向題） .67   
Y7 我得到好的數學成績等第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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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最終模式之個別信度指標、潛在變項成分信度及變異數平均解釋量摘要(續)
Y8 我學數學很快 .57   
Y9我一直相信數學是我擅長的科目之

一 
.64   

Y10 在數學課中，即使是最困難的部分

我也能瞭解 
.52   

η3 數學成就  .97 .90 
Y11 空間與形狀 .89   
Y12 改變與關係 .89   
Y13 不確定性 .92   
Y14 數量 .90   

綜合上述，動機、數學焦慮、自我概念對數學成就的最終模式適配度檢定，

除了少數指標未能符合標準外，不論在基本、整體、比較、精簡及內在適配度

指標方面，大致皆能獲得理想之實徵數據的支持。 

第三節 動機對數學焦慮、自我概念、數學成就之 

結構關係模型驗證 

本研究以最終模式驗證為對象，採用兩種檢定交叉驗證效度方法，其一是

使用嚴格複製策略，將驗證樣本的因素結構與待估參數數值設定與建模樣本完

全相同，接著檢定所輸出的適配指標是否可以接受，若可以接受則代表最終模

式具有交叉驗證效度。其次，檢定嚴格複製策略與寬鬆複製策略之間的 MMF

卡方值差異，是否達顯著差異，若無達顯著差異，則表示驗證樣本可嚴格複製

建模樣本之最終模型，換句話說，即使在同一母群不同樣本下該模型仍可獲得

良好適配，最終模式具有模式穩定的特性。 

表 4-6 是在嚴格複製策略下，交叉驗證效度的各項評鑑指標，由於 AGFI

值 LISREL 無估計，因此無法評鑑，其餘指標除 WLS 卡方值達.05 顯著差異外，

基本適配度與內在適配度指標部分未達標準，但是已接近理想適配門檻，因此最

終模式具有交叉驗證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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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表 4-7 是在寬鬆與嚴緊兩種複製策略下，各項適配指標的差異，在

寬鬆策略下，驗證樣本所貢獻的 MFF 卡方值為 2442.15，而在嚴格策略中，驗證

樣本所貢獻的 MMF 卡方值則為 2476.15。兩個 MMF 卡方值的差距為 34.00，自

由度差距為 54，故未達.05 顯著差異，表示即使在嚴格的條件下，最終模式仍可

被良好地複製，表示此模式具有相當穩定性。其嚴格複製策略下的標準化參數

估計圖與標準化估計參數、標準誤與顯著性考驗表如圖 4-4 與表 4-3「交叉

驗證之嚴格複製策略」部分所示。 

表 4-6  嚴格複製策略之交叉驗證效度評鑑指標 

指標類型 指標 適配標準值 檢定結果 配適判斷

WLSχ2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 5182.8927
（df=452,p=0.000） 

否 

GFI 大於.90 .90/.90（註） 是 
SRMR 小於.08 .048 是 
RMSEA .05 以下良好、.05~.08 合理 .07 是 

整體適配

度指標 

CVI 越小越好 27.23 是 
CFI 大於.90 .97 是 比較適配

度指標 NNFI 大於.90 .97 是 
PNFI 越接近 1 越好 .95 是 精簡適配

度指標 CN 大於 200 464.17 是 
誤差變異數需無負值 介於.00-.02 是 
誤差變異數需達顯著水準 皆**p<.01 是 
不能有過大的標準誤 最大為.06 是 
因素負荷量介於.5-.95 間為理想值。 介於.64-.96 否 

基本適配

度指標 

潛在變項的參數間相關絕對值不能太

接近 1 
最大為.79 

是 

個別測量變項的信度在.5 以上 介於.42-.92 否 
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在.6 以上 介於.84-.97 是 
潛在變項的變異數平均解釋量在.5 以

上 
介於.51-.90 

是 

所估計的參數達顯著水準 部分未達顯著 否 
標準化殘差值小於 1.96 部分大於 1.96 否 

內在適配

度指標 

修正指標小於 3.84 部分大於 3.84 否 

註：在「/」之前為建模樣本，之後為驗證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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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交叉驗證之評估策略適配度評鑑 

整體模式適配  驗證樣本 
MFFχ2 
（df） 

WLSχ2 
（df） 

WLSχ2 
（df）  

MFFχ2 
 

MFFχ2 
（df） 

貢獻％ 

寬鬆複製策略   
4902.89 

(398) 
5091.03 

(398) 
--- 

2442.15 
--- 

49.81％

嚴格複製策略   
4971.45 

(452) 
5182.89 

(452) 
91.8584 

(54)*p＜.05 
 2476.15 34.00 

(54)p＞.05 
49.81％

 

 

 

 

 

 

 

 

 

 

 

 

 

 

 

 

Chi-Square= 5182.89, df=452, p-value=0.00000, RMSEA= 0.069 

圖 4-3  嚴格複製策略之標準化參數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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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論 

經過前三節的模式建立、修正、檢定與驗證後，大致獲得良好適配，基於

此，本節將進一步探討與詮釋模型所代表之意涵，以瞭解數據與過去理論研究

契合程度。本節先分析香港學生現況，接著，探討最終模式修正其理論依據，

與符合研究假設之路徑結構，再者，討論其餘不合假設之路徑可能原因，最後，

進行綜合討論。 

 

壹、香港學生現況分析 

在研究動機時，研究者曾提及東方學生在過去研究中呈現高焦慮、高成就

與低興趣、低自信等傾向，與西方所提出成就動機理論似乎有所差異。經過

PISA 2003 的資料分析後，研究者發現香港學生在數學焦慮偏高，研究者推測

這可能是 Heine 和 Hamamura（2007）所言，東方社會具自我批判（self-critical）

的傾向，因此數學焦慮偏高，此外，由於數學焦慮與成就相關亦僅-.33，影響

無十分強烈，故在數學焦慮偏高下，整體而言仍有不錯成就表現；在興趣與成

就方面，PISA 2003 資料與國際 OECD 平均比較後，顯示無低興趣傾向，自我

概念雖然偏低，但仍與成就達.40 正相關，因此研究者推斷可能是文化差異所

造成系統係偏差，即東方社會明顯較少使用自利歸因（self-enhance），而較常

用自我批評策略（Heine & Hamamura, 2007），但是，就香港內部自行比較時，

在兩兩因素關係上，香港學生仍符合過去期望價值理論、自我決定理論及成就

過程素質壓力模式，即興趣、自我概念與成就間皆呈正向關係。 

 

貳、模式修正方面 

在考量修正指標與模式合理性下，在最終模式時，研究者開放內在動機與

工具性動機間的相關估計，如此觀點在 Standage, Duda 和 Ntoumanis（2005）

研究中亦有類似發現，他們研究以 Deci 和 Ryan 的自我決定論中為基礎，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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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動機與認同調節外在動機間具高度相關（.99），而本研究中亦發現兩者間

達.68 的正相關（如表 4-8 所示），換言之，越具有內在動機的學生也越傾向具

有工具性動機。 

表 4-8  潛在變項間零階相關 

潛在變項 ξ1 內在動機 ξ2工具性動機 η1 數學焦慮 η2 自我概念 η3 數學成就

ξ1 內在動機 1.00     
ξ2 工具性動機 .68 1.00    
η1 數學焦慮 -.55 -.30 1.00   
η2 自我概念 .80 .48 -.77 1.00  
η3 數學成就 .35 .24 -.33 .40 1.00 

 

參、路徑係數方面 

將整體路徑係數與研究假設比較後，大致符合研究假設，其中內在動機對

數學成就、工具性動機對數學成就、與數學焦慮對數學成就的直接影響效果未

達顯著，與研究假設不符，研究者認為可能有中介變項存在，將在第二部分進

一步討論說明之。 

此外，工具性動機對數學焦慮、工具性動機對自我概念的影響與研究假設

亦有所差異，研究者認為是負向壓抑變項（negative suppressor variable）造成的

結果，將在第三部分進一步討論分析。以下先針對模型符合研究假設部分進行

說明討論，接著針對中介變項以及壓抑變項加以說明。 

一、 符合假設路徑的說明 

根據建模樣本所繪出的最終模型與研究假設相比較後，內在動機對數學焦

慮的直接效果達-.63（如表 4-9 所示），呈現負相關，即內在動機越高的學生，

數學焦慮越低，此結論與過去文獻一致（例如：Wigfield 和 Eccles, 2000），因

為具內在動機的學生，行為是出於喜歡、對該事物有興趣等的內在傾向，因此

與數學焦慮呈現負向關係。 

接著，內在動機與自我概念方面，內在動機對自我概念的影響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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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87，直接效果.57 甚至大於間接效果.30，因此當學生對某事物具內在動機時，

會表現出較佳的自我能力知覺，這也符合過去理論與實證研究（例如：Cordova

和 Lepper, 1996）。 

再者，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呈現-.48 負向關係，係指數學焦慮越高的學生，

將不利於正向自我概念的發展，因為數學焦慮是知覺數學將威脅自尊所引發的

焦慮反應（Cemen, 1987），因此與自我概念呈負相關，實屬合理。  

最後，自我概念對數學成就的直接影響達.29，換言之，自我概念越高的學

生，數學成就越高，因為自我概念越高，將有助於投入更多心力，因此可有效

提升數學成就，過去研究亦呈現相同結論（例如：Wigfield 和 Eccles, 1992, 

2000）。 

表 4-9  建模樣本之因素間效果量 

ξ1 內在動機 ξ2 工具性動機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η1 數學焦慮 -.63** --- -.63** .12** --- .12** 

η2 自我概念 .57** .30** .87** -.05* -.06** -.11** 

η3 數學成就 .05 .29** .34** .05 -.04** .01 

η1 數學焦慮 η2 自我概念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η2 自我概念 -.48** --- -.48** --- --- --- 

η3 數學成就 -.06 -.14** -.20** .29** --- .29** 

註：* p<.05；** p<.01 

 

二、 中介變項之驗證 

研究中，內在動機對數學成就、工具性動機對數學成就、與數學焦慮對數

學成就的直接影響效果未達顯著，與研究假設不符，但兩兩潛在變項間相關卻

皆達.05 顯著，分別是.35、.24、-.33，因此研究者認為可能有中介變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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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進一步檢定。 

 

（一） 動機與數學成就間中介效果分析 

動機與成就的關係方面，影響效果如表 4-9 所示，主要是透過間接影響，

內在動機對數學成就的直接效果不存在，但間接效果達.29，顯示內在動機透過

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正向影響數學成就；工具性動機對成就部分，總效果與直

接效果亦不存在，但間接效果為達.01 顯著水準，顯示工具性動機透過數學焦慮

與自我概念負向影響數學成就，因此以下研究者分別建立子模型：A、B、C、

D，進一步分析是否有中介變項的存在。 

1. 數學焦慮在內在動機與數學成就間之中介模式檢驗 

根據表 4-10 所示，內在動機與數學焦慮間的相關為-.55，內在動機與數學

成就的相關為.35，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的相關為-.33，皆達.01 顯著水準，因此

符合驗證步驟一；接著，在模型 A 中，當內在動機與數學焦慮同時預測數學成

就時，內在動機對數學成就的直接影響由.35 降為.25，符合驗證步驟二，因此

數學焦慮在此扮演中介變項。 

 

 

Chi-Square=1390.59, df=62, P-value=0.00000, RMSEA=0.099 

註：1.省略測量指標  2.*p<.05；**p<.01 

圖 4-4  模型 A 驗證中介模式之標準化估計參數 

 

 

η1 數學焦慮

η3 數學成就 ξ1 內在動機 

-0.52**

0.25**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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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模型 A 潛在變項間相關與路徑係數 

潛在變項 ξ1 內在動機 η1 數學焦慮 η3 數學成就 
ξ1 內在動機 --- -.52** .25** 
η1 數學焦慮 -.55** --- -.19** 
η3 數學成就 .35** -.33** --- 

註：**p<.01；對角線以下為相關係數，以上斜體字為路徑係數。 

 

2. 數學焦慮在工具性動機與數學成就間之中介模式檢驗 

根據表 4-11 所示，工具性動機與數學焦慮間的相關為-.30，工具性動機與

數學成就的相關為.24，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的相關為-.33，皆達.01 顯著水準，

因此符合驗證步驟一；接著，在模型 B 中，當工具性動機與數學焦慮同時預測

數學成就時，工具性動機對數學成就的直接影響由 0.24 降為.16，符合驗證步驟

二，因此數學焦慮在此扮演中介變項。 

 

Chi-Square=1303.25, df=62, P-value=0.00000, RMSEA=0.096 

註：1.省略測量指標  2.*p<.05；**p<.01 

圖 4-5  模型 B 驗證中介模式之標準化估計參數 

 

表 4-11  模型 B 潛在變項間相關與路徑係數 

潛在變項 ξ2工具性動機 η1 數學焦慮 η3 數學成就 
ξ2 工具性動機 --- -.28** .16** 
η1 數學焦慮 -.30** --- -.27** 
η3 數學成就 .24** -.33** --- 

註：**p<.01；對角線以下為相關係數，以上斜體字為路徑係數。 

 

η1 數學焦慮

η3 數學成就 ξ2 工具性動機 

-0.28**

0.16**

-0.27**



 73

3. 自我概念在內在動機與數學成就間之中介模式檢驗 

根據表 4-12 所示，內在動機與自我概念間的相關為.80，內在動機與數學

成就的相關為.35，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的相關為.40，皆達.01 顯著水準，因此

符合驗證步驟一；接著，在模型 C 中，當內在動機與自我概念同時預測數學成

就時，內在動機對數學成就的直接影響由 0.35 降為.09，未達.01 顯著水準，符

合驗證步驟二，因此自我概念在此扮演完全中介變項。 

 

 

 

 

Chi-Square=804.18, df=62, P-value=0.00000, RMSEA=0.074 

註：1.省略測量指標  2.*p<.05；**p<.01 

圖 4-6  模型 C 驗證中介模式之標準化估計參數 

 

表 4-12  模型 C 潛在變項間相關與路徑係數 

潛在變項 ξ1 內在動機 η2 自我概念 η3 數學成就 
ξ1 內在動機 --- 0.80** 0.09* 
η2 自我概念 .80** --- 0.33** 
η3 數學成就 .35** .40** --- 

註：*p<.05；**p<.01；對角線以下為相關係數，以上斜體字為路徑

係數。 

 

4. 自我概念在工具性動機與數學成就間之中介模式檢驗 

根據表 4-13 所示，工具性動機與自我概念間的相關為.48，工具性動機與

數學成就的相關為.24，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的相關為.40，皆達.01 顯著水準，

因此符合驗證步驟一；接著，在模型 D 中，當工具性動機與自我概念同時預測

數學成就時，工具性動機對數學成就的直接影響由 0.24 降為.06，未達.01 顯著

η2 自我概念

η3 數學成就 ξ1 內在動機 

0.80**

0.09*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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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符合驗證步驟二，因此自我概念在此扮演完全中介變項。 

 

 

 

 

Chi-Square=830.29, df=62, P-value=0.00000, RMSEA=0.075 

註：1.省略測量指標  2.*p<.05；**p<.01 

圖 4-7  模型 D 驗證中介模式之標準化估計參數 

 

表 4-13  模型 D 潛在變項間相關與路徑係數 

潛在變項 ξ2工具性動機 η2 自我概念 η3 數學成就 
ξ2 工具性動機 --- .48** .06* 
η2 自我概念 .48** --- .37** 
η3 數學成就 .24** .40** --- 

註：*p<.05；**p<.01；對角線以下為相關係數，以上斜體字為路徑

係數。 

 

換句話說，不論是數學焦慮或自我概念，在動機與成就間，皆扮演中介變

項角色，符合 Cemen（1987）的數學焦慮反應模式，認為學生的性情經驗會透

過焦慮反應與認知評估間接影響反應。其中，內在動機越高的學生，數學焦慮

越低、自我概念越高，透過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的中介，間接影響數學成就，

而 Berndt 和 Miller（1990）研究指出當工作價值（即本研究的動機部分）與自

我能力知覺同時預測成就表現時，工作價值的預測力會降低，甚至轉為不顯著，

與本結論相一致；工具性動機方面，則發生有趣的變化，當不考慮內在動機，

而單獨考慮工具性動機對其他內衍變項（數學焦慮、自我概念、數學成就）的

影響時，路徑關係出現與最終模式相反的情況，即工具性動機越高者，數學焦

慮越低、自我概念越高，研究者認為這是負向壓抑變項所造成的影響，而非運

η2 自我概念

η3 數學成就 ξ2 工具性動機 

0.48**

0.06*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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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的錯誤，因此待「三、壓抑變項之驗證」時，進一步討論。 

 

（二） 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間中介效果分析 

數學焦慮與成就方面，直接效果如表 4-9 所示未達顯著，僅間接與總效果

顯著，顯示數學焦慮透過自我概念間接影響數學成就，因此研究者建立模型 E

進一步分析是否有中介變項的存在。 

根據表 4-14 所示，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間的相關為-.77，數學焦慮與數學

成就的相關為-.33，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的相關為.40，皆達.01 顯著水準，因此

符合驗證步驟一；接著，在模型 E 中，當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同時預測數學成

就時，數學焦慮對數學成就的直接影響由-.33 降為-.04，未達.01 顯著水準，符

合驗證步驟二，因此自我概念在此扮演完全中介變項。 

換言之，數學焦慮對數學成就的負面影響，能藉由自我概念的提升而加以

改善，此點符合 Cemen（1987）數學焦慮反應模式，數學焦慮透過認知再評估

的不同，會影響接下來的因應策略與表現。在實證研究方面，Meece, Wigfield

和 Eccles（1990）發現數學焦慮對成績沒有直接影響，而是透過對數學的成功

期望間接影響，過去研究中，成功期望與能力知覺具高相關，兩者差異僅是期

望的時間點的不同，常合併討論；林吉祥（2004）針對英語科進行研究時，亦

提出自我概念在焦慮與成就間扮演中介變項，因此結論與過去研究相一致。 

 

 

 

註 

Chi-Square=1915.29, df=74, P-value=0.00000, RMSEA=0.107 

註：1.省略測量指標  2.*p<.05；**p<.01 

圖 4-8  模型 E 驗證中介模式之標準化估計參數 

η2 自我概念

η3 數學成就 η1 數學焦慮 

-0.77**

-0.04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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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模型 E 潛在變項間相關與路徑係數 

潛在變項 η1 數學焦慮 η2 自我概念 η3 數學成就 
η1 數學焦慮 --- -.77** -.04 
η2 自我概念 -.77** --- .37** 
η3 數學成就 -.33** .40** --- 

註：*p<.05；**p<.01；對角線以下為相關係數，以上斜體字為路徑

係數。 

 

三、 壓抑變項之驗證 

在本研究中，工具性動機對數學焦慮，以及工具性動機對自我概念的直接

影響符號與原先研究假設剛好相反，但在潛在變項間零階相關、單獨探討工具

性動機與其他內衍變項間中介效果時，卻呈現與假設一致情況，研究者認為是

負向壓抑變項造成的影響（有關壓抑變項在 SEM 中的應用可參考 Massen 和

Bakker, 2001）。因此研究者將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與數學焦慮三者擷取出來，

單獨建立模型 F 加以分析（如圖 4-9）；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與自我概念三

者擷取出來，單獨建立模 G 加以分析（如圖 4-10）。 

負向壓抑變項屬於壓抑變項中的一種，根據 Conger（1974）定義壓抑變項

是「當一個變項加入一個迴歸方程式中，能增加另一個（或一組）變項的預測

效度，唯有這些變項的迴歸權重都增加時，它才稱為壓抑變項。」若變項加入

後，卻得到一個相反的迴歸預測數值時，便稱為負向壓抑變項（余民寧，1994，

1995；Kline, 2005）。而 Massen 和 Bakker（2001）則提醒當一個負向壓抑變項

被辨識時，研究者不宜斷言此負向效果與假設期望對立，宜配合其他解釋變項

嘗試以有意義方法詮釋。 

在模型 F 中，內在動機與數學焦慮的關係在工具性動機加入後，由-.52 增

加至-.59，而工具性動機與數學焦慮的關係由-.30（零階相關）變為.11（路徑係

數），根據 Conger（1974）的定義，可判斷工具性動機在此扮演負向壓抑變項

的角色。換句話說，當控制內在動機一變項後，工具性動機越高的學生，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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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越高，研究者推測可能原因是，因為具有高內在動機的學生常伴隨著具有

高工具性動機（.68），因此工具性動機與數學焦慮的零階相關呈現-.30，但內

在動機一旦控制後，工具性動機的動機來源仍屬於外在誘因，而非發自內在興

趣與喜愛，因此與數學焦慮則呈現正向關係。如此以負向壓抑變項的推論在過

去文獻中，少有探討，但 Legault, Green-Demers 和 Pelletier（2006）認為較少

自我決定形式的外在動機與負面情緒有正相關，Boggiano（1998）則認為外在

動機易傾向沮喪、不利於能力知覺，與本研究推論結果大致符合。 

  

Chi-Square=1098.47, df=62, P-value=0.00000, RMSEA=0.088 

註：1.省略測量指標  2. **p<.01 

圖 4-9  模型 F 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對數學焦慮影響模型 

 

表 4-15  模型 F 潛在變項間相關與路徑係數 

潛在變項 ξ1 內在動機 ξ2工具性動機 η1 數學焦慮 
ξ1 內在動機 --- .68** -.59** 
ξ2 工具性動機 .68** --- .11** 
η1 數學焦慮 -.52** -.30** --- 

註：*p<.05；**p<.01；對角線以下為相關係數，以上斜體字為路徑

係數。 

 

在模型 G 中，內在動機與自我概念的關係在工具性動機加入後，由.80 增

加至.87，而工具性動機與自我概念的關係則由.48（零階相關）變為-.11（路徑

係數），根據 Conger（1974）的定義，可判斷工具性動機在此扮演負向壓抑變

項的角色。也就是當控制內在動機後，工具性動機與自我概念呈現負向關係，

內在動機

工具性動機

數學焦慮

-0.59**

0.11** 

0.68**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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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與模型A相似，因為具有高內在動機的學生常伴隨著具有高工具性動機（兩

者相關達.68），因此工具性動機與自我概念的零階相關呈現正向的相關.48，但

內在動機一旦控制後，工具性動機則與自我概念呈現低度負向關係（-.11），

此與成就過程素質壓力模式所述相似，認為工具性動機的動機來源仍屬於外在

誘因，將不利於能力知覺（Boggiano, 1998），但是誠如自我決定理論所言，工

具性動機（在該理論中稱為認同性調節外在動機）仍保有部分的自主性，因此

對能力知覺的負面影響不甚明顯，應屬合理。 

 

 

Chi-Square=508.76, df=62, P-value=0.00000, RMSEA=0.057 

註：1.省略測量指標  2. **p<.01 

圖 4-10  模型 G 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對自我概念影響模型 

 

表 4-16  模型 G 潛在變項間相關與路徑係數 

潛在變項 ξ1 內在動機 ξ2工具性動機 η2 自我概念 
ξ1 內在動機 --- .68** .87** 
ξ2 工具性動機 .68** --- -.11** 
η2 自我概念 .80** .48** --- 

註：*p<.05；**p<.01；對角線以下為相關係數，以上斜體字為路徑

係數。 

 

肆、總結 

綜合上述對最終模型各潛在變項與路徑係數的分析探討後，本段將總結提

出本研究之發現與啟示。 

內在動機

工具性動機

自我概念
0.68** 

0.87**

-0.11*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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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終模式中，內在動機透過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間接影響數學成就，其

中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在此扮演中介角色，意即內在動機越高者，數學焦慮越

低，而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越高；工具性動機對數學成就的總影響影響雖不顯

著，但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在此扮演中介角色，並發現項壓抑變項的出現，因

此，不宜單就工具性動機的中介模型 B、D 進行解釋；進一步驗證壓抑變項，

發現工具性動機在最終模型中扮演負項壓抑變項的角色，因此在控制內在動機

後，工具性動機對數學焦慮呈現低度正相關，對自我概念則是低度負相關至無

相關（交叉驗證時呈現無相關），因此，工具性動機越高者，傾向有較高數學

焦慮，與較低自我概念，但是皆屬輕微影響，甚至無影響，此外，該動機與內

在動機具有中高相關（.68），因此，整體而言，具有較高工具性動機，雖然可

能會引起部分數學焦慮，但亦有助於內在動機傾向，因此還是具有正面貢獻的。 

在數學焦慮方面，對成就的影響受到自我概念的強烈中介，因此，透過提

升學生對自我能力的認知，將有利於抑制數學焦慮所帶來的負面影響，如此可

提供教育工作者作為教學實務上之參考。事實上，研究者將香港與 OECD 國際

平均比較的過程中，發現香港學生雖具有偏高的數學焦慮，但是數學焦慮與成

就相關亦僅-.33，影響無十分強烈，故在數學焦慮偏高下，整體而言仍有不錯

成就表現。另外，香港學生的自我概念雖然比 OECD 的國際平均值低，但是單

就香港自身而言，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的潛在變項相關仍達.40，也就是自我概

念越高，成就越高。換言之，整體的自我概念偏低，可能是文化因素所造成系

統性誤差的一種假象（例如：Heine 和 Hamamura（2007）認為東方社會具自我

批判傾向），自我概念對於香港學生的數學成就仍具有相當的影響力，如此文化

的觀點在其他文獻中亦有類似推論（例如：曹博盛，2005）。總結來說，最終模

式對數學焦慮、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的解釋力分別是 30.27％、79.90％及 16.58

％，其中數學成就的解釋力偏低，因此還有其他關鍵因素尚待研究者納入討論，

此可作為往後繼續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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