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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參考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的選擇模型與興趣模型，建立影響學生選擇數學職業意圖

的因素結構關係模型圖，以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2003 年國中生資料驗證之，試圖探究影響國中學生在選擇數學職業意圖的因素。本

研究發現，在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的興趣模型方面，「數學學習興趣」受「數學結果期待」、「數

學自我效能」的直接影響，而「數學成就」則是產生間接影響；至於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的選

擇模型方面，「選擇數學職業意圖」受「數學結果期待」、「數學學習興趣」的直接影響，而「數

學成就」、「數學自我效能」則是產生間接影響。上述潛在結構並無性別差異存在。最後，本

研究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在教育實務應用與未來繼續研究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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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人的一生中，職業角色占據每個人數十年的歲月，其重要性不可言喻。過去，工作職

業是男性的權利，因為中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女性的一生一直是以家庭為重。但

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與開放，女性也逐漸投入職場，所以現在，無論男女，均需擔扛著家庭

的經濟責任。林幸台（1988）表示，現代職業生活在男、女人生過程中均占有一定份量，對

於選擇適切的職業是一項重大課題。 

關於職業之選擇，可以回顧到學生時期。臺灣學生在求學過程，有數次從事職業選擇的

機會：國中階段可選擇升學至高中或接受技職教育。在技職教育方面，高職和五專生在入學

前即已選擇未來所從事的職業方向，以便獲得良好的職前訓練；至於高中生，則在高一升高

二時，也有選擇「理組」或者「文組」作為主修科目的分野，以便應付隨之而來的大學科系

之入學選擇。由此可知，臺灣學生在國中升高中時，便要思考自己未來欲從事的職業；雖然，

在任何選擇之後，仍然有可能轉學或者轉組，但是大體言之，選擇之後而再轉換路線的人，

仍屬少數。國外亦有文獻指出，國中學生即會分析自己求學的經驗，以便為未來選擇適合自

己職業做準備（Ashton, 2008; Lent, Hackett, & Brown, 1999; Turner & Lapan, 2005）。 

關於臺灣學生的職業科系選擇現況，其實一直呈現兩性差異的情況。根據教育部（2009）

1998 年到 2008 年針對大專生人數按科系和性別區分統計資料顯示，如果將教育、人文及藝 

術、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醫藥衛生及社福、與服務等簡稱為「文科」，而將科學、工程、

製造及營造、與農學等簡稱為「理科」的話，則 1998年時，就讀文科的女性約為男性的 2.36

倍，到了 2008年時，就讀文科的女性約為男性的 1.90倍；而 1998年時，就讀理科的男性約

為女性的 2.95 倍，到了 2008 年時，就讀理科的男性約為女性的 3.70 倍。顯然地，兩性學生

在高等教育的科系選擇上，10年來一直呈現兩性選擇差異的消長現象，尤其在理科的選擇上，

性別差異的現象不減反增。陶宏麟（2003）即指出高等教育明顯的性別隔離現象，可能原因

乃社會期待角色、天性資質專長等，但是處於民主開放的社會，職業選擇應該是個人興趣與

真實能力為主。 

由此可見，職業選擇的意圖有可能因為性別而產生差異，之間的影響因素亦值得探討省

思。本研究將回溯至學生國中時期的求學經驗，試圖以跨樣本二階段分析程序，來進行影響

學生職業選擇意圖因素之性別差異分析。底下所述，即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為基礎，提出我國男、女學生選擇數學職業意圖的理論模型，並嘗試探

討影響選擇職業意圖之因素結構。 

一、影響學生職業科系選擇因素 

呂祖琛（1971）曾探討高中不同組別學生在各種性向測驗的表現，發現性向測驗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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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學校、高中分組和性別因素而有所差異。雖然，此研究並沒有探討影響學生高中選擇組

別的因素為何，不過卻間接透露學生會因為學科能力成就和社會價值認知綜合考量而挑選組

別，例如：在語文推理測驗分數方面，文組男性高於理組男性和文組女性，研究者解釋選讀

文組的男性是因為個人興趣考量，而大多數女性選讀文組則是受社會風俗影響。但是，實際

結果如何，還需要進一步驗證。 

黃福來（1982）則將可能影響學生選組的因素逐一列出，如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因

素等，再進一步探討產生最大影響力的順序為何。結果發現，女學生考慮的因素依序為個人、

家庭、社會和學校因素；至於男學生，則沒有達到顯著差異。此研究相較於呂祖琛（1971）

的研究，雖然已進一步探討影響高中生分組的影響因素，不過由於其研究採取卡方考驗方法，

難以進行事後比較，且由於男學生的選組因素尚不明確，以及此研究結果距今遙遠，所以值

得再次針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林幸台（1988）探討影響臺灣高一學生的職業方向及其影響因素，以自我效能為主要觀

點，針對 191位高中生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性別和性別角色對於選擇職業具有重大影響力，

至於男性的自我效能由於受到其他變項的抑制，無法有效預測職業選擇意圖，但是女性的自

我效能卻和職業選擇意圖呈現負向關係，此發現有違一般教育常理。 

陳金英與湯誌龍（2006）以臺灣 4 所大學的 423 名社會工作系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探討

社會工作系學生對社會工作專業之認同感，以及影響其選擇社會工作專業生涯之相關因素。

研究發現，就讀社會工作系女性人數顯著大於男性人數，而且學生家人的態度、學生對課程

的滿意度、學習狀況的滿意度，以及對社會工作專業生涯的認識等，均對社會工作專業的認

同產生影響。此外，學生之所以選擇社會工作作為其生涯規劃的原因，其一是學生必須先具

備專業認同感，再決定選擇是否從事社會工作一職；另一則為在學期間便決定考取社工師執

照，由於已具備社會工作之能力而選擇其職業。 

即使在國外，亦有許多影響學生職業科系選擇因素之研究發現。例如，Dalgety 和 Coll

（2006）在每個階段針對學生施予化學態度經驗量表（Chemistry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的調查，並且針對其中少數學生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影響學生繼續就讀

化學課程的因素包含：自我對化學課程內容的掌握程度、化學學習經驗，以及學習化學的未

來實用價值等，這些因素均具有間接影響學生是否繼續就讀化學課程的意願。Lee、

Wehmeyer、Palmer、Soukup和 Little（2008）指出，老師在學生做決定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由於老師是學生受教育過程中直接接觸的人物，老師的教學內容、使用的教學工具和傳

達的教學意見等，都會對學生未來的職業方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綜合上述，影響學生職業科系選擇的因素，大致可以歸納為：自我效能、學科能力、社

會價值、未來應用程度、滿意度、專業認同感以及學習經驗等。相較於國外文獻，臺灣對於

研究影響學生職業科系選擇因素之文獻，不僅年代久遠，且多因侷限於以大學某一科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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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就國中生即將面臨選擇普通高中或技職教育之影響因素，做出明確的研究成果。因此，

本研究議題值得再深入探討。 

二、社會認知生涯理論及其應用 

根據 Bandura（1986）所提出的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個人歸因

作用、環境影響因素與有意圖的行為三者，係呈現三角關係的交互作用架構（ triadic 

reciprocality），可用於解釋內外因素形成行為的歷程；簡言之，行為乃由個人和環境交互作用

而成，所以有目的行為會影響其個人的內在思想與情感。而 Lent、Brown和 Hackett（1994）

所提出的社會認知生涯理論，即是建立在 SCT 的基礎上，加以強調自我效能、結果期待和選

擇目標之間的關係，並且，擴增考慮學生及其背景因素對選擇行為的影響。所以，相較於

Bandura的 SCT，SCCT因為參酌了現有的職業理論，不但添增學習興趣、成就能力和選擇目

標等變項，亦強調個人認知和學習經驗對職業發展的重要性，因此非常適用於探討和解釋某

一學科領域如何形成選擇職業意圖的問題。Betz（1994）即認為，SCCT有助於瞭解學生在高

中和大學課程中選修 STEM（Science, Technical, Engineering, & Math）課程的原因。 

Lent等（1999）表示，SCCT可以解釋學生從學校求學到形成工作的歷程。學生早年對

某一領域的求學經驗，其學習收穫和成就感會促使學生對此一領域的興趣更加明確與固定，

進而逐漸形成未來從事某種職業的意圖。針對此歷程，SCCT 認為可以回答以下六個議題： 

（一）自我效能與其學習結果之間的關係；（二）興趣在學習經驗和形成職業之間關係；（三）

興趣形成職業意圖的過程；（四）職業意圖變成具體行動的過程；（五）學業成就形成專業職

業技能的可能遭遇的困難；（六）情境因素的阻力與助力對選擇行為的影響。有鑑於此，SCCT

係由三個基本模型交織而成，其路徑經過整合分析（meta analysis）之驗證而得（Lent et al., 

1994）。茲詳述如下。 

（一）興趣模型 

興趣可以強化成選擇職業意圖，促進對某職業領域的熱愛。興趣主要來自於個人成長過

程中所經歷的各項活動，這些活動所產生的回饋效果可能來自於個人內在建構或者外在環境

的感受，但是從中所獲得的滿足感，以及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成就感，卻是形成興趣的主要因

素。所以，興趣模型假設自我效能和結果期待可以直接影響學生的興趣，如果直接探索學習

經驗對學習興趣的影響，其影響微乎其微，因為學習興趣必須透過自我效能和結果期待才能

產生影響。總之，興趣模型假設青少年或者即將邁入成年的人，對於某個領域的喜愛會形成

其職業選擇的具體行動。 

（二）選擇模型 

選擇意圖是一種強烈的動機化為具體行動的機制，其因素可能來自於對某個領域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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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也可能是一種根據過去學習經驗所形成的嘗試行為。所以，其假設自我效能、結果期待

和學習興趣可以對學生的選擇意圖產生直接的影響，亦可以藉由自我效能和結果期待透過學

習興趣產生間接影響。因此，選擇模型是緊接著興趣模型而來。總之，個人喜歡某個領域，

未來就有可能會形成選擇此領域為職業的意圖，相關職業理論對此皆有所闡述，而自我效能

和結果期待係扮演一種前導（precursor）效果，可能直接或間接產生影響效力。此外，選擇職

業的意圖並非靜態不變的，有可能因為挫折或者阻礙而更換其意圖。所以，此模型是一個常

態性的假設，而且前提必須是在個體自願的情況下。但在實際運作上，往往難以避免受到文

化和經濟等非個人因素的影響，所以在某些特殊情境下，也是值得納入考量的因素。 

（三）職業成就模型 

職業成就是個體在選擇以某領域為進路後，在該領域所呈現的專業表現；簡言之，當學

生選擇某種領域為主修科目時，就算是具有職業選擇之意圖，如果未來該主修課程表現優異，

就是具有良好的職業成就與具備該領域的專長技能。而自我效能可以有效建構個體在職業領

域中，具有一技之長，所以自我效能對於未來職業成就，有直接的影響關係，或成為學習經

驗的中介因素，間接影響未來的職業成就。但是，固然高自我效能者是個有自信的挑戰者，

願意接受在某個職業領域的挑戰，但是如果過度的自信，亦可能引發適應不良而產生不實際

感，最後導致失敗。至於學習的結果期待，則不見得能夠幫助個體形成該領域的專長，只能

促進選擇職業意圖，並且化為選擇的具體行動。 

綜合歸納上述 SCCT的主張，SCCT的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其興趣模型假設自我效能和

結果期待可以直接影響學生的興趣；選擇模型假設自我效能、結果期待和學習興趣可以對學

生的選擇意圖產生直接的影響，亦可以藉由自我效能和結果期待透過學習興趣產生間接影

響；而職業成就模型則假設自我效能對於未來職業成就有直接的影響關係，或成為學習經驗

的中介因素，間接影響未來的職業成就。這些理論建構與理論模型，陸續亦獲得 Lent和 Brown

（2001, 2003, 2006）、Lent、Brown和 Hackett（2000）、Sheu和 Lent（2009）等人，以實徵研

究結果加以統整和獲得支持。 

此外，Tokar、Thompson、Plaufcan 和 Williams（2007）試圖以 SCCT 為基礎，探討個人

因素是否會影響 Holland所提的六種職業性向測驗（Realistic, Investigative, Artistic, Social, 

Enterprising, & Conventional, RIASEC），投入的個人因素分別為人格、性別、和性別規範

（gender role norm），以 257位大學生為研究樣本。研究發現，性別角色會受社會規範的拘束，

例如：女性要顯得柔弱、重視人際關係；男性則要顯得位於支配地位以及工作表現卓越等，

而女性受社會規範的束縛比男性大。另外，有些職業性向亦會受到社會規範的限制，尤其是

社交型和實際操作型職業性向；同時，人格特質亦會間接或直接影響職業性向。 

Larson、Wei、Wu、Borgen和 Bailey（2007）亦有類似的研究，他們以 SCCT為基礎，針

對臺灣地區的 312位大學生進行施測，試圖探討不同的主修領域學生是否具備不同的人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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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條件 

（種族或健康） 

情境 

支持 

學習經驗 

（學業成就現） 

自我效能 

結果 

期待 

興趣 選擇 

意圖 

選擇 

行動 

專業表現

和成就 

情境對選擇目標的影響 

將於本研究中探討的變項 

將於本研究中探討的路徑 

不在本研究中探討的變項 

不在本研究中探討的路徑 

 

 

 

 

 

 

 

 

 

 

 

 

圖1  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模型與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 Lent 等（1994, p. 93） 

質和自我效能。研究發現，不同的人格特質可能會形成不同的職業性向，此研究結果與國外

相關文獻一致，但是對於臺灣地區的學生而言，不同性別亦會影響其主修領域的選擇，例如：

高實際操作型、低社交型和低企業型是男性從事工程類科的主要特質；而高研究型的女性，

才可能從事工程類科和藥學等領域。 

Navarro、Flores 和 Worthington（2007）探討墨西哥籍的美國國中生，其選擇數學和科學

職業意圖的影響因素，以 SCCT 建立模型，採取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結果發現，性別在此模型中有顯著差異，但是學業成就對於結果期待

的影響不如預期，而選擇職業意圖的影響力以學習興趣效果最大，至於社會情境（父母、老

師、同學等）所給予的支持影響職業選擇的效果有限；雖然國籍背景對於學業成就有負面影

響，但是效果輕微，倒是社經地位的影響頗巨。 

國內學者田秀蘭（2003），曾以 SCCT 為基礎，自編「生涯自我效能評量表」，針對 584

名臺灣高中生進行施測，並以多變項變異數分析和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男、

女學生對於不同職業類型會有不同的自我效能、結果期待和學習興趣，值得注意的是，女學

生在研究型的職業興趣高於男學生，可是自信卻不如男學生；至於在 SCCT 興趣模型的驗證

方面，由於潛在依變項殘差過大，僅有女學生模型獲得微弱的支持，顯示 SCCT 的興趣模型

對於臺灣高中生適用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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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法 

一、本研究模型之擬議 

綜合上述文獻所述，大體而言，SCCT的主要核心架構初步已獲得證實，但是職業性向或

者其影響因素均呈現性別差異的部分，國內相關研究偏少。此外，Tokar等（2007）與 Larson

等（2007）以 SCCT 為基礎的應用研究，僅探討個人因素對職業性向之影響，但不是以整體

模型探討之；而田秀蘭（2003）與 Navarro 等（2007）雖以結構方程式模型技術探討完整的

SCCT，但卻是以自編問卷作為工具。有鑑於此，為改善以 SCCT為理論基礎的研究效度，本

研究將探討影響臺灣學生選擇職業意圖之因素，但僅著重在 SCCT 的興趣模型和選擇模型的

應用與驗證，對於非屬 SCCT 核心架構的情境因素，因其路徑仍有待後續確認，所以暫時不

納入分析；此外，SCCT的職業成就模型乃屬於選擇職業後之研究範疇，亦非屬於探討影響選

擇職業意圖之歷程因素，所以不在本研究的考慮之內。 

因此，有鑑於選擇職業意圖可能呈現兩性差異，本研究將採多樣本結構方程式模型來檢

驗之，以避免忽略性別因素的重要性。本研究參考並修改 SCCT 的興趣模型和選擇模型，提

出如圖 2 所示影響學生選擇職業意圖的因素結構關係模型，以作為本研究所擬檢定之假想理

論模型。 

二、資料來源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2003年由國際教育

成就調查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Achievement, IEA）進行國際數

學及科學成就調查，臺灣在 1999年與 2003年八年級學生參與調查，而小四學生僅在 2003年

參加調查。TIMSS除了對數學及科學成就設計題目對各國學生施測之外，也設計課程、學校、

教師及學生問卷來蒐集各國教育的背景資料；在各國樣本抽取上，以二階段抽樣，也就是各

國先抽出一百五十個公私立學校，接著再從被抽中學校，依據隨機取樣抽出一班八年級生或

小四生進行施測。為了讓各國樣本具代表性，各國八年級及小四學生樣本數均在 4,000名有效

樣本以上，所以是大樣本的資料庫。 

本研究採用 TIMSS 2003年臺灣資料庫，以八年級學生數學科目資料檔進行分析，選擇

男、女學生（共計 5,234名）為研究對象，如遇有缺漏值時，即以整列刪去法（list-wise deletion）

刪除，總共刪除 145 名樣本。另外，為了檢驗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型是否具有模型穩定性

（model stability），特將男、女學生樣本隨機分成建模樣本（calibration sample）與驗證樣本

（validation sample）兩群，以便進行交叉驗證分析（cross-validation analysis）之用，除了可以

驗證模型的內部一致性外，更可以確認模型是否具有推論至不同樣本的模型穩定性。詳細資

料呈現如表 1。全部統計資料與報告書取自網路上國際官方組織所公告的網址：

http://timss.bc.edu/timss2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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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本研究所提出之影響學生選擇職業意圖的因素結構關係假想模型 

表 1  隨機分派 TIMSS 2003 兩性樣本的分配 

樣本類別 建模樣本 驗證樣本 有效樣本 
刪除樣本 

（全體樣本） 

各群人數數 2,598 2,636 5,234 145（5,379） 

男學生人數 1,304 1,366 2,670  92（2,762） 

女學生人數 1,294 1,270 2,564  53（2,617） 

 

三、變項選取 

本研究依據 SCCT 的興趣模型和選擇模型，建立學生選擇數學職業意圖的因素結構關係

假想模型。由於 Lent 等（1994）發表 SCCT 時，並沒有同時發表測量題目問卷，而且 SCCT

係修改自 Bandura（1986）的理論，依據 Bandura的定義，測量變項之定義如下：「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乃「人們對於自我能力的評價」，具體問題為「我有能力可以做這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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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期待」（outcome expectation）乃「人們對於行為結果的期待」，具體問題為「如果我

做這件事情，結果會是如何？」；「目標」（goal）乃「人們會有一連串行為去完成自己設定的

目標！？」 

Lent 等（1994）針對 Bandura（1986）的定義擴充解釋「目標」，將一連串行為分解成選

擇目標意圖（choice goal and intention）、選擇行動（goal action）和專業成就和表現，本研究以

選擇目標意圖進行分析，並將之稱為「選擇職業意圖」；至於 SCCT 的「自我效能」，不是一

種恆常穩定的人格特質，而是一種特定領域的自我信念（self-beliefs），在數學領域中，就是自

我評估數學能力的自信心，所以數學學業成就會對其產生影響；而「結果期待」則是從事行

為後的想像，就是個體投入後所期待的報酬。至於其他「數學成就」意指學生的數學成就表

現，由數、代數、測量、幾何和資料處理等五個數學領域成績所組成；「數學學習興趣」則表

示學生對數學所知覺的喜歡程度，並且喜歡從事數學學習。 

根據圖 2模型所示，本研究自 TIMSS 2003年臺灣資料庫中，選取數學成就測驗資料和學

生問卷資料作為觀察變項。關於變項的選取，詳述如下：在成就測驗方面，「數學學業成就」

（ξ1）係由五個數學領域中採用各領域第一可能估計值（first plausible value, 1st PV）的測驗成

績所組成，這五個數學領域分別為數（X1）、代數（X2）、測量（X3）、幾何（X4）和資料處理

（X5）等；本研究為使此原始測驗成績可以互相比較起見，先將它們進行轉換成標準分數（即

Z 分數），再納入本研究的後續分析。在學生問卷方面，「數學自我效能（η1）」的觀察變項為

數學表現不錯（Y1）、數學有點困難（Y2）、數學一開始無法理解（Y3）、數學非我擅長科目（Y4）

和數學學習有效率（Y5）等五道問卷題目，其中，Y2、Y3和 Y4已進行反向計分；「數學結果

期待（η2）」的觀察變項為數學對日常生活有幫助（Y6）和數學有助於學習其他科目（Y7）等

2道問卷題目；「數學學習興趣（η3）」的觀察變項為想多上一些（數學）課（Y8）和喜歡該科

目（數學）（Y9）等 2道問卷題目；至於「選擇數學職業意圖（η4）」的觀察變項則為需要該科

目（數學）進入理想學校（Y10）、喜歡有關該科目（數學）的工作（Y11）和需要該科目（數

學）得到理想工作（Y12）等 3道問卷題目。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 SCCT 理論探討影響臺灣兩性學生選擇數學職業意圖之因素，由於涉及兩性模

型差異比較，本研究將使用結構方程式模型中的多樣本分析（multi-group analysis）技術，先

針對建模樣本檢驗之，採取邱皓政（2003）所建議的跨樣本二階段分析程序，以比較不同群

組（即兩性模型）間的效果差異，估計方法乃使用預設的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並且依據余民寧（2006）、Bagozzi與 Yi（1988）及 Kline（2005）

等人的建議，提出以基本適配度指標、整體適配度指標、比較適配度指標，以及內在適配度

指標等觀點，作為檢定本擬議模型適配度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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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為求模型穩定性，將在進行多樣本分析之前，於建模樣本加入驗證樣本進

行交叉驗證工作，採行嚴格複製策略（tight replication strategy）與寬鬆複製策略（loose 

replication strategy）的檢定方法（余民寧，2006）。 

參、結果與討論 

一、測量變項的描述統計 

本研究各觀察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和峰度呈現於表 2。根據表 2所示可知，女學

生的各項平均數介於 3.03到-.01之間、標準差介於 1.03到 .76之間、偏態（即 g1值）介於 .62

到-.62 之間，和峰度（即 g2值）介於 .32 到-.93 之間；男學生的各項平均數介於 3.09 到-.07

之間、標準差介於 1.13到 .82之間、偏態介於 .35到-.71之間，和峰度介於 .10到-1.38之間，

均符合 Kline（2005）所提出之判斷變項資料是否為常態分配之條件：「偏態係數小於 3及峰度

係數小於 10」之標準，所以，表 2 顯示本研究所擬分析之各觀察變項資料係呈現常態分配，

故可以使用 LISREL程式預設的最大概似估計法進行參數估計。 

二、交叉驗證 

本研究進行模型的交叉驗證，期能驗證本模型具有跨樣本之穩定性，也能避免數據的顯

著是由於樣本過大的因素所造成，而產生過度推論之嫌。有鑑於此，將採取寬鬆複製策略與

嚴格複製策略：寬鬆複製策略僅確保建模樣本與驗證樣本的模型一致，無任何參數相等設定；

至於嚴格複製策略則進一步將參數完全設定相同。因此，比較兩種複製策略下的模式卡方值，

未達顯著即證明測量穩定性假設獲得成立，因為寬鬆複製策略與嚴格複製策略之間所增加的

卡方值，乃將兩組樣本參數完全設定相同所致。 

本研究嚴格策略和寬鬆策略資料分析結果，並列呈現於表 3。結果顯示，女學生卡方值差

異為 44.96；男學生為 61.56，顯著水準為 .01的卡方分配臨界值為 66.21，均未達統計顯著水

準。另外，亦參酌 ECVI、RMSEA、CFI和 NNFI等適配度指標，發現隨著穩定性參數增加，

這些適配度指標反而更顯適配良好。綜合上述，顯示測量穩定性假設獲得成立，即表示本模

型具有模型穩定性之證據。 

三、多樣本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 

本研究探討影響臺灣學生選擇職業意圖之因素，由於涉及兩性間差異比較，因此擬採取

邱皓政（2003）所建議的跨樣本二階段分析程序：第一階段為單樣本的基本模型檢驗；第二

階段為多樣本的測量不變性檢驗，以逐步釋放兩性模型的自由參數估計，然後再進行卡方值

差異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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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圖 2 所示模型中各觀察變項資料的描述性統計 

女學生（N＝2,564） 男學生（N＝2,670） 
潛在變項及觀察變項 

M SD g1 g2 M SD g1 g2 

數學學業成就（ξ1）   

X1 數 0.03 0.94 -.34 -.05 -.03 1.05 -.35  -.23 

X2 代數 0.06 0.95 -.24 -.12 -.06 1.04 -.35  -.15 

X3 測量 -.01 0.95 -.40 0.03 0.01 1.05 -.41  -.08 

X4 幾何 0.08 0.94 -.29 -.18 -.07 1.04 -.34  -.33 

X5 資料處理 0.02 0.94 -.22 0.14 -.02 1.05 -.27  -.00 

數學自我效能（η1）   

Y1 表現不錯 2.30 0.85 0.16 -.61 2.50 0.92 -.02 --.84

Y2 有點困難 2.56 0.87 -.08 -.67 2.56 0.95 -.04 --.93

Y3 一開始無法理解 3.03 0.91 -.62 -.47 3.00 0.96 -.61 --.65

Y4 非我擅長科目 2.03 1.03 0.56 -.93 2.35 1.13 -.15 -1.38 

Y5學習有效率 2.13 0.82 0.40 -.31 2.36 0.94 -.11  -.88 

數學結果期待（η2）   

Y6 對日常生活有幫助 2.93 0.78 -.42 -.16 3.09 0.82 -.71  -.10 

Y7 有助於學習其他科目 2.67 0.84 -.21 -.50 2.74 0.87 -.26  -.59 

數學學習興趣（η3）   

Y8 想多上一些數學課 2.19 0.84 0.28 -.55 2.25 0.93 -.26  -.80 

Y9 喜歡數學 2.22 0.94 0.27 -.88 2.39 1.02 -.09 -1.11

選擇數學職業意圖（η4）   

Y10 需要數學進入理想學校 2.67 0.92 -.14 -.83 2.72 0.94 -.20  -.87 

Y11 喜歡有關數學的工作 1.95 0.76 0.62 0.32 2.23 0.86 -.35  -.48 

Y12 需要數學得到理想工作 2.39 0.91 0.14 -.78 2.50 0.94 -.05 -.89 

註：觀察變項 X1、X2、X3、X4、X5已進行 Z分數轉換；Y2、Y3和 Y4已進行反向計分 

 

本研究在進行多樣本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時，潛在變項殘差矩陣估計出現非正定（not 

positive definite）訊息，由於非正定訊息出現在估算殘差矩陣的步驟裡，可能是估計值極接近

0，以致於分母被除時，造成無法收斂和計算等問題（Wothke, 1993）。由於非正定訊息並非在

核心矩陣之估計中，亦非輸入錯誤的共變數或相關矩陣（Matrix）、模式隱含的共變數矩陣

（SIGMA Σ）、違反常態假設等，故排除線性相依的狀況，依據 Wothke 作法，僅需針對語法

指出的殘差矩陣加以限制估計後，即能使程式順利進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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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交叉驗證之評估策略適配度評鑑 

整體模型適配度 適配度指標  建模與驗證樣本 性

別 χ2（df） Δχ2 Δdf ECVI RMSEA CFI NNFI  χ2 % Δχ2 Δdf 

寬鬆策略       建模樣本  942.58 49.51   

1903.81（222）   .85 .079 .97 .97 驗證樣本  961.23 50.49   

嚴謹策略       建模樣本  965.15 49.53 22.57 42 

女

學

生 
1948.77（264） 44.96 42 .84 .073 .97 .97 驗證樣本  983.62 50.47 22.39 42 

寬鬆策略       建模樣本  837.14 45.63   

1834.74（222）   .77 .075 .98 .98 驗證樣本  997.60 54.37   

嚴謹策略       建模樣本  869.25 45.84 32.11 42 

男

學

生 
1896.30（264） 61.56 42 .77 .070 .98 .98 驗證樣本 1027.04 54.16 29.44 42 

 

（一）第一階段之基本模型檢驗 

第一階段係根據模型假設，分別針對全體樣本、女學生樣本和男學生樣本進行模型檢定，

因為基礎模型適配的情形下，才可以進行多樣本之間的比較。檢定標準以參考卡方值不顯著、

RMSEA小於 .08，且 NNFI、CFI和 GFI大於 .90以上（余民寧，2006；黃芳銘，2002；Bagozzi 

& Yi, 1988; Kline, 2005），基礎模型檢驗結果呈現於表 4。 

表 4 多樣本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基礎模型檢驗 

Model χ2 df p RMSEA NNFI CFI GFI 

全體樣本 1,667.23 111 .00 .07 .97 .98 .93 

男學生樣本  ,837.14 111 .00 .07 .98 .98 .93 

女學生樣本  ,942.58 111 .00 .08 .97 .97 .92 

 

本研究模型的卡方值皆達顯著水準，表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並不適配，但是由於卡方

檢定對樣本數相當敏感，並且嚴格要求資料須符合多變量常態分配假設，所以一旦樣本過大

或資料偏離多變量常態分配，就會造成卡方統計量急遽上升而導致拒絕虛無假設（Jöreskog & 

Sörbom, 1993）。有鑑於本研究係使用大樣本資料，所以需要再參考其他適配指標，而其他適

配指標，如：RMSEA、NNFI、CFI和 GFI等，均達到適配的門檻。 

整體說來，全體樣本、女學生樣本和男學生樣本均達到適配門檻，三個模型之間差異不

大，所以可以進行下一階段的多樣本分析。 

（二）第二階段之因素與結構測量不變性檢定 

第二階段的檢定，係根據第一階段模型確定適配之後，利用多樣本結構逐步進行測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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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的檢驗。由於測量不變性的模型屬於巢套模型（nested model），

所以每開放部分參數則可以進行卡方值差異的顯著性檢驗，以檢驗其測量不變性假設是否存

在，如果卡方值達到顯著，即表示男、女樣本在此模型假設中有所差異，但是由於卡方檢定

對樣本數相當敏感，所以還需要再參考其他適配指標，再決定每個階段的不變性假設是否成

立或推翻（Cheung & Rensvold, 2002; Fan & Sivo, 2009）。 

本研究開放參數估計步驟如下：步驟一為基準模型（baseline model），不進行測量不變性

假設，亦即因素結構完全相等，男學生與女學生單獨對模型進行估計；步驟二為假設男學生

與女學生樣本在 X和 Y因素負荷量具有測量不變性；步驟三為假設男學生與女學生樣本在測

量殘差變異具有測量不變性；步驟四則假設男學生與女學生樣本在潛在結構模型具有測量不

變性，至步驟四階段，可謂假設因素和結構模型全部均具有測量不變性，等於所有參數都被

設定為相同估計。所有模型間的比較結果均進行卡方差異考驗，並參酌其他適配指標，再裁

決測量不變性假設是否存在，結果均呈現於表 5。 

表 5 多樣本分析模型適配度評估摘要 

階段 χ2 df p RMSEA NNFI CFI Δχ2 Δdf 

階段一  

全體樣本 1,667.23 111 .00 .07 .97 .98 

男學生樣本  ,837.14 111 .00 .07 .98 .98 

女學生樣本  ,942.58 111 .00 .08 .97 .97 

 

階段二    

步驟一 1,779.72 222 .00 .08 .97 .98  

步驟二 1,833.95 239 .00 .07 .97 .98 54.23** 17 

步驟三 1,897.11 256 .00 .07 .97 .98 63.16** 17 

步驟四 1,908.14 264 .00 .07 .98 .98 11.03**  8 

**p ＜ .01. 

適配度隨著每個步驟測量不變性的限制增加，似乎愈顯得適配。步驟一到步驟三乃增加

因素負荷量、測量殘差變異的測量不變性的假設，卡方值差異檢定雖然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但是參酌其他適配指標似乎不受影響，甚至愈顯適配，所以仍裁決測量不變性假設成立，表

示男學生和女學生在因素負荷量參數以及測量殘差變異無顯著差異；至於步驟三到步驟四乃

增加潛在結構模型測量不變性的假設，卡方值差異檢定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參酌其他適配

指標亦愈顯適配，所以仍裁決測量不變性假設成立，顯示男學生和女學生在潛在結構模型無

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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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參數估計與適配度檢定 

由於多樣本結構方程式模型檢定分析時，已經初步進行整體和比較適配度指標檢定，詳

細可參考表 4和表 5所示，以下不再贅述。 

（一）基本適配度考驗 

標準化參數估計呈現如表 6 所示，由於經過多樣本結構方程式模型檢定分析，男、女模

型的因素負荷量、測量殘差變異和潛在結構模型的測量不變性假設獲得成立，顯示並無兩性

差異存在，所以本研究可以將男、女樣本合併統一解釋其涵義。表 6 顯示，兩性模型估計參

數因素負荷量（即 λ值）、測量殘差（即 δ、ε值）與潛在結構模型（即 γ、β值）皆達顯著水

準，t值的絕對值皆大於 1.96，達到 .05的統計顯著水準。 

表 6 圖 2 所示模型的完全標準化估計值 

估計參數 標準化估計值 估計參數 標準化估計值 

λx1 .98** δ1 .03** 

λx2 .94** δ2 .11** 

λx3 .97** δ3 .05** 

λx4 .94** δ4 .11** 

λx5 .87** δ5 .24** 

λy1 .83（--） ε1 .31** 

λy2 .52** ε2 .73** 

λy3 .51** ε3 .74** 

λy4 .74** ε4 .45** 

λy5 .81** ε5 .35** 

λy6 .72（--） ε6 .48** 

λy7 .73** ε7 .47** 

λy8 .70（--） ε8 .51** 

λy9 .92** ε9 .16** 

λy10 .70（--） ε10 .50** 

λy11 .79** ε11 .38** 

λy12 .71** ε12 .49** 

γ1 .62** β14 .11** 

γ2 -.08** β23 .22** 

β12 .56** β24 .54** 

β13 .73** β34 .30** 

註：（--）表示固定參數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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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在適配度考驗 

表 7 顯示，測量模式的個別信度指標共有三個低於 .50 的標準，顯示這些觀察變項尚隱

含較多的測量誤差；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均達「 .60 以上」的評鑑標準，顯示這些潛在變項

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組合信度；最後，在平均變異抽取量方面，除了潛在變項「數學自我效

能」稍微偏低外，其餘潛在變項的變異抽取量亦達 .50 以上之標準，顯示各潛在變項均能抽

取滿意的變異量。整體來說，由表 7所示內在適配度指標可知，本假設模型大致上是適配的。 

表 7 觀察變項之個別指標信度及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 

變項 
個別變項 

信度指標 

潛在變項的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 

抽取量 

數學學業成就（ξ1）  .86 .89 

X1 數 .97   

X2 代數 .89   

X3 測量 .95   

X4 幾何 .89   

X5 資料處理 .76   

數學自我效能（η1）  .82 .48 

Y1 表現不錯 .69   

Y2 有點困難 .27   

Y3 一開始無法理解 .26   

Y4 非我擅長科目 .55   

Y5學習有效率 .65   

數學結果期待（η2）  .69 .53 

Y6 對日常生活有幫助 .52   

Y7 有助於學習其他科目 .53   

數學學習興趣（η3）  .80 .67 

Y8 想多上一些數學課 .49   

Y9 喜歡數學 .84   

選擇數學職業意圖（η4）  .78 .54 

Y10 需要數學進入理想學校 .50   

Y11 喜歡有關數學的工作 .62   

Y12 需要數學得到理想工作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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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量分析 

除了模型適配之外，尚須進一步比較各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效果包括直接效果和間接

效果，其總合即為總效果，以說明比較線性關係的效果貢獻，結果如表 8 和圖 3 所示。詳述

如下，「數學學業成就」除了能對「數學自我效能」產生比較明顯的直接效果外，對其他潛在

變項（如：「數學結果期待」、「數學學習興趣」和「選擇數學職業意圖」）都是透過間接效果

的影響而來；接著「數學自我效能」對「數學結果期待」、「數學學習興趣」產生顯著的直接

效果，但是對「選擇數學職業意圖」產生顯著的間接效果；至於「數學結果期待」對「數學

學習興趣」和「選擇數學職業意圖」都產生直接效果；最後「數學學習興趣」對「選擇數學

職業意圖」產生直接顯著效果。 

綜合上述，「選擇數學職業意圖」受「數學結果期待」、「數學學習興趣」的直接影響，而

「數學學業成就」、「數學自我效能」則是產生間接影響，故，讓學生覺得數學對於日常生活

有助益或者產生對數學的熱愛，能夠直接影響學生選擇數學為進路，至於成績高低和對數學

的掌握程度，則必須透過「數學結果期待」和「數學學習興趣」才能產生影響效果。 

表 8 各潛在變項彼此間影響關係之標準化效果量 

依變項（內衍潛在變項） 
潛在 

變項 
自變項 η1數學 

自我效能 

η2數學 

結果期待 

η3數學 

學習興趣 

η4選擇數學 

職業意圖 

ξ1數學學業成就     

 直接效果 .62** -.08**   

 間接效果  .35** .52** .37** 
外
衍
變
項

 

 總效果 .62** .27** .52** .37** 

η1數學自我效能     

 直接效果  .56** .73** .11** 

 間接效果   .13** .55** 

 總效果  .56** .86** .66** 

η2數學結果期待     

 直接效果   .22** .54** 

 間接效果    .07** 

 總效果   .22** .60** 

η3數學學習興趣     

 直接效果    .30** 

 間接效果     

內
衍
變
項

 

 總效果    .30**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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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學業成就

X1 

X2 

X4 

X5 

X3 
選擇數學 

職業意圖 

Y10 

Y11 

Y12 

數學 

自我效能 

Y1 Y2 Y3 Y4 Y5 

 

數學學

習興趣

 

Y9 Y8 

Y7Y6

數學 

結果期待 

 

 

 

 

 

 

 

 

 

 

 

 

 

 

 

 

 

 

 

圖3 本研究所擬之因素結構關係模型圖的標準化參數估計值圖解 

註：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和測量誤差皆達 .01顯著水準 

**p ＜ .01. 

六、綜合討論 

本研究以 SCCT的選擇模型與興趣模型為基礎，據以建立影響「選擇數學職業意圖」模

型而進行應用研究，結果發現，男性與女性的潛在結構不變性獲得支持，表示此模型並沒有

兩性差異存在，此結果與林幸台（1988）、呂祖琛（1971）認為影響職業性向有兩性差異的結

論有異。但是，根據田秀蘭（2003）、Larson等（2007）、Tokar等（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

性別差異可能只顯現在某些職業性向；以 Tokar等人為例，社交型和實際操作型職業性向受社

會規範的限制比較明顯，亦即此領域會有顯著的性別差異存在。由於本研究僅以數學科目進

行分析，所以本研究發現選擇數學職業意圖之影響因素並無性別差異存在的結果，只能類推

至數學科目而已，至於其他科目是否存有兩性差異，則仍有待後續進一步研究。 

接著，從 SCCT 的選擇模型來看，「選擇數學職業意圖」深受「數學結果期待」和「數

.83 
.52 .51 .74 

.81

.98 

.94 

.87 

.94 

.98 

.70 

.71 

.79 

.92.70

.51 .16

.48 .47

.72 .73

.62** 

.31 .73 .74 .45 .35 

.03

.11

.05

.11

.2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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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6** 

-.08** .22** .54** 

.7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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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習興趣」的直接影響，而「數學學業成就」和「數學自我效能」則只能對其產生間接影

響。此與李宜玫與孫頌賢（2010）、Dalgety與 Coll（2006）、Deci與 Ryan（1985）、Greene、

Miller、Crowson、Duke 與 Akey（2004）、Wigfield 與 Eccles（2000）等人的研究一致，學習

動機可以引發個體學習事物的動力，而未來的實用價值也是影響學生繼續就讀的因素，所以，

學生如果喜歡數學、認為學習數學對於日常生活有所幫助，則可以促進其選擇數學作為職業

的意圖。此外，單看「數學學業成就」的影響力，它無法直接對「選擇數學職業意圖」產生

影響，而是必須透過「數學自我效能」才能夠辦到；換句話說，光靠數學學業成就高，並不

保證學生將來即會選擇以數學相關領域作為就讀和工作的對象，它還是需要喚醒學生知覺到

學習數學的效能之後，再透過「數學結果期待」和「數學學習興趣」，才能對「選擇數學職業

意圖」產生影響。 

最後，從 SCCT的興趣模型來看，「數學學習興趣」受「數學自我效能」和「數學結果期

待」的直接影響，而「數學學業成就」則僅能對其產生間接影響，但其中的「數學自我效能」

又能直接影響「數學結果期待」。此與 Navarro 等（2007）以墨西哥國中生為樣本，和田秀蘭

（2003）以臺灣高中生的研究結果一致。由這一點發現可知，要提高數學的學習興趣，顯然

必須讓學生覺得有能力掌握數學，而且覺得學習數學對於日常生活有所幫助與有助於學習其

他科目，而不是一味地強調數學成就的重要性。根據余民寧與韓珮華（2009）和 Chen（2000）

的研究發現，建構式教學可以讓學生知道學習的意義，提高學習的興趣，然而教師中心式教

學卻有助於提高考試分數（或學業成績），這兩者孰輕孰重？或許可以提供臺灣教育一個省思

的空間。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參考 SCCT 的選擇模型與興趣模型，建立影響學生選擇數學職業意圖的因素結構

關係模型圖，並採取邱皓政（2003）所建議的跨樣本二階段分析程序考驗性別差異，且依據

余民寧（2006）、Bagozzi與 Yi（1988）及 Kline（2005）等人所建議的適配度指標判定標準，

作為檢定本模型適配度的依據。最後，加入驗證樣本以進行最終適配模型的交叉驗證工作，

並獲得模型穩定性之證據。茲針對上述研究結果的討論，提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首先，本研究依據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的選擇模型與興趣模型，測量變項、測量誤差和的

潛在因素結構模型之不變性獲得支持，表示此潛在因素結構模型並無兩性差異存在。惟，此

研究結果僅可以推論至國中學生對數學科目的職業選擇意圖；若要推論至其他學科的話，則

有待進一步蒐集其他學科資料的研究才能證實。 

其次，本研究支持認知生涯理論的興趣模型看法，認為「數學學習興趣」受「數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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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和「數學自我效能」的直接影響，而「數學學業成就」則對其產生間接影響，且「數

學自我效能」又能直接影響「數學結果期待」；亦即，如果我們要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

則必須讓學生具有掌握數學之能力，以及能夠體會學習數學對日常生活（或學科）的助益，

換言之，我們必須透過「數學自我效能」和「數學結果期待」的作用，才能讓「數學學業成

就」對「數學學習興趣」產生影響效果。 

最後，本研究支持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的選擇模型看法，認為「選擇數學職業意圖」受「數

學結果期待」和「數學學習興趣」的直接影響，而「數學學業成就」和「數學自我效能」則

僅能對其產生間接影響；亦即，如果我們想促進讓學生有未來選擇數學為職業的意圖，則必

須讓學生喜歡數學，而且覺得學習數學對日常生活（或學科）有所助益，換言之，我們必須

透過「數學學習興趣」和「數學結果期待」的作用，才能讓「數學學業成就」對「選擇數學

職業意圖」產生影響效果。 

二、建議 

本研究針對研究結論的涵義，提出對實務應用的建議如下： 

（一）提升學科自我效能和學科結果期待才能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 

從本研究所得的意涵可知，如果能夠讓學生覺得學習並非難事、有能力掌握該學科、或

者覺得該學科知識內容將有助於日常生活及促進其他科目的學習的話，則學生就會自然而然

地產生動力和學習熱忱，對該學科的學習自然會產生學習興趣。由此可見，相較於學業成就

只能對學習興趣產生間接的影響力，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即應明確告知學生這項內涵，激發

學生對學科結果期待的知覺和透過學習經驗提生效能感，總會比一味地追求外在成績分數，

更能幫助提升學生的學科學習興趣。 

（二）學業成就不應該是選擇科系（職業意圖）的唯一標準 

從本研究所得的意涵可知，影響學生選擇以數學為職業的意圖中，過去的數學學業成就

並不是直接的影響因素，反而是數學學習興趣。然而，目前臺灣依照學生的考試成績分發入

學的方式，可能讓大多數學生並非就讀自己最感學習興趣的科系，間接造成自己將來未必從

事有關數學領域的相關工作。從長遠角度來看，這可能是間接造成我國培育數學領域相關人

才數量不足的原因所在。因此，未來的升學方式，如果能夠參酌學生的學習興趣志願序及其

對學科結果期待的知覺訊息，或許可以避免只根據學業成就的盲目分發，而虛占入學名額，

讓未來學非所用的人才數量激增，形成另一種教育浪費的現象。 

（三）適時增強學生數學自信、學習興趣，勿忘告知數學應用價值 

臺灣社會大眾對學習的認知，過度汲汲營營於考試分數的高低，讓老師也背負著成績排

名之壓力，因而使班級教學以提升數學成績為主，忽略學生的學習熱忱、興趣和自信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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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無法讓學生體會學習的意義何在；對此，可能形成學生空有一身好本領，卻沒有繼續就讀

該學科領域或就業該相關領域工作的動力，形成遺憾，因為數學學業成就不能直接影響學生

數學職業意圖。對此，本研究呼籲教師們從事數學教學的同時，能夠注意學生的學習反應，

假使學生感到力不從心、無聊疲乏等，能夠多給予正向的鼓勵，並且告知學習數學的意義，

使有能力的學生願意在數學領域繼續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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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impact factor on mathematics career-choice 

process used TIMSS dataset of Taiwan 8th grade students. The interest development model and 

career choice model of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 used to establish a latent variable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concerning interest development model, math outcome expectations & 

math self-efficacy had a direct effect on math learning interests but math achievement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As to career choice model, math outcome expectations & math learning interests 

had a direct effect on math career-choice intentions but math achievement & math self-efficacy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The above-mentioned hadn’t sex differences in math career choice process. 

Finally, som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practice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es were 

suggested and proposed. 

Keywords: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TIMS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areer-choice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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