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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重目標觀點探討課室目標結構對國
中生自我調整學習策略的影響：課室教學

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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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目標結構的研究多探討「單一」而非「多重」課室目標結構對學習行為的效果。本研究採

用教學實驗方法，同時探討單一的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對自我調整學習

策略之影響，及此影響隨時間而改變之情形。為完成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抽取 6 個班級、共 152
位七年級學生參與此研究。研究以班級為單位進行實驗操弄，分為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

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與對照組三組，並於前/後/延後測三階段蒐集自我調整學習策略資料。研

究結果顯示課室目標結構與測量階段在動機/情感調整與情境調整策略上的二因子交互作用達

顯著。其中，多重課室目標結構對策略使用的保護效果最大，其能維持動機/情感調整與情境調

整策略的使用，並對兩種策略產生延宕效果；其次為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其亦能維持動機

／情感調整與情境調整策略的使用，但並無延宕效果；對照組在兩種策略的使用上則隨著時間

呈現低水準或下降的趨勢。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作為提供國中教學學習輔導與未

來研究之參考。 

關鍵詞：自我調整學習策略、多重目標、課室目標結構 

課室目標結構（classroom goal structures）屬於成就目標理論中的「情境」（contextual）研究

面向，主要探討學習者知覺的學習情境目標是如何影響他們的學習歷程、行為與成就（彭淑玲、

程炳林，2005）。先前研究傾向找出哪一類型的課室目標結構最有助於學習行為或成就，但鮮少將

「多重目標」（multiple goals）觀點融入，進而比較單一或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的效果；再者，過去

多以「相關研究」（correlational study）方法探討課室目標結構與其他變項間可能的關係，僅有少

數研究（林易慧、程炳林，2006；Linnerbrink, 2005）採用「教學實驗研究」（teaching experimental 
study）方式考驗課室目標結構對學習行為/成就的效果。據此，本研究採用多重課室目標結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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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課室目標結構操弄融入國中生的數學課程，藉以探討多重課室目標結構是否如同趨向精熟課室

目標結構一般，有益於學習者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以下則分三部分說明，分別為課室目標結構

之理論發展與相關研究、多重課室目標結構概念、課室目標結構與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之關係。 

一、課室目標結構之理論發展與相關研究 

課室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處於課室學習環境中，對教學者於教學歷程所強調的成就目標之知

覺（Ames, 1992; Wolters, 2004）。當教師於課室中所傳達的訊息清楚明確時，會形成一種特殊的目

標結構，並經由學生主觀的認知與詮釋，進一步影響學生採取的目標導向及其後續的學習行為、

成就（Ames & Archer, 1988）。Linnenbrink 與 Pintrich（2001）將課室目標結構定義為「教師建立

班規、指派工作及評量學生的方法」。換言之，教師在營造課室目標結構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教

師能透過日常的教學實務與師生互動將目標線索傳達給學生，依據目標線索進而形塑某一類型的

課室目標結構。 
哪些因素可形塑課室目標結構？Ames（1992）提出三種課室面向，分別為工作或學習活動

（task）的指派、評鑑／認可（evaluation/recognition）的使用、權威（authority）的分配等。Ames
說明當學習活動是新奇的、多樣性的特徵時，將有助於形成精熟的課室目標結構；教師若能提供

較多讓學生自我決定的機會，有助於促進學生的自主與內在動機；在評量與認可方面，若教師強

調能力的增長與學習過程的自我參照（self-reference），與常模參照（norm-reference）相較下，更

能提高學生學習的動機。 
課室目標結構同屬成就目標理論之一，其理論發展大致依循個人目標導向發展方向，由二分

法、三分法至以精熟／表現導向與趨向/逃避焦點區分的四向度（彭淑玲、程炳林，2005；Wolters 
& Daugherty, 2007）。過去有關課室目標結構的研究，多數仍是參照基準目標理論的二分法，將課

室目標區分為精熟課室目標結構及表現課室目標結構。精熟課室目標結構所傳達給學生的訊息

為：學習的重點置於學習本身，不在乎同儕之間的比較。學生的努力用功是重要的，只要努力就

能進步、成功。另一方面，表現課室目標結構傳達給學生的是：學習主要是獲得酬賞或證明自己

的能力，因此強調學生之間的相互能力比較（Ames & Archer, 1988）。迄今，不少學者採用二分法

探討課室目標結構與個人目標導向（謝岱陵，2003；Lau & Nie, 2008; Luo, Hogan, & Paris, 2011; 
Xiang & Lee, 2002）、自我效能（Roser, Midgely, & Urdan, 1996）、自我調整策略（陳嘉成，1999；

謝志偉，2003）、課業求助行為（Ryan, Gheen, & Midgley, 1998）等變項之關係。 
相較於二分架構，少數研究者已參考修正目標理論將課室目標結構分為三種，即精熟

（mastery）、趨向表現（approach-performance）與逃避表現（avoidance-performance）課室目標結

構。其中，逃避表現課室目標結構傳遞的訊息為：學習是為了避免讓別人覺得自己是愚笨的、沒

有能力的。在實徵研究上，某些研究已探討三向度課室目標結構與個人目標導向（Michou, 
Mouratidis, Lens, & Vansteenkiste, 2013; Murayama & Elliot, 2009; Schwinger & Stiensmeier-Pelster, 
2011）、擾亂行為（disruptive behaviors）（Kaplan, Gheen, & Midgley, 2002）、自我設限（Urdan, 2004）、

動機信念／策略／涉入（Wolter, 2004）等變項之關係。 
近來，彭淑玲與程炳林（2005）參照 2 × 2 成就目標架構（Elliot & McGregor, 2001），嘗試建

構四向度課室目標結構，增加逃避精熟課室目標結構（avoidance-mastery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

此概念，意指學生知覺到教師在課室中傳遞的訊息為：避免不理解、不精熟教材內容，雖不在乎

學生之間的比較，卻要求學生不許犯錯。其研究結果顯示四向度課室目標結構驗證性因素分析具

有良好的模式適配度，國中生在四種知覺的課室目標結構上亦存有差異。目前已有少數研究採用

四向度課室目標結構架構，探討其與學習動機（傅瓊儀，2006）、自我調整學習策略（林宴瑛、程

炳林，2007）、創造力（Peng, Cherng, Chen, & Lin, 2013）等變項之關係。    
簡言之，多數研究所採用的課室目標結構分類仍停留於二向度，少數研究已採用三向度構念，

而探討四向度課室目標結構之研究仍非常少。本研究立基於四向度課室目標結構，以進一步探討

課室目標結構與學習行為之間的關係。然而，本研究採用教學實驗以操弄不同的課室目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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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過去研究顯示逃避焦點的課室目標結構具有不適應特性（林宴瑛、程炳林，2007；彭淑玲、

程炳林，2005），故本研究僅操弄趨向面向的課室目標結構。其中，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

（approach-mastery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是指學生知覺到教師於課堂中所著重的是趨向焦點與

精熟導向，學生感覺到教師營造以學習為主的學習情境，以自我參照作為評量標準，強調能力的

發展與精熟學習工作，並鼓勵學生勇於學習新的事物；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approach-performance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是指學生知覺到教師於課堂中著重於趨向焦點與表現導向，學生感覺到教

師營造「高能力、競爭」的學習情境，要求他們在從事學習工作時以獲得能力美名為目的，學習

情境是競爭的、強調學生間的相互比較（彭淑玲、程炳林，2005）。 

二、多重課室目標結構（multiple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s） 

目標導向研究者提出學習者在從事學習工作時，可能同時持有兩種以上的目標導向，此即多

重目標導向（multiple goal orientations）觀點，不少研究亦支持此一觀點（程炳林，2002；Barron & 
Harackiewicz, 2001; Pintrich, 2000b）。傳統上，基準目標理論（normative goal theory）主張精熟目

標為適應性的動機組型，而表現目標則為非適應性的動機組型（Ames, 1992）。然而，隨著修正目

標理論（revised goal theory）進一步將表現目標區分為趨向表現與逃避表現目標後，研究者開始重

新思考趨向表現目標對學習行為的效果（Harackiewicz, Barron, & Elliot, 1998; Pintrich, 2000b），認

為趨向表現目標也可能有正向效果，並主張當個體同時持有精熟與趨向表現目標之多重目標時，

其同時能獲得此兩種目標的效益，而產生最佳的學習組型（Barron & Harackiewicz, 2001; Pintrich, 
2000b）。 

課室目標結構與個人目標導向兩者關係密切，既然個人目標導向可從多重觀點出發，課室目

標結構應亦可從多重目標之概念來探討。不少研究者曾主張從多重的角度來探討課室目標結構。

例如，謝岱陵（2003）認為在實際學習場域中，班級氣氛並非只強調單一的精熟或表現目標，課

室目標結構應如同目標導向一樣有多重組別存在的可能；彭淑玲與程炳林（2005）發現四種課室

目標結構間的相關介於 .00～ .44 之間，屬於中低相關程度，依據 Pintrich（2000a）觀點，變項間

若具有中低程度之相關可能呈現正交的狀態，故多重課室目標結構亦有存在的可能。此外，James
與 Yates（2007）也曾主張課室目標結構亦可依循 Barron 與 Harackiewicz（2001）觀點，有四種多

重課室目標結構組合的可能。 
在實徵研究上，已有少數研究著手探討多重課室目標結構對不同學習歷程與結果之效果。例

如，Linnenbrink（2005）曾探討單一（精熟／趨向表現）與多重（精熟＋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

構在動機、情感、幸福、求助、認知參與及成就之效果，結果顯示課室目標結構操弄在求助與成

就上有顯著的效果，且以多重的課室目標情境組的效果最強。林易慧與程炳林（2006）則採取多

重目標設計（含個人目標導向與課室目標結構，分為精熟、趨向表現與多重目標），探討課室目

標結構、個人目標導向在解題成就與自我調整學習上的效果，整體而言，結果亦傾向多重較單一

課室目標結構的效果較佳。 
簡言之，上述結果支持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的效果較單一課室目標結構的效果對學習行為/結果

的助益更多。然而，就 Linnenbrink（2005）、林易慧與程炳林（2006）的研究均以國小學生為受試

者，其結果是否能夠說明國中階段的學習狀況仍不得而知。其次，Linnenbrink 的研究結果是建構

於西方文化之上，是否能通用於華人文化，尚需更多本土研究加以支持。最後，林易慧與程炳林

則採用外加式的教學實驗課程，以課室內分組進行工作特定（task-specific）教學，與一般教學現

場有所出入，使該研究的生態效度偏低。據此，本研究加入多重課室目標結構之概念，採用嵌入

式教學實驗方案，將課室目標結構的操弄融入在教學課程中，以釐清單一或多重課室目標結構對

國中生學習行為效果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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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室目標結構與自我調整學習策略之關係 

成就目標理論主張環境的目標結構同樣能影響學生在學習情境中的動機、認知涉入與成就

（Ames & Archers, 1988; Wolters, 2004）。其中，有些研究即針對課室目標結構與自我調整學習策

略間的關係進行探討（林易慧、程炳林，2006；彭淑玲、程炳林，2005；Ames & Archer, 1988; 
Linnenbrink, 2005; Wolters, 2004）。所謂自我調整學習是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扮演積極、主動的

角色，其會依據其目標的不同及環境的變化，選擇不同的自我調整策略，監督、控制、調整其學

習歷程，並經歷數個循環歷程，反覆評估，以確保學習目標之達成（Pintrich, 2000a）。因此，自我

調整學習策略（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即指學習者在自我調整學習歷程中所使用的各種

策略及方法，用來監督、調整、控制自己的認知、動機、行為及情境（Pintrich, 2000a）。 
有關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研究不少，各學者也試著從不同理論觀點切入，以期對自我調整學

習策略的定義與分類，作清楚的釐清與陳述。然而，各學者對自我調整策略所用的名稱或分類架

構不盡相同，如意志控制（volitional control）策略（Kuhl, 1985; Pintrich, 1999）、動機調整（motivational 
regulation）策略（Pintrich, 1999）等，但彼此間亦有不少重疊處，惟相似的策略概念亦有多樣化的

名稱。其後，Pintrich（2000a）歸納不同的自我調整學習模式，提出一個整合性的架構。不同於先

前由意志控制觀點切入，Pintrich 以社會認知論的自我調整學習觀為基礎，嘗試由自我調整學習的

不同階段與領域（area），勾勒出整個自我調整學習的藍圖，將自我調整學習的領域區分為：認知、

動機/情感、行為及情境四個面向。林宴瑛與程炳林（2007）以 Pintrich（2000a）提出的架構為基

礎，並根據相關理論及實徵研究結果，建構屬於各面向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本研究採用林宴瑛

與程炳林（2007）的分類與名稱，作為本研究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之架構。其中，認知調整（cognitive 
regulation）是指個體參與學習或表現工作時，為了控制及調整其認知所使用的各種認知及後設認

知策略（Pintrich, 2000a）；動機／情感調整（motivational/affective regulation）是指用來調整學習者

各種動機信念與情感的策略（Wolters, 2003）；行為調整（behavioral regulation）即學習者對其外顯

行為的監控與調整，指學生對學習工作所付出的努力、堅持、求助等行為（Pintrich, 2000a）；情境

調整（contextual regulation）是指學習者主動、積極的監督、控制及調整其所身處的學習環境以利

自身學習工作的進行（Pintrich, 2000a）。 
有關課室目標結構與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之關係的探討，大致上可分兩種研究取向。第一、相

關研究取向，即研究者採用量表測量個體知覺的課室目標結構與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並以迴歸分

析或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方法進行分析。例如：謝岱陵（2003）探討課

室目標結構與趨向行為之關係，研究發現：精熟課室目標結構能正向預測國中生的趨向行為；表

現課室目標結構則能正向預測國中生的訊息處理策略與後設認知策略，負向預測堅持及努力。陳

嘉成（2005）研究課室目標結構的變化對學生學習組型的影響。其根據前、後測兩次課室目標結

構的測量，將精熟課室目標結構與表現課室目標結構各自區分出增加組、不變組與降低組。結果

顯示：知覺精熟目標結構的增加組與不變組，在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上與降低組有顯著差異；知覺

表現目標結構變化的三組則無顯著差異。Wolters（2004）探討數學的課室目標結構、學生的個人

目標導向與動機、認知涉入及成就的關係。研究顯示：知覺較高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的學生自陳使

用較多的學習策略與動機涉入，學習成就也較高；知覺較高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的學生自陳使

用較少的堅持。 
第二、教學實驗取向，意即研究者以某一學科為主，將課室目標結構操弄融入教學中，藉以

探討不同課室目標結構對學習者的自我調整學習之效果。例如，Linnenbrink（2005）以國小高年

級為對象，採用準實驗法操弄三種課室目標情境（精熟、趨向表現、精熟+趨向表現）對動機、情

感、幸福、求助、認知參與及成就之效果。結果顯示，課室目標結構與時間對依變項的二因子交

互作用皆未達顯著。林易慧與程炳林（2006）針對國小學童所進行的課室目標線索操弄研究中，

則將操弄組別區分為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線索組、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線索組與多重課室目標線索

組。研究結果顯示，課室目標線索組與測量階段對學習策略的二因子交互作用亦皆未達顯著。 
回顧過去研究可知，多數研究以「相關研究」取向進行來探討課室目標結構與自我調整學習

之間關係，較少進入教學現場，採用「教學實驗」方法確認兩者的因果關係。在結果變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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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研究僅聚焦於一、兩種學習策略，較少研究全面探討學習者所使用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因

此，本研究以教學實驗法強化學生所知覺的課室目標結構，進一步探討課室目標結構對四種面向

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之效果。 
另一方面，有關時間因素對學習行為的影響，過去研究顯示適應性的動機或學習策略會隨著

時間而下降（吳青蓉，2001；侯玫如、程炳林、于富雲，2004；Pintrich, 2000b）。然而，某些研究

發現教學實驗的介入可緩和適應性動機或學習策略隨時間下降、或提升適應性動機或策略之情

形。例如，吳青蓉（2001）以國中生為對象進行「主題建構式語言學習策略」教學課程之研究。

其研究結果發現，未接受實驗教學的學生（控制組）其在英語學習之情意反應、行動控制、後設

認知策略與學習表現之得分上皆呈現下降趨勢，反之，實驗組學生在這些學習變項上的得分則顯

示持平，甚至在英語口語表現上呈現上升之趨勢。據此，本研究採用教學實驗方法進行研究，除

了探討課室目標結構對學生的學習行為之效果，更加入時間因素，進一步探討課室目標結構對學

習行為之效果如何隨著時間的經過而產生改變。 
最後，如同 Ames 與 Archer（1988）所言，學習者會因不同環境領域的經驗而影響其目標信念，

故目標的研究具有領域特定（domain-specific）之性質。數學科領域為當今國中課程中重要且難度

較高的科目，本研究認為數學科目學習會引發學生採取更多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因此，本研究

選定數學科為特定領域，探討課室目標結構對國中生從事數學科學習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使用之

影響效果。 

四、研究目的與假設 

綜合言之，本研究加入多重課室目標結構概念，並採用教學實驗方法，考驗課室目標結構對

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之影響，及此影響隨時間而改變的情形。據此，本研究假設課室目標結構與測

量階段對自我調整學習策略具有交互作用。在前測時，兩組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四種自我調整學習

策略之得分將無顯著差異。在後測與延後測時，兩組實驗組在四種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之得分將顯

著高於對照組。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共抽取兩批受試者。第一批用以分析研究工具的信、效

度，第二批用以進行教學實驗。在第一批受試者方面，本研究採用叢集抽樣抽選 7 所學校、7 個班

級的七年級學生，刪除受試者在所有測驗作答規律或部分不完整者，有效受試人數是 242 人。其

中，男生 115 人，女生 127 人。受試者作答缺失題項則以六點式量表的平均數取代。 

在教學實驗部分，本研究進行的課室目標結構操弄是以班級為單位。由於本研究採取嵌入式

的教學實驗設計，即將課室目標結構操弄融入學校原本安排的課程中，而非另外尋找課程以外的

時間進行教學。因此，研究者採取立意取樣進行研究。再者，為避免選取班級受到先前數學教師

所營造學習氣氛的既存印象所影響，本研究選取七年級學生，採用對受試者而言為新任之數學教

師進行課室目標結構操弄，以使學生所知覺的課室目標結構主要源自研究者設計的實驗操弄之效

果。據此，在第二批樣本部分，本研究自台北市抽取 2 所學校、6 個班級的七年級學生作為實驗教

學實驗樣本。扣除受試者在所有測驗上的作答規律者或缺答者，最後共計 152 人。其中，男生 78
人，女生 74 人；接受「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教學組」有 2 班、共 58 人，接受「多重課室目標

結構教學組」有 2 班、53 人，「對照組」則有 2 班、41 人。 



164 教 育 心 理 學 報  
 

二、教學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取 3（課室目標結構）× 3（測量階段）的二因子混合樣本實驗設計。由於過去研究

顯示逃避焦點的課室目標結構具有不適應特性（林宴瑛、程炳林，2007；彭淑玲、程炳林，2005），

故本研究避免操弄逃避焦點的課室目標結構。其次，Linnenbrink（2005）的研究顯示趨向表現課

室目標結構組的學生在學習策略上有較不適應的情形，因此本研究亦不單獨操弄「趨向表現課室

目標結構」，而結合趨向精熟與趨向表現的「多重課室目標結構」，並加入一般未加強傳遞任何

課室目標結構訊息的班級作為比較基準之「對照組」。簡言之，課室目標結構為受試者間因子，

分為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與對照組三個實驗水準。其次，測量階段為

受試者內設計，分為前測、後測與延後測三個波段。最後，依變項為自我調整學習策略，包含認

知調整、動機/情感調整、行為調整與情境調整四種。 
有關課室目標結構的操弄，本研究參考過去課室目標結構的操弄方式（林易慧、程炳林，2006；

Ames, 1992; Linnenbrick, 2005），並考量現實教學情境的限制，避免教學實驗妨礙教師教學的自主

性，因此將實驗操弄聚焦於 Ames（1992）主張的「評量／認可」（evaluation/recognition）此一教

學層面。本研究以數學科為特定領域，採用康軒版教材，並以第一次月考至第二次月考之間的教

學內容為主。其中包括「1-1：正數與負數」、「1-2：數值與絕對值」、「1-3：整數的加減」與

「1-4：整數的乘除」四個單元。本研究依據不同的課室目標結構特徵，將各種操弄線索融入各單

元教學內容中，以形成二種不同版本的「課室目標結構融入數學科教學課程」，透過「傳遞學習

目的」、「標語牌訊息」、「課堂提問」、「指派作業」與「考試回饋」等五種教學實務來傳遞

訊息與線索，藉以形塑不同的課室目標結構。各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特徵如下： 
（一）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 
1. 定義：教師強調學習數學的目的是「理解/精熟數學」、「培養」數學能力；教師傳遞「努

力、進步」為主的訊息，因此學習數學是「跟自己比較」，而非個體之間的競爭；教師傳遞「錯

誤也是學習一部分」的觀念。 
2. 教學實務：首先，在「傳遞學習目的」、「課堂提問」與「考試回饋」方面，教師告訴學

生：（1）學習是為了理解、精熟與增進數學能力；（2）分數不代表什麼，重要的是理解學習內容；

（3）答對問題代表的是用功學習並獲得正確知識；（4）犯錯是學習的一部分，因為找出錯誤能幫

助學習上的進步。其次，在「指派作業」方面，教師告訴學生需努力用功以完成作業，並勤於練

習以增長數學知識。最後，在「標語牌訊息」方面，教師於每節課將「理解數學」、「和自己比

較」、「犯錯也是學習的一部份」等標語張貼於黑板上。 
（二）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 
1. 定義：教師主張學習數學的目的除了「理解/精熟數學」、「培養」數學能力之外，亦要「彰

顯、證明」自己的數學能力；教師不僅傳遞「努力、進步」的訊息，也強調「拿高分、證明自己

能力」的重要，故學習數學不止是要「跟自己比較」，亦著重「與他人之間的比較與競爭」；教

師強調「努力與能力並重」，使得表現優良的、努力用功的學生皆能獲得增強。 
2. 教學實務：首先，在「傳遞學習目的」、「課堂提問」與「考試回饋」方面，教師告訴學

生（1）學習除了理解、精熟數學外，證明數學能力與得到高分亦同等重要；（2）除了要表現的比

從前的自己好外，亦要表現的比他人好；（3）答對問題代表的是用功與聰明兼具；（4）考試能夠

藉由分數說明你是否充分了解學習內容並顯示誰的表現最好。其次，在「指派作業」方面，教師

告訴學生需努力用功以完成作業，除了可以增長數學知識外，亦可獲得高分證明自己能力。最後，

在「標語牌訊息」方面，教師於每節課將「理解數學」、「和自己／跟別人比較」、「獲得高分

以證明自己的能力」等標語張貼於黑板上。 
（三）對照組 
對照組即接受一般教學，不加強趨向精熟或趨向表現任一課室目標結構操弄線索、也不多以

強調任何學習目的之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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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紀錄顯示，所有教學實驗組（含趨向精熟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兩者）在實驗期間分

別接受 54 次的教學實驗操弄，包含傳遞學習目的 1 次、課堂提問 16 次、指派作業 7 次、考試回

饋 6 次、數學標語 24 次。 
本研究參與教學實驗的教師共有四位，均為女性。教師的教學年資介於 5-10 年之間。在本研

究進行前，研究者事先與教師進行溝通，依據他們的教學目標與意願進行教學組別分派。為了確

認課室目標結構操弄的有效性，在教學實驗前，每位教師（本研究共有四位數學教師參與教學）

均收到「課室目標結構融入數學科教學課程」教師手冊（含「課室目標結構的定義與類別」、「課

程目的、內容與執行時間」、「參與研究的學習者」與「教學前、中、後注意事項」），研究者給

予參與實驗課程的教師三個小時的「教學訓練」，確保其瞭解教學內容與操作方法；在教學過程

中，於每一單元進行前，研究者會與每位教師討論有關該單元欲操弄項目，約二小時訓練時間；

在每次教學後，研究者與教師檢討教學的各項事宜，修正或調整教學實驗內容。 
此外，本研究訓練並選派五位課室觀察員於每堂數學課中進行課室觀察與紀錄。教學實驗前，

觀察員需接受三小時的行前訓練（含瞭解教學課程與觀察焦點）；觀察員在課前需與教師確認當日

要進行的實驗操弄內容與次數；教學中，觀察員會依據檢核表進行檢核與記錄教學實況，並記錄

突發事件，做為評估每堂課教學氛圍的依據；教學後，觀察員繳回觀察記錄表，並與研究者討論

該日教學狀況，依據討論結果進行調整與檢討。 

三、研究變項的測量 

（一）課室目標結構 
本研究採用 Peng 等人（2013）編製的課室目標結構量表中的「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與「趨

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分量表來檢核實驗操弄之結果。其中，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分量表有 6
題（例如：數學老師認為我們只要有進步就好，成績高低並不是很重要），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

分量表有 5 題（例如：數學老師認為把數學考好才是學習數學的主要目的），皆為 Likert 六點量表。

Peng 等人以 277 名國中生進行探索式因素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趨向精熟課室目標」與「趨向

表現課室目標」斜交轉軸後之組型負荷量絕對値介於 .37～ .81 之間，共同性介於 .22～ .68 之間；

兩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數分別為 .83 與 .81。 
本研究以第一批樣本（N = 242）對「課室目標結構量表」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

示因素模式（二向度課室目標結構模式）與觀察資料可以適配：χ2（43，N = 242）= 111.83，p < .05；

RMSEA = .081，GFI = .92，CFI = .96，IFI = .96。課室目標結構量表的 11 個測量指標的因素負荷

量介於 .57～ .80 之間，單一項目信度介於 .32～ .64 之間，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與趨向表現課

室目標結構二個因素的組成信度分別為 .84 與 .81，平均變異抽取量分別為 .47 與 .47。 
（二）自我調整學習策略 
本研究以林宴瑛與程炳林（2006）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量表來測量國中生自我調整學習策略

的使用情形。此量表共包含「認知調整」（例如：我會把數學課本的重點用自己的話重說一次給

自己聽）、「動機／情感調整」（例如：當我在寫數學作業而感到很煩時，我會試著使用各種方

法讓寫作業變得有趣）、「行為調整」（例如：遇到數學難題時，我請別人告訴我解題技巧，然

後自己再試著做看看）與「情境調整」（例如：在家裡，我會找個適合的地方讓我專心讀數學）

四個分量表。其中，「認知調整」包含「認知策略」與「後設認知策略」；「動機／情感調整」

包含「價值調整策略」、「期望調整策略」與「情感調整策略」；「行為調整量表」包含「努力

與堅持策略」與「適應性求助」；「情境調整」則包含「環境建構策略」及與「工作與材料控制

策略」，共計 47 題，皆為 Likert 六點量表。林宴瑛與程炳林以 479 名國中生進行探索式因素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九個分量表斜交轉軸後之組型負荷量絕對値介於 .45～ .91 之間，共同性介於 .47
～ .74 之間；內部一致性 α 係數則介於 .74～ .90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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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第一批樣本（N = 242）對「自我調整學習策略量表」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並以「認

知調整」、「動機／情感調整」、「行為調整」與「情境調整」作為潛在變項，以「認知策略」、

「後設認知策略」、「價值調整策略」、「期望調整策略」、「情感調整策略」、「努力與堅持

策略」、「適應性求助」、「環境建構策略」與「工作與材料控制策略」作為觀察指標。分析結

果顯示因素模式與觀察資料可以適配：χ2（21，N = 242）= 83.22，p < .05；RMSEA = .11，GFI = .93，

CFI = .98，IFI = .98。自我調整學習策略量表的 9 個測量指標的因素負荷量介於 .68～ .92 之間，

單一項目信度介於 .46～ .85 之間，認知調整、動機/情感調整、行為調整與情境調整四個因素的

組成信度分別為 .78、 .87、 .84 與 .73，平均變異抽取量分別為 .64、 .70、 .73 與 .58。 

四、教學實驗流程與資料分析 

受試學生於七年級第一學期接受教學實驗操弄，包含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共 2 班）與

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共 2 班）。教學實驗期間為 6 週，每班每週 4 節課，每節課為 45 分鐘，每

週共上 180 分鐘。教學實驗前，所有學生接受自我調整學習策略量表前測。由於受試學生皆為國

中學習階段的新生，尚未與任教之數學老師接觸，因此課室目標結構不進行前測。教學實驗結束

後一週，受試學生完成課室目標結構量表以作為教學實驗操弄檢核之用，並進行自我調整學習策

略量表的後測。後測結束後六週，受試學生再完成自我調整學習策略量表的延後測。 
在資料分析部分，本研究以 SPSS for Windows 17.0 統計軟進行統計分析及考驗各研究假設，

將統計水準訂為 .05。在考驗各研究假設時，本研究採用 3 × 3 二因子混合設計變異數分析進行分

析。 

結果 

一、課室目標結構操弄檢核 

在課室目標結構之操弄檢核上，由於本研究的受試者為國中學習階段新生，其在開學前尚未

與該班數學老師接觸，無法得知該老師教學時強調的學習目標為何，因此本研究不進行前測，而

在後測階段測量受試者所知覺的課室目標結構，並假定受試者後測時在課室目標結構量表的得

分，是源自於該班數學教師從開學初至實驗結束後所營造的課室目標結構氛圍所致。是故，本研

究以受試者在後測之課室目標結構量表上的得分為依據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其中，自變

項為「組別」，包含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與對照組三個實驗水準；依

變項則分別為受試者在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與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量表上的得分。本研究假

定若課室目標結構操弄成功，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在趨向精熟課室目

標結構上的得分會顯著高於對照組，而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在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上的得分則

會顯著高於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與對照組兩組。 
首先，就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部分，統計結果顯示「組別」效果達顯著，F（2，149）= 18.93，

p < .05，η2 = 0.20。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發現：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99）與多重課室

目標結構組（M = 5.07）在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組（M = 4.04），而趨向

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並無顯著差異。其次，在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部分，

「組別」效果亦達顯著，F（2，149）= 5.90，p < .05，η2 = 0.07。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多

重課室目標結構組（M = 3.66）在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上的得分顯著高於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

組（M = 2.99）與對照組（M = 3.17），而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與對照組並無顯著差異。上述

結果顯示本研究進行的課室目標結構操弄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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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統計分析 

表 1 是受試者在各變項上的平均數、標準差、與交互相關係數。就平均數而言，受試者在趨

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的得分為最高（M = 4.76），其次為行為調整前測的得分（M = 4.45），情境調

整延後測的得分為最低（M = 3.85）。以離散情形而言，情境調整延後測的離散情形最大（SD = 
1.22），認知調整前測（SD = 0.88）與行為調整前測（SD = 0.88）的離散情形則最小。變項間的交

互相關方面，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與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間的相關未達顯著。趨向精熟課室

目標結構與自我調整學習策略間的相關，除了與情境調整延後測未達顯著外，其餘皆達顯著。趨

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則與認知調整後測、動機調整後測、情境調整前測、後測與延後測間的相關

達顯著。各種自我調整學習策略間的相關則皆達顯著。 

表 1 受試者在各變項上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變項間之交互相關係數（N = 152） 
變項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COG-T1 4.41 0.88 1            
2. COG-T2 4.20 0.95 .50 1           
3. COG-T3 4.15 1.09 .50 .60 1          
4. MOT-T1 4.31 0.89 .79 .48 .57 1         
5. MOT-T2 4.24 1.00 .53 .74 .59 .55 1        
6. MOT-T3 4.20 1.14 .51 .61 .87 .63 .67 1       
7. BEH-T1 4.45 0.88 .78 .49 .61 .88 .53 .64 1      
8. BEH-T2 4.40 1.03 .58 .69 .59 .55 .86 .65 .59 1     
9. BEH-T3 4.31 1.16 .49 .57 .86 .57 .59 .90 .63 .64 1    
10. CON-T1 3.87 0.97 .60 .45 .53 .68 .50 .48 .74 .48 .46 1   
11. CON-T2 3.94 1.12 .50 .65 .54 .45 .70 .51 .48 .72 .54 .50 1  
12. CON-T3 3.85 1.22 .36 .42 .73 .45 .44 .73 .44 .48 .75 .48 .60 1 
*p < .05 
註：COG 代表認知調整策略、MOT 代表動機-情感調整策略、BEH 代表行為調整策略、CON 代表情境

調整策略；T1 代表前測、T2 代表後測、T3 代表延後測；表中省略*，r > .08 皆達顯著。 
 
性別在各變項平均數差異如下：男、女生在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與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

上無顯著差異，ts（150）= -.50、1.65，p > .05。在自我調整學習策略方面，男、女生在前測後測

與延後測之平均數向量上亦沒有顯著差異，Hotelling T2s = 3.98、7.99、6.75，p > .05。綜合上述，

性別在各研究變項上皆無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在後續分析中不考慮控制性別變項。 

三、課室目標結構與測量階段對自我調整學習策略之交互效果 

本研究以課室目標結構（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對照組）與測量

階段（前測、後測、延後測）為自變項，以自我調整學習策略（認知調整、動機調整、行為調整

與情境調整）為依變項，採 3 × 3 二因子混合設計變異數分析，其中課室目標結構為受試者間因子，

測量階段為受試者內因子。表 2 為各課室目標組別在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上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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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室目標結構×測量階段在自我調整學習策略上之平均數與標準差（N = 152） 
 前測 後測 延後測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認知調整策略 
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n = 58） 4.58 0.95 4.36 0.95 4.24 1.16 
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n = 53） 4.46 0.84 4.34 0.87 4.31 0.96 
對照組（n = 41） 4.11 0.78 3.78 0.94 3.81 1.09 
 動機／情感調整策略 
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n = 58） 4.49 0.90 4.54 0.90 4.27 1.15 
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n = 53） 4.30 0.91 4.39 0.81 4.48 0.99 
對照組（n = 41） 4.07 0.79 3.64 1.10 3.76 1.21 
 行為調整策略 
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n = 58） 4.59 0.94 4.65 0.94 4.37 1.24 
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n = 53） 4.48 0.84 4.52 0.92 4.53 1.04 
對照組（n = 41） 4.20 0.82 3.88 1.12 3.96 1.13 
 情境調整策略 
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n = 58） 4.02 0.93 4.15 1.22 3.76 1.31 
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n = 43） 3.94 0.97 4.09 0.94 4.19 1.09 
對照組（n = 41） 3.57 0.96 3.45 1.08 3.53 1.16 

 
（一）認知調整策略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課室目標結構與測量階段對認知調整策略的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

著，F（4，298）= 0.51，p > .05。課室目標結構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F（2，149）= 5.61，p < .05，

η2 = .07，而測量階段的主要效果也達顯著水準 F（2，298）= 6.39，p < .05，η2 = .04。 
針對上述兩個達顯著的主要效果進行事後比較，顯示：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39）

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37）在認知調整策略的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組（M = 3.90），趨向精

熟課室目標結構組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的得分則無顯著差異。另一方面，認知調整策略前測的

得分（M = 4.38）顯著高於後測（M = 4.16）與延後測（M = 4.12），後測與延後測則無顯著差異。 
（二）動機／情感調整策略 
本研究分析結果（表 3）顯示，課室目標結構與測量階段對動機/情感調整策略的二因子交互

作用達顯著，F（4，298）= 4.03，p < .05，η2 = .05。本研究進一步進行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分析

結果顯示，在六個單純主要效果中，有四個單純主要效果達到顯著，分別是課室目標結構在後測，

F（2，447）= 10.88，p < .05，η2 = .14；課室目標結構在延後測，F（2，447）= 6.19，p < .05，

η2 = .06；測量階段在趨向精熟課室目標教學組，F（2，298）= 3.05，p < .05，η2 = .02；測量階

段在對照教學組，F（2，298）= 5.21，p < .05，η2 = .03。課室目標結構 × 測量階段在動機/情感

調整策略上之交互作用型態如圖 1 所示。 

表 3 課室目標組及測量階段在動機／情感調整策略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 
SV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345.55 151  
  課室目標組別 A 30.84 2 15.42 7.30* 
  S/A 314.71 149 2.11  
受試者內 121.80 304  
  測量階段 B 1.22 2 0.61 1.58* 
  課室目標線索×測量階段（A×B） 6.19 4 1.55 4.03* 
  測量階段×S/A 114.39 298 0.38  
全體 455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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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課室目標結構 × 測量階段在動機／情感調整策略上之交互作用型態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顯著的單純主要效果進行事後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首先，在後測得分上，

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54）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39）在動機/情感調整策略的

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組（M = 3.64），但兩組無顯著差異。其次，在延後測得分上，趨向精熟課室目

標結構組（M = 4.27）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48）在動機/情感調整策略的得分亦顯著高於

對照組（M = 3.76），但兩組亦無顯著差異。第三，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在動機/情感調整策略

後測（M = 4.54）的得分顯著高於延後測（M = 4.27）。最後，對照組在動機調整策略前測（M = 4.07）

的得分顯著高於後測（M = 3.64）。 
此外，課室目標結構的主要效果亦達顯著水準 F（2，149）= 7.30，p < .05，η2 = .09。趨向精

熟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43）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38）在動機/情感調整策略的得分顯

著高於對照組（M = 3.83），兩組得分則無顯著差異。 
（三）行為調整策略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課室目標結構與測量階段對行為調整策略的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

著，F（4，298）= 2.16，p > .05。課室目標結構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 F（2，149）= 5.22，p < .05，

η2 = .07。本研究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54）與

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51）在行為調整策略的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組（M = 4.02），兩組得分

則無顯著差異。 
（四）情境調整策略 
本研究分析結果（表 4）顯示，課室目標結構與測量階段對情境調整策略的二因子交互作用達

顯著，F（4，298）= 2.50，p < .05，η2 = .03。本研究進一步進行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分析結果顯

示，在六個單純主要效果中，有三個單純主要效果達到顯著，分別是課室目標結構在後測，F（2，

447）= 5.74，p < .05，η2 = .07；課室目標結構在延後測，F（2，447）= 4.50，p < .05，η2 =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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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階段在趨向精熟課室目標教學組，F（2，298）= 3.88，p < .05，η2 = .03。課室目標結構 × 測

量階段在情境調整策略上之交互作用型態如圖 2 所示。 

表 4 課室目標組及測量階段在情境調整策略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SV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379.89 151  
  課室目標組別 A 23.68 2 11.84 4.95* 
  S/A 356.21 149 2.39  
受試者內 177.08 304  
  測量階段 B 0.38 2 0.19 0.33* 
  課室目標線索×測量階段（A × B） 5.74 4 1.44 2.50* 
  測量階段 × S/A 170.96 298 0.57  
全體 556.97 455  

*p < .05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顯著的單純主要效果進行事後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首先，在後測得分上，

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15）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09）在情境調整策略的得分

顯著高於對照組（M = 3.45），但兩組無顯著差異。其次，在延後測得分上，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

（M = 4.19）在情境調整策略的得分亦顯著高於對照組（M = 3.53）。最後，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

組在動機／情感調整策略後測（M = 4.15）的得分顯著高於延後測（M = 3.76）。 
此外，課室目標結構的主要效果亦達顯著水準 F（2，149）= 4.95，p < .05，η2 = .06。趨向精

熟課室目標結構組（M = 3.97）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M = 4.07）在情境調整策略的得分顯著高

於對照組（M = 3.52），兩組得分則無顯著差異。 

 
 

圖 2  課室目標結構 × 測量階段在情境調整策略上之交互作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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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一、課室目標結構與測量階段對自我調整學習策略之交互作用效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課室目標結構與測量階段在動機／情感與情境調整策略上具有交互作用。

以下針對此兩結果進行討論。 
首先，就動機/情感調整策略而言，三組在前測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異，表示三組在實驗前採

取的動機／情感調整策略傾向是相同的。但在後測與延後測時，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與多重

課室目標結構組則顯著高於對照組，顯示接受教學實驗操弄的學生在後測與延後測時的動機/情感

調整策略使用情形皆較對照組為佳。從時間軸角度觀之，對照組的在後測上的得分顯著低於前測，

而接受教學實驗操弄組別的動機／情感調整策略得分則在前、後、延後測三個時間點呈現持平狀

態。另外，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在延後測的動機/情感調者策略得分則低於後測。 
針對上述結果進行分析，本研究推測或許接受教學實驗操弄者皆知覺到教師傳遞趨向精熟或

多重目標的訊息或線索，此兩種目標結構具有的正面效益，維持了學習者採取動機／情感調整策

略的傾向。相對而言，對照組缺乏趨向精熟目標發揮的「保護措施」效益，使得學習者在學習過

程中遭遇困難或挫折時，採取動機／情感調整策略的可能顯著減少，此種情況至延後測時仍維持

低落的水準。此結果與 Pintrinch（2000b）結果相符，即受試者在採取適應性學習策略的傾向會隨

著時間下降。 
值得注意的是，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組在後測時的動機／情感調整策略得分仍能維持與前

測一樣的水準，但在經歷一個半月後，在教師無強調趨向精熟為主的學習氛圍後，學習者採取動

機／情感調整策略的傾向則顯著減少；另一方面，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則經歷前、後、延後三個

時間點並無差異，儘管當教學實驗操弄撤除後，學習者的動機／情感調整策略仍能維持一樣的水

平，甚至有些微提升（雖無達顯著效果）的情況。由此可知，多重課室目標結構較趨向精熟課室

目標結構能帶來更多正向效益，在教學實驗操弄撤除後，仍能有效保護學習者採取動機／情感調

整策略的使用。此結果支持多重目標理論觀點，並與 Linnerbrick（2005）的研究結果相符，即當

學習者同時知覺到趨向精熟與趨向表現兩種目標結構氛圍時，最能誘發出適應性的行為組型。 
其次，就情境調整策略而言，三組在前測的得分無顯著差異，顯示所有學生在實驗前採取的

情境調整策略傾向是相同的；在後測時，接受教學實驗操弄的兩組得分皆顯著高於對照組，表示

此兩組因接受趨向精熟與多重目標結構之訊息的強化，而在後測時的情境調整策略使用情形皆較

對照組為佳。從時間軸角度觀之，對照組的得分呈現持平狀態；多重課室目標教學組的得分則隨

著時間有提升趨勢（但未達統計顯著）；而趨向精熟課室目標教學組的得分則延後測時顯著下降。

因此，在延後測時，僅多重課室目標組的得分顯著高於對照組。 
此結果說明，當課室學習情境強調趨向精熟目標，在實驗教學結束的當下，學習者可維持既

有情境調整策略的使用，但經過一個半月後，其情境調整策略的使用未能持續，反而呈現明顯的

下降趨勢。由此可知，僅強調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的線索一旦撤除後，則不能延續情境調整策

略使用傾向。然而，同時強調精熟與趨向表現的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即使在教學實驗操弄結束一

個半月後，仍保持相同程度的情境調整策略使用，表示其對情境調整策略的使用有較好的延宕效

果。由此可知，多重課室目標結構教學在情境調整策略上的整體效果優趨向精熟目標教學組，此

結果與動機／情感調整策略的結果相符，支持多重目標理論主張、亦與 Linnerbrick（2005）結果

相符。 
由上可知，接受教學實驗的組別能維持學生在某些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使用，避免該學習策

略的使用隨著時間而降低，此結果與吳青蓉（2001）結果一致，即教學實驗的介入有助於緩和時

間對適應性學習策略的帶來的負向影響，支持教學實驗實施的重要性。本研究結果進一步顯示，

當教師傳遞趨向精熟與趨向表現並重的多重課室目標結構時，學習者在動機／情感與情境調整策

略使用上具有良好的維持效果，且在情境調整策略的使用上有最佳的延宕效果。換言之，多重課

室目標結構教學對動機／情感調整策略與情境調整策略使用上的正向效果在時間上最為穩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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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單一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教學為佳。此研究發現與過去研究相同，並顯示支持多重目標理論

觀點（林易慧、程炳林，2006；Barron & Harackiewicz, 2001; Linnerbrick, 2005），也說明多重目標

的概念不僅適用於個人目標導向，亦適用於課室目標結構。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接受教學實驗的學習者在動機／情感調整及情境調整策略的行為上有

維持效果，而在認知調整與行為調整上並無。本研究推測由於課室目標結構主要為形塑學生在學

習情境中的動機（Ames & Archers, 1988），因此接受教學實驗的學習者在接受趨向精熟或多重課室

目標結構之訊息的強化後，進而促進或保護其在動機層面的學習策略使用；而課室目標結構屬於

成就目標理論中的「情境」變項（彭淑玲、程炳林，2005），教學者透過情境因素的設計與介入，

或許也促進學習者於情境層面學習策略的使用。至於為何強化課室目標結構知覺的教學無法在時

間上對認知與行為調整策略產生效果？本研究推測或許認知調整與行為調整策略屬於較內容特定

的學習策略。根據 Mayer（林清山譯，1997）觀點，教師可設計不同的教學方法來教導學生特定內

容的學習策略（例如，教師可透過前導組織來教導學生文章的學習；教師可透過記憶術技巧的教

學來教導學生組織與精緻化之認知層面的學習策略），而課室目標結構的教學則有助於一般型的學

習策略，而非特定內容的學習策略。據此，本研究建議未來研究可嘗試將課室目標結構之操弄與

特定性的學習策略教學結合，進而考驗接受何種組合效果對學生各種學習策略最能產生正向效果。 

二、課室目標結構與測量階段對自我調整學習策略之主要效果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顯示，課室目標結構在四種自我調整策略上具有主要效果，此外，測量階

段在認知調整策略上亦具有主要效果。在課室目標結構方面，接受實驗操弄的兩組（趨向精熟課

室目標組與多重課室目標組）在認知調整、動機／情感調整、行為調整與情境調整策略的得分皆

顯著高於對照組，實驗兩組的得分則無顯著差異。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支持多重目標理論亦適用於

課室目標結構之觀點，即趨向表現課室目標結構並不一定具有負向效益，教師若在教學時傳遞結

合趨向精熟與趨向表現的多重目標訊息時，則有益於學生所有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使用。換言之，

在不考慮時間效果上，多重課室目標結構組在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使用上與強調單一的趨向精熟課

室目標結構組一般適應。 
另一方面，在測量階段上，學生在認知調整策略前測的得分顯著高於後測與延後測，後測與

延後測則無顯著差異。換言之，學生認知調整策略的使用隨著測量時間而呈現下降的趨勢。此一

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同（Otis, Grouzet, & Pelletier, 2005; Pintrich, 2000b），即適應性的學習變項會

隨著時間而呈現下降的趨勢。或許因為本研究測量的間隔時間僅差距一、二個月，然而此種下降

趨勢並未顯現於動機／情感調整、行為調整與情境調整策略的使用上。 

三、建議 

（一）教學與學習輔導上的建議 
本研究以教學實驗方式形塑學生所知覺的課室目標結構，並進行操弄檢核，結果顯示本研究

的教學操弄是成功的，表示教師可透過訊息與線索的傳遞進一步強化或形塑課室目標結構。依據

Ames（1992）觀點，當教師傳遞出的訊息顯著足以形成某種目標結構時，就能透過個體的知覺與

認同，使自己的動機或行為組型隨著課室目標結構而改變。 
至於教師該傳遞何種訊息以幫助學生學習？本研究結果顯示結合趨向精熟與趨向表現的多重

課室目標結構對學生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使用之助益與趨向精熟目標結構相同。若考慮時間因

素，則多重課室目標結構對學習者動機／情感調整與情境調整策略使用之正向效果又相對較單一

趨向精熟目標結構穩定。由此可知，當趨向表現目標與精熟目標搭配時，精熟目標也許會調合趨

向表現目標的負向效益，並強化其正向效益，如此雙重目標連結下，會比單一強調趨向精熟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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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目標有更好的效果。這提醒教育現場的教師們，雖今日教育現況無法避免強調表現目標，教師

亦需同時輔以精熟目標，強調理解、努力與進步之重要，如此可提升學習者某些正向的策略行為，

使這些行為/結果較具有較佳的延宕效果。 
（二）未來研究建議 
首先，本研究結果顯示多重目標結構較單一的趨向精熟課室目標結構對動機／情感調整策略

與情境調整策略具有較佳的維持與延宕效果，說明多重課室目標結構較單一課室目標結構為學習

者帶來更多益處，亦即驗證了 Barron 與 Harackiewicz（2001）所提出的互動性目標假設。未來有

關課室目標結構的研究可就 Barron 與 Harackiewicz 所提出多重目標的其他三種假設（可加性目標

假設、特定性假設與選擇性目標假設）進一步加以檢驗。 
其次，Linnenbrink（2005）亦認為結合精熟與趨向表現的多重課室目標結構應為最適應的目

標結構型態，因為多重的課室目標結構可以允許持有精熟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導向或是多重

個人目標導向的學生，於課室中盡情追求屬於自己的個人目標，因而展現較適應的學習歷程與結

果。上述說法是以人境互動觀點來探討課室目標結構如何與個人目標導向交互作用以對學習者產

生影響，則本研究僅聚焦於課室目標結構如何影響學習行為之展現，無法檢驗 Linnenbrink 之觀點。

未來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究課室目標結構如何與個人目標導向互動以影響學習歷程。 
第三，誠如研究結果顯示，課室目標結構與測量階段僅對動機／情感調整與情境調整具有二

因子交互作用，對認知調整與行為調整策略則不具有交互作用效果。本研究推論或許是因為認知

調整與行為調整策略屬於較特定的學習策略，因此策略教學才能幫助學生在時間上維持此兩類策

略之使用。前述推論尚需未來更多學習策略之教學研究加以支持。 
最後，本研究在探討課室目標結構的影響變項時，僅聚焦於學習者正向學習行為（自我調整

學習策略），而忽略學習者逃避層面的學習行為。本研究發現多重目標結構對正向自我調整學習

行為具有正向效果，卻無法得知課室目標結構是否也能預測逃避層面行為。然而，依據成就動機

理論，「趨向」與「逃避」焦點為學習動機的兩大向度，學習者在採取某種學習行為時應有趨向

與逃避之分；再者，Urdan 與 Midgley（2001）已兼顧趨向／逃避焦點，將個體學習行為分為趨向

行為（努力、堅持、求助等）與逃避行為（自我設限、逃避求助）兩類進行探討。是故，研究者

建議未來研究能同時兼顧趨向與逃避行為，以釐清各種課室目標結構對不同向度的學習行為是否

有不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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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addressed which “single” type of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 influences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s 

instead of multiple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s. In this study, the impacts of approach-mastery goal structure and multiple goal 

structure o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SRL) were compared and changes of these impacts over time wereinvestigated 

with a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 Six classes with 152 seventh-grad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City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classes were conducted as individual study groups for different manipulations,including 3 

distinct levels: approach-mastery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 multiple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 and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s 

of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s on SRL were examined at 3 stages: pre-test, post-test and delayed post-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two-way interactive effects between the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s and measurement occasions on 

motivational/affective regulation (MR) and contextual regulation (CR) strategies. We found that multiple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s had the best impact on students’ adaption of SRL because of its positive effects on MR and CR for both the 

post-test and delayed post-test; approach-mastery goal structure had minor positive effects on MR and CR because of its 

positive effects for only the post-test and not delayed post-test; the average scores for MR and CR in the control group 

declined or showed low-levels with time. In the conclusion, the implication for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s, multiple goal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