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及數學成績間的關係，即成

就目標與學習行為的關係，本章共分六節加以探討。第一節分析現階段國中學生

在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量表上的反應情形；第二節探討國中生的背景

變項在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及數學成績上的差異情形；第三節探討高

低考試焦慮組在成就目標、學習策略、數學成績上的差異情形；第四節探討成就

目標、學習策略及考試焦慮對數學成績的回歸分析；第五節探討成就目標、學習

策略、考試焦慮間的典型相關；第六節探討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與數

學成績間的因果路徑關係，即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關係的結構方程模式。 

本研究所得的結果大部分都得到支持，將針對部分結果再加以解釋，詳細結

果如下各節的分析。 

 

第一節 

國中生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之現況分析 

 

本節主要在分析國中生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之現況，分析方法是

列出國中生在六點量表上之各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每題平均得分等，藉此瞭

解國中生在各變項上的反應情形。 

 

一、成就目標之現況分析 

由表18可知，就每題平均得分來看，國中生在四種成就目標上的反應都在

3.5分以上，其中以趨向精熟目標最高4.6分，依次為逃避精熟目標4.33，再依

次為趨向表現目標 4.25，最後是逃避表現目標3.87。由於本量表並無國中生常

模，故無法判定國中生在此四種成就目標上的反應是否偏高，但可以確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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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在此六點量表上的反應都不低。 

 

表18  國中生成就目標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成就目標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趨向表現 1303 12.74 3.36 3 4.25 

趨向精熟 1320 13.81 3.10 3 4.60 

逃避表現 1312 11.61 3.03 3 3.87 

逃避精熟 1318 12.98 3.40 3 4.33 

總量表 1260 51.25 9.85 12 4.27 

 

二、學習策略之現況分析 

由表19可知，就每題平均得分來看，國中生在學習策略各成分及總量表上

的反應都在3.5分以上，其中以認知評價最高4.23分，依次為一般認知4.09，

再依次為資源經營 4.07，最後是情緒調節3.69。由於本量表並無國中生常模，

故無法判定國中生在學習策略各成分上的反應是否偏高，但可以確定的是，國中

生在此六點量表上的反應都不低。 

 

表19  國中生學習策略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學習策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一般認知 1148 118.50 23.26 29 4.09 

資源經營 1278 57.00 11.08 14 4.07 

認知評價 1150 126.99 17.53 30 4.23 

情緒調節 1332 51.65 8.32 14 3.69 

總量表 990 355.87 51.92 87 4.09 

 

 2



三、考試焦慮之現況分析 

由表20可知，就每題平均得分來看，國中生在考試焦慮各成分及總量表上

的反應都在3.5分左右，其中以認知焦慮較高為3.76分，情緒焦慮則稍低為3.01

分。就總量表來看，考試焦慮每題平均得分3.38分，接近3.5分。由於本量表

並無國中生常模，故無法判定國中生在考試焦慮各成分上的反應的高低情形，但

可以確定的是，國中生在此六點量表上的反應適中。根據早期學者提出的看法，

適當的焦慮反應將有助於成績表現（參考鄭昭明，民85）。 

 

表20  國中生考試焦慮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考試焦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認知焦慮 1264 37.57 9.23 10 3.76 

情緒焦慮 1283 30.09 11.45 10 3.01 

總量表 1225 67.51 18.73 20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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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變項在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

績上的差異 

 

本節的考驗是以國中生的性別、年級、及所在的區域等背景變項為自變項，

而以四種成就目標、學習策略及考試焦慮的總量表與各成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

樣本的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 

 

一、性別對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的影

響 

此部分是以性別為自變項，分別以四種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的總

量表及各成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的差異比較。 

 

（一）性別在國中生成就目標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21可知，就國中生的成就目標來看，國中男女生在趨向精熟目標與逃

避精熟目標上有顯著的差異，但在趨向表現目標及逃避表現目標上卻沒有顯著的

差別。值得注意的是，女生在趨向精熟目標與逃避精熟目標上的得分皆顯著的大

於男生，這意味著台灣的國中女生似乎同時具有這兩種成就目標，若是如此，國

中女生的這種對精熟學習材料產生趨-避衝突的現象，值得進一步其探討原因。

本研究認為，可能是由於傳統文化期望女性保守，不鼓勵其追求成就所致。根據

Elliot & McGregor（2001）指出，成就目標由逃避精熟轉向趨向精熟的關鍵應

該在教室精熟氣氛的建立。因此，教師應該鼓勵女學生不要怕犯錯，要由嘗試錯

誤中學習，才能使女學生放棄抱持維持基本程度即可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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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不同性別國中生在成就目標上的t檢定 

變項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雙尾 

t檢定 
顯著性 

p 
男 625 12.693.36 

趨向表現 
女 678 12.783.36 

1301 -0.48 0.63 

男 637 13.533.17 
趨向精熟 

女 683 14.063.01 
1318 -3.12 0.00 

男 634 11.583.17 
逃避表現 

女 678 11.642.91 
1281 -3.19 0.75 

男 638 12.483.42 

成
就
目
標 

逃避精熟 
女 680 13.443.31 

1316 -5.21 0.00 

 

 

 

（二）性別在國中生學習策略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22可知，國中男女生在學習策略總量表上是有差別，且女生明顯優於

男生。就學習策略的各成分來看，在一般認知及資源經營上，女生顯著優於男生，

而在認知評價及情緒調節上，則是男女生無差別。這個結果與 Zimmerman & 

Martinez-Pon(1990)的研究結果十分雷同，他發現國中小學生，女生比男生使用

較多的「目標設定」、「計畫」、「監控」、「環境經營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情緒調節部分，男女生雖無顯著差別，但女生在面臨考試時似

乎有較男生鎮靜的傾向，而更能專注在考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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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不同性別國中生在學習策略上的t檢定 

變項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雙尾 

t檢定 
顯著性 

p 
男 531 116.2923.70 

一般認知 
女 617 120.4022.72 

1146 -3.00 0.00 

男 619 55.1111.29 
資源經營 

女 659 58.7810.57 
1276 -5.99 0.00 

男 555 126.8317.98 
認知評價 

女 595 127.1317.10 
1148 -0.30 0.77 

男 644 51.228.24 
情緒調節 

女 688 52.068.39 
1330 -1.84 0.07 

男 457 351.3352.13 

學
習
策
略 

總量表 
女 533 359.7751.47 

988 -2.56 0.01 

 

 

（三）性別在國中生考試焦慮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23可知，在考試焦慮總量表上，國中男女生沒有顯著差異，但女生似

乎較男生更易焦慮。而在考試焦慮的兩個成分上，國中男女生在認知焦慮上有顯

著差別，且女生高於男生。至於在情緒焦慮上，男女生則無顯著差異。 

但是，根據Cassady & Johnson（2002）文獻探討的結果發現，過去研究大

多指出女性整體考試焦慮高於男性，但在考試焦慮的兩成分上的高低則出現較大

的分歧。主要有三種競爭理論：第一種認為，男女生在認知焦慮上相當，但女生

在情緒焦慮上則較高，因此，造成整體考試焦慮是女高於男；第二種認為，一旦

排除智力或學業性向成績後，男女生在考試焦慮上並無差異；第三種認為，男女

生在威脅性的評價情境下知覺能力不同，女生在明顯的評價情境下，容易將任務

視為威脅而非挑戰，因而，引起認知焦慮。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女生的考試焦慮高於男生，雖然不顯著，但較接近

第三種理論的說法，而Cassady & Johnson（2002）的研究結論也較支持第三種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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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不同性別國中生在考試焦慮上的t檢定 

變項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雙尾 

t檢定 
顯著性 

p 
男 603 36.859.27 

認知焦慮 
女 661 38.229.15 

1262 -2.63 0.01 

男 615 29.8611.37 
情緒焦慮 

女 668 30.3011.54 
1281 -0.69 0.49 

男 583 66.4818.81 

考
試
焦
慮 

總量表 
女 642 68.4518.62 

1223 -1.84 0.07 

 

 

（四）性別在國中生數學成績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 24可知，國中男女生在數學成績上是沒有顯著差異的，這個結果與

Lewis ＆ Hoover（1987）以八年級的學生為樣本所得的結果相似。但 Houck

（1984）同樣以八年級的學生為樣本的研究發現，女生在標準化數學測驗上的表

現優於男生。Cassady & Johnson（2002）的研究也指出，男女大學生在認知考

試焦慮上女性高於男性，但在課程考試表現上卻無差異。 

 

 

表24  不同性別國中生在數學成績上的t檢定 

變項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雙尾 

t檢定 
顯著性

p 
男 644 -0.00511.03 

數學成績 
女 688 0.00480.98 

1330 -0.18 0.86 

註：數學成績的平均數係經「雙重集中量尺法」（double centering and scaling 

method）處理，故可能會出現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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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對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的影

響 

此部分是以年級為自變項，分別以四種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的總

量表及各成分為依變項進行差異比較。 

 

（一）不同年級在成就目標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25可知，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在逃避精熟目標上無差異存在，但在趨向

表現目標、趨向精熟目標、逃避表現目標上有顯著的差異，而且都以一年級的學

生為最高。因此若將趨向表現及趨向精熟合併視為積極性成就目標，那麼相對逃

避表現目標來看，國一學生可能也有趨-避衝突的情形。由於環境因素會影響目

標的選擇，因此，這種情形可能是一方面，國一學生對新的學習環境感到好奇，

亟欲探尋，但另一方面，卻又害怕過多的課業及考試壓力而無法負荷，因而產生

趨避衝突。至於，實際原因為何則待進一步研究。 

 

表25  不同年級在成就目標上的F檢定 

變項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均方 F檢定 顯著性 p 事後比較 
組間 2 106.35

趨向表現 
組內 1300 11.13

9.56 0.00 1＞2＝3 

組間 2 42.94
趨向精熟 

組內 1317 9.54 
4.50 0.01 

1＞2 

1＝3  3＝2 

組間 2 35.69
逃避表現 

組內 1309 9.17 
3.89 0.02 

1＞3 

1＝2  2＝3 

組間 2 13.04

成
就
目
標 

逃避精熟 
組內 1315 11.53

1.13 0.323 2＝3＝1 

註：「組間」係表國中一、二、三年級這三個組之間。事後比較中的1表一年級，

2表二年級，3表三年級 

 

 

（二）不同年級在學習策略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 26可知，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在學習策略上，不管是在總量表上或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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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上，都顯示出國一生的學習策略最佳，這個結果與國內一般學者的研究結果

相符（例如，向天屏，民 88；魏麗敏，民85）。李國禎（民 89）認為，可能原

因有二，第一，可能是越低年級考試壓力越小，因此對學習較感興趣，故學習策

略也較佳；第二，由Convington學習動機的自我價值論（self-worth theory）

來看，學生的學習動機隨年級增加而降低，因此越高年級的學生越沒有動機使用

學習策略。更進一步的說，學生之所以願意用功追求好成績，目的是為了從成功

表現中提升自我價值，但當學生發現，在強調同儕競爭的環境中並不是每個人都

能獲得成功經驗時，就會開始以逃避失敗來維持自我價值，因此可能會故意不使

用較深入的學習策略，以作為考試失敗時可以有自我跛足的藉口，藉此將失敗歸

因於不努力而非能力不足，從而維持自我價值。但是部分學者如 Mayer（1987）

認為，學習策略具有發展性，隨著年級越高，學生對學習策略的使用應該更有效。 

 

表26  不同年級在學習策略上的F檢定 

變項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均方 F檢定 顯著性 p 事後比較 
組間 2 9850.99

一般認知 
組內 1145 524.71

18.77 0.00 1＞2＝3 

組間 2 2827.13
資源經營 

組內 1275 118.45
23.87 0.00 1＞2＝3 

組間 2 3683.64
認知評價 

組內 1147 301.26
12.23 0.00 1＞2＝3 

組間 2 1208.98
情緒調節 

組內 1329 67.59 
17.89 0.00 1＞2＝3 

組間 2 53260.08

學
習
策
略 

整體 
組內 987 2592.92

20.54 0.00 1＞2＝3 

註：「組間」係表國中一、二、三年級這三個組之間。事後比較中的1表一年級，

2表二年級，3表三年級 

 

 

（三）不同年級在考試焦慮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 27可知，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在考試焦慮總量表、認知焦慮成分上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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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存在，但在情緒焦慮成分上，國一學生顯著地高於國三學生。就國一學

生在考試的情緒焦慮這個成分上高於國三生的結果來看，本研究推測，對於剛由

國小快樂生活升上國中多考試壓力的學習環境之國一生而言，會產生考試情緒焦

慮是不難理解的，尤其是今年剛升上國一的學生，正是台灣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

的第一屆國中生，因此，可以從這個研究的結果想像國小生活與國中生活的差異

是多麼地顯著，使得許多國一生非常不能適應充滿考試壓力的國中生活。因此，

本研究相信未來這種結果應該會越來越明顯。同時，這個現象也值得參與訂定九

年一貫課程政策及實際參與其中之教育相關人員的特別注意。至於，實際原因是

否如此，可能有待進一步研究。 

 

表27  不同年級在考試焦慮上的F檢定 

變項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均方 F檢定 顯著性 p 事後比較 
組間 2 138.05

認知焦慮 
組內 1261 85.15

1.62 0.20 3＝2＝1 

組間 2 839.07
情緒焦慮 

組內 1280 130.11
6.45 0.00 

1＞3 

1＝2  2＝3 

組間 2 228.53

考
試
焦
慮 

總量表 
組內 1222 350.87

0.65 0.52 1＝2＝3 

註：「組間」係表國中一、二、三年級這三個組之間。事後比較中的1表一年級，

2表二年級，3表三年級 

 

 

（四）不同年級在數學成績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 28可知，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在數學成績上沒有差異，這個結果並不令

人意外，因為很少有研究指出不同年級的學生具有不同學業成就，而這個結果也

頗符合一般的常識，儘管許多研究指出，隨著年級越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越低落

（如Covington, 1984），但確實少有研究發現年級不同會對學業成就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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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不同年級在數學成績上的F檢定 

變項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均方 F檢定 顯著性 p 事後比較 
組間 2 0.00 

數學成績 
組內 1329 1.00 

0.00 1.00 1＝2＝3 

註：「組間」係表國中一、二、三年級這三個組之間。事後比較中的1表一年級，

2表二年級，3表三年級 

 

三、區域對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的影

響 

此部分是以區域為自變項，分別以四種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的總

量表及各成分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差異比較。 

 

（一）不同區域國中生在成就目標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29可知，在四類成就目標上，皆是南部的國中學生得分最高，顯見南

部學生對四種成就目標的反應皆偏向高分，而北部學生則幾乎都是最低分。目前

尚未有研究指出區域的不同對成就目標的影響為何，因此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表29  不同區域在成就目標上的F檢定 

變項 
變異來

源 

自由

度 
均方 F檢定

顯著性

p 
事後比較 

組間 3 34.90 
趨向表現 

組內 1299 11.22 
3.11 0.03 

南＞北 

南＝中＝東 

中＝東＝北 

組間 3 91.29 
趨向精熟 

組內 1316 9.40 
9.71 0.00 南＞東＝北＝中 

組間 3 33.41 
逃避表現 

組內 1308 9.16 
3.65 0.01 

南＞北 

南＝中＝東 

中＝東＝北 

組間 3 40.74 

成
就
目
標 

逃避精熟 
組內 1314 11.46 

3.55 0.01 

南＞北 

南＝東＝中 

東＝中＝北 

註：「組間」係表北、中、南、東這四個組之間。事後比較中的北表北部，中表

中部，南表南部，東表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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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區域國中生在學習策略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30可知，南部國中生在學習策略的使用上，無論是在總量表或是在各

成分上的考驗都顯示出較其他區域的國中生有顯著的不同，即南部學生學習策略

的使用率較高。依據過去的研究文獻指出，學習策略的使用情形越好，則越有助

於學習成就的提升（如Gettinger & Seibert, 2002）。  

 

表30  不同區域在學習策略上的F檢定 

變項 
變異來

源 

自由

度 
均方 F檢定

顯著性

p 
事後比較 

組間 3 1762.75

一般認知 
組內 1144 537.77

3.28 0.02 

南＞中 

南＝東＝北 

東＝北＝中 

組間 3 555.03

資源經營 
組內 1274 121.68

4.56 0.00 

南＞中  南＞北 

東＝中＝北 

南＝東 

組間 3 1067.76

認知評價 
組內 1146 305.16

3.50 0.02 

南＞東 

南＝中＝北 

中＝北＝東 

組間 3 392.08

情緒調節 
組內 1328 68.57 

5.72 0.00 

南＞北  南＞中 

東＝中＝北 

南＝東 

組間 3 11920.08

學
習
策
略 

總量表 
組內 986 2667.31

4.47 0.00 南＞東＝北＝中 

註：「組間」係表北、中、南、東這四個組之間。事後比較中的北表北部，中表

中部，南表南部，東表東部。 

 

 

（三）不同區域國中生在考試焦慮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31可知，不同區域的國中生在考試焦慮總量表及各成分上並沒有顯著

差異，可見全台灣國中生增遇到的考試焦慮強度並無顯著不同。但值得注意的

是，北部國中生似乎都比其他區域的國中生在考試焦慮上稍低，雖然都不顯著。

但由學習策略中情緒調節能力的比較上，卻又發現北部學生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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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不同區域在考試焦慮上的F檢定 

變項 
變異來

源 

自由

度 
均方 F檢定

顯著性

p 
事後比較 

組間 3 33.85 
認知焦慮 

組內 1260 85.36 
0.40 0.76 南＝中＝東＝北 

組間 3 167.14
情緒焦慮 

組內 1279 131.13
1.28 0.28 中＝東＝南＝北 

組間 3 368.21

考
試
焦
慮 

總量表 
組內 1221 350.63

1.05 0.37 中＝東＝南＝北 

註：「組間」係表北、中、南、東這四個組之間。事後比較中的北表北部，中表

中部，南表南部，東表東部。 

 

 

（四）不同區域國中生在數學成績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32可知，不同區域的國中生的數學成績沒有顯著差異，這個結果可能

反映出台灣各地國中生的數學能力並無差異，不過這項結果卻與一般人的認知不

同，一般人都認為越是開發程度較高的地方，學生所獲得的學業成就會越高，但

本研究所得的結果卻有所不同。 

 

表32  不同區域在數學成績上的F檢定 

變項 
變異來

源 

自由

度 
均方 F檢定

顯著性

p 
事後比較 

組間 3 0.00 
數學成績 

組內 1328 1.00 
0.00 1.00 北＝中＝南＝東 

註：「組間」係表北、中、南、東這四個組之間。事後比較中的北表北部，中表

中部，南表南部，東表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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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由性別在成就目標上的比較可知，女學生似乎較男學生更有同時持逃避精熟

與趨向精熟目標的傾向，因此，學校教師應該扮演關鍵角色，努力塑造教室或學

習環境精熟的氣氛，鼓勵女學生更勇於嘗試，更積極進取，不可得過且過，不應

該只求及格即可。但教師應注意一點，在鼓勵的同時，不應該使用比較式的作法，

即不要拿某個學生的表現與其他同學來做比較，這樣反而會塑造出趨向表現或逃

避表現的氣氛，極不利學生未來身心發展。另外，由性別在學習策略的比較可知，

女學生在一般認知及資源經營策略上的使用情形較男學生佳，但是由性別在考試

焦慮及數學成績上的比較可知，女學生的考試焦慮高於男學生，尤其在認知焦慮

上，以致造成雖然女學生的學習策略較佳，但在成績表現上卻與男學生無異，這

種情形，在男女生的情緒調節也無顯著差異的情況下，亦可看出，即女生在情緒

調節上並無特別優於男性，因此可能無法有效解決較高的認知焦慮。因此，本研

究建議父母及學校教師應該多多培養女學生情緒調節的能力，同時應培養女學生

將被評價視為一種挑戰而非威脅，以減少考試焦慮。 

由年級在成就目標上的比較可知，一年級學生顯著地在趨向表現及趨向精熟

目標上高於其他年級，但在逃避表現目標上，一年級學生也是高於其他年級，這

可能顯示出，剛升上國中的一年級新生對新的學習環境有所期待，但同時他們也

擔心自己會表現不好，這種情形值得父母及學校教師特別注意，父母方面必須持

續鼓勵學生積極進取，學校教師方面則應做好新生訓練，並在一開始就做好輔導

工作，避免讓甫由國小快樂環境中成長的學生有突然掉禁地獄的感覺，這點可由

年級在學習策略及考試焦慮上的比較得知，一年級學生在學習策略各成分上都顯

著優於其他年級，但唯獨在情緒焦慮上明顯高於其他年級，顯見，一年級新生在

面對新環境、多考試的國中生活確實使他們在情緒上容易產生焦慮反應。總而言

之，父母及學校方面特別要注意新生在生涯轉換階段所可能產生的不適應問題，

尤其是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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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區域在成就目標上的比較可知，南部學生似乎在四類成就目標上都特別高

於其他區域的學生，而在學習策略各成分上的比較上，也顯示出南部學生比其他

區域的學生更常使用學習策略幫助學習，但在考試焦慮及數學成績的比較上，則

是四個區域的國中生都沒有差異。這種結果可能暗示，四類成就目標都高的南部

學生，很可能對不同的學習情境很敏感，一旦情境適合其學習，可能會出現趨向

表現甚至趨向精熟目標，然一旦情境不符其要求，很可能會產生短暫適應不良，

而出現逃避精熟甚至逃避表現目標，因而，總的來說，造成除了考試焦慮並不比

其他區域的學生低外，在成績上表現也並不比其他區域的學生好的現象。因此本

研究認為，南部學生的父母及學校教師應該多鼓勵學生培養獨立於環境學習的習

慣，不可輕易受不良學習環境（例如老師上課喜歡羞辱、諷刺學生等）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本節小結中所做的種種推論僅是一種假設，僅僅是根據本研

究的變項及文獻探討，所做的合理之綜合推測，但無法在本研究中確定這些推測

是否成立，畢竟不是使用實驗法，故這些推測尚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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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低考試焦慮組在成就目標、學習策略、數學成績上

的差異 

 

本節的考驗是依國中生的考試焦慮分數，以平均數為標準，將國中生分為高

低焦慮兩組，設為自變項，而以四種成就目標、學習策略及考試焦慮的總量表與

各成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 

 

一、高低考試焦慮組在成就目標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33可知，高低焦慮組的國中生在四種成就目標上都有顯著的差異，且

都是高焦慮組高於低焦慮組，這種結果明顯與成就目標理論有點不同。依Elliot 

& McGregor（2001）的研究，持逃避表現目標、逃避精熟目標的人會與負向情緒

有關，但是持趨向目標及精熟目標的人則與負面情緒無關。本研究認為，這種情

形可能是因為台灣地區教育文化方式迥然不同於西方自由民主式的教育風格，台

灣的國中教育是伴隨許多大小考試的填鴨式教育，使得具有趨向表現及趨向精熟

目標的學生仍然免不了會產生緊張，使其焦慮程度勝過低焦慮組。當然，這種推

測尚待進一步研究。 

 

表33  高低考試焦慮組在成就目標上的t檢定 

變項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雙尾 

t檢定 
顯著性 

p 
高 589 13.372.96 

趨向表現 
低 613 12.153.63 

1170 6.43 0.00 

高 597 14.062.83 
趨向精熟 

低 619 13.643.34 
1195 2.36 0.02 

高 594 12.542.72 
逃避表現 

低 615 10.693.08 
1198 11.05 0.00 

高 590 14.042.79 

成
就
目
標 

逃避精熟 
低 622 11.973.67 

1157 11.0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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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低考試焦慮組在學習策略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34可知，就學習策略總量表來看，高低焦慮組之間在學習策略上沒有

顯著差異，但就學習策略的各成分來看，高低焦慮組在一般認知策略、資源經營

策略、情緒調節策略上則有顯著的不同，但與假設相矛盾的是，在一般認知策略、

資源經營策略上，反而是高焦慮組的國中生較高。Phillips, Martin, & Meyers 

(1972)認為，高焦慮者在解決問題時會有保守、僵化的情形，因而無法採取彈性

的策略，以應付不同的工作。余民寧（民 76）也發現高考試焦慮學生比低考試

焦慮的學生有較差的學習習慣。但是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

認為，負向激發情緒（如焦慮）也有可能促進某些特殊學習策略的使用。本研究

的發現與 Pekrun等人類似，這種發現似乎反映出高考試焦慮可能促使一般認知

及資源經營策略的使用，這種可能性在第六節的因果路經分析中會有更進一步的

說明。另外，在情緒調節策略上，高低焦慮組的差異非常明顯，這結果與本研究

的假設一致，即低焦慮組的情緒調節能力較佳。 

 

表34  高低考試焦慮組在學習策略上的t檢定 

變項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雙尾 

t檢定 
顯著性 

p 
高 520 120.7321.31 

一般認知 
低 553 116.8025.04 

1061 2.78 0.01 

高 578 57.9610.26 
資源經營 

低 601 56.1811.82 
1165 2.76 0.01 

高 517 127.0816.40 
認知評價 

低 551 127.1218.53 
1062 -0.04 0.97 

高 600 50.127.06 
情緒調節 

低 625 53.169.32 
1160 -6.44 0.00 

高 452 356.6947.36 

學
習
策
略 

總量表 
低 478 355.9756.11 

916 0.21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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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低考試焦慮組在數學成績上的差異比較 

由表35可知，低焦慮組的數學成績顯著地優於高焦慮組，這與Hembree(1990)

根據151篇研究報告的後設分析的結果頗為一致，即考試焦慮與不佳的數學成就

測驗表現有關。但與余民寧（民 76）的研究結果不同，他發現高低考試焦慮的

學生在學業成績上無顯著差異。這種矛盾的結果，可能是如Sharma & Rao（1983）

研究所發現的現象，考試焦慮對高智力或高能力者有不尋常的影響，因此，這些

高智力者雖然有較高的考試焦慮，但並不一定會表現不好。另外，根據 Tobias

（1985）的看法，他認為具有良好認知學習策略者將減少考試時對認知能力的需

求，而允許干擾想法佔據部分的認知需求空間，據此推論，高焦慮組若具有良好

的認知學習策略，是可以允許部分考試焦慮的干擾，而仍保持一定的成績表現。 

 

表35  高低考試焦慮組在數學成績上的t檢定 

變項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雙尾 

t檢定 
顯著性

p 
高 600 -0.1274 0.99 

數學成績 
低 625 0.1472 0.99 

1223 -4.8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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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在成就目標上，高焦慮組在趨向表現目標及趨向精熟目標上異常地高於低焦

慮組，這可能表示台灣地區國中學生的成就目標越是積極進取者，其考試焦慮的

程度越高，這是個很值得教育界注意的現象，是否是因為台灣地區的考試太過頻

繁所導致。再由高低焦慮組在學習策略上的比較更可以發現，高焦慮組在一般認

知策略及資源經營策略上顯著地優於低焦慮組，這表示高焦慮者在直接導致學習

成績高低之學習策略的使用上應該不差，但卻在數學成績的比較中，高焦慮組低

於低焦慮組，這種矛盾的結果其關鍵可能與情緒調節能力有關，在情緒調節的比

較上，高焦慮組明顯地低於低焦慮組，因此，情緒調節能力不佳很可能與高焦慮

組成績不理想有相當大的關連。綜上所述，情緒調節能力確實至為重要，它雖然

看似與學習表現無關，但由本研究可知，情緒調節可能扮演臨門一腳的角色，而

影響考試時的表現，因此本研究認為，父母及學校教師務必要培養學生情緒調節

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節小結中所做的種種推論僅是一種假設，僅僅是根據本研

究的變項及文獻探討，所做的合理之綜合推測，但無法在本研究中確定這些推測

是否成立，畢竟不是使用實驗法，故這些推測尚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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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對數學成績的多元回

歸分析 

 

本研究將四類成就目標、學習策略及考試焦慮各成分以強迫進入法對數學成

績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發現，由表 37可知，成就目標中的趨向精熟目標、

學習策略成分中的認知評價和資源經營策略、考試焦慮成分中的認知焦慮這四者

對數學成績的預測達到顯著水準。 

在考試焦慮中，由認知焦慮而非情緒焦慮對數學成績有顯著性的效果可知，

與過去的研究一致，考試焦慮中個體的「擔憂」因素對學習表現有顯著負相關，

而「情緒」因素對學習表現則無顯著的負相關（如余民寧，民 76；Cassady & 

Johnson, 2002）。亦即學界普遍認為考試焦慮中的「認知成分」才是決定考試表

現的主因，而非「情緒成分」。最近，Cassady & Johnson（2002）的研究結果，

根據其新編認知焦慮量表，更是確認認知焦慮對學業表現的影響遠遠超過情緒焦

慮。 

由表36知，雖然整體解釋力只有11％左右，但仍達到非常顯著的水準。就

考試焦慮來說，這與過去的研究一致，即考試焦慮對數學成就的解釋力很少超過

10％（例如Hembree，1988；Ma，1999）。另外，由表37的變異數膨脹係數（VIF）

可知，變項間的共線性極為輕微，可不予考慮變項重疊所產生的回歸係數不穩定

的問題。由於變項間的共線性極輕微，因此，若使用多元逐步回歸來分析，其結

果應與使用強迫進入法差異不大。 

就成就目標來看，本研究結果出現了一個不符預期的現象，根據 Elliot & 

McGregor（2001）所提出的2×2成就目標理論，在四類成就目標中以趨向表現目

標和逃避表現目標對考試表現才有顯著預測效果，一為正向一為負向，但本研究

卻出現，趨向精熟目標是四類成就目標中唯一對數學成績有顯著預測力的。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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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推測，這種結果可能是不同學習文化下所產生的本質差異，台灣的國中教育文

化傾向於以考試來增加能力，因此若不具備精熟學習教材的意願，是不可能獲得

好成績的，故與學習成績及學習興趣都與趨向精熟目標有關，而與趨向表現較無

關。不過，仍然不能小看趨向表現目標對學習的影響，根據Harackiewicz, Barron, 

Pintrich, Elliot, & Thrash（2002）多元目標理論（其內涵即是2×2成就目標

架構）認為，趨向精熟目標有益於內在動機的提升與維持，而趨向表現目標則有

助於學業表現。因此，若能同時持有這兩種目標，對於學習將有相乘的效果。 

由學習策略來看，影響數學成績最有力的兩個成分分別是認知評價過程及資

源經營，而情緒調節及一般認知策略則似乎較不具顯著性的影響效果。這個研究

結果暗示，就認知評價過程而言，影響國中生數學成績的因素與學生對目標重要

性的評價、對考試所抱持的價值觀、對於考試所能掌控的程度、過去考試的成敗

經驗、以及運用環境資源的能力等等有較大的相關。而就資源經營策略而言，則

顯示合作學習、適時尋求協助、妥善分配時間及安排空間等能力對數學成績的影

響力較一般認知策略大，同時似乎也暗示在適當的時間及環境安排下，同學間的

合作學習及適時尋求幫助比自己單打獨鬥讀書來得有用。就研究者本身的求學經

驗來說，除了平時認真讀書外，考試前十天一定要加入同學間的課業討論，因為

通常可以獲得考古題等有用的資訊，而有助於考試成績的提升。 

總的來說，父母、學校教師應特別關心學生三件事： 

第一，就成就目標而言，學生的成就目標是否為趨向精熟，是否在每個與能

力有關的學習情境中都能努力不懈，不怕犯錯，對學習材料能達到精熟的程度。

父母及學校教師應多鼓勵學生去嘗試新的事物，不要怕犯錯，甚至對於內向畏縮

之學生應鼓勵其多犯錯，才有機會從開放的學習中獲得經驗的成長，儘量避免動

輒打罵或恐嚇學生學生，以免養成學生退縮逃避的心理，進而衍生生理上的問題。 

第二，就學習策略來看，認知評價過程、資源經營說明學生的目標導向、對

學習或考試的價值感、學習或考試的過程順利與否、對於學習或考試能否掌握控

制、過去的學習成敗經驗及對成功的期望、是否尋求適當的協助等，是影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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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績的最大原因。父母及學校教師應多鼓勵學生思考，並建立對學習及考試

的正向價值，同時也鼓勵合作學習，適時的尋求同儕或老師的協助，可能會比自

己一個人苦思不解而鐕牛角尖來得好；另外，在學習教材及考試題目的選擇上應

該顧及學生的能力，使學生一開始就能融入學習，一開始就對學習有自我效能，

往後自然對學習及考試抱持高度的期望。 

第三，就考試焦慮而言，以認知焦慮對學生的負面影響較大，因此，父母及

學校教師應鼓勵學生在考試時，以平常心應考，有適度的焦慮喚起是正常的也是

有幫助的，但在無關思考上不必想太多，不必擔心被評價或比較。父母及學校教

師應避免事後給予學生過度的懲罰，並且減少同學間的比較，以減少學生不安的

心理；寧願在事前輔導學童努力學習，不可事後給予威脅恐嚇，使學生不必擔憂

處罰，而在考試時能專心作答。 

 

表36  回歸模式變異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 自由度 均方 F檢定 顯著性 p 決定係數R2

回歸變異 98.30 10 9.83 

殘差變異 748.95 885 0.85 

總變異 847.25 895  

11.62 0.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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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成就目標、考試焦慮、學習策略對數學成績的多元回歸分析摘要 

變項 
原始分數

回歸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回

歸係數 

雙尾 
t檢定 

顯著性 

p 

共線性診

斷 

VIF 

常
數 

-1.003 0.346  -2.896 0.004 4.158 

趨向表現 -0.0024 0.013 -0.008 -0.192 0.848 1.936 

趨向精熟 0.0586 0.016 0.183 3.598 0.00 2.583 

逃避表現 0.0006 0.012 0.002 0.045 0.964 1.462 

成
就
目
標 

逃避精熟 0.0115 0.011 0.041 0.996 0.320 1.682 

一般認知 0.0024 0.003 0.057 0.886 0.376 4.158 

資源經營 -0.0106 0.005 -0.120 -1.978 0.048 3.699 

認知評價 0.0085 0.003 0.151 3.007 0.003 2.515 

學
習
策
略 

情緒調節 0.0026 0.005 0.022 0.489 0.625 2.098 

認知焦慮 -0.0253 0.005 -0.243 -4.774 0.000 2.587 考
試
焦
慮 情緒焦慮 0.0070 0.004 0.082 1.896 0.058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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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間的典型相關 

 

本節將針對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間的關係作進一步的探討，以典

型相關分析的方式來瞭解這些變項彼此間的交互作用情形。 

 

一、成就目標與學習策略間的典型相關 

為了瞭解四種成就目標與四種學習策略間的整體相互影響情形，乃進行這兩

組變項的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38所示。 

 

（一）由表 38可知，成就目標與學習策略間具有三組顯著的典型相關，由重疊

指數來看，成就目標透過第一組、第二組及第三組典型因素，分別可以解釋

學習策略的百分比為35.48％、1.52％及0.31％；反之，學習策略透過第一

組、第二組及第三組典型因素，分別可以解釋成就目標的百分比為 26.08

％、2.39％及0.23％。成就目標對學習策略的解釋量較學習策略對成就目

標的解釋量大。 

（二）成就目標中，趨向表現目標與趨向精熟目標與典型變數（χ1）的相關較

高，而在學習策略中，以一般認知策略、資源經營策略、認知評價策略與典

型變數（η1）的相關較高，由此可知，典型相關分析中，主要是由成就目

標中的趨向表現目標及趨向精熟目標透過第一組典型變數（χ1、η1）而影

響到一般認知、資源經營、認知評價策略三個變項。 

（三）在成就目標中，以逃避精熟目標與典型變數（χ2）的相關最高，而在學

習策略中，以情緒調節與典型變數（η2）的相關最高，由此可知，典型相

關分析中，主要是由成就目標中的逃避精熟目標透過第二組典型變數（χ2、

η2）而影響到情緒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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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成就目標與學習策略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典型變數 典型變數 成就目標 

χ1 χ2 χ3 

學習策略

η1 η2 η3 

趨向表現 -0.77 -0.21 -0.60 一般認知 -0.90 -0.09 0.39 

趨向精熟 -0.96 0.03 0.25 資源經營 -0.87 -0.04 0.34 

逃避表現 -0.48 -0.47 0.02 認知評價 -0.92 0.25 -0.31 

逃避精熟 -0.43 -0.83 0.20 情緒調節 -0.46 0.73 0.50 

抽出變異

百分比 

48.30 23.90 11.60 抽出變異

百分比

65.70 15.20 15.35 

重疊（％） 26.08 2.39 0.23 重疊（％） 35.48 1.52 0.31 

ρ2 0.54   0.10   0.02 

典型相關

ρ 
0.74   0.31   0.14 

註：表中的斜體數字係表典型變數與X、Y變項間的相關係數，而非典型（加權）

係數 

 

二、成就目標與考試焦慮間的典型相關 

為了瞭解四種成就目標與考試焦慮間的整體相互影響情形，乃進行這兩組變

項的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39所示。 

 

（一）由表 39可知，成就目標與考試焦慮間具有兩組顯著的典型相關，由重疊

指數來看，成就目標透過第一組及第二組典型因素，分別可以解釋考試焦慮

的百分比為22.15％及0.24％；反之，考試焦慮透過第一組及第二組典型因

素，分別可以解釋成就目標的百分比為 9.92％及0.15％。成就目標對考試

焦慮的解釋量較考試焦慮對成就目標的解釋量大。 

（二）成就目標中，逃避精熟目標與典型變數（χ1）的相關較高，而在考試焦

慮中，以認知焦慮與典型變數（η1）的相關較高，由此可知，典型相關分

析中，主要是由成就目標中的逃避精熟目標透過第一組典型變數（χ1、η1）

而影響到認知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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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成就目標中，以趨向表現目標與典型變數（χ2）的相關最高，而在考

試焦慮中，以情緒焦慮與典型變數（η2）的相關最高，由此可知，典型相

關分析中，主要是由成就目標中的趨向表現目標透過第二組典型變數（χ2、

η2）而影響到情緒焦慮。 

 

表39  成就目標與考試焦慮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典型變數 典型變數 成就目標 

χ1 χ2 

考試焦慮

η1 η2 

趨向表現 0.39 0.55 認知焦慮 0.99 -0.15 

趨向精熟 0.19 -0.18 情緒焦慮 0.74 0.67 

逃避表現 0.65 0.35    

逃避精熟 0.87 -0.35    

抽出變異

百分比 

34.19 14.50 抽出變異

百分比

76.39 23.57 

重疊（％） 9.92 0.15 重疊（％） 22.15 0.24 

ρ2 0.29   0.01 

典型相關

ρ 
0.54   0.12 

註：表中的斜體數字係表典型變數與X、Y變項間的相關係數，而非典型（加權）

係數 

 

三、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的典型相關 

為了瞭解四種成就目標與考試焦慮間的整體相互影響情形，乃進行這兩組變

項的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40所示。 

 

（一）由表 40可知，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具有兩組顯著的典型相關，由重疊

指數來看，學習策略透過第一組及第二組典型因素，分別可以解釋考試焦慮

的百分比為19.72％及2.57％；反之，考試焦慮透過第一組及第二組典型因

素，分別可以解釋學習策略的百分比為 5.00％及2.33％。學習策略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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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的解釋量較考試焦慮對學習策略的解釋量大。 

（二）學習策略中，情緒調節與典型變數（χ1）的相關較高，而在考試焦慮中，

以認知焦慮與典型變數（η1）的相關較高，由此可知，典型相關分析中，

主要是由學習策略中的情緒調節透過第一組典型變數（χ1、η1）而影響到

認知焦慮。 

（三）在學習策略中，以一般認知及資源經營與典型變數（χ2）的相關最高，

而在考試焦慮中，以情緒焦慮與典型變數（η2）的相關最高，由此可知，

典型相關分析中，主要是由學習策略中的一般認知及資源經營透過第二組典

型變數（χ2、η2）而影響到情緒焦慮。 

（四）正如研究者所認為的，學習策略中的情緒調節有助於降低考試焦慮的情

緒，故研究者當初編製量表時，有別一般，特地將情緒調節的概念放入學習

策略中，而典型相關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出，第一組典型因素中，情緒調節所

佔的比重較其他學習策略的比重高出許多，且第一組典型因素對考試焦慮的

解釋量（19.72％）遠遠多於第二組典型因素對考試焦慮的解釋（2.57％）。 

 

表40  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典型變數 典型變數 學習策略 

χ1 χ2 

考試焦慮

η1 η2 

一般認知 0.01 0.72 認知焦慮 0.99 0.05 

資源經營 -0.02 0.65 情緒焦慮 0.60 0.80 

認知評價 -0.13 0.03    

情緒調節 -0.82 0.47    

抽出變異

百分比 

17.25 29.07 抽出變異

百分比

68.00 32.13 

重疊（％） 5.00 2.33 重疊（％） 19.72 2.57 

ρ2 0.29   0.08 

典型相關

ρ 
0.54   0.29 

註：表中的斜體數字係表典型變數與X、Y變項間的相關係數，而非典型（加權）

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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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由本節的典型相關分析，可以綜合發現一個特殊的現象，即逃避精熟目標、

認知焦慮、情緒調節三者間互有解釋效果。在成就目標與學習策略的典型相關

中，逃避精熟目標與情緒調節互有解釋力；另外，在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的典型

相關分析中，情緒調節與認知焦慮間互相影響；而在成就目標與考試焦慮的典型

相關分析中，我們更可看到逃避精熟目標與認知焦慮間相互解釋的情形。因此，

我們可以瞭解到情緒調節能力的重要性，他不僅與逃避精熟目標有關，而且與考

試時的認知焦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存在。父母、學校教師應該鼓勵學生培養情緒

調節的能力，這不僅可能使學生變得較正向積極，也可能使學生考試時的臨場表

現正常，不會有焦慮產生。 

另外，由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的典型相關分析中的重疊指數發現，學習策略

對考試焦慮的解釋量比考試焦慮對學習策略的解釋量大，這個結果與下一節所要

談到的「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結構方程模式中(圖7)，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

互為指向的路徑係數的結果十分雷同（須將路徑係數平方來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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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間的 

因果路徑探索 

 

本研究以896名台灣地區國中學生為觀察樣本，進行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間

因果路徑的建構與評估。統計工具為LISREL8.3版，使用SIMPLIS程式撰寫語法

檔，以適合大樣本分析的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

來進行參數的估計。 

 

一、初始模式的建立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針對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提出如圖5的因

果路徑，以四種成就目標做為潛在自變項（ξ），而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

成績為潛在依變項（η）。 

由圖5中，四種成就目標的箭頭分別指向其對應的潛在依變項，這個部分可

以參考表2中，有關成就目標理論對學習策略、考試焦慮及學業成績的研究結果

的說明，或第二章文獻探討第四節的討論。 

至於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的雙向箭頭則表示兩者間的微妙互動關係，這部分

可參照圖3，即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所提出的「學業情緒、

效果及前置事件間的連結摘要」以及Schutz & Davis（2000）所提出的模式（如

圖 4），本研究在第二章文獻探討處也曾多次提及，由於本研究的學習策略量表

加入了動機及情緒調節的成分，因此，本研究推論，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應會

有負向回饋圈的情形產生。 

其它如考試焦慮及學習策略對學業成績的箭頭，亦如前述文獻探討處多次提

及，如余民寧（民 76）的研究或Ma(1999)後設分析的結果，均指出考試焦慮確

實對學業表現有影響。另外，Gettinger & Seibert（2002）也總結學習策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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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表現的正面重要影響。 

因此，總結前述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針對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提出如圖

5的因果路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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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始模式之參數估計及考驗 

 

研究者依觀察資料對理論模式進行參數估計，部分單指標變項乃事先使用

Anderson & Gerbing (1988) 及Bollen (1989) 的建議，將殘差變異（δ及ε）

以1減去該指標變項的信度後，再乘上該指標變項的變異數來表示。 

參數估計及適合度考驗的結果如圖6所示，重要參數之標準化估計值均列於

圖6中。研究者發現，該模式的結構係數大都與文獻探討的結果十分一致，且並

未有不合理的估計參數值出現，即所有的標準化估計參數皆在1以下，並未出現

大於1的不合理現象，這表示這些潛在變項間並未發生多元共線性的現象，這個

結果與本章第四節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一致，即明顯變項間亦沒有嚴重的多元共

線性。 

但是，這個初始模式卻無法通過一般學界最常用的整體適合度考驗指標之一

的卡方（χ2）考驗，其 χ2 ＝515、df＝31、P＝0.000、 RMSEA＝0.132，表示初

始的理論模式無法與實際收集到的資料相配合。 

在顧及模式完整性的考慮下，研究者決定對模式進行些微的修正，這種修正

方式是藉由在SIMPLIS語法中加入MI（modification index）指令，由MI指標來

建議修改方式，但為了顧及理論模式的完整性，研究者只增加了觀察變項殘差間

關係的建立，並未將重要的結構係數增減，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解釋性，這種作

法於馬信行（民88）亦曾有類似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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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初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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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df＝31  P＝0.000   RMSEA＝0.132 
式的因果路經完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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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模式的確定 

經些微修正後的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間模式如圖7所示，為使圖形簡化以利

繪製，僅象徵性地繪製出增添的三條殘差變異間的相關，但為使模式中的各種參

數來源清楚，茲詳列其觀察變項的測量模式及潛在變項的結構方程模式。並將所

有標準化估計參數及顯著性考驗結果列於表 41。修正後的正式模式所需估計的

參數共有53個，觀察變項有11個，故自由度為13（即df＝1/2（11）（11＋1）

－53） 

（一）Y變項的測量模式 

 

Y      ＝       ΛY               η     ＋     ε 

（7 ×1）        （7 ×3）        （3 ×1）     （7 ×1） 

 

      Y1          1     0     0                       ε1   

      Y2         λY
21    0     0                       ε2   

      Y3         λY
31    0     0         η1            ε3   

      Y4     ＝  λY
41    0     0         η2     ＋     ε4 

      Y5          0      1     0         η3            ε5 

      Y6          0    λY
62    0                       ε6 

      Y7          0     0     0.88                    0.22 

 

 

（二）X變項的測量模式 

 

X   ＝     ΛX        ξ      ＋   δ 

（4 ×1）   （4 ×1） （4 ×1）    （4 ×1） 

 

      X1         λX
11       ξ1           0.26 

      X2     ＝  λX
22       ξ2     ＋    0.21 

      X3         λX
33       ξ3           0.41 

      X4         λX
44       ξ4           0.21 

 

 33



（三）結構方程模式 

 

η    ＝   Γ            ξ    ＋    Β        η   ＋  ζ 

（3 ×1）  （3 ×4）      （4 ×1）  （3 ×3） （3 ×1） （3 ×1） 

 

 

 η1     γ11   γ12   γ13   γ14    ξ1       0  β12   0    η1       ζ1 

 η2  ＝  0    0   γ23   γ24    ξ2   ＋ β21  0   0    η2   ＋  ζ2 

 η3     γ31    0   γ33    0    ξ3      β31 β32  0    η3       ζ3 

                             ξ4   

 

另外，也列出潛在自變項間的相關 Φ矩陣，及加入修正模式所必須的各項

參數來源，包括Θε及Θδε矩陣： 

 

 

         1                         0  0  θδ1ε3  θδ1ε4   0   θδ1ε6 0 

         ψ12  1                    0  0  θδ2ε3  θδ2ε4   0    0    0 

Φ ＝     ψ13 ψ23  1        Θδε＝  0  0   0     θδ3ε4   0    0    0 

         ψ14 ψ24 ψ34 1             0  0  θδ4ε3  θδ4ε4  θδ4ε5 0    0 

 

 

 

          1    

          0     1 

          0     0     1 

Θε ＝    0     0     0     1 

          0     0    θε3ε5 θε4ε5  1 

         θε1ε6 θε2ε6  0    θε4ε6  0    1 

          0    θε2ε7 θε3ε7 θε4ε7  0  θε6ε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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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63  df＝13  P＝0.135   RMSEA＝0.02 
7  正式模式的因果路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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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正式模式之標準化參數估計及顯著性考驗表 

參數 

MLE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參數

MLE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λX
11 0.86 0.03 31.46* ψ34 0.55 0.04 13.69* 

λX
22 0.89 0.03 33.44* ε1 0.13 0.01 9.74* 

λX
33 0.77 0.03 25.02* ε2 0.19 0.19 13.23* 

λX
44 0.89 0.03 33.47* ε3 0.44 0.02 19.46* 

λY
11 0.93 ---- ---- ε4 0.64 0.03 20.20* 

λY
21 0.90 0.02 41.74* ε5 0.30 0.06 5.32* 

λY
31 0.75 0.03 28.73* ε6 0.44 0.05 8.81* 

λY
41 0.60 0.03 20.82* ζ1 0.45 0.05 7.94* 

λY
52 0.84 ---- ---- ζ2 0.59 0.05 7.98* 

λY
62 0.75 0.08 11.57* ζ3 0.85 0.06 15.01* 

λY
73 0.88 ---- ---- θδ1ε3 0.14 0.02 7.28* 

γ11 -0.03 0.10 -0.27 θδ2ε3 0.12 0.02 6.68* 

γ31 0.17 0.09 1.90 θδ4ε3 -0.03 0.02 -1.62 

γ12 0.97 0.09 10.57* θδ1ε4 -0.12 0.02 -5.66* 

γ13 -0.08 0.10 -0.74 θδ2ε4 -0.06 0.02 -3.18* 

γ23 0.58 0.06 8.31* θδ3ε4 -0.15 0.03 -5.60* 

γ33 0.05 0.11 0.43 θδ4ε4 -0.22 0.03 -8.23* 

γ14 -0.28 0.06 -4.40* θδ4ε5 0.11 0.03 3.27* 

γ24 0.36 0.06 4.59* θδ1ε6 0.04 0.02 2.15* 

β21 -0.53 0.07 -6.71* θε1ε6 0.18 0.02 9.33* 

β31 0.14 0.06 2.38* θε2ε6 0.16 0.02 8.14* 

β12 0.27 0.11 2.82* θε2ε7 -0.04 0.02 -2.49* 

β32 -0.31 0.09 -3.94* θε3ε5 -0.07 0.02 -4.68* 

ψ12 0.79 0.02 32.64* θε3ε7 0.08 0.02 3.31* 

ψ13 0.71 0.03 21.05* θε4ε5 -0.43 0.03 -14.11*

ψ14 0.51 0.04 14.54* θε4ε6 -0.13 0.03 -4.42* 

ψ23 0.56 0.04 14.53* θε4ε7 0.07 0.03 2.56* 

ψ24 0.58 0.03 18.44* θε6ε7 0.12 0.03 4.00* 

註：未列出標準誤及 t值者為參照指標或已事先決定誤差變異的單指標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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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式模式的評估 

依據Bagozzi & Yi（1988）及陳正昌與程炳林（民90）等人的建議，評估一

個結構方程模式的好壞，可以從基本適配標準、整體模式的適配度與模式內在結

構適配度三方面加以考量，以下將針對這三方面加以討論。 

（一）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因果路徑模式之基本適配度 

依據Bagozzi & Yi（1988）等人所提出的基本模式適配標準如下： 

 

1.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 

2.誤差變異必須達顯著水準。 

3.不能有過大的標準誤。 

4.因素負荷量不能低於0.5或高於0.95。 

5.估計參數間的相關絕對值不能太接近1。 

 

修正後的正式模式在這五項基本的適配標準上完全符合。如表41及圖7所

示，所有誤差變異皆為正值（包括δ、ε、ζ），符合第一項標準；所有誤差變

異皆達 0.05的顯著水準，符合第二項標準；所有估計參數的標準誤都很小，符

合第三項標準；各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間的因素負荷量都在 0.5以上，0.95以

下，符合第四項標準；至於估計參數間的相關也都非常小（由附錄一語法檔執行

即可得知），符合第五項標準。 

 

（二）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因果路徑模式之整體適配度 

模式整體適配度的考驗一般可以從 χ2值、調整的適配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簡寫AGFI）、增值適配度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簡寫

IFI）、精簡適配度指標（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簡寫PGFI）等來討論

（如馬信行，民88；陳正昌與程炳林，民90）。其它相關指標請參考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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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整體模式適配度各項考驗指標 

χ2 χ2/df RMSEA AGFI IFI PGFI 

18.63 1.43 0.02 0.98 1.00 0.20 

 

本理論正式模式的 χ2值為18.63，自由度為13，P值為0.132，顯見經修正

後，正式模式較初始模式多了 18個參數估計值，已可以使觀察資料與模式相配

（即P＞0.05）。由表42可知，就調整的適配度指標而言，AGFI＝0.98，符合必

須達0.9以上的一般標準。就增值適配度指標而言，IFI＝1.00，亦符合0.9以

上的一般標準。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由於理論模式經過些微修正，使得理論模式

變得非常複雜，因此，就精簡適配度指標來看，PGFI＝0.20，顯見正式模式有低

等的精簡適配程度，這並不符合科學研究所喜愛的精簡原則。 

 

（三）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因果路徑模式之內在結構適配度 

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度可說是模式的內在品質，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考量（陳

正昌與程炳林，民90）： 

1.個別項目的信度是否在0.5以上？ 

2.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是否在0.6以上？ 

3.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是否在0.5以上？ 

4.所估計的參數是否都達顯著水準？ 

5.標準化殘差值是否都小於1.96？ 

6.修正指標是否都小於3.84？ 

 

由表 43知，所有個別項目（即 Y∼Y7、X1∼X4）的信度都介於 0.59∼0.95

間，符合第一項標準；所有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即相當於α信度係數），除逃

避表現（ξ3）的成分信度0.59未符合0.6以上的標準外，其餘都在0.74∼0.83

間，符合第二項標準；所有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亦都在 0.59∼0.79間，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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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第三項標準；至於就第四項標準而言，如表 41所示，除趨向表現指向學習策

略的結構係數（即γ11）、趨向表現指向數學成績的結構係數（即γ31）、逃避表現

指向學習策略的結構係數（即γ13）、逃避表現指向數學成績的結構係數（即γ33）、

認知評價殘差與避免精熟殘差變異間的相關係數（即θδ4ε3）未達0.05顯著水準

外，其餘係數皆達顯著水準。 

就第五項標準而言，除少數標準化殘差超過1.96，其中最大是3.16外，其

餘都符合標準，請參見附錄一（由附錄一語法檔執行即可得知）。而就第六項標

準而言，亦有少數修正指標（MI值）超過3.84（即α＝0.05，χ2在自由度為1

時的臨界標準），但大多數都在3.84以下，請參見附錄一（由附錄一語法檔執行

即可得知）。惟對此第六項標準而言，本研究認為，在修正後的正式模式中使用

並不恰當，因為原本初始模式即是藉由MI指標來進行修正，才得到現今的正式

模式，依據研究者本身的經驗，在不變動理論的架構的情況下，若依據MI指標

來持續做合理的修正，大都能得到理想的結果，而使所有MI指標都在3.8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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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因果路徑模式之個別信度指標、潛在變項的成份信

度、平均變異抽取量 

變項 
個別 

指標信度 

潛在變項的 

成份信度 

潛在變項的 

平均變異抽取 

學習策略（η1）  0.83 0.69 

   一般認知（Y1） 0.95   

   資源經營（Y2） 0.86   

   認知評價（Y3） 0.87   

   情緒調節（Y4） 0.60   

考試焦慮（η2）  0.77 0.72 

   認知焦慮（Y5） 0.80   

   情緒焦慮（Y6） 0.89   

數學成績（η3）  0.78 0.78 

   數學成績（Y7） 0.78   

趨向表現（ξ1）  0.74 0.74 

   趨向表現（X1） 0.74   

趨向精熟（ξ2）  0.79 0.79 

   趨向精熟（X2） 0.79   

逃避表現（ξ3）  0.59 0.59 

   逃避表現（X3） 0.59   

逃避精熟（ξ4）  0.79 0.79 

   逃避精熟（X4）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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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式模式的解釋 

綜觀整個模式的建立歷程，由理論推導而假設的初始模式開始，經修正指標

的指示後，在不影響理論完整性下，將觀察變項的殘差間做連結，因此使得理論

模式與觀察資料間有良好的適配。就潛在變項間的直接效果而言，各項結構係數

也大都能獲得合理的解釋，參見圖7，但是有三個例外，第一是逃避表現（ξ3）

對數學成績（η3）的直接效果，即γ33＝0.05。根據Elliot & McGregor（2001）

的研究結果，逃避表現目標應該對學業成績有負向顯著的影響，而本研究卻得到

正向的結果，但不顯著。第二，趨向表現目標（ξ1）雖然符合理論的預期，對

數學成績（η3）有正向影響，但其值卻只是接近顯著邊緣而未能達顯著。第三，

逃避表現目標（ξ3）對學習策略（η1）的影響，根據預期應該是負向顯著的效

果，但結果雖然是負向，卻不顯著。 

就學習策略（η1）來看，理論預期除趨向精熟目標（ξ2）為正向影響來源

外，其他三種目標都應為負向或無關的影響來源，但讀者可能會誤解在表2中，

四種成就目標與學習策略的關係中，逃避精熟目標及趨向表現目標不是也出現正

相關的符號嘛！但讀者可仔細想一想，逃避精熟目標是與無組織的學習策略有正

相關，因此，對應到本研究後，應該會與學習策略呈顯著的負相關，但因逃避精

熟目標與深度處理學習策略無關，故與本研究的學習策略雖然呈顯著負相關，但

屬於低度的顯著負相關；而趨向表現目標是與表面處理學習策略有正相關，而非

與深度處理策略有正相關，因此，對應到本研究時，自然應該預期與學習策略成

無關才對；而逃避表現目標與無組織學習策略有正相關，且又與深度處理的學習

策略有負相關，因此，逃避表現目標應與學習策略呈顯著負相關才合理，但本研

究所得到結果卻不顯著。 

有關本研究成就目標對學習策略的預期效果，與Elliot & McGregor（2001）

的研究結果部分不同的可能原因是，Elliot & McGregor等人的學習策略主要是

以認知策略為主，並無動機及情緒調節成分在內，故與本研究結果相較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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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小部分出入。 

由圖 7可知，在潛在依變項的解釋力上，學習策略的殘差變異量（ζ1）為

0.45，表示四種成就目標（ξ1、ξ2、ξ3、ξ4）及考試焦慮（η2）對學習策略

的直接效果共為 0.55，即成就目標及考試焦慮可以解釋學習策略55％。而考試

焦慮的殘差變異量（ζ2）為 0.59，表示逃避表現（ξ3）、逃避精熟（ξ4）及學

習策略（η1）對考試焦慮的直接效果共為 0.41，即逃避表現、逃避精熟及學習

策略可以解釋考試焦慮的41％。而數學成績的殘差變異量（ζ3）為0.85，表示

趨向表現（ξ1）、逃避表現（ξ3）、學習策略（η1）、考試焦慮（η2）對數學成

績（η3）的直接效果共為 0.15，即趨向表現、逃避表現、學習策略、考試焦慮

可以解釋數學成績的15％。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即是學習策略（η1）與考試焦慮（η2）兩者間互

為因果的雙向關係，學習策略（η1）對考試焦慮（η2）的直接效果，即β21＝-0.53，

p<0.05，而考試焦慮（η2）對學習策略（η1）的直接效果，即β12＝0.27，p<0.05，

兩者間形成如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所提出的「學業情緒、

效果及前置事件間的連結摘要」中所謂的負向回饋圈的概念，參見圖3。依本研

究的結果來解釋，這是由於本研究的學習策略量表中加入了認知評價過程（動機

成分）及情緒調節，而非單純的只有認知及後設認知策略而已，因此，低學習策

略可能會引起高考試焦慮（負向效果），高考試焦慮的國中生接著可能會因動機

及情緒調節的作用而促進高學習策略的使用（正向效果），這一正一負的效果即

是負向回饋圈的概念，反之亦成立。 

本研究為了確認此種特殊情形，曾提出一個判斷負向回饋圈可能存在的條

件，即若存在負向回饋圈，則變項間極可能會有低度或無相關存在。而本研究的

結果也符合此條件，見表44，學習策略（η1）對考試焦慮（η2）的相關係數是

0.00。但請讀者注意一點，變項間低度或無相關僅是負向回饋圈存在的極有可能

結果，但並非絕對。反之，若變項間為低度或零相關也並不一定表示存在負向回

饋圈，可能事實上兩者真的無關。但基於文獻探討及 Schutz & Davi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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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以及 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的模式，本研究寧願相

信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兩者間具有這種負向回饋的特性。以下將對此點作進一步

的討論。 

 

表44  正式模式（圖7）之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 

 η1 η2 η3 ξ1 ξ2 ξ3 ξ4 

η1 學習策略 ---       

η2 考試焦慮 0.00 ---      

η3 數學成績 0.27 -0.24 ---     

ξ1 趨向表現 0.62 0.26 0.22 ---    

ξ2 趨向精熟 0.78 0.12 0.24 0.79 ---   

ξ3 逃避表現 0.45 0.54 0.07 0.71 0.56 ---  

ξ4 逃避精熟 0.36 0.48 0.02 0.51 0.58 0.55 --- 

 

或許有讀者會質疑，是否因為已經預先設定好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雙向箭

頭的路徑關係，所以才會產生零相關的結果。這個質疑是合理的，就研究者私下

進行各種試驗後發現，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數會隨彼此間是否有路徑指向關係而

有所改變，改變幅度不能說不大。我們都知道，明顯變項（如 X、Y）的相關係

數絕不會因此而有絲毫的改變，但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卻隨路徑關係的有無或

增減而產生劇烈改變，這種情形是很難理解的，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整個模式的

參數估計在彼此協調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為了說明起見，本研究在不改變正式模式的其它條件下，比較下列四種情

形，第一種情形是只有學習策略指向考試焦慮的路徑，第二種是只有考試焦慮指

向學習策略的路徑，第三種是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無任何路徑指向，第四種情

形則是如正式模式中，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互為指向的路徑關係。這四種情形

下，學習策略（η1）與考試焦慮（η2）間的相關係數、路徑係數，以及整體的

適合度檢定（χ2）如表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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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比較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路徑關係、相關係數、模式適合度 

 

模式 

學習策略（η1）與考試

焦慮（η2）的相關係數
路徑係數 模式適合度檢定

第一種情形 -0.01 β21＝-0.35 χ2＝30  P＝0.01

第二種情形 0.12 β12＝-0.15 χ2＝74  P＝0.00

第三種情形 0.22 無 χ2＝89  P＝0.00

第四種情形 

（正式模式） 
0.00 

β21＝-0.53 

β12＝0.27 
χ2＝19  P＝0.14

 

由表45可知，學習策略（η1）與考試焦慮（η2）的相關係數在這四種情形

下的變化十分劇烈，當兩者間無指向關係（第三種情形）時，相關係數最大

（0.22），而一旦出現指向關係（第一、二、四種情形）時，兩者間的相關係數

卻大幅縮小。如此一來，本研究便無法藉由潛在變項間的相關為0，來判定是否

可能存在負向回饋圈，但值得慶幸的是，可以藉由這四種情形下的整體適合度，

即χ2的變化情形來判定第四種情形（即如圖 7正式模式中，學習策略與考試焦

慮互為指向的路徑關係）是否合理，結果如表46所示。 

 

表46  χ2改變量比較表 

模式比較 χ2改變量 α＝0.05時的臨界標準

第一種情形V.S.第三種情形 △χ2＝59 df=1  χ2=3.84 

第二種情形V.S.第三種情形 △χ2＝15 df=1  χ2=3.84 

第四種情形V.S.第三種情形 △χ2＝70 df=2  χ2=7.68 

 

由表46可知，在第四種情形與第三種情形的比較下，△χ2的改變量最大，

表示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互為指向的路徑關係比單指向路徑關係更能增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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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配。因此，我們依循文獻探討的理論而設定有負向回饋圈在這個統計檢定上

是可以接受的。 

雖然，如前所述，無法由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數來判定負向回饋圈成立後的

可能結果（即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的相關係數呈低度或零相關），但若單純以

明顯變項來看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間的皮爾森積差相關，由表 47可看出，兩個

明顯變項間確實是無相關（0.005）。 

 

表47  明顯依變項（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數學成績）間的相關（N＝930人） 

 學習策略 考試焦慮 數學成績 

學習策略 -----   

考試焦慮 0.005 -----  

數學成績 0.243** -0.131** ----- 

註：**表相關係數達 0.01顯著水準 

 

另外，有讀者會質疑，在第四節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時，不是曾得到趨向精熟

目標是四種成就目標中，唯一對數學成績有預測效果的結論嗎？為何此處不以趨

向精熟目標直接指向數學成績，卻仍依Elliot & McGregor（2001）的研究結果，

以趨向表現目標來指向數學成績呢？關於這個疑問的回答如下：若將趨向精熟目

標取代趨向表現目標而指向數學成績，雖然整個模式仍然適配，但是會出現一個

無法解釋的現象，即學習策略對數學成績的結構係數（γ32）將趨近於0，這種結

果是令人難以容忍的，除非我們願意承認數學成績好壞與學習策略一點關係都沒

有。如果我們承認如此，那麼不僅全盤否認過去學者對學習策略具有正向影響學

業成績的結論，而且也否定了部分教育的功能。當然，如果事實上學習策略對台

灣地區的國中生的作用不大，那麼真的值得進一步研究其原因。 

或許有讀者會質疑，上述現象是否是因為本研究設定學習策略與考試焦慮的

雙向箭頭後，導致以趨向精熟目標取代趨向表現目標後，學習策略對數學成績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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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釋力。這個質疑也是多慮了，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否設定學習策略與考試焦

慮間單向、雙向、甚至不設定箭頭，其結果都是一樣，即一旦以趨向精熟目標取

代趨向表現目標後，學習策略對數學成績的解釋力趨近於0。 

上述疑慮經討論後，可以釐清一些觀念。因此，成就目標與本研究所定義的

學習行為間的關係情形，經由結構方程模式的整合後，便可一目了然地瞭解到各

個變項彼此間相對效果的大小為何。由圖7正式模式可知： 

父母及學校教育人員應該鼓勵學生建立趨向精熟目標，雖然趨向精熟目標對

數學成績沒有直接的效果，但卻可提升學生的學習策略（趨向精熟目標對學習策

略的直接效果為0.97），藉由學習策略的改進而間接地促進數學成績表現（學習

策略對數學成績的直接效果為 0.14，趨向精熟目標對數學成績的間接效果為

0.97×0.14＝0.14）。 

另外，一定要避免讓學生產生逃避表現目標及逃避精熟目標，因為這會使學

生在考試時產生考試焦慮（逃避表現目標及逃避精熟目標對考試焦慮的直接效果

分別為 0.58 及 0.36），並會抑制了學習策略的使用，間接導致數學成績的低落

（考試焦慮對數學成績的直接效果為-0.31，逃避表現目標及逃避精熟目標對數

學成績的間接效果分別為0.58×-0.31＝-0.18，及0.36×-0.31＝-0.11）。 

最後有幾點值得注意的，由圖7的模式知，考試焦慮對數學成績的解釋量為

（-0.31）2＝0.096，即9.6％，與Ma (1999)針對考試焦慮對學業成績解釋力的

後設分析結果十分一致，即考試焦慮對學業成績的解釋力不超過 10％。而在學

習策略對數學成績的解釋力上，（0.14）2＝0.02，即 2％，則似乎不如學者所宣

稱的那麼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