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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1)建構一個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並蒐集實際的觀察資料來

驗謹此一模式的適配度: (2)根據觀察資料來建立羅吉式迴歸預潤模式，以預測園中生的

學習成就與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受試者是畫灣北部及中部地區\3所圈中 30 個班級共

780 名學生及他們的班級導師。受試學生接受行動導向量表、行動控制策略覺察量表、

行動控制策略使用量表、和情意反應量表的測量，班導師則接受教師評定量表的施測。

研究結果顯示:(1)本研究根據理論與實徵研究結果所提出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

模式」在整體適配度考驗上雖然卡方值達顯著水準'但是其他七項重要的適配度考驗指

標(如 GFl. AG刊， NFI， NN刊， C刊，叭， RFI 等)都顯示模式與觀察資料可以適配，內在

結構適配度也顯示理想的模式內在品質，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考驗則支持本研究的個定

。 (2)本研究根據實徵資料所建立的二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都能有效預測學習成就和教

師評定的學習適應這二個教標變項:預測變項對二個效標變項的正確區別率分別是 67.95

%和 69.10% .而在預測變項的相對預瀾力上，觀察資料也顯示支持理論丈獻的結果。

關鍵詞:行動控制策略、行動導向、情意反應、學習適應

緒論

學習者特性或初始狀態 (initial s個te) 在教學與學習歷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一

直是教學心理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 Kuhl 與 Kraska ( 1989) 發現過去探討學習者特性

的研究中，以認知、後設認知和動機因素受到最多的探討，而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三大

因素是影響學習結果的重要決定因素。

相對於前述三個因素的備受重視， Snow 與 Swanson ( 1992) 、 Boekaerts ( 1997 )認

為除了認知和情意這兩方面的特性以外，另外個重要的學習者特性一行動控制甘心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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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1 )或稱意志( vo1ition ) ，也應該受到相等程度的注意。事實上，已經有不少學者(

如 Boekae巾， 1994, 1995, 1997 ; Snow, 1989a, 1989b ; Snow & Swanson, 1992) 都極力主張

教學與學習的研究中，行動控制應該被當成重要的學習者特性來研究。因為學習者在學

習情境中所面臨的工作經常是目標導向的工作，而目標導向的工作除了需要動機形成決

策、認知和後設認知技能外，也需要有保護目標或實徹行動意向的意志。

根據 Kuh1 (1985 , 1994) 的行動控制論，在日常生活中個人往往同時有多個目標，

而決定要進行的目標也不見得能夠完成。在個人目標引導的行動中，如果不給予該目標

特別保護的話，在該目標完成的過程裡很容易被其他的目標所取代，因而形成中途而廢

的情形。在學習情境中，這種情形更是經常出現。試想一個兒童決定要完成回家功課(

行動意向確立)並正在進行(行動意向執行) ，此時正在屋外玩球的同學的興奮叫聲(

分心物或外在干擾) ，或許會導致該兒童放棄手邊的工作而加入他們的行列(另一個行

動意向)。因此， Kuh1 (1985) 認為動機只能導致個人的決策(即設定所要完成的目標

) ，至於要確保目標的達成，必須仰賴行動控制的保護。

Como (1989) 根據 Kuh1 的理論，認為過去教學心理學上所注重的動機研究或許只

是決策前的分析 (predecisiona1 analysis) ，意指動機只能影響個人行動意向或目標的確

立，無法保證行動意向的實徹;至於對行動控制的研究則屬於決策後的分析( postdecisiona1 

analysis) ，表示研究者應花一些心力來探討學習者行動意向是否能貫徹，而非只是探討

行動意向的形成歷程。

除了決策歷程的分析之外， Como ( 1989) 更將行動控制的觀點應用到學習情境中。

他認為在學習情境中，行動控制可以當成心理控制歷程的動態系統。此一控制歷程主要

在確保學習者專心注意並引導努力，在面對學習情境中的分心物時，可以協助學習者進

行有效的學習並產生較佳的表現。

綜觀前述可以發現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中非常重要。然而，有系統地探討行動控制

在學習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對學習結果之影響的研究仍不多見。因此，綜合行動控制

理論有關的文獻，探討行動控制對學習結果的影響，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基於前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有下列二項:卜)蒐集行動控制論的有關文獻與

實徵研究，建構一個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並以實際的觀察資料驗證此一模式的適

配度。(二)根據實際觀察資料，建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以預測國中生的學習成就與學

習適應。

文獻探討

一、行動控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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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控制的研究由來已久，最近不少學者將它當成是學習者重要的特性之一(如

Corno, 1986, 1987, 1989, 1993, 1994; Kul祉， 1984, 1985, 1987; Snow, 1989a, 1989b; Snow & 

Swanson, 1992) 。當代有關行動意志研究的基礎是建立在八十年代 H. Heckhausen 的著

作及 Kuhl (1984, 1985, 1994) 的研究上。歸納而言，行動控制論大致上有下列幾項重點

首先，行動控制論認為一個人的動機意向可以用命題網路的方式在長期記憶中表徵

。意向表徵的命題結構包含兩個成份:脈絡 (context，C) 成份和事件(f划，F) 成份。脈

絡包括地點( location,L )和時間 (time，T) ;事件包含主詞( subject,S )和述詞( predic駒，P

) ，而述詞是關係( relation,R )和受格 (object，O) 。

其次，行動控制論認為個人面臨某一情境時，會將該情境加以編碼，此一新編碼的

情境若與長期記憶中某一意向表徵的的脈絡成份相吻合時，則該意向表徵將被送進工作

記憶中。此時，工作記憶進行兩種判斷，一是判斷該意向可否被啟動 (enact) ，一是判

斷自己能否成功地控制該意向的執行。若兩種判斷都得到肯定，則行動控制的策略就會

被召喚出來，以保護此一意向。

再其次，根據前面所述，行動控制策略的運用是個人能否貫徹目標的重要觀測指標

。就 Kuhl ( 1985) 而言，行動控制策略包含主動的注意選擇 (active attentional selectivity 

)、編碼控制( encoding control )、情緒控制( emotion control )、動機控制( motivation 

control) 、情境控制 (environment control) 、和訊息處理的精簡 (parsimony of 

inform的ion-processing) 等六種策略。

最後，個人能否賈徹行動意向或執行行動控制策略會受到動機維持系統( motivation 

mainttenance system, MMS) 的影響。動機維持系統代表個人的意志功能，它受到個人的

行動導向 (action orientation) 或狀態導向 (state orientation) 特質的影響。行動導向者較

能聚焦於行動意向上，傾力執行行動意向;狀態導向者則聚焦於現在、過去、或未來的

狀態上，無法有效執行行動意向。因此，行動導向者有較佳的意志功能，而狀態導向者

的意志功能較差。

綜觀前述，個人是否能在目標(行動意向)確立之後，發揮意志(動機維持係統)

功能排除各種干擾，保護該目標直到完成，和行動導向或狀態導向特質及行動控制策略

的運用有密切關係。

二、行動導向對狀態導向

前已述及，行動導向或狀態導向會影響個人的動機維持系統，也影響其行動控制策

略的運用。行動和狀態導向是 Kuhl 於 1972 年進行大規模 TAT 測驗時，所發現的兩種相

對的心理特質。行動導向是指個體能聚焦於真實的行動意向上，傾力於行動意向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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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導向是指個體過度聚焦於現在、過去或未來的狀態上:花太多的時間反調(

ruminating) 過去的失敗經驗、太過注意外在焦點、對於行動意向猶豫不決( vacillating ) 

等。

根據 Kuhl (1994) 的觀點，行動導向可以激發動機維持系統以促進行動意向的啟動

，而狀態導向則對動機維持系統有所傷害。動機維持系統事實上是個體的意志功能，所

以行動導向有助於意志功能，而狀態導向有害於意志功能。狀態導向對動機維持系統的

傷害主要是三個成份:思考固著( preoccupation )、猶豫不決 (hesi個tion) 、反覆無常(

volatility )。

思考固著是個體意向的行動成份惡化，或是意向表徵的受格成份未界定清楚，即個

人不知如何完成目標。當個人經歷失敗情境時，思考固著會驅使其不斷反餌，無法迅速

從此一失敗情境中脫離。對失敗經驗的反動也經常伴隨著不可控制的認知和負向的情緒

反應。這種不利的認知和情緒使得個體無法從失敗情境中撤離，去執行另一個行動意向

。由於思考固著經常與失敗的情境有關，所以也稱為「失敗關聯的狀態導向 J (faìlure

related state orientation ) 

猶豫不決是個人意向表徵的主詞或閱係成份未界定清楚，即行動者不知自己是否真

正確認行動意向，因而導致搖擺不定的狀態導向。前述的思考聞著對意志功能的傷害，

主要是透過固著的認知和負向的情緒，而此處的猶豫不決對意志功能的傷害則是意向啟

動難度闌限( threshold )的提高。根據 Kuhl 的觀點，當意向的啟動難度提高，個體就無

法對該意向進行意志的支援，而行動控制策略也就無法介入。由於猶豫不決經常與個體

下決定啟動行動意向有闕，所以也稱「決定關聯的狀態導向 J (decision-related state 

orientation ) 

反覆無常是指個體經歷成功的、愉快的經驗之後，無法停留其間，輕易的就受到其

他行動意向的平擾。 Kuhl 認為反覆無常是因為個體太過於外在聚焦，以致無法保持成功

的愉快經驗。由於反覆無常和表現有闋的情境經常相聯結，所以也稱為「表現關聯的狀

態導向 J ( performance-related state orientation )。

Kuhl ( 1994) 回顧 1981 '" 1993 年間，多位研究者所發表的數十篇針對行動導向和狀

態導向受試者所做的比較研究，發現狀態導向者比行動導向者對負面事件做較多的思考

、比較被動，並減少自動化的行為、較無法依情境需求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的行動意向上

、優柔寡斷、無法立即下決定、無法完成自己喜好的活動、行動控制策略比較差、無法

啟動行動意向、過度堅持無法執行的行動意向等。

在國內的研究方面，陳麗芬(民 84 )以國小、國中、高中、和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

中，發現越傾向行動導向者其知覺的學習困難情形越低，而且比較能善用動機及資源經

營等行動控制策略，也較常運用認知、考試等學習策略。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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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行動導向者的學習適應較佳，而且受試者的行動導向分數

能顯著預測其行動控制策略的知識和行動控制策略的使用情形。

三、行動控制策略

根據行動控制論，行動控制策略是用來保護行動意向(目標)的技巧，也是目標與

結果闊的重要中介變項。 Kuhl (1985) 區分六種行動控制策略: (1)主動的注意選擇策略

，即對與行動意向有關的訊息給予選擇性注意。此舉有助於促進行動意向的訊息處理，

並且抑制競爭傾向的訊息處理。 (2)編碼控制策略，指對與行動意向有關的訊，息特性做選

擇性的編碼。 (3)情緒控制策略，指對破壞行動意志的情緒狀態加以抑制。 (4)動機控制策

略，指當追求目標的過程中，若發現自己動機不夠強時，透過思考該目標完成與未完成

的後果來加強自己的動機。 (5)情境控制策略，指透過環境控制來保護自己的行動意向，

例如透過社會承諾來幫助自己完成行動意向。 (6)訊息處理的精簡策略，意指訊息處理時

停止規則的界定。善用此策略者會避免使用讓訊息處理系統負荷過重的策略，或選擇暫

停一段時間以使自己重生精力。

Kuhl ( 1984, 1985) 的行動控制論最初是用來解釋個人對自己行為的自我調整。 Como

(1989, 1993) 則將 Kuhl 的理論進一步擴展到學習情境中。 Como ( 1993) 歸納學習情境

的特性，認為在課室中有四種情況必須使用行動控制:首先，當學生在沒有選擇其他行

動的自由之下被要求來完成工作，此時其他的興趣或主觀的價值或許會和前述工作意向

競爭，而且注意力也會被分割。其次，當課室中有大量的「噪音」時，學生完成工作的

目標將會被平擾。再其次，當學生面對的工作是過去做過的，而且過去在此工作上的表

現並不理想時，過去不佳的表現可能會平擾行動的意願。最後，當學生相信自己有能力

完成該工作時，行動控制就會被召喚出來。這四種情境可以說是學習者面臨學習情境時

經常會遭過到的情況。 Como ( 1989) 並根據依學習情境的特性，將行動控制策略區分成

內隱控制策略與外顯控制策略兩大領域。內隱控制包含認知控制、情緒控制與動機控制

三類;外顯控制包含工作情境控制與他人控制兩頰。

前已述及，雖然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中非常重要，但是有系統地探討行動控制在學

習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及對學習結果的影響的研究仍不多見。在相關研究方面，

Pintrich 和 Schrauben ( 1992 )在文獻回顧中，發現動機囡素和意志歷程有密切關係，如

精熟目標導向者較專注於學習工作，努力程度也比較高 o Karaben ick 和 Knapp ( 1991 ) 

發現資源經營和時間經營兩個意志變項和學習策略有密切關係'在遭遇困難時也較會尋

求協助，而尋求協助和努力程度也呈正相關。 Menec 和 Schonwetter ( 1994 )發現行動導

向者有較佳的情緒控制策略，較不會因平擾而中斷工作，考試時較不會有認知干擾，學

習表現也較好。 Kuhl (1984) 發現行動導向者訊息處理策略較佳，而且情緒控制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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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Beckmann 和 Kuhl ( 1984) 的研究也發現行動導向者動機控制較強。 Bumstein ( 1994 

)發現行動導向者在工作失敗後仍能保持情緒的穩定，也可以嘗試改變不同的解決策略

;但是狀態導向者在面對失敗時，容易產生負面的情緒反應，對自己失去信心，不會想

要去嘗試其他的解決策略。 Bossong ( 1994) 以高中生為對象的研究也發現行動導向者比

較能精準地執行計畫。

在國內的研究方面，吳靜吉和程炳林(民 82 )以中小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精

熟目標導向、工作價值、自我效能、期望成功等這些動機因素和環境經營、時間經營、

努力經營、尋求協助等行動控制策略有顯著的正相闕，而且這些行動控制策略和中小學

生的學業成就也都有密切的正向關係。陳麗芬(民 84 )發現行動導向受到學習困難的負

面影響，但是行動導向則正向影響學習策略的使用。程炳林(民 84 )以國中學生為對象

的研究中，發現行動控制策略是自我調整學習歷程中的重要成份，在目標設定之後，排

除外在的分心物及平擾，保護已經設定的目標直到完成，並且直接影響認知和後設認知

等學習策略的使用及學習成就。此外，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以國中生為對象的研究

中，進一步發現教師評定的高學習適應學生有較佳的行動控制策略知識，也比較常連用

行動控制策略;而且行動控制策略的知識、策略運用與受試者的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有

密切關係 o 受試者的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可以聯合預測其行動控制知識和行動控制策略

的使用，所能解釋的變異量分別是 45.32% 和 56.44% 。

四、情意反應

從前述的文獻可知，行動導向、行動控制策略和個人的情意反應(含動機和情感反

應)有密切關係。根據 Bandur叫 1986， 1991 )、 McCombs (1988,1989 )、 Paris 和 Byrnes (1 989 

)、 Wigfield ( 1994 )等學者的觀點，在學習情境中，情意反應通常來自個人對於學習結

果與自身能力的自我評鑑。情意反應會影響個人對其後行動意向的設定與行動控制策略

使用，也會影響個人從事相類似學習工作時的表現。本研究綜合有關的理論，認為正向

情感、負向情感、價值、和期望是學習歷程中，影響行動控制策略和學習表現的重要變

項，也是和行動導向關係密切的變項。

情感反應在學習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Bandura (1986， 1991) 認為個人對自己表現

水準的情感自我反應可以產生自我誘因，此一自我誘因會引導個人設定更高的目標、採

用更有效的策略等。 Klinger( 1982) 認為情感反應是評鑑回饋的表徵。情感反應必有其

對象(人、事、物或情境) ，而且是個人經過對該對象評鑑之後的一種內在的訊號( signal 

)。就情感反應的向度而言， Klinger 認為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是比較強的向度。

Weiner (1987, 1992) 認為情感會調節個人的思考與行動。人類普遍存有五種情感:

生氣 (anger) 、憐憫 (pity )、內疚( guilt) 、感激 (g削itude) 與羞愧 (shame)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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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情感經常因為個人對於成敗原因的不同知覺而產生，也因之影響其後可能採取的行

動傾向。 Schneider ( 1987 )在探討與成就行為有關的情感反應之後，認為在目標導向的

工作中，回饋與情感反應會互相聯結。透過回饋，學習者會進行自我評鑑，並因而產生

情感反應。若是學習者學習成功，給予回饋會誘發他的正向情感反應如喜歡(joy) 、光

榮 (pride) 、興奮等。若是學習者學習失敗，給予回饋會誘發學習者的負向情感反應如

悲傷 (sadness) 、生氣 (anger) 、羞愧 (shame) 等。

綜合前述的文獻可知，情感反應在學習歷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學習情境中

，情感反應通常來自個人對於學習結果的自我評鑑。情感反應會影響個人對其後行動意

向的設定、策略的運用、和行動的表現。就情感反應的向度而言，多數學者都認為正向

與負向情感是比較強的向度。在正向情感中，滿意、愉快、光榮、興奮、喜歡等可能是

學習者在學習情境中較常經歷的情感反應。而在負向情感中，生氣、羞愧、失望、難過

、憂慮、等可能是學習者在學習情境中較常經歷的情感反應。

價值和期望對學習的影響早為學者所重視。如 Bandura ( 1986 )強調工作價值評估的

重要性， Pintrich ( 1989 )認為價值和期望是學習歷程中最重要的兩個動機成份。價值是

指學習者為何從事某項學習工作的理由，期望則是學習者對某項學習工作是否能成功的

預期。此外， Wigfield ( 1994 )也認為期望成功和工作價值是學習歷程中最重要的動機變

項。

價值文稱工作價值 (task value) ，是指學習者為何要從事某一學習工作的原因，包

含對學習工作知覺的重要性、效用性、和對學習工作的興趣( Pintrich, 1989) 0 Meece 和

Blumenfeld ( 1988 )發現工作價值影響學習者策略的使用， Ames 和 Archer ( 1988 )發現

工作價值較高者會投入較多的努力，並使用較多的策略。

期望叉稱期望成功，是指學生在某→特定工作中，對於成功或失敗機率的信念(

Pintrich, 1989) 0 Pintrich ( 1986 )發現期望成功較高者使用較多的策略; Pokay 和 Blumenfeld

(1 990 )發現期望成功與學習成績有正相關，而 Wigfield ( 1994 )則認為期望成功與學

習表現有很強的聯結，他同時認為期望成功和工作價值是學習歷程中最重要的動機變項

綜合前述的理論文獻與實徵研究，本研究認為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有密切關係'行

動導向也會對學習者的行動控制策略產生直接效果;其次，情意反應對學習者的行動控

制策略和學習結果會有直接效果，並透過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者的學習結果有間接效果

;最後，學習者的行動控制策略使用將會對其學習結果產生直接效果。

五、名詞釋義

(一)行動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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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導向是指個體將注意力集中在真實的行動計畫上，傾力於行動意向的啟動、執

行、和貫徹。行動導向者在面臨需要做決定或啟動決定時，不會猶豫不決;面對失敗經

驗或與成就無關的不愉快經驗時，不會反興這些失敗的經驗;經歷成功的經驗後，能保

持成功經驗的感受，杜絕其他行動意向的干擾。本研究以受試者在程炳林和林清山(民

87)所編的行動導向量表上的得分代表其行動導向分數。該量表包含決定、失敗、表現

三個分量表，受試者得分越高，表示其越傾向行動導向;反之，則傾向狀態導向。

口行動控制策略

行動控制策略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用來保護學習意向(或目標) ，避免其他

行動意向干擾，使學習目標得以完成的思考或行為。本研究以受試者在林清山和程炳林

(民 86) 所編的行動控制策略量表上的得分表示其行動控制策略分數。受試者在行動控

制策略量表上可得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四種分數。受試者在認知

控制上得分越高，表示他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與學習意向有關的特定訊，粵、之上;在情意控

制上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面對學習意向受到平擾時，能增強動機、抑制情緒以確保學

習意向的達成;在情境控制上得分越高，表示他能排除情境中平擾學習意向的不利因素

，以實徹學習目標;在他人控制上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能尋求他人的協助以保護學習

目標的達成。

~情意反廳

情意反應包含價值、期望、正向情感、和負向情感四個變項。本研究以受試者在林

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所編的情意反應量表(含價值、期望、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四個

分量表)上的得分代表其情意反應分數。受試者在價值分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示他越

覺得學習工作是有用處的、對他是重要的，而且他也對學習工作有興趣;受試者在期望

分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示他越希望能從學習工作中學到新知識，越期望自己在學習上

表現得好，也越預期自己可以精通學習工作的內容;受試者在正向情感分量表上得分越

高，表示他越喜歡學習工作、滿意學習的內容、樂於從學習工作中吸收新知，而且對於

自己的學習表現感到滿意;受試者在負向情感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表示他越會擔心自己

的學習能力不足、學習表現不如同儕、對自己的學習表現失望。

個學習成就

本研究以受試者八十六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代表其學習成就。計分時，以

班級為單位，將受試者的學習成就轉換成 T 分數。受試者分數越高，表示其學習成就越

高;反之，則學習成就越低。

因教師評定

本研究以受試者在其導師所做的教師評定量表上的得分代表其教師評定的課室適應

分數。受試者的教師評定分數也是以班級為單位轉換成 T 分數。受試者得分越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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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教師評定的課室適應能力較高，即能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專心並堅持於學習工作、

對學習活動有自信、能如期完成規定的作業、遭過困難時會主動尋求協助、對學習結果

能情感、自我反應;反之，則表示其教師評定的課室適應能力較低。

關學習適應

本研究以受試者的學習成就和教師評定兩項 T 分數代表其學習適應。受試者得分越

高表示其學習適應越好;反之，則學習適應越差。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抽選臺灣北部及中部地區 13 所圈中一到三年級學生 780 人及他們的導師共

30 位做為研究樣本。學生樣本中，女生有 393 人，男生有 387 人;國一是 290 人，國二

有 263 人，國三是 227 人，樣本中不包含特殊學生。

二、研究工具

(一)行動導向量表

行動導向量表是程炳林和林清山(民 87 )參考 Kuhl 的 1985 年版本和 1990 年版本

的行動導向量表所編製，包含決定、失敗、表現三個分量表，決定和失敗分量表各有 12

題，表現分量表有 6 題，全量表共為 30 題。本量表的題目採取強迫選擇式，題幹都是陳

述學習者在學習情境中可能面臨的事件。每個題目都有二個選項，一為行動導向，一為

狀態導向。

根據程炳林和林清山(民 87 )以 522 名國中生為樣本的研究，本量表的內部一致

性 Cronbachα信度係數介於.51 -- .70 之間，折半(斯布公式校正)信度係數在.52-- .68 

之間，間隔二週的重測信度 (N=74 )介於.83-- .88 之間。

本量表計分時，選擇行動導向答案者給 1 分，選擇狀態導向答案者給 o 分。受試者

在本量表上得分越高，表示他越傾向行動導向，反之則傾向狀態導向。本量表的施測大

約需時的到 20 分鐘。

已府動控制策略量表

行動控制策略量表由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參考 Kuhl (1984， 1985， 1987， 1994) 和

Como ( 1989) 對行動控制策略的分類所編製的，包括行動控制策略覺察量表和行動控制

策略使用量表。前者在測量受試者的行動控制策略知識，後者在測量受試者行動控制策

略的使用情形。兩個行動控制策略量表各包含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

制四個分量表。這兩個量表各有 20 題，行動控制策略覺察量表每個分量表各有 5 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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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控制策略使用量表的認知、情意、情境、他人控制四個分量表依序是 5 題、 6 題、 5 題

、 4 題。

在題目型式上，行動控制策略覺察量表採二選一的選擇題型式。每個題目的題幹都

是描述學習意向受到干擾的情形，每個題目之下都有二個選項，其中一個是不正確或非

行動控制的反應，一個則是表現出行動控制的反應。受試者選擇行動控制反應者得 l 分

，選擇不正確或非行動控制的反應得 0 分。受試者得分越高，表示其行動控制策略知識

越高，反之則越低。行動控制策略使用量表採 Likert 七點量表形式作答， 20 個題目全部

為正向題，受試者圈 7 給 7 分，圈 6 給 6 分， ... ，圈 l 給 l 分。受試者得分越高，表示

其行動控制策略的使用情形越好，反之則越差。國中學生做完兩個行動控制策略量所需

的時間大約是 5 到 10 分鐘之間。

兩個行動控制策略量表共八個分測驗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係數在.50-.84 之間

，折半信度(斯布公式校正)係數介於.45 - .86 之間，間隔二週的重測信度 (N=74 )在.74

- .89 之間。

(.=)情意反應量表

本量表是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綜合 Bandura ( 1986,1991 )、 Klinger ( 1982 )、

Weiner (1987， 1992) 、 Schwarz ( 1990 )和 Schneider ( 1987 )等學者之觀點所編製的，

量表包含價值、期望、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四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各有 5 題，全量表

共 20 題。

在題目型式上，本量表採 Likert 七點量表形式作答，受試者圈 7 給 7 分，圈 6 給 6

分， ...... ，圈 1 給 l 分。受試者在價值分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示他越覺得學習工作是

有用處的、對他是重要的，而且他也對學習工作有興趣;期望分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

示他越希望能從學習工作中學到新知識，越期望自己在學習上表現得好，也越預期自己

可以精通學習工作的內容;在正向情感反應分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示他越喜歡學習工

作、滿意學習的內容、樂於從學習工作中吸收新知，而且對於自己的學習表現感到滿意

;在負向情感反應分量表上得分越高，則表示他越會擔心自己的學習能力不足、學習表

現不如同儕、對自己的學習表現失望。國中學生做完本量表 20 個題目所需的時間大約是

5 分鐘到 10 分鐘之間。

根據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的實徵研究，情意反應量表四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信度係數介於.73 - .88 之間，折半信度(斯布公式校正)係數在.74- .90 之

間，間隔二週 (N=74 )的重測信度係數則介於.84- .89 之間。

個教師評定量表

本量表是由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以 Corno (1993 , 1994) 、 Zimmerman ( 1994 ) 

、和 B1ackwell ( 1991 )的觀點為主要依據，並參考程炳林(民 84 )所編的評定量表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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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用來測量國中生的課室適應情形。本量表共有問題，每個題目都陳述學習者在課

室中可以觀察到的行為，題目右邊都有一個 0- 100 分的量尺。作答時，由班級導師就

平時的觀察，針對班上每位學生進行評估。全量表 10 題合計之後除 10 為受試者在本量

表上的得分。受試者在本測驗上得分越高表示其課室學習適應越好，即能積極參與課室

的學習活動、專心並堅持於學習工作、對課室的學習活動有自信、如期完成教師規定的

課後作業、遭遇學習困難時會主動尋求教師或同儕協助、對學習結果能情感自我反應;

反之，則表示學習適應越差。

本量表以 522 名受試為樣本所進行的項目分析及信、效度考驗結果顯示(林清山與

程炳林，民 86) 全量表 10 個題目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係數是.95 ;折半信度係數

(斯布校正)為.96 ;問隔三週的重測信度係數 (N=35 )是94 。

三、理論模式的建構

←)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

本研究者根據有關的文獻，建構一個包含行動導向、情意反應、行動控制策略、學

習適應四個潛在變項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根據行動控制論 (Kuhl， 1985, 1994 

; Corno, 1989, 1994) 的觀點，行動導向是指個體將注意力集中在真實的行動計畫上，傾

力於行動意向(目標)的執行。狀態導向是指個體把注意力集中於現在、過去、或未來

的狀態上:花較多的時間反興過去的失敗經驗、太過外在聚焦、對於行動意向猶豫不決

等。因此，行動導向者將比較能激發自己運用行動控制以完成行動意向。基於此，本研

究假定行動導向對行動控制策有直接的效果，並透過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產生間接

的效果。

其次，行動控制論 (Kuhl ， 1985, 1994 ; Corno, 1989, 1994) 認為行動控制策略的使用

是個人目標能否完成的重要觀測指標 o 行動導向者在目標確立之後會傾全力運用個人所

有的資源，包括內在的認知、情意和外在的情境、他人控制等策略來完成目標，而這些

行動控制策略將對行動的結果產生直接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假定學習者的行動控制策

略會對其學習適應產生直接的效果。

最後，有關學習策略的理論和研究(如: Boekae巾， 1997 ; Garcia & Pintrich, 1991 ; 

林建平，民的;張景媛'民的;吳靜吉、程炳林，民 82 ;程炳林，民 84 )大致都發現

學習者個人的情意變項對學習適應有直接和間接的效果。直接效果是指學習者個人對於

學習工作的價值感愈高、愈期望在學習工作上表現成功、對學習工作持較正向情感者，

其學習適應也愈佳。間接效果則指學習者個人的動機愈強、情感反應愈正向者，傾向會

採用較多的策略以提高學習表現。因此，本研究假定學習者的情意反應對其行動控制策

略與學習適應有直接效果，情意反應並透過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產生間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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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行動控制理論和相關的研究結果，挑選 11 個觀察變項做為行動導向、情

意反應、行動控制策略、學習適應這四個潛在變項的測量指標。以下分述之:

行動導向的測量指標包括決定和表現兩個指標。這二個指標直接採計受試者在行動

導向量表(程炳林、林清山，民 87 )上的決定分量表和表現分量表的得分。行動導向量

表原本包含決定、表現、失敗三個分量表，但是不管國內、外的研究(如 Boekae巾， 1994 

; Kanfer, Dugdale, & McDonald, 1994 ; Kuhl, 1994 ;程炳林、林清山，民 87) 都發現失

敗分量表與表現分量表間的相關非常低。基於測量指標「單向度 J ( unidimension )的原

則 (Anderson & Gerbi嗯， 1988) ，所以本研究只取決定和表現二者做為行動導向的測量

指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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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反應的指標有三個:價值、期望和正向情感。這三個測量指標是採計受試者在

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所編製的情意反應量表上，價值、期望、正向情感三個分量表

的得分。情意反應量表原有價值、期望、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四個分量表，但是根據林

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的研究，發現負向情感與正向情感兩個分量表並無相闕，而且負

向情感與價值、期望這兩個分量表的相關也不高。此外，林清山與程炳林(民的)的研

究也發現相同結果。因此，基於單向度的考慮，本研究只取價值、期望、和正向情感三

者做為情意反應的測量指標。

行動控制策略的指標有四: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這四個測

量指標的計算方式都相同，即將受試者在行動控制策略覺察量表(林清山、程炳林，民

86) 上的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四個分量表的得分，與行動控制策

略使用量表(林清山、程炳林，民 86) 上四個相同分量表的得分各自轉換成 T 分數之後

，兩兩相加而得。

學習適應的測量指標包含受試者的學習成就和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情況。學習成就

採計受試者第二次段考成績，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狀況則合計受試者在教師評定量表(

林清山、程炳林，民 86) 上的總分。在分數的處理上，這兩項分數都是以班級為單位各

自轉換成 T分數。本研究所建構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請參見圍一。

表一 本研究的兩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

模式一 模式二

效標變項 學習成就 教師評定

預測變項 決 定 決 定

失 敗 失 敗

表 現 表 現

價 值 價 值

期 望 期 望

負向情感 負向情感

正向情感 正向情感

認知控制 認知控制

情意控制 情意控制

情境控制 情境控制

他人控制 他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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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

為了進一步預測受試者屬於高成就者或低成就者的機率，本研究以實際的觀察資料

建立二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這二個預測模式分別以學習成就和教師評定二者為效標

變項，以表現、決定、失敗、價值、期望、正向情感、負向情感、認知控制、情意控制

、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等變項做為預測變項(見表一)。

預測變項和效標變項的測量與計分同前，但是二個效標變項採 Boekaerts ( 1994 )的

方式，各自以中位數為區分點，分成高、低得分組。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在觀察資料蒐集與登錄完成後，即以 LISREL 8.12a 和 PRELIS 2.03 統計套裝

軟體驗證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的適配度及參數估計，並以 SPSSWIN 統計軟體進行

羅吉式迴歸分析。本研究的統計顯著水準定為α=.05 。

研究結果

一、「圈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之過配度考驗

本研究首先以 780 名國中學生為觀察樣本，進行「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與觀

察資料的適配度考驗。由於本研究的觀察資料並未符合多變項常態分配( multivariate 

normality distribution )的假設 ( X 2=319.57, p<.05) ，所以採用 Jöreskog 和 Sörbom ( 1993a 

)所建議的一般加權最小平方法 (generally weighted least叫ua間，WLS) 做為參數估計與

模式適配度考驗的方法。

←蠣式的適配度考驗

表三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的卡方考驗得 x 2{39)= 

1 84.99，p<.肘，已經達到.05 的顯著水準。這顯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的H。假設必須

拒絕，即本研究所提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與觀察資料並未適配。然而，理論模式

的 X2值會隨著樣本數的增加而變大的缺點在許多文獻中已經獲得證實( Bentler & Bonett, 

"的; Marsh, Balla & McDonald, 1988; Marsh & Hocevar, 1985) 。因此，本研究除進行卡方

考驗外，也參酌其他重要的適配度指數(Jöreskog & Sörbom, 1993c) 來評鑑理論模式與觀

察資料的適配度。

根據表三所示，本研究進行模式考驗所得的 GFI 指數是 O.嗨，調整後的 AGFI 指數

為 0.97 。另外，五項與基準模式 (baseline model) 比較而得的適配度指數 NFI 、 NNFI 、

CFI 、 IFI 、 RFI 依序是 0.97， 0.97,0.98, 0.98, 0.96 '都非常接近 1 '這些結果顯示本研究所

提出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與實際的觀察資料可以適配，即「國中生學習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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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模式」應可用來解釋實際的觀察資料。因此，前述的卡方統計量之所以達到顯著水

準，或許是本研究所蒐集的樣本數比較大 (N=780) 的緣故。

表二 十一個觀察變項之積差相關條、數短陣 (N=780)

觀察變項 2. 3. 4. 5. 6. 7. 8. 9. 10. 11. 

1.Z忍氣控制 1.00 

2.情意控制 .56 1.00 
3情境控制 .58 .60 1.00 

4.他人控制 .60 .60 .61 1.00 

5學習成就 .34 .14 .22 .37 1.00 

6.教師評定 .38 .25 .36 .43 .75 1.00 

7.決 定 .37 .50 .39 .41 .14 .18 1.00 

8.表 現 .30 .18 .30 .27 .21 .22 .17 1.00 

9.價 值 .46 .58 .48 .53 .21 .27 .33 .15 1.00 

10.期 望 .42 .43 .44 .48 .3 1 .35 .22 .19 .59 1.00 

11正向情感 .41 .58 .40 .49 .15 .22 .34 .13 .75 .50 1.00 

表三 r I蜀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的整體過配度考驗

x2 GFI AGFI NFI NNFI CFI 
瓣噎 184.99 .98 

df 39 

p <.05 

.97 .97 .97 .98 

m-m 
問
-
M

除了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整體適配度之外，本研究也從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

的組成信度、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估計參數的顯著性考驗、和標準化殘差值等

幾方面，進一步評估理論模式的內在品質，即內在結構適配度。

表四是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 11 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與四個潛在變項的組

成信度、平均變異抽取量。個別項目信度在反映以某一觀察變項做為某一潛在變項的測

量指標時，該觀察變項測量誤差的大小;組成信度表示某一-潛在變項所屬的測量指標全

體的測量誤差;平均變異抽取量是某一潛在變項對所屬的測量指標所能解釋的變異百分

比。根據 Bagozzi 和 Yi (1988) ，這三項指標都反映研究者挑選測量指標的恰當程度，

其評鑑的標準分別是個別項目信度在.50 以上、組成信度在.60 以上、平均變異抽取量在.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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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個別項目信度及潛在費項的組成倍廈、平均變異抽取量

變 項 個別項目信度 組成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

行動控制策略 .89 .67 

認先控制 .60 

情意控制 .73 
情境控制 .65 

他人控制 .70 

學戳適應、 .87 .77 

學習成就 .61 
教師評定 .93 

行動導向 .41 27 

決 定 .39 

表 現 .1 5 

情意反應 .87 .69 
價 值 .82 

期 望 .54 

正向情感 .72 

在個別項目信度方面，觀察資料顯示(表四)在 11 個觀察變項中，除了行動導向的

決定和表現這兩個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分別是39 和.15 低於.50 以外，其餘九個觀察變項

的個別項目信度介於.54-- .93 之間，全部都在.50 以上。就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而言 r

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共有行動控制策略(η1) 、學習適應付 2) 、行動導向(f 1) 、和

情意反應( f 2) 四個潛在變項，這四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依序為.紗，肘， .41, .87 • 除

了行動導向以外，其餘三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都在.60 以上。在平均變異抽取量上，

理論模式四個潛在變項行動控制、學習適應、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的平均變異抽取量

各為 .67，.77， .27, .69 ·也是除了行動導向稍低以外，其餘三個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

量都在.50 以上。

在估計參數的顯著性考驗上，觀察資料(表五)顯示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所要

估計的 27 個參數中，只有三個估計參數未達.05 的顯著水準，分別是:潛在變項「情意

反應」對「學習適應」的直接效果( r 22= 肘， t= 1.I 4，p>.05) 、潛在變項「行動控制」

所無法被解釋的殘差("'" =.03，但 .62， p>.05) 、和觀察變項「教師評定」的測量誤差(

ε “=.07， t=.93 , p>.05) 。除了這三個估計參數以外，其餘 24 個估計參數都達到.05 的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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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圈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所有估計參數的顯著性考驗

參數 估計值 標準誤 t fi直 標準化估計值

^y\\ 1.00 .78 

丸 y2\ 1. 10 0.03 38.83* .85 

^ y31 1.04 0.03 36.94* .81 

λy4\ 1.08 0.03 39.24' .84 

λyS2 1.00 .78 

λ y62 1.24 0.07 18.82* .97 

^xll 1.00 .62 

λx21 0.61 0.06 10.47* .38 

λx32 1.00 .90 

λx42 0.81 0.02 33.62* .73 

λ 的2 0.94 0.02 43.04' .85 

γ11 0.92 0.20 4.56* .74 

γ12 0.28 0.10 2.84' .32 

r 22 0.07 0.06 1. 14 .08 

β21 0.46 0.07 6.32' .45 

~II 0.39 0.05 7.13' 1.00 

。22 0.82 0.02 37.65* 1.00 

。12 0.37 0.03 13 .41' .66 

ε11 0.40 0.06 6.94' .40 

ε22 0.27 0.06 4.83* .27 

ε33 0.35 0.06 6.18' .35 

ε44 0.30 0.06 5.36' .30 

ε 5S 0.39 0.06 6.19' .39 

ε “ 0.07 0.07 0.93 .07 

δI1 0.61 0.07 8.22' .61 

δ22 0.85 0.06 14.68' .85 

δ33 0.1 8 0.06 3.29' .18 

δ 科 0.46 0.06 7.85' .46 

δ 5S 0.28 0.06 4.97' .28 

\11 11 0.03 0.04 0.62 .04 

\1122 0.44 0.03 16.33' .73 

註:末列標準誤者為參照指標，是限制估計參數 o p< .05 



18 教育，心理學報

此一結果大致符合「估計參數必須達顯著水準」的模式內在品質適配標準。

最後，從表六的標準化殘差矩陣可以發現大約有 64%的標準化殘差之絕對值大於 2.58

。由於標準化殘差所反映的是觀察資料的共變數矩陣 S與複製出來的共變數矩陣Z之間

的差異情形，而本模式所得的標準化殘差值有不少都大於 2.58 '且這些殘差值幾乎全為

負值。此一結果顯示，本研究觀察指標之間的共變數似乎都比理論上的共變數要來得小

，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表六 圈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棋式的標準化殘差短陣

觀察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認虹控制 0.00 

2情意控制 -6.98 0.00 

3情境控制 -3.78 -6.52 0.00 

4.他人控制 -4.04 -8.24 -5.12 0.00 

5.學習成就 1.21 -9.02 -4.92 1.73 0.00 

6.掰髒定 -0.55 -8.09 -2.54 0.79 -0.58 0.00 

7決定 -4.48 -0.81 -4.54 -4.75 -3.29 -4.06 

8表現 0.76 -6.30 0.33 -1.88 2.38 1.48 -7.20 0.00 

9價值 -5.56 -3.67 -6.02 -5 .26 -5.33 -7.63 -3.04 -3.13 

10.期望 -2.13 -4.05 -2 .2 1 -1.1 5 2.28 1.87 -3 .55 0.00 -6.88 0.00 

11正向情感 -5.89 -0.83 -6.86 -4.90 -6.33 -7.16 -0.71 -3.30 -5.30 -7.49 O.∞ 

已)模式各潛在變項聞之教果

除了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考驗與模式內在晶質的評鑑以外，仍需進一步比較各變項之

間的效果，才能深入暸解變項間的關係。在本研究所建構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

」中，行動導向、行動控制策略、情意反應、學習適應等四個變項是潛在變項。本研究

根據行動控制理論與相闋的研究結果所提出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中，假定行動導

向對行動控制策略有直接的效果，也透過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產生間接的效果;情

意反應對行動控制策略和學習適應有直接效果，也透過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產生間

接的效果。此處將從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全體效果三方面來說明。

理論模式中各變項間的直接效果即為徑路係數，也就是模式所要估計的參數。圖二

中所列者是本模式根據觀察資料估計所得的完全標準化係數值 (corn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 。圖二顯示，行動導向對行動控制策略的直接效果 (γ11=.74， p<.05) 、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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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對行動控制策略的直接效果(引2 = .32, p<.05) 、和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的直接

效果 (β21 = .45, p<.05) 這三者達顯著水準，但是情意反應對學習適應的直接效果 (γ22

= .08, p>.05 )卻未達.05 的顯著水準。

進一步對照標準化的徑路係數值可以發現:觀察資料顯示行動導向、情意反應越傾

向正向者，其連用行動控制策略的情形越好;而行動控制策略的運用越佳者，其學習適

應也越好。若比較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對行動控制策略的直接效果，可以發現行動導向

對行動控制策略的效果要比情意反應對行動控制策略的效果來得大些。此一結果大致符

合行動控制論的觀點。

.61 * .85* .40* .27* .35 * .30* 

.1 8* .46* .28* .39* .07 

圖二圈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棵準化參數值

(吉主. .表示參照指標，是限制估計參數。.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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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量方面，觀察資料(圖二或表五右下方)顯示: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兩個潛

在變項一共可以聯合解釋行動控制策略大約 96% 的變異量，無法解釋的殘差大約只有 4

% (\1111=.04) 。然而，行動控制策略和情意反應這兩個潛在變項對學習適應大約只能解

釋 27%的變異量，無法解釋的殘差高達 73% (\1122 = .73 )。前一項結果支持行動控制論

的觀點，但是後一項結果卻也顯示學習適應的影響來源並非只是行動控制和情意反應而

己，而這也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在間接效果方面，本研究假定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這兩個潛在變項透過行動控制策

略對學習適應會有間接的效果。根據實際觀察資料所得之結果(表七) .行動導向和情意

反應對學習適應的間接效果值都已達 .05 的顯著水準( t=3.75，t=2.57，戶.05 )。若比較

標準化的間接效果值，可以發現行動導向對學習適應的間接效果值( .74 x .45 =.33 )要比

情意反應對學習過應的間接效果值 (.32x .45=.15 )要大一些。

表七潛在變瑣的間接效果反顯著性考輯

潛在變項 行動導向 情意反應

學習適應 WLS 估計值 0.42 0.13 

標準誤 0.11 0.05 

t 值 3.75 2.57 

標準化效果值 0.33 0.15 

全體效果是由直接效果加間接效果而得。表八是理論模式四個潛在變項間的全體效

果值及其顯著性考驗。由表中可知，四個潛在變項共五個全體效果值都達 .05 的顯著水

準 (t= 2.84--6.32, p<.05 )。

表八潛在變項的全體效果值及顯著性考驗

略策

項
一
制

變
一
控

在
一
動

潛
一
行

行動導向 情意反應

WLS 估計值 0.92 0.28 

標準誤 0.20 0.10 

t 值 4.56 2.84 

標準化效果值 0.74 0.32 

WLS 估計值 0.42 0.20 

標準誤 0.11 0.06 

t 值 3.75 3.14 

標準化效果值 0.33 0.23 

行動控制策略

學習適應 0.46 

0.07 

6.32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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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潛在自變項(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對潛在依變項(行動控制策略和學習適應)

的全體效果方面，由於本研究假定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對行動控制策略並無間接效果，

所以這兩個潛在自變項對行動控制策略的全體效果剛好等於其直接效果，而全體效果值

的標準化值也與直接效果值的.74 和必相同。

其次，本研究根據行動控制論假定行動導向對學習適應並無直接效果，但是會透過

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產生間接效果，所以行動導向的全體效果值等於其間接效果值

，亦即 .33 (=.74 X .45) 。另一方面，本研究假定情意反應對學習適應除了直接效果以

外，還透過行動控制策略產生間接效果。由本研究所集的觀察資料顯示，情意反應對學

習適應的全體效果是顯著的，其標準化效果值是23 (= .08 + .32 X .45 )。但是此一全體

效果值主要是由間接效果所貢獻的，直接效果值並未達顯著水準。

最後，本研究假定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只有直接效果而無間接效果，所以行動

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的全體效果等於其直接效果，標準化效果值是鈞。

綜觀五個標準化的全體效果值可知，觀察資料顯示行動導向對行動控制策略的全體

效果值最大 (.74) ，其次是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的全體效果值(.45) ，最小者是情

意反應對學習適應的全體效果值 (.23 )。

二、圈中生學習成就和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之羅吉式迴歸分析

除「園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的適配度考驗外，本研究也進一步以 780 名受試的

觀察資料，分別就學習成就和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二者為效標變項，以表現、決定、失

敗、價值、期望、正向情感、負向情感、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

等做為預測變項，建立「國中生學習成就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J (模式一)和「國中

生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 J (模式二)兩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

見表一)。

←)羅吉it迴歸預測模式的適配度考驗

表九顯示本研究建立的二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之適配度考驗結果。表中顯示模式

一(國中生學習成就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之 X 2=766.44, df=768, p>.05 :模式二(園

中生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的 X 2= 773.34, df=768, p>.05 。二個

模式的 x 2值都未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和觀察資料可以適配。

口羅吉it迴歸預測棋it之全體預測變項考驗

表十是本研究建立的二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之常數項以外所有預測變項的係數之

顯著性考驗。表中顯示模式一(園中生學習成就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的 X 2= 188.紗，

df= ll , p<.05 :模式二(國中生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的 X 2 =159.73，

df= ll , p<.05 。二個模式的 X2值都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建立的兩個羅吉式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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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模式常數項以外的全體預測變項能顯著預測效標變項。

表九本研究的兩個羅宮式迴歸預測模式通配度考驗

弓
，
.
徊
，
E
a

xDP 
模式-

766.44 

768 

>.05 

模式二

773 .34 

768 

>.05 

表十 兩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常數項以外所有預測變頌的4玲、數之擷著性考駿

啥
，
必
啥
，

I

V
A
A
山

D
Z

模式-

188.49 

11 

<.05 

模式二

159.73 

11 

<.05 

表+- 二個轟宮式迴歸預測模式之分顯正且在百分比

模式一 模式二

預祖師直 正確 預演!胞 正確

觀察值 2 % 觀察值 2 % 

265 125 67.95 281 109 72.05 

2 125 265 67.95 2 132 258 66.15 

67.95 69.1 0 

z. 10.03 z. 10.67 

p <.05 p <.05 

在分類正確百分比方面(表十一) ，模式一的 11 個預測變項對高、低學習成就者的

全體正確區分比率是 67.95% '模式二的 11 個預測變項對高、低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之

全體正確區分比率是 69.10% 。這兩個正確區分比率的 Huberty ( 1984) Z﹒值(哥|自

Sharma, 1 996,pp.258-260 )各為 10.03 和 10.67 '都達.05 的顯著水準。

前述結果顯示本研究建立的兩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不僅能有效預測學習成就和教

師評定的學習適應這兩個效標變項，而且正確的區別率都接近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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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羅吉式迴歸預測模it個別係數的顯著性考驗

進一步觀察個別係數的顯著性考驗結果，發現「國中生學習成就之羅吉式迴歸預測

模式J (模式一)中，期望 (B=-.1052， X 2=25.1019, df= 1, p<.05) 、負向情感 (B=.0979，

X 2=53.6380, df=l ， p<.05) 、認知控制 (B=-.0396， X 2=7 .3871 , df= 1, p<.05) 、情意

控制( B = .0432, X 2 = 8.0436, df = 1, p<.05) 、和他人控制 (B=-.0815 ， X 2=3 1.2243, df 

= 1, p<.05) 這五個預測變項對受試者的學習成就之羅吉式迴歸係數已達.05 顯著水準，

其餘六個預測變項的迴歸係數未達顯著水準(見表十二)。

表十二 圈中生學習成就之轟吉式迴締預測模式個別4玲、數的顯著性考驗

變 項 B S.E. Wald X2 df Sig R(淨相關係蜜的

決 定 .0471 .0385 1.4942 .2216 .0000 

失 敗 .0191 .0338 .3 199 .5717 .0000 

表 現 -.1 111 .0780 2.0296 .1 543 -.0052 

價 值 -.0086 .0242 .1254 .7232 .0000 

期 望 -.1052 .0210 25.1019 .0000 -.1462 

負向情感 .0979 .0134 53.6380 .0000 .2185 

芷向，情感 .0252 .0225 1.2532 .2629 .0000 

認知控制 -.0396 .0146 7.3871 .0066 -.0706 

'情意控制 .0432 .0152 8.0436 .0046 .0748 
情境控制 -.0024 .0145 .0262 .8713 .0000 

他人控制 -.0815 .0146 31.2243 .0000 -.1644 

常 數 4.4917 .7885 32.4484 .0000 

在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預測力上，從各個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的淨相關係數可以

發現，負向情感 (R= .2185) 是受試者學習成就最重要的預測變項，其餘依序是他人控

制 (R=-.1644) 、期望 (R=-.1462 )、情意控制 (R=.0748 )和認知控制( R=-.0706 

)。國中生學習成就之羅吉式迴歸預測公式及羅吉式曲線圖如下所示:

g (x)=.0471 X~+.0191 X他放-.l1 11X J<~一 .0086 X ß:'ffP'l- .1 052 X鵬

+ .0252 XÜ1í,Jt"jMì + .0979 X ， 1"Jí'J1"，'j感一 .0396X晶州Ij+.0432X悄掛制

一 .0024XWt!的側目l 一 .0815Xf也入到1;lj+4.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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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圈中生學習成就之轟宮式迴歸預測模式的轟吉式曲線圖

3 4 

表十三 園中生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之轟吉式迴預測模式個別你數的顯著性考驗結果

變 項 B S.E. Wald X2 Df Sig R(慚嘲係麗的

決 定 -.0011 .0378 .∞ω .9758 .“)()() 
失 敗 .0156 .0332 .2205 .6387 .0ωo 

表 現 -.0873 .0773 1.2747 .2589 .0000 
價 值 -.0244 .0237 1.0658 .3019 .0∞o 

期 望 -.ω20 .0206 19.9800 .0∞o -.1289 
負向情感 .0458 .0123 13.8456 .創沁2 .1047 
正向情感 .0350 .0220 2.5309 .1 116 .0222 
認知控制 -.0333 .0143 5.4349 .0197 -.0564 
情意控制 .0308 .0]48 4.3334 .0374 .0465 
情境控制 -.0190 .014] 1.8100 .1785 .0∞o 

他人控制 -.0647 .0140 2].2353 .“)()O -.1334 
常 數 6.0346 .8105 55.4365 .∞00 



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之驗證及行動控制變項與學習適應之關係 25 

表十三是 11 個預測變項對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模式二)之個別係數的顯著性考驗

結果。表中顯示期望 (B=-.0920， X 2= 19.9800, df= 1, p<.05) 、負向情感( B=.0458, X 

2= 13.8456, df斗， p<.05 )、認知控制 (8=-.0333 ， X 2=5 .4349, df斗， p<.05 )、情意控

制 (B=.03側， χ2=4.3334， df= 1, p<.05) 、和他人控制 (8=-.0647， X 2=2 1.2353 , df 

= 1, p<.05) 這五個預測變項對教師評定之羅吉式迴歸係數達.05 顯著水準。

在觀察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相對預測力(淨相關係數)方面，五個達顯著水準的

預測變項對教師評定預測力的大小依序是他人控制 (R=-.1334 )、期望 (R=-.1289) 、

負向情感(R=.1047 )、﹒認知控制 (R=-.0564)、情意控制 (R=.0465 )。模式二的羅吉

式迴歸預測模式及羅吉式曲線圖如下所示:

g(x)= 一 .0011 X~+.01S6X失敗一 .0873X蝴一.0244X枷

1.00 
.90 
.80 
.70 
.60 

1[ (x) .50 
.40 
.30 
.20 
.10 

.00 . 

一.0920Xw開+.0458X帥，即感+.0350X州tJ1-，'J~車一.0333X，糊當嘲j

+.0308X悄曲枷j 一 .0190XWl•蜘側一.0647X他必棚+6.0346

圖 . . 
-3 -2 。 2 

g(x) 

國回 國中生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之轟吉式迴歸預測模式之羅吉式曲線圖

E 

3 4 

綜合本節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觀察資料顯示不管是對學習成就或教師評定的學習

適應之預測，行動控制(含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四個變項)和情

意反應(含價值、期望、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四個變項)對效標變項的預測力比較大，

而行動導向(含決定、失敗、表現三個變項)對效標變項較無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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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結論

一、綜合討論

•) r 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的適配度考驗

本研究的目的是建構一個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蒐集實際的觀察資料來驗證此

一模式的適配度，並根據實際觀察資料來建立國中生學習成就和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之

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

基於第一個研究目的，本研究者根據有關的文獻，建構一個包含行動導向、情意反

應、行動控制策略、和學習適應四個潛在變項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莫式J 並以 780

名園中學生的觀察資料進行適配度考驗。考驗結果顯示:在整體模式適配度上，卡方考

驗得 X 2(39)= 184.99, p< .05 '顯示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與觀察資料並未適配。然而，

考慮模式的卡方值會隨著樣本數的增加而變大的缺點，所以本研究除卡方考驗外，也參

酌 GFI， AGFI, NFI, NNFI, CFI, IFI, RFI 等另外七項重要的適配度指標。結果發現這七項

適配指標依序是 O.嗨， 0.97， 0.97， 0.97， O.嗨， 0.98,0.96 '顯示本研究所提的理論模式與觀察

資料應可適配，即本研究所提出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似乎可以用來解釋實際的觀

察資料。

在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方面， 11 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除了決定(.39 )和表

現( .15 )較低外，其餘 9 個介於.54- .93 之間;行動導向、情意反應、行動控制黨略、

和學習適應四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依序是.4 1 ，肘， .駒， .87 ;四個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

取量依序是27，.69， .67, .77 。這三項評鑑指標顯示:除了「決定」和「表現J (潛在變

項「行動導向」的兩個觀察變項)以外，其餘 9 個觀察變項分別做為情意反應(價值、

期望、正向情感)、行動控制策略(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和

學習適應(學業成就、教師評定)的觀察變項應是理想的。此外，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

模式所要估計的 27 個參數只有三個估計參數未遠的的顯著水準( r 22= 肘， t= 1.14, p>.05 

;ε “=.07， t=.93 , p>.05 ; \11,, =.03 , t=.62, p>.05) ，其餘 24 個估計參數都達到.05 的顯

著水準。這些結果顯示由本研究所提出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在內在結構上，與觀

察資料有理的適配度。

綜合前述，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的整體與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結果似乎顯示模

式與觀察資料應可適配。然而，最重要的統計考驗--卡方統計量卻達顯著水準'這是值

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造成卡方統計量達顯著水準的原因或許是本研究的樣本數太多的

緣故。

根據實徵研究(Bentler & Bone祉， 1980; Marsh, Balla & McDonald, 1988; Marsh & 

Hocevar, 1985) ，模式的卡方值會隨著樣本數的增加而變大。進行模式適配度考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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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需要多少樣本雖然尚無一致的定論，但是 Anderson 和 Gerbing (1984, 1985) 建議

至少 150 人: Bagozzi 和 Yi (1988) 建議估計參數和樣本數之比是 1 : 5: Jöreskog 和

Sörbom ( 1993b) 認為採一般加權最小平方法 (WLS) 做為參數估計與模式適配度考驗

的方法，並以多系列相閱 ( polychoric correlation )矩陣做為輸入矩陣時 (為本研究所

採行之考驗方法) ，樣本數必須大於 k (k一 1) /2 ' k 是觀察變項的數目。若以這三種

樣本數的標準來計算，本研究進行模式估計所需的樣本數依序是 150 人· 135 人，和 55

人。然而，本研究的樣本總數為 780 人，都比前述三項標準要高出許多。因此，本研究

根撮觀察資料所得到的卡方值之所以達顯著水準'似乎與過大的樣本數有關係。

另外，就模式的內在品質觀之，行動導向的觀察變項(決定、表現)之個別項目信

度過低也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研究的觀察資料顯示:以決定和失敗做為行動導

向的測量指標時，這兩個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分別只有.39 和.15 ·未達「個別項目信度

必須在.50 以上」的標準;行動導向此一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是.47. 也未達「潛在變項

的組成信度必須到達.60 以上」的標準;而平均變異抽取量則只有.27 ·更是離「潛在變

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至少在.50 以上」的標準有一段距離。由於個別項目信度、組成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這三項評鑑指標是評判觀察變項是否恰當的重要依據，本研究根據觀

察資料所得的結果顯示，以決定和失敗做為行動導向的測量指標似乎不盡理想。

根據 Kuhl ( 1985,1994 )的行動控制論，一個人是行動導向者或是狀態導向者可以從

三方面測量:面臨需要做決定或啟動決定的情境時，是否會猶豫不決;面對失敗經驗或

與成就無關的不愉快經驗時，是否會不斷地反興這些失敗的經驗;經歷成功的經驗後，

是否能保持成功經驗的感受，杜絕其他行動意向的干擾。 Kuhl 根據這些論點編製並多次

修訂的「行動導向量表J 包含決定、表現、失敗三個分量表，正是測量前述三種行動

導向特質的主要工具。雖然國內、外有關行動導向量表的研究( Kuhl, 1994 :程炳林、林

清山，民 87)大致都顯示這三個分量表各自的信、效度均佳，但是也同樣發現三個分量

表之間的一致性並不高，這或許也是間接造成理論模式的卡方值增大的另一個原因，而

行動導向量表之分量表間一致性不佳的情形應是另一個值得再探討的問題。

除了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考驗與模式內在品質的評鑑以外，本研究也進一步探討理論

模式各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本研究以 780 位圈中生為觀察資料所得之結果可從幾方面

進一步討論。首先，行動導向對行動控制策略的直接效果值是.74 (居所有直接效果值最

高) ，透過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的間接效果值也有.33 。這顯示觀察資料支持行動控

制論 (Ku訓， 1985 ， 1994 )的觀點，即行動導向者較能激發自己運用行動控制策略以完成行

動意向，同時也間接提高學習適應。

其次，觀察資料顯示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的直接效果值是.衍，為四個直接效果

值中第二高者。由於行動控制論 (Kuhl， 1985, 1994) 認為認知、情意、情境、他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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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策略的運用會影響行動意向的執行結果，所以本研究假定學習者的行動控制策略會對

學習適應有直接效果的假設也獲得支持。

第三，本研究發現情意反應對行動控制策略的直接效果值 (.32 )和間接效果值 (.15

)都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習者對於學習工作的價值感愈高、愈期望在學習工作上表現成

功、對學習工作持較正向情感者，傾向會運用較多的行動控制策略，並能提高其學習適

應。然而，本研究也發現情意反應對學習適應的直接效果 (γ22-.側， p>.05) 並未達顯

著水準。雖然情意反應對學習適應的全體效果值(直接效果加間接效果)為.23 ·已經達

顯著水準，但是觀察資料顯示情意反應對學習適應的效果主要是透過行動控制策略間接

造成，並非來自直接的校果。這些結果雖然支持 Boekae巾( 1997)、 Garcia 和 Pintrich ( 

1991) 、林建平(民 83 )、張景援(民 83 )、吳靜吉和程炳林(民 82) 、程炳林(民 84)

等研究者的「學習者的，情意變項對學習適應有間接影響」的研究結果，但是並未支持情

意反應對學習適應有直接效果的假設，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最後，本研究的觀察資料顯示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共可聯合解釋行動控制策略總變

異量的 96% ·而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透過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都有顯著的間接效果

，這也再次支持本研究認為行動控制策略是學習者學習適應的重要中介變項的假定。此

外，由情意反應和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的聯合解釋量卻只有 27% ·也顯示出學習

者的學習適應仍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而這也是另一個可以再深入探討的問題。

口羅吉it迴歸分析

除了「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的適配度考驗之外，本研究也以 780 名受試的

觀察資料，分別以學習成就和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二者為效標變項，並以表現、決定、

失敗、價值、期望、正向情感、負向情感、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和他人控

制等變項做為預測變項，進行二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的考驗。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兩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與觀察資料都能適配，而且兩個預測模

式常數項以外全體預測變項的係數之顯著性考驗也顯示預測變項能有效預測效標變項。

在分類正確百分比方面，預測變項對高、低學習成就者的正確區別率是 67.95% :對高、

低教師評定者的正確區別率是 69.10% ·而這兩個正確區分率也都達顯著水準。

進一步觀察兩個模式的個別係數顯著性考驗結果，發現觀察資料顯示期望、負向情

感、認知控制、情意控制和他人控制這五個預測變項對受試者的學習成就(模式一)有

顯著的預測效果;他人控制、期望、負向情感、認知控制、情意控制這五個預測變項對

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模式二)之羅吉式迴歸係數達顯著水準。

從前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觀察資料顯示不管是對學習成就或是教師評定的學習適

應之預測，行動控制策略(含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四個變項)和

情意反應(含價值、期望、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四個變項)的預測力比較大，而行動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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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決定、失敗、表現三個變項)對效標變項的預測力則很小。這與 Kuhl (1985, 1994 

)、 Corno (1989, 1994) 、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符，也與本研究

所提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的假定相符，即行動導向無法直接預測學習結果，

但是行動控制策略和情意反應則可以直接預測學習結果。

二、結論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獲致下列幾項結論:

←)本研究根據理論與實徵研究結果所提出的「國中生學習行動控制模式」在整體適配度

考驗上雖然卡方值達顯著水準，但是其他七項重要的適配度考驗指標(如 GFI， AGFI, 

NFI, NNFI, CFI, IFI, RFl 等)都顯示模式與觀察資料可以適配，即模式可以用來解釋

觀察資料。

(=:)在內在結構適配度上，觀察資料顯示除行動導向外，其餘包括情意反應、行動控制策

略和學習適應等都有理想的內在品質。

白就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而言，觀察資料支持本研究的假定，即行動控制策略是行動導

向、情意反應與學習適應之間重要的中介變項，行動導向和情意反應不僅對行動控制

策略有直接的效果，而且透過行動控制策略對學習適應都有顯著的間接效果。

個本研究根據實徵資料所建立的兩個羅吉式迴歸預測模式和觀察資料都能適配，而且全

體預測變項能顯著預測學習成就和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這兩個效標變項，預測變項對

這兩個效標變項的正確區別率分別是 69.10%和 69.87% '而這兩個區別率也都達顯著

水準。

由在預測變項的相對預測力上，觀察資料顯示支持理論文獻的結果，即不管是對學習成

就或是教師評定的學習適應之預測，行動控制策略和情意反應的預測力都比較大，而

行動導向對效標變項的預測力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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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wpo臨 ofthis study were: (l) ωv剖會出egα油關 offit betw間:n empiri個lly

obs酬吋 data and Action Control Model 戶'OPOS吋 by 伽 a吋E仗， and (2) toω帥，Iish the 
10拉伯cr嘲-ession model w抽 observed data. 

咽te 阿拉c恥個包 W的 780 純1den的 and3。但acher百貨。m 13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rniddle and northém aI田.官le in泊lIffien包間edin 由is study include: Action 
個en削on Invento哼， A wareness of Action Control Strategies lnve胸哼， Action 臼ntrol

Strat唔es Inven闕， A叮叮tive Response Inven闕， and Teach叮 R甜ng Scale. The∞H配制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LISREL and 10，研討cre伊ssion analysis. 

官話 results of this 臨時 were as follow: .(l) Although the value of chi叫uare was 
signifiC8l1t at .05 level, other overall and intemal structure model fit indices indica倒也at the 
Action Control Mαfel fi1伽d the observ，吋也ta well. (2) Two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proposed by 伽 author could effi閻明Iy p叫ict 誠ldents' leaming achievernent and teach街
叫ng scores. The ∞，rrect c1assification 帥'， 67.95% or 69.1研fo， wassi伊ifi胡ntly higher than 
that悶悶削bychan臼a1one.

K可w。他:“tionorien個io吼叫on∞ntrol strategi尉， affi叫verespon銬， leaming 叫ap關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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