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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男女生後設認知能力與數學作業

表現的關係研究

陳李網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 (寸比較國小五年級學生性別凹的後設認知能力與數

學作業表現能力的差異性。已探討園小兒童後設認知!他力與數學作業表現能力

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後設認知能力對數學作業表現能力的影響力。己比較高

低後設認知能力者的解題能力與數學作業表現能力的差異性。本研究以台北市

區及近郊國小五年級學生共200名(男 109名，女91名)為受試。以「數學應用
題測驗」、「自我預測測驗」、「自評能力測驗」、「解題能力測驗」、「數

學成就測驗」等五種工具為研究材料。經 t 考驗，多變項變異數分析(

MANOVA) ，多元相關及典型相關分析法處理;研究結果發現: (→男女生的

後設認知能力與數學作業表現能力皆無差異 o C::> '自我預測」、「自我評估」
、與「解題能力」等三項後設認知能力與數學作業表現二項分數(數學作業、

數學成就)之間皆具有顯著相關;而且後設認知能力對數學作業表現具有相當

的影響力。臼高後設認知組的「解題能力」及「數學作業表現能力」皆優於低

後設認知組的受試。

根撮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支持，後設認知能力對國小兒童的數學學

習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閻健詞:後設認知能力 數學作業表現解題能力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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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認知心理學的帽起，認知心理學重視訊息處理的歷程，強調知識的處理及認知

的歷程，促使教學重視認知歷程及解決問題的歷程;因此，在許多相關的教學或學習效果的研究

中，均重視學習策略及認知策略的應用成效。如 Weinstein' (1987) 的研究指出學生由於缺乏有

效的策略運用訓練，使得其學習效果不彰;因此，認知策略的訓練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又如

Pressley , Borkowski & O'sullivan ( 1982 )等人研究結果亦發現:學生若缺乏有效的後設認知能力

訓練，將使其缺乏學習方法，並使其學習效果低落。另外 Goetz & Palmer' (1984) 研究發現認

知策略訓練未必有助于學生學習表現或增進其學習方法應用。上述研究結果對認知策略的應用效

果各有不同的見解;然認知策略的訓練對學生的認知歷程或問題解決歷程是否有幫助則有待進一

步的探討。學生是否具有認知策略或學習策略?此問題牽涉到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 meta∞'gn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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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設認知能力是否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則為本研究想探討的問題，經由本問題的研究，盼

能提供教師暸解後設認知對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進而研究出有效的認知策略訓練模式，以促進

學生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

「後設認知」一詞的定義，至今仍莫衷一是。 Flavell ( 1979 )定義「後設認如」為「個人對

自己認知歷程和認知策略的覺知，並能主動的掌捏、控制、及監督認知歷程」。他將後設認如內

涵分成兩部分，一為後設認知知識(rnetacognitive knowledge) ，一為後設認知經驗(m etacognitive 

experience) 。前者是指脖存在個人長期記憶中有關認知事物的知識，如對個人能力的理解，對呈現

事物的理解，對事務處理的策略的理解及敏感性等。後者則是指個人從認知活動後，所獲得理性

與感性的綜合感受。

Baker & Brown ( 1981 )則將後設認知解釋為個人對認知歷程的理解與自我調整。他們亦將後

設認知分為兩類:一為後設認知的知識，一者為認知的調整。後設認姐的知識包括了解自己知識

來源的知識，了解自己對學習情境需求的知識。這類知識較穩定，但是必須是認知知識發展之後，

才能發展後設認知知識。認知的調整是指個人在解決問題中自我調整歷程。這種歷程較不穩定 , 

通常是學習者會做但不會表達。 Brown認為計實J個人下一步行動，監督與任何策略有闋的可能結

果，監控任何行動，校正和評估個人學習策略的效果就是認知的調整。

W ellrn an ( 1985 )認為後設認如能力必須具有有知識、分辨、整合、多元化及認知監控等五種

不同知識所組合而形成的。

Steven ( 1985 )認為後設認知內容應包括三種知識;即後設記憶、後設理解及後設注意。所謂

後設記憶是指個人知道用何種方法最易記住某些事物的歷程。後設理解是指個人會理解他人所給

予的訊息歷程。後設注意是指個人在觀察某件事時，會思索什麼情境產生最低平擾。

Gage & Berliner ( 1984 )認為後設認如應包括六種內涵: (1)理解問題性質; (2)理解解題題目

的難度; (3)理解解題方法; (4)評估解題結果; (5)調整解題的錯誤; (6)偵錯的能力。

Lawson ( 1980 )從訊息處理的觀點，認為後設認知能力是個體在處理訊息的過程中逐漸形成

的，其形成過程如下圍所示:

E→ B→日→[面

換言之，後設認知能力是在個人認如策略發展之後所形成的。

Yussen and Santrock (1982) 認為後設認知能力即為解決問題的能力，包括個人的注意力、

知識、記憶力及推理能力等。

綜合上述各學者對後設認知的界定，可見得「後設認如」定義眾多紛耘，但是不可否認的，

後設認知能力對個人的學習表現具有相當影響刃，只是後設認知能力與那些表現能力有闕，其影

響程度到何種狀況?正是本研究想探討的問題。

另外，從Bernice ( 1986 )研究指出學習障礙見童的低學業成就不只反應其基本技能缺乏，也

反應其後設認知能力不足之故。 Douglaee (1981) 和 Trepanier ( 1981 )皆認為成熟的後設記憶是

個人產生學習遷移的先決條件。學習缺陷的見童主要缺乏足夠適當的認如策略，而並非記憶力或

注意力不足。而缺乏認知策略是由於後設認知發展緩慢所導致的。由此可見，後設認知能力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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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將影響個人的學習歷程。

根撮林碧珍(民79 )的研究指出:國小男女生在數學科的解題歷程中，對題目的理解程度及

作答結果分數第二項能力上號大差異。但是在擬定解題計"J及執行能力上，則男生優於女生，由

此說明男女生在數學解題的歷程上有不同的認知策略及表現。另外此項研究中亦指出數學能力高

者會反覆理解題意，注意已知和未知的關係，並且能適當運用解題方法;而數學能力低者則僅能

朗讀題目，無法理解題目，甚至不能解釋使用何種解題方式。由此說明數學能力高低不同，解題

歷程亦有很大差別。

男女生的後設認知能力與數學作業表現能力是否有差異?不同後設認知能力者的數學作業表

現能力是否有差異?皆是本研究想探討問題。因此本研究目的有四:

1. 探討國小男女生的後設認知能力與數學作業表現能力的差異性。

Z探討園小兒童自我預測、自我評價、解題能力與數學表現、數學成就的關係。

3.探討後設認知能力對國小見童數學作業表現的影響力。

4.探討高低後設認知能力的國小見童在數學作表現的差異性。

二、名詞界宣:

1. 後設認知能力( metacognition ) 

所謂後設認知能力是指學生對自己認知歷程的理解及監控。、本研究是以學生對數學作業

表現結果的預測、自評及方法的了解為後設認知能力。因此本研究的後設認知能力包括三類分

數:

(1)自我預測分數:以學生在解答教師自編的數學測驗前，所預測答對分數與實際測驗分數差距

的絕對值為代表。其中分數愈低者表示其自我預測能力愈高。

。)自我評估分數:以學生在解答教師自編的數學測驗後，再評估所得分數與實際測驗分數差距

的絕對值為代表。其中分數愈低者表示其自我評估能力愈高。

(3)解題能力分數:以學生在數學解題能力問卷中得分表示。最高分為92分，最低分為23分。得

分愈高表示其解題方法能力愈高。

2.數學作業表現 (mathematic performance ) 

數學作業表現是指學生在數學方面的解題能力及推理能力。本研究是以學生的數學作業分

數及數學成就分數兩項分數代表之。

(1)數學作業分數:以學生在教師自編的數學應用問題測驗所得的分數代表之。分數愈高代表其

數學作業表現能力愈高。

(2)數學成就分數:以學生在台灣省教師研習會所編的第九冊數學成就測驗的分數代表之。分數

愈高代表其數學成就愈高。

a高預測能力組與低預測能力組

本研究中，高預測能力組是指學生自我fl:i 測之得分與實作得分之差值的絕對值在二分以下

者。低預測能力組是指自我預測之得分與實作得分之差值的絕對值左十二分以上者。(亦即在

平均數上下一個標準差者)

4.高評估組與低評估組

本研究中，高評估組是指學生的自我評估分數與實作得分之差值的絕對值在二分以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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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組是以學生的自我評估分數與實作得分之差值絕對值在十分以上者稱之。

5. 高解題能力組與低解題能力組

本研究中，以學生在數學解題方式問卷中的得分為依據，以高於平均數以上一個標準差者，

約為六十二分以上者為高解題能力組。平均數低於三十二分以下者為低解題能力組。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取自台北市、台北縣四所國小(光復國小、建安國小、秀朗國小、中港國小) 257名

五年級學生，正式接受實驗的學生則為其中 200名學生，其受試分配如表一:

校 別 男生 女生 合計

光復國小 28 22 50 
建安國小 21 25 46 
秀朗國小 36 21 57 
中港園小 24 23 47 

4口~ 計 109 91 200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有五種:

1.數學應用題測驗:本測驗由國小教師自編，共有五題，範團為國小數學第十冊內容。測驗最

高分為25分。最低分零分。重測倩度為 .82 (N=55) 。以五年級數學成就測驗為效標，所得同時效

度為.69 (N=55) 

Z 自我預測測驗本測驗是依據前述數學應用題測驗為主，以三點評定方式(由會做、不知道、

不會做分三等)由受試者在測驗實施之前先預測自己對每一題目是否會做答來評定。共有五題，

得分與實際施測結果得分的差距絕對值為自我預測分數。預測分數愈低表示其預測能力愈高，反

之亦然。本測驗的複本信度為 .79 (N=55) ，以五年級成就測驗為效標，同時效度-.59 (N=55 )。

且自評能力測驗:本測驗為研究者自編，共有五題，以五點量表方式評定。以受試者實際作答

數學應用題測驗後得分與學生評估自己對每一題答對的可能性分數之差距代表自我評估分數、自

我評估分數愈低代表其自評能力愈高。自評差距分數愈高代表自評能力愈低。本測驗複本倩度為.

80 (N=55) ，同時效度為-.45 。

4.解題能力測驗:本測驗共有五題，每一大題分成6個到9個子題，子題中有四選一選擇題或

應用題。最高得分100分。本測驗複本倩度 .77 (N=55) ，同時效度(五年級數學成就測驗為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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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昂 (N=55 )。

5. 國小數學成就測驗第九冊，本測驗為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成就測驗編製小組編製。

共有60題，形式為四選一之選擇題，內容包括數學概念、計算和應用問題，測驗時間為70分鐘，

重測倩度肘 ~.94 '折半信度 .87~.96 '內容效度尚佳，與學業成績之同時效度為 .75~ 肘。

三、實施程序

1.編擬預測、自評、解題能力測驗，並進行試題分析及信度、效度之考驗。

Z本研究先在四所國小四個班級進行預測、自評、解題方式能力測驗及應用題測驗，測驗進

行時間，以學生全數作完為限，並計算每位學生各項能力的分數。

3.為過免預測、自評分數低(表示兩項能力高)且實作表現分數低之學生影響研究之進行，

故從257名五年級學生中，挑取200名作為實驗對象。

4.將接受實驗學生實施學業成就測驗(第九冊) ，並計算每位學生分數。

5. 將200名學生分出「預測」高低能力組 í 自評」高低能力組 í解題」高低能力組，分配

如表二:

表二:預測、自評、解題方式之曼試分配

後設認知能力 組 別 人數 總人數

預 測 高分組( 2 分以下) 36 88 
低分組( 12 分以上) 52 

自
評

高分組( 2 分以下) 43 91 

低分組( 10 分以上) 48 

解題方式 高分組( 62 分以下) 36 68 

低分組( 33 分以上) 32 

四、資料分析

1.為分析男女生後設認知能力及數學作業表現能力的差異性，以t考驗及MANOVA 方式處理

之。

2.以積差相關方式處理三種後設認知分數及兩種數學作業表現分數之多元相闕，並以典型相

關方式說明後設認知對數學作業表現之影響力。

3. 為比較不同後設膏、知能力組的數學作業表現能力的差異性，將P.Jt 考驗及MANOVA 方式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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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男女生「後設認知」分數及「數學作業表現」分數的差異考驗

表三:男女生三項後設認知分數之差異考颱

後設認知 性別 N M SD A 

自我預測 男 109 7.06 5.75 2. 11 

女 91 8.76 5. 57 

.96 
自我評估 男 109 6.44 4.58 .32 

女 91 6. 63 3.88 

解題方式 男 109 48. 80 15.44 1. 30 

女 91 46. 08 13. 79 

表四:男女生數學作業表現能力的差異考瞌

數學作業表現 性別 N M SD A 

數學作業 男 109 16. 27 7.59 2.21 

女 91 13. 89 5.54 .97 

數學成就 男 109 38. 54 1 1. 18 1. 89 

女 91 35. 60 10. 58 

表三為男女生三項後設認知分數之平均數、標準差、 t值及多變項 A 值。由表三結果得知:男

女生的後設認知分數未有差異存在。( ^ =.96 P>0.1) 。就單變項言，男女生在自我預測、自我評

價、及解題方式等三項分數皆無差異。( t值分別為2.1 1 ; .32 ; 1.30 ; P>0.1 ) 

表四為男女生的數學作業表現兩項分數的平均數、標準差， t值及 A 。從表四中可看出:男女

生的數學作業表現分數無差異存在( ^ =.97 ' P>.01 )。就單變項，言男女生在數學作業分數上無

差異 (t=2 .2 1 P>.01 )在數學成就分數上亦無差異 (t= 1.89 P>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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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項後設認知分數與數學作業表現分數的相關性分析

預

解

類 別

自我預測

自我評估

解題方式

數學作業

數學成就

測

題

解題方式

數學作業

數學成就

表五:各項後設認知分數的M&SD (N=200) 

M 

7.84 
6. 53 

47.58 
15. 18 
37.20 

表六:=項後設認知能力與數學作業分數成就分數之相關表

預測 自評 解題方式 數學作業

1. 00 
.75"'''' 1. 00 

-.60"'''' - . 47 "'''' 1. 00 
- . 88"'''' - . 67""" . 72"'''' 1. 00 
- . 59** - . 45"'''' . 75""" . 69""" 

**P<.Ol 

SD 

5.72 
4.27 

14. 82 
9.64 

10.98 

. 103' 

數學成就

1. 00 

表六為三項後設認知分數與數學作業表現兩項分數之r值。由表六中得知:三項後設認知能力

分數與數學作業分數及數學成就分數之間相關皆達顯著水準， (r在.69 -.75 及-.88 、45之間， P<.01 ) 

由此表示 I預測能力」及「自評能力」二項分數與解題方式分數、數fJ!作業分數、數學成就分

數之間皆干了顯著的負相關， P<.Ol 。由此說明「預測」及「自評」分數與其他三項分數的關係密切，

但呈現相反現象。另外「數學作業分數」與「數學成就」之間關係密切，可見得:本研究自編數

學作業測驗具有高效度。

=、後設認知分數與數學作業表現分數的典型相關分析

表七:典型相關摘要表

X 變 項 典型 變項 項 典型 變項

X1 X2 

自我預測 -.946 .323 .991 . 134 
自我評估 - . 716 .246 數學成就 782 .624 
解題方法 .826 .563 抽出變異 797 .204 

百分比

抽出變異 .697 . 161 .676 .006 
百分比

重 疊 . 591 .005 848 .203 
ρ .921 .450 

P<.Ol 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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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為三項後設認知分數與兩項數學作業表現分數的典型相關分析表。從表七中得知:後設

認知分數中可抽出兩個變項影響數學作業表現分數，兩個變項的 ρ 值分別為 .921及 .450 ' P<.Ol 。而

且第一個後設認知變項可以解釋數學對數學作業表現的影響力甚大。由此可見後設認知分數與數

學作業表現之間關係極為密切。

四、高位後設認知組的數學作業表現分數的差異性考驗

表八為高低後設認知組的數學作業表現分數比較表。由表八結果得知:高預測組與低預測組

的數學作業表現分數有顯著差異存在， A =.16 ' P<.Ol 。從單變項言，高預測組與低預測組在數學

作業分數上有差異存在， t=10.17 ' P<.Ol 。高低預測組在數學成就分數上亦有差異存在， t=20.91 ' P 

〈β1 。另外高低自我評估組在數學作業表現上兩項分數亦有顯著差異 A =.40 ' P<.Ol 。高低解題方

式組在數學作業表現上亦有顯著差異， A =.20 ' <.01 。總之高低後設認知能力者在數學作業表現上

有顯著差異。換言之，高後設認知組受試在數學作業表現分數上，比低後設認知組受試之分數為

高。由此可見，不同後設認知能力者的數學作業表現亦有所不同。

表九為高低預測組及自我評估組的解題能力分數比較表。從表九中得知:高預測組的解題能

力分數優於低預測組。高評估組的解題能力分數亦優於低解題能力組。由此說明個人自我預測及

自我評估能力的高低與個人解題能力有密切的關係。

表八 不同後設認知組的數學作業表現分數比較表

數學作業表現

A 值

類 5J U 數學作業 數學成就

N M SD t 值 M SD t 值

自我預測

高分組 36 23.92 1. 78 10.17** 46. 19 6.24 20.91** 16** 

低分組 52 6.00 4.92 28.40 9. 12 

自我評估

高分組 43 2 1. 21 4.41 1 1. 57** 44.19 9.02 6.35** .40** 
低分組 48 7.56 6.51 30.42 11.36 

解題方式

高分組 36 22. 16 3. 19 13.78** 48.47 5.60 14.42** .20** 
低分組 32 4.53 6.90 23.41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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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高低預測自我組及自我評估組的解題能力分數比較表

類 別 N M SD 

自我預測

萬分組 36 57.61 11. 83 8.94** 
低分組 52 34. 15 12.28 

自我評估

高分組 43 54.67 12.91 6. 31 ** 
低分組 48 36.50 14.41 

討論

一、男女生的後設認知能力及數學作業表現的比較

從上述的表三、表四的結果中可知:男女生的後設認知能力並無差異存在，不論是自我預測

能力、自我評估能力或解題能力等男性皆未有明顯差異。可見得後設認知能力的不同並不因性別

不同而有所不同。此項結果與林碧珍(民79 )研究結果不一致。

另外，從表四結果中得知:男女生的數學作業表現能力並無差異存在。不論是數學作業及數

學成就兩方面能力皆無差異存在。此項結果說明國小五年級學生的數學能力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所

不同。

造成本研究結果與林碧珍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測量工具不一樣所致，可見得後設

認知能力之測量工具不一致，將造成不同的研究結果。

二、後設認知能力與數學作業表現的闢係

從表六結果中發現:三項後設認知分數與兩項數學作業表現分數的相關皆達顯著水準。由此

說明後設認知能力與數學作業表現有密切關係存在。此項結果與Flavell ( 1976 )及Brown (1981) , 

Martin & Ramsd間 's ( 1986 )的觀點頗為一致。個人後設認知能力愈豐寓，則其作業表現能力愈

高。

另外，從表七典型相關分析表中再度說明:後設認知能力是影嚮個人數學作業表現的主要因

素。而以自我預測方式及自我評估方式可以了解個人的解題認知歷程，進而促進個人的數學作業

表現。後設認知能力具有監控個人數學表現能力的功能。因此，數學能力的訓練宜從後設認知能

力的訓練加強之，才能促進個人的數學作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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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低後設認知能力與其解題能力、解圖表現的差異比較

從表八結果說明:不同後設認知組的數學作業表現能力亦有所不同。高自我預測組的學生，

其數學作業表現及數學成就皆優於自我預測組學生。高自我評估組的學生，其數學作業及數學成

就亦優於低自我評估組學生。商解題能力組的學生，其數學作業表現及數學成就亦優於低解題能

力組。另外從表九結果得知:高自我預測組學生及高自我評估組學生組學生的解題能力皆優於低

自我預測組及低自我評估組學生。以上結果說明後設認知能力較高者，其解題能力及解題表現皆

較優越。此項結果再度支持「後設認知能力是影嚮個人數學學習的主要因素」。此項結果與Gagne

( 1984 ) Brown (1981) 'Sternberg ( 1981 )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當一致。

結果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三項結論:

付國小五年級男女生的後設認知能力(包括自我預測、自我評估、解題方法能力)並無明顯的差

異存在。

。後設認知能力(自我預測分數、自我評估分數、解題方法能力分數)與數學作業表現(數學作

業、數學成就分數)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

且不同後設認知能力的兒童，在數學作業表現及解題能力方面皆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二、建議:

付後設認知能力的高低對兒童在數學作業表現上有很大的影嚮。而國內大部分小學教師在此方面

的知能尚很盧乏，因而對兒童後設認知的培養及教導，自然不足;故如何加強教師此方面的知

能及課程設計，值得教育當局省恩的問題。

且不同後設認知能力對兒童數學作業表現有不同的影響外，是否對語文課程、自然學科學習、乃

至技能科學習亦有影嚮作用呢?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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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1)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metacognition and mathematic 

performance between boys and girls. (2)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cognition and 

mathematic performance. (3)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f mathematic performance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between the high metacognition and low metacognition. The sample for the study in

cluded two hundre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y were administered mathematic performance tests 

and metacognitive scales.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t-test, Pearson product-monent correlation , canoni

cal correlation , and Manova analysi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metacognition 

and mathematic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boys and girls.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

tween metacognition and mathematic performance. (3) the higher the metacognition was, the higher the 

mathemtic performance was. All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and metacognitive 

process were important for mathematic performance. 

Key Words: metacognition 、 mathenatic performance 、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