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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概念」可視為是個人在經驗到這個世界時，心中對各種事物形成的

非正式理論(Siegler & Alibali, 2005)。Keil(1989; 1994)曾提出一個

理論，說明了此種非正式理論在概念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下四點是

Keil 理論的幾個重要原則： 

1. 大部分的概念在某種程度上都是理論，因其解釋了概念中各成分之間

的關係、以及各成分與其他概念之間的關係。 

2. 理論與人們的各種知識(associative knowledge)有著複雜的關聯性，

理論並非是獨自存在的。 

3. 因果關係在這些理論當中是基本的，因果關係比起其他種類的關係更

加有用處。 

4. 階層關係也是特別有用的資訊。 

同理，兒童的能力概念也可視為是一套錯綜複雜的「理論」，這套「理

論」不僅包含了「能力是什麼」、「哪些行為是聰明的表現」，也包含了其

他與能力相關的信念(例如：能力概念與自我評價的關係、能力概念與成

就動機的關係)，以使兒童可以根據這些相關的信念對能力做出預測、推

論與解釋(Kinlaw & Kurtz-Costes, 2003)。 

除了「能力是什麼」之外，最常被關注的兒童能力概念的面向為「能

力的穩定性」，也就是在兒童的認知中，「能力」這項個人特質有多穩定，

是否會隨著時間、地點、個人意願、個人努力而改變。因此，以下文獻回

顧主要包括兩大部分：兒童對能力的定義，以及兒童對能力穩定性的認

知。此外，由於概念的形成與個人經驗相關，不同文化下成長的兒童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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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不同的生活經驗，因此第三部分是關於文化差異對能力概念影響的相

關文獻探討。 

 

第一節  能力是什麼 

一、 能力的定義 

要了解兒童對能力的定義，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問兒童「你認為聰

明是什麼意思？」(Yussen & Kane, 1985)。在 Yussen 與 Kane(1985)的研究

中，他們訪問了 73 名小學一年級(平均 6 歲 11 月)、三年級(平均 8 歲 11

月)、六年級(平均 12 歲 0 月)的兒童。在關於能力的定義方面，他們問兒

童：「當我們說有一個人很聰明，那是什麼意思？」在分析兒童的回答之

後，他們將兒童的答案分為以下幾類： 

1. 知識(knowledge)──一個人所知道事情的多寡、或是想法的多寡； 

2. 思考(thinking)──思考得好不好、或是常不常思考； 

3. 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善於解決問題、完成作業、正確做

好事情； 

4. 學業能力(academic skill)──學業功課好、或是擅長於某些學校裡

的活動； 

5. 社交能力(social skill)──具有利社會的(prosocial)人際行為或特

質，如待人和善、常幫助他人、有禮貌； 

6. 傲慢自大(arrogance)──自以為了不起或是態度高傲，如愛炫耀、

認為自己知道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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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擅長某件事(good at something)──特別說明某個人擅長某件事，

卻沒說明擅長的事情到底是什麼； 

8. 伶俐精明(clever)──敘述到聰明人是伶俐(clever)或有智慧(wise)

的； 

9. 有經驗(experiences)──聰明的人因為有更多更好的經驗，因此從

中獲益，如旅行； 

10. 其他──不屬於前面幾項的，歸為其他類。 

他們發現：小學一年級至六年級的兒童均提到「知識」做為聰明的定

義；各年齡層提到「知識」做為聰明定義的人數比例分別是 38%,30%,28%。

此外，年幼的兒童會經常提到社會行為做為聰明的定義，而年紀愈長的兒

童則會愈強調「學業能力」為重要的聰明定義之一；各年齡層提到「學業

能力」做為聰明定義的人數比例分別是 13%,26%,46%。雖然年幼與年長的

兒童對聰明的概念均提到了「知識」與「學業能力」，不過年幼的兒童經

常會將「社交技巧」也包含在其中，而且每個人回答的答案都不太一樣；

而年長的兒童則會將聰明限定於指稱認知方面的特質，而且每個人的回答

較有一致性。 

Henderlong 與 Lepper(Henderlong & Lepper, 1999, April; 轉引自

Kinlaw & Kurtz-Costes, 2003)以類似於 Yussen 與 Kane 所使用的方法研

究四年級至八年級的兒童，發現較年幼的兒童傾向於以「擁有知識」來定

義能力，而較年長的兒童則會將「使用知識」或「處理訊息」的能力納入

能力的定義之中。他們也發現年幼兒童傾向於將社交能力納入能力的定義

之中。而且，年幼兒童的回答內容比較不一致，而年長兒童除了對能力的

概念更加精細之外，每個人的回答也較為一致地指向認知特質的方向。 

前面提到的研究，都沒有特定的情境限制，研究者只是很單純地問「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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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什麼意思」，而沒有去區別不同情境下兒童對聰明的概念。在 Cain 與

Dweck(1995)的研究中，他們詢問小學一年級、三年級、五年級的兒童：「當

我們說這個人在學校裡很聰明，這是什麼意思？」由於他們的研究重點在

於探討兒童的學業表現，因此特別指定「學校」這個環境，來討論兒童的

能力概念。他們將兒童的回答分為五類： 

1. 成果(outcomes)：例如得到很多「星星」、成績很好、常常得到 A、

B 或 100 分； 

2. 過程(processes)：包括努力程度(如很用功)、某些與成果有關的行

為(如閱讀、問問題)、學習態度(如坐得好好的、很注意)、以及情

感/興趣(如很重視功課、喜歡學校、有自信)； 

3. 能力(ability)：包括擁有知識或才能，例如：你很擅長數學/美術； 

4. 外在環境(external)：如擁有一台電腦、他的阿姨幫他很多忙； 

5. 其他。 

他們發現：最常被提到的聰明定義是「能力」類的，其次是「成果」，

和之前的研究結果類似。但是與之前研究成果不同的是：他們並沒有發現

顯著的年齡差異，也就是一年級、三年級以及五年級的兒童對聰明的定義

沒有很大的不同；唯一最大的不同是：一年級的兒童有很多人無法回答「聰

明是什麼」這種問題。 

二、 如何區分與判斷能力 

要了解兒童的能力概念，除了請兒童直接說明「什麼是聰明」以外，

另外還可以從兒童是如何衡量一個人聰明與否來探討兒童的能力概念。另

外，由前面的文獻中可以看出兒童會將認知以外的特徵(如社交能力)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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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聰明」這個概念中，所以了解兒童對「能力」與其他概念的區分程度

也有助於了解兒童的能力概念。 

在 Yussen 與 Kane(1985)的研究中，他們詢問小學一年級、三年級、

六年級的兒童「當你遇到一個人，你要怎麼知道這個人是否聰明？」以及

他們認為一個聰明的人是否在外觀上、說話上、行為舉止上和普通人不

同，或是一個聰明的人在心理面(mental，如學習、記憶、理解、說話)、

生理面(physical，如看、跑、舉起東西、跳)、學校面(讀、寫、畫、聽

從老師指導)以及社會面(幫助別人、常常微笑、有禮貌、與他人分享)等

方面是否與一般人相同。 

在一、三、六年級中，分別有 75%、56%、56%的兒童認為他們能夠在

遇到一個人時分辨出這個人是否聰明；三個年齡層之間無顯著差異，不過

可以看出一年級的兒童似乎特別肯定自己能分辦出一個人是否聰明。他們

將兒童對「如何分辦一個人是否聰明」的的回答分成以下六類： 

1. 探詢(probing)：問那個人一些問題，看看他是否知道； 

2. 觀察能力相關行為：觀察他人的說話、詞句、以及在學校的表現； 

3. 觀察身體特徵：如身體外觀及姿勢； 

4. 觀察身體行為：如他人的動作及說話的語調； 

5. 觀察社會行為：如這個人和他人相處的情形； 

6. 其他。 

整體而言，愈年長的兒童愈不會以視覺上的資訊(外表、說話的樣子)

來判斷一個人的能力，而是以一個人的外顯行為來判斷；年幼的兒童除了

較容易以視覺上的資訊來判斷能力之外，他們也常提到社會面的行為以及

其他非認知方面的特徵，這點在年長兒童的身上是看不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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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pek(1981)與 Stipek 和 Tannatt(1984)以另一種不同的方式來了

解兒童是如何判斷能力的。他們以學前(preschool)至小學二、三年級的

兒童為研究對象，請這些兒童判斷自己及班上同學的聰明程度，並解釋為

什麼他們會這樣判斷。上小學之前的兒童通常不會解釋「為什麼」，小學

二、三年級的兒童則最常提到自己在某件工作上的表現是他們判斷自己聰

明程度的依據。一直到小學三年級的兒童都還會提到「工作習慣」(work 

habit)是他們用以判斷同學們能力的依據。不過，小學一年級以下的兒童

比起二、三年級的兒童而言，更常提到社交性(sociability)，而較少提

到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與工作困難度(task difficulty)來解釋

他們如何判斷聰明程度。 

然而，有人質疑兒童的口語能力不足以表達出兒童真正的能力概念；

也許兒童實際上是能夠區辦出哪些行為代表能力、哪些行為不代表能力，

但是由於兒童語言能力的不成熟，所以用問與答的方式是無法顯現出兒童

真正的能力概念(Stipek & Iver, 1989)。例如，兒童也許能夠區分出社

會能力與能力的不同，但是他們一律以「聰明」稱呼之。因此，若使用較

不依賴語言的方法來研究兒童的能力概念，是不是會有不一樣的結果呢？ 

Droege 等人(Droege & Stipek, 1993; Stipek & Daniels, 1990)便

採用了不同於直接問答的方法來測量兒童的能力概念。Stipek 與

Daniel(1990)研究了幼稚園、四年級、八年級(相當於台灣地區的國中二

年級)學生，請他們指出班上同學中哪些人聰明或不聰明、人好(nice)或

不好；判斷某位同學的聰明程度及人好的程度；並預測某位同學在閱讀、

空間測驗、分享與跳高(jumping a hurdle)這些方面的表現將會是如何。

所有的兒童在某些程度上都能夠區分不同方面的特質(如：聰明程度與閱

讀和空間測驗有關，人好不好與分享有關)，不過八年級的學生比其他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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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的兒童更能夠清楚區分這些特質。 

Droege 與 Stipek(1993)以另一種「找同伴測試法」研究兒童的能力

概念。他們請幼稚園、三年級、六年級的兒童在一項學業比賽中選擇他們

欲與之同組的伙伴、解釋他們為何如此選擇、並判斷同組伙伴的聰明程

度。分析結果顯示：同伴的選擇與他們對聰明程度的判斷是有顯著相關

的，顯示兒童實際上是具有能力概念的。在解釋方面，所有年齡的兒童在

解釋自己的選擇原因時均能夠提出與學業相關的原因、而較少提到非學業

相關的原因，不過幼稚園的兒童比起三年級與六年級的兒童更常提到不相

關的理由。 

綜合前面的文獻，整體而言，隨著年齡的增長，兒童對能力的概念會

愈來愈依靠認知方面的表現(如學業成績、閱讀)來判斷一個人的能力，不

似年紀小時會提到許多非認知方面的因素(如人好不好、會不會與人分享)

做為能力的判斷依據。 

 

第二節  能力的穩定性概念 

在兒童的心目中，能力有多穩定？對兒童而言，能力是可改變的嗎？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首先要先對能力的「穩定性」做個探討。 

根據 Pomerantz 與 Ruble(1997)，他們將關於能力「穩定性」

(stability)的概念分為三類： 

1. 不變性(constancy)：認為能力不受時間或空間等外在因素影響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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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2. 不可控制性(un-controllability)：認為能力不受自身努力與學習等內

在因素影響而改變； 

3. 能力與努力互補(view ability as capacity)：在結果相同的情況下，努

力程度與聰明程度是負相關的。 

以下分別就這三類的穩定性概念，來回顧關於兒童對能力穩定性的概

念發展。 

一、 不變性：能力不受外在力量影響而改變 

認為一個人的能力不會隨著時間、環境等自身以外的因素而改變。例

如，只告訴兒童目標人物的最初能力程度，然後請兒童預測此人在不同環

境(例如換了一個學校)與不同時間(例如明年)的能力程度為何(Droege & 

Stipek, 1993)。 

(一) 能力在時間上的穩定性概念 

探討能力在時間上的穩定性概念，通常以請兒童預測未來表現的方法

來研究。例如，Stipek 與 Daniel(1988)請幼稚園與四年級的兒童衡量自

己「現在」(訪談當時)與「明年」的聰明程度；幼稚園兒童對自己目前的

能力程度評估低於未來的能力程度，而四年級的兒童對自己現在與未來的

能力程度評估則沒有差別，亦即四年級的兒童認為能力是具有跨時間的穩

定性的。另外，Stipek 與 Daniel(1990)以相似的方式詢問幼稚園、四年

級、八年級的兒童，請他們衡量班上同學們的能力在時間上的穩定性；四

年級與八年級的兒童比幼稚園的兒童更加預期同學們的聰明程度是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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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輕易隨時間改變的。 

然而看似矛盾的是：年長的兒童雖然較年幼的兒童認為能力是穩定

的，但是年長的兒童也較傾向於認為智力的改變是可能的，顯示「穩定性」

(constancy) 與 「 改 變 的 可 能 性 」 是 不 同 的 兩 種 概 念 (Kinlaw & 

Kurtz-Costes, 2003)。Yussen 與 Kane(1985)詢問一、三、六年級的兒童

「如果有一個人不是很聰明，當他長大之後，他是否有可能變得更聰明？

或是一個聰明的人長大以後是否可能變得比較不聰明？」大部分的兒童

(80%的一年級兒童、91%的三年級兒童、以及 96%的六年級兒童)都認為改

變是可能的。也許這是因為「長大」對兒童來說是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比起一天、一個星期、一年的時間長度更能提供改變的機會。也有可

能「長大」對兒童來說意味著不只是單純的時間的流逝而已，而是包含了

其他面向的意義，如個體的成熟，因此認為「成熟」可能會使一個人的聰

明程度改變(Kinlaw & Kurtz-Costes, 2003)。 

除了「會不會改變」之外，兒童對於能力改變的方向(變得更聰明或

更不聰明)也有著有趣的研究發現。Yussen 與 Kane(1985)發現，一年級的

兒童對於在未來「變得更聰明」的肯定度高於「變得更不聰明」。在「可

能變得更聰明」方面，分別有 92%的一年級、96%的三年級、以及 83%的六

年級兒童認為是可能的，而在「可能變得更不聰明」方面，卻只有 48%的

一年級、70%的三年級、以及 65%的六年級兒童認為是可能的。顯示兒童對

能力的改變是很樂觀的，而且愈年幼的兒童愈是樂觀。 

也有其他的研究發現不同於前述的結果。Stipek 與 Daniel(1990)引

用 Nicholls(1978)的方法，由上至下將 20 個圖案排成一列，以最上面的

圖案(20)代表最聰明的小孩、最下面的圖案(1)代表最不聰明的小孩，然

後請兒童指出同學的聰明程度在那裡，同樣分為「現在」與「未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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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兩個時間點。他們發現不論是幼稚園、四年級還是八年級的兒童都預

測：那些現在聰明的人、明年會變得比較不聰明，而現在比較不聰明的人、

明年會變得更聰明。Pomerantz 與 Saxon(2001)以同樣的方法重複了這個

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可見研究結果的不同可能是研究方法的不同所致。 

(二) 能力在情境上的穩定性概念 

在不同情境下能力的穩定性方面，研究顯示兒童大約在二年級至四年

級時出現此概念。Rholes 與 Ruble(1984)以 5 至 22 歲的人為研究對象，

播放一段影片或口語敘述，描述一個人在某種情境下的行為、以及此行為

的評價(如：問題解決能力高/低)。受試者接著要預測這個人在另一種情

境下的行為。九歲以上的兒童預期此人的行為會有跨情境的穩定性，但是

較年幼的兒童並沒有顯示出對於跨情境的能力穩定性的信念。其他的研究

也顯示出類似的結果，例如請兒童預測不同情境下(比如，換學校、換老

師、換座位)，同學或虛擬兒童(hypothetical children，假想出來的兒

童)的表現是否會改變(Droege & Stipek, 1993)。 

二、 不可控制性：能力不受內在力量影響而改變 

認為能力無法受到努力、學習等自身之內的因素而改變。這一方面的

穩定性概念被認為會影響兒童的成就動機，因此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重視。 

理論上，若兒童認為能力是可以受自己控制的，則兒童在面對困難的

事情以及遭遇挫折時，會更能夠堅持下去。如 Dweck 等人曾提出能力概念

與成就動機之間的關係：不同的能力概念，會導致兒童有不同的成就目標

與成就行為(Dweck, 1986; Dweck & Elliott,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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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兒童的智力理論、成就目標與行為間的關係 

智力 

理論 

增長論 

(Increamental theory) 

認為智力可藉由努力來增進

固定論 

(Entity theory) 

認為智力是不可改變的 

目標 

取向 

學習目標 

(Learning goal) 

以增進自我能力為 

學習目標 

表現目標 

(Performance goal) 

以獲得正向評價/避免負向評

價為目標 

成 

就 

行 

為 

1.前提 

 

2.專注於 

3.錯誤是 

4.成敗未知的

作業 

5.理想的作業

是 

6.尋找 

7.標準 

8.期望 

9.老師 

10.目標價值 

我如何做它? 

我可學什麼? 

過程 

自然的、有益的 

具挑戰性 

 

可學得更多者 

 

可正確評估能力的訊息 

個人的、長期的、有彈性的 

強調努力 

資源，引導者 

內在的：技能的價值 

行動，進步 

我有能力做它嗎? 

我看起來聰明嗎? 

成果 

失敗 

具傷害性的 

 

可被評為聰明者 

 

誇讚的訊息 

標準化的、短期的、固定的 

強調目前的能力 

判斷，賞罰者 

外在的：判斷的價值 

(引自 Dweck & Elliott, 1984，頁 655) 

根據 Dweck 與 Elliott(1984)，兒童所持有的不同的智力理論

(theory of intelligence)，會影響其成就動機與目標(參見表 2-1)：若

兒童本身持有的智力理論為「增長論」(increamental theory)，亦即兒

童對能力的概念是「能力可經由努力而增加」，則其動機會以「學習」為

目標，遇到成就情境時會希望提升自己的能力，而非只求外在的表現成

果；若兒童持有的智力理論為「固定論」(entity theory)，亦即兒童對

能力的概念是「能力是穩定不可改變的」，則其動機會以「表現」為目標，

遇到成就情境時只求能夠表現得好，有沒有真正學到東西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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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智力理論、成就動機與成就行為 

智力理論 目標取向 對現有能力的信念 行為模式 

固定論 表現目標 高 

 

 

低 

精熟取向 

(Mastery-oriented) 

尋求挑戰，高堅持度 

無助 

(Helpless) 

避免挑戰；低堅持度 

增長論 學習目標 高或低 精熟取向 

(Mastery-oriented) 

尋求挑戰(以促進學習)；

高堅持度 

(引自 Dweck, 1986，頁 1041) 

不同的成就目標與動機，則會影響兒童的成就行為，如 Dweck(1986)

提出的能力概念對動機與成就行為的影響過程模型(參見表 2-2)：當兒童

的能力概念為「固定論」時，兒童的動機會以「表現」為目標。當兒童的

能力概念為「固定論」時，若是自覺能力高者，其行為模式會是「精熟取

向」(mastery oriented)，兒童會尋求具有挑戰性的作業、並具有高度堅

持性；若自覺能力低者，則會形成「無助」(helpless)的行為模式，兒童

會避免有挑戰性的作業、且堅持度低。當兒童的能力概念為「增長論」時，

兒童的動機會以「學習」為目標，無論自覺能力高或低，其行為模式都會

是「精熟取向」。 

由前述動機理論可看出：兒童在「能力是否可受控制而改變」這方面

的能力概念，對兒童的學習動機有大的影響，因此近年來開始有學者關心

兒童在這一方面的能力概念的發展情形。 

Bempechat 等人(Bempechat et al., 1991)以幼稚園至五年級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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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對象，詢問他們以下問題：「有些小朋友說你永遠可以變得愈來愈

聰明；另外一些小朋友說你具有某種聰明程度，而且你的聰明程度會一直

都差不多、不太會改變。你同意哪一種說法？」若同意前者，表示此兒童

的能力概念為固定論；若同意後者，表示此兒童的能力概念是增長論。他

們發現，不同年齡層的兒童在這兩者觀點上並無顯著差異。 

在 Cain 與 Dweck(1995)的研究中，他們詢問一年級、三年級、五年

級的兒童對以下句子的同意程度有多高：「你還滿聰明的，而且你無法做

些什麼來改變你的聰明」以及「你有多聰明這件事，你無法做太多的改

變」。愈認同這些句子的兒童，表示他們愈相信能力是固定的(fixed 

entity)，且不受自己的控制。相似於 Bempechat(Bempechat et al., 1991)

的研究結果，他們並沒有發現年齡上的差異，而且兩週後再做一次重複測

試，發現兒童的回答是具有一致性的。 

三、 能力與努力的關係 

根據 Nicholls(Nicholls, 1989；轉引自 Kinlaw & Kurtz-Costes, 

2003)提出的能力概念，一個人所擁有的潛能(capacity)會侷限住一個人

因努力而增加的成果；也就是說。當其他條件相同時(例如，作業難度、

時間限制)，若一個人擁有的潛能較他人少，則他必須花費比其他人更多

的努力來達到和其他人相同的成果；若此人只花費和其他人相同的努力，

他將會得到比他人差的成果。所以，當兒童具有成熟的能力概念時，他會

了解到上述能力與努力之間的關係。 

為了研究兒童在這方面的能力概念發展，Nicholls 等人(Nicholls, 

1978; Nicholls & Miller, 1984; Nicholls, Patashnick, & Mett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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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做了一系列相關的研究。他們給兒童觀看錄影帶或一連串的圖片，

影帶或圖片中敘述兩位兒童正在從事某項作業，其中一名兒童看起來非常

專注而且一直在努力，另一名兒童則是時常間斷手上的作業、經常玩弄著

尺或橡皮擦、環顧著四週。但是最後兩名兒童均得到一樣的成績。之後研

究者便詢問兒童一些問題如「這兩個人之中，有人比另一個人聰明嗎？還

是兩個人都一樣聰明呢？」「他們一個很努力、一個很不努力，為什麼他

們兩個最後得到一樣的成績呢？」…等等，以了解兒童的能力概念。

Nicholls(1978)根據兒童的回答，將能力與努力的關係之概念發展過程分

為四個階段： 

階段一(約 5-6 歲)：兒童無法了解「能力」、「努力」與「成果」之間

的因果關係，也無法區辨這三者為不同的三個向度。兒童對研究者問題所

提的解釋通常冗長而不相關。兒童最重視的是努力(比較努力的人是比較

聰明的，即使此人得到較低的成績)，其次重視的是成果(成績高的人兒童

便說他們是比較努力的──即使他們並沒有比較努力──而且比較聰

明)。 

階段二(約 7-9 歲)：兒童開始了解「努力」與「成果」是因與果的關

係。努力是成果的主要原因：相同的努力程度被期望得到相同的結果。如

果成果相同但努力程度不同，兒童便不會解釋、或是提出其他各種與能力

無關的解釋(例如：比較懶的那個人，一定中間有一段時間很努力過)。 

階段三(約 9-11 歲)：偶而會使用能力概念來解釋，努力不再是成果

唯一的理由。對於不同努力、相同成果的解釋，兒童有以下的說法：做得

較少的那個人速度比較快/比較聰明/了解得比較好/天生就擅長做這件

事。這些說法表示能力高有助於努力的效果，而能力低則會限制了努力的

效果。但是兒童並不是有系統地、持續地使用這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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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約 12 歲以後)：了解能力與努力的關係，知道能力高有助於

努力的效果、而能力低則會侷限努力的效果。當成果相同時，較不努力的

那個人是能力較高的。 

 

第三節  文化差異 

目前絕大部分關於兒童的能力概念發展研究是在美國進行的，研究對

象也受限於在美國成長的兒童，跨文化的能力概念研究極少

(Kurtz-Costes et al., 2005)。目前研究者能夠找到的關於能力概念發

展的跨文化研究，只有一篇德國與美國兒童的比較。Kurtz-Costes 

(Kurtz-Costes et al., 2005)等人同時研究了幼稚園、二年級、五年級、

八年級的德國與美國兒童，以結構式訪談的方式來了解兒童的能力概念。 

在訪談的第一個部分，研究者問兒童一些關於能力概念的整體性問

題，例如「聰明是什麼意思？」「你怎麼知道一個人聰明還是不聰明？」；

訪談的第二個部分，研究者請兒童說出他們的好朋友的名字，並請兒童判

斷在這些朋友中誰是最聰明的，接著再假設一些情境，請兒童預測最聰明

的那位朋友會是如何，例如「如果[聰明的朋友]想要交朋友，他很聰明這

件事對他交朋友有幫助嗎？」研究者發現德美兩國兒童的能力概念，有以

下這些差異： 

1. 能力的定義： 

分析兒童對以下這些問題的回答：「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是聰明

的？」「聰明的小孩比不聰明的小孩跳得高嗎？」「聰明的小孩

比不聰明的小孩人要好嗎？」「聰明可以幫助[聰明的朋友]交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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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嗎？」，研究者發現美國兒童比德國兒童更容易將聰明與正向

的社交技巧聯結在一起，亦即美國兒童較容易認為聰明的人也

是個容易相處、受人喜歡的人。 

2. 能力可否改變： 

研究者詢問兒童：「如果你不聰明，你可以讓自己變得更聰明

嗎？」結果顯示：美國的兒童較德國兒童相信能力是可以改變

的，認為不很聰明的人可以變得更聰明。 

3. 能力與努力的關係： 

研究者比較了德國與美國兒童對以下這些問題的回答：「聰明的

小孩在學校用功嗎？」「不聰明的小孩在學校用功嗎？」「聰明

的小孩跟不聰明的小孩，誰在學校比較用功？」結果顯示：德

國兒童比起美國兒童更能了解能力與努力的互補關係，亦即德

國兒童較容易認為聰明的兒童比較不需要努力，而較不聰明的

兒童則需要更加努力以達到相同的成就；相反地，美國兒童較

容易認為聰明的人是努力的。 

另外，與能力概念相關的跨文化研究有兒童對學業成就的歸因信念。

Stevenson 與 Lee(1990)研究了日本東京、台灣台北、美國加州三地的五

年級兒童，比較三個文化中兒童對於課業表現的歸因、以及對能力與努力

的重視程度。他們呈現給兒童一些與學業、能力與努力相關的敘述，請兒

童以七點量尺來評估他們對這些敘述句的同意程度(「7」代表「非常同

意」，「1」代表「非常不同意」)。這些敘述包括「如果有一個和你年齡一

樣大的人，他在數學/語文上並不是表現得很好，那麼這個人幾乎不能做

些什麼來改善他的表現。」「你班上的每一位同學在數學/語文方面的能力

都是差不多一樣的，你同意這樣的說法嗎？」「班上表現最好的同學，他

總是比其他同學更聰明/更用功。」「考試結果可以顯示出你天生的能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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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或多低。」 

雖然三個國家的兒童都表示：當閱讀或數學表現不好時，一個人是可

以做些事情來改善表現的；但是仍有許多結果顯示出文化差異。美國的兒

童對「所有兒童的數學和語文能力都一樣」以及「表現好的學生總是用功

的」的同意程度是三個國家中最低的，對「考試可以顯示天生的能力」的

同意程度是三個國家中最高的；台灣的兒童對「表現好的學生總是聰明的」

的同意程度是三個國家中最低的；雖然日本的家長非常強調努力遠勝於能

力，但是日本的兒童對「表現好的學生總是聰明的」的同意程度反而是三

個國家中最高的。 

研究者接著請兒童回想自己考試結果好與不好的經驗，並請兒童以七

點量尺來評估各個原因的重要性(能力、努力、考試難度、幸運)。研究者

將兒童對「努力」的重要性評估減去對「能力」的重要性評估，發現台灣

兒童最認為努力比能力要來得重要，而日本兒童對努力與能力重要性評估

差異最小。 

由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看出：無論是兒童對能力本身的概念、或是兒童

對能力影響學業成就的重要性，不同文化背景的確對兒童這方面的概念有

著不同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