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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育階段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個人

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由成就動機理論出發，以數學科作為特定領域，探究不同教

育階段、不同⾝分類別學⽣之環境⽬標結構、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

並進⼀步探究資優⽣所知覺之環境⽬標結構對、個⼈⽬標導向與學業情

緒之交互影響。本研究利⽤問卷調查法，以「環境⽬標結構」、「個⼈⽬

標導向」及「學業情緒」為⼯具，研究對象包括 11年級資優生 62人、

普通生 276人；8年級資優生 75人、普通生 197人；5年級資優生 47人、

普通生 158人。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階層迴歸分析分析資料，所得結

果如下： 

⼀、不同教育階段學⽣之差異情形： 

（⼀）5 年級學⽣所覺知到之教師、同儕與家家⾧之精熟⽬標結構顯

著⾼於 8 年級和 11 年級學⽣。 

（⼆）5 年級學⽣持趨向精熟⽬標之傾向顯著⾼於 8 年級和 11 年級

學⽣。 

（三）5 年級在愉悅、希望和⾃豪三項正向情緒顯著⾼於 8 年級和 11

年級學⽣；⽽ 11 年級學⽣之無聊情緒顯著⾼於 5 年級學⽣。 

⼆、不同⾝分類別學⽣之差異情形： 

（⼀）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顯著⾼於普通⽣。 

（二）資優生趨向精熟、逃避精熟和趨向表現之傾向皆顯著⾼於普通

⽣。⽽普通⽣在逃避表現⽬標之傾向則顯著⾼於資優⽣。 

（三）資優⽣在愉悅、希望、⾃豪三個正向情緒上皆⾼於普通⽣。⽽

⽣氣、焦慮、無望和無聊四個負向情緒，則是普通⽣⾼於資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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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標結構對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預測效果： 

（⼀）⼤致上來說，環境⽬標結構可預測資優⽣相對應之個⼈⽬標

導向。 

（⼆）整體來說，教師與同儕之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

正向情緒；教師與同儕之表現⽬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

負向情緒。其中，同儕精熟⽬標結構同時正向預測了資優⽣

之⾃豪與焦慮兩種情緒。家⾧環境⽬標結構對資優⽣之學業

情緒不具有預測效果。 

四、環境⽬標結構、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中介效果： 

（⼀）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透過趨向精熟⽬標導向之部分

中介或完全中介，對其學習數學之愉悅與希望情緒產⽣正向

的預測效果。 

（⼆）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完全透過逃避表現⽬標導

向之中介，對其希望情緒產⽣正向的預測效果。 

（三）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透過逃避表現⽬標導向之

部分中介或完全中介對其⽣氣、焦慮、無望與無聊情緒產⽣

負向的預測效果。 

（四）資優⽣所覺知之同儕精熟⽬標結構完全透過精熟⽬標之中

介，對其學習數學之⾃豪情緒產⽣正向的預測效果。 

（五）資優⽣所覺知之同儕表現⽬標結構完全透過逃避表現⽬標之

中介，對其學習數學之焦慮情緒產⽣正向的預測效果。 

 

關鍵詞：資優⽣、環境⽬標結構、個⼈⽬標導向、學業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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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al Goal Structures , Individual Goal Orientations and 

Academic Emotions of Gifted Students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uses 

mathematics as a specific field 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goal structures, 

individual goal orientations and academic emotions of gifted students in 

different education stages. Research tools are "environmental goal structure 

scale", " individual goal orientation scale" and " academic emotions scal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62 gifted students and 276 general students in the 11th grade ; 75 gifted students 

and 197 general students in the 8th grade ; 47 gifted students and 158 general 

students in the 5th grade.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one way 

ANOVA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ducation: 

(1) The Teacher-mastery goal, Peer-mastery goal and Home-mastery goal of 

the 5th grad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8th and 11th grade. 

(2) Students in the 5th grade are more prone to the mastery goal than the 

students in the 8th and 11th grade. 

(3) As for the positive emotions of enjoyment, hope and pride, students in the 

5th grad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tudents in the 8th and 11th 

grade; Moreover, the students in the 11th grade significantly felt more 

bored than the students in the 5th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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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ifted students and general students: 

(1) The Teacher-mastery goal of gifted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eneral students. 

(2) The Approach mastery goal, Avoidance mastery goal and Approach 

performance goal of gifted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general students. The tendency of general students to Avoidance 

performance goal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ifted students. 

(3) The positive emotions of gifted students are higher than general students 

in the positive emotions of enjoyment, hope and pride. As for anger, 

anxiety, hopelessness and boredom, the general students are higher than 

gifted students. 

 

3. Predictive effect/ predictive validity of environmental goal structure on 

Individual Goal Orientations and Academic Emotions 

(1) In general, the environmental goal structure can predict the corresponding 

individual goal orientation of the gifted students. 

(2) Teacher-mastery goal and Peer-mastery goal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of gifted students; Teacher-performance goal 

and Peer-performance goal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negative academic 

emotions of gifted students. Among them, Peer-mastery goal also predicts 

the pride and anxiety of gifted students. Moreover, there is no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academic emotions of gifted students in Home-mastery goal 

and Home-performanc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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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dividual goal orient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goal structures and academic emotions. 

(1) The teacher mastery goal which was perceived by gifted students was 

partially mediated or completely mediated through approach mastery goal,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enjoyment and hope emotions while studying 

math.  

(2) The teacher mastery goal which was perceived by gifted students was 

completely mediated through avoidance performance goal,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hope emotions while studying math.  

(3) The teacher mastery goal which was perceived by gifted students was 

partially mediated or completely mediated through avoidance 

performance goal,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anger, anxiety, 

hopelessnessm and boredom emotions while studying math.  

(4) The Peer-mastery goal which was perceived by gifted students was 

completely mediated through approach mastery goal,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pride emotions while studying math.  

(5) The peer-performance goal which was perceived by gifted students was 

completely mediated through avoidance performance goal,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anxiety emotions while studying math.  

 

 

Keyword: gifted students, individual goal orientations, environmental goa1 
structure, achievement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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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緒論 

    本章分為四個部分，分別論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最後

則名詞釋義，名詞釋義主要是針對本研究所欲探究之變項與重要名詞，

給予操作型之定義。 

 

第⼀節	 研究動機	

    過去許多和資優相關的理論與定義中，動機都被歸類為其中一個決定

性的特徵。Renzulli（1986）的三環理論中，即將資優定義為中等以上之

智力、高度的創造力與高度之學習動機。Renzulli 並提出唯有三環交

集 運 作 之 後 所 展 現 之 特 質 ， 才 會 被 認 定 作 資 優 的 行 為

（Renzulli ,1978）。Gottfried ＆Gottfried (2004)甚至提出，在目前的資

優類別中，應該獨立出動機卓越之類別(gifted motivation)，和一般智能資

賦優異、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等，分屬不同的範疇。學者並明確地定義出

動機卓越之學生特質，包含能享受學校的學習、趨向精熟；具好奇心，

堅持度高；樂於接受具挑戰性、困難和新奇的學習任務。另外，亦有許

多實徵研究指出，內在動機對學習成就的預測力，高於智商對成就預測

力（Gottfried,1990；Gottfried ＆ Gottfried, 2004）。且學習動機對學習成

就的影響力比能力更直接、更重要的，學習動機能驅使學生面對課程中

的挑戰（Cool ＆ Keith , 1991）。 

在教育心理學的領域，動機一直都是備受矚目的議題。近年來也越

來越多研究者根據當代動機理論，深入探究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而在其

中，個人目標導向是用以解釋學生成就行為與學習動機最重要的理論架

構之一。個人目標導向能解釋學生在成就情境中，從事學習任務所抱持

的目的與理由（Barron & Harackiewicz , 2001）。個人目標導向亦能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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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對學習過程之情境感受、評估與反應。總而言之，學生之所以有不

同的學習表現與其本身所持有的目標導向有密切之關聯（Barron & 

Harackiewicz,2001）。透過個人目標導向，我們可以了解，對於一個學生

而言，學習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知識與技能；或是為了贏得好成績，以贏

得他人的讚美。尤其，在學習歷程中，學習動機為影響學習成效的重要

因素之一。因此，探究資優學生之個人目標導向，有助於我們了解資優

生從事學習任務之目的，以協助促進資優學生之才能發展，同時也能預

防資優生朝向低成就發展。 

    研究發現，學業情緒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會影響其學習策略的選擇

和運用（林宴瑛、程炳林，2012；程炳林、林清山，2002），也可以促進

創意思維、尋求策略解決問題(Fredrickson，2001)；影響學習者批判性思

考以及後設認知監控等學習策略的使用（Pekrun,Goetz,Titz,& Perry,2002）。 

相對地，負向情緒會窄化人類思考行動之技能，影響學習策略的選擇，

進而影響其學業成就（Fredrickson，2003）。而國內資優教育課程強調精

熟學習，學習歷程著重在幫助資優學生發展高層思考能力、擴散式思考

歷程與歸納和演繹的推理技能，期望資優學生能學習互動、並自行尋找

問題的答案(蔡典謨、侯雅齡、陳麒文、蔡忠翰，2017)。可以見得，要真

正發揮資優教育的精神，確實實踐資優教育之課程目標，探究資優學生

的學業情緒也是不可輕忽的一環。 

    在過去許多實徵研究皆指出，環境目標結構對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

緒具有直接之影響力。人們生處於各種生活領域中，這些情境的交織都

會影響個人的目標導向。教師、同儕在課堂互動中營造或傳達出的目標

結構，都可能影響學習者之個人目標導向。當學生認為他們的課堂或學

校強調學習和努力時，他們更可能傾向精熟目標；相反，當他們認為自

己的課堂或學校強調競爭和能力時，他們較易持有表現目標（Urdan, 

2004）。另外，家庭的影響力亦是不容忽視，父母對孩子成功或失敗的

反應，都將潛在的影響孩子對成就的看法，進而影響其信念、感覺和行

為（黃幸美，1992；Ames & Arche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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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變項亦透過學習者的個人認知和評估，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其學業

情緒（林宴瑛、程炳林，2012）。當學習者處於強調精熟學習之環境目標

結構下，容易產生較多正面的情緒；反之，當環境目標結構強調競爭和

比較時，學習者即會產生較多負面的情緒（林宴瑛、程炳林，2012）。 

    資優的發展是一互動歷程的結果，而資優生之認知與心理特質又有別

一般學生，因而，資優生所面臨之情境壓力，也與一般生不同。研究指

出，資優生對自己、他人，以及周遭環境具有高度之敏感度，在意他人

對自己的看法和評論。過去研究也發現，資優生通過資優鑑定後，在與

身邊的重要他人，包括父母、老師和同儕等的互動過程中，能察覺到他

人對自己的看法與期許，進而改變或修正其行為，甚至於影響其自我概

念(高儷萍、劉欣惠2009) 。然而，大多數的家長、教師和同儕可能受到

刻板印象的影響，而對資優生產生不適當之期待，如此可能對資優生的

發展歷程產生不利的影響。 

   心理學和教育學上在定義動機時，通常會含括個人和環境因素，動機

理論除了區分個人的動機特徵，也區分影響動機的任務和環境因素。在

探究教育或環境互動方面，也越來越多檢驗動機的研究，尤其是與成就

動機相關的變因。然而過去國內針對資優生學習環境相關的研究，大多

是針對學習滿意度、學校壓力、學校適應等相關的問題進行探究(許嘉容，

2007；顏詩嘉，2014)。因此，本研究期望能藉由探究環境目標結構、個

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三個變項之間的關聯性，以深入瞭解國內環境結

構對資優生生學習之影響。  

 

    當代動機理論中定義動機是個體在有意識地感知和解釋情境後，對

他們的行為做出選擇（Stipek，2002）。而近年來，許多學者們皆由當代

動機理論出發，深入探究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期望藉由研究發現能進一

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國內外也已有不少針對不同教育階段學生，

所進行的環境目標結構、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研究。但是，以資

優生為對象所進行的相關研究卻非常有限。然而，從過去到現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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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優的理論和定義中，一直都是非常關鍵的決定性特徵。但是反觀整

個資優教育的過程，從鑑定、安置到個人輔導計畫的訂定與實施等，我

們似乎從未深入去探究資優學生的動機取向。因此，本研究期望能由成

就動機理論出發，探究資優生之學習歷程，藉此提供資優教育者和資優

生父母在教育和教養上的參考和建議，更實質地協助資優生透過其個人

目標，與學習環境間的互動，朝向卓越發展。    

    本研究考量國內資優⽣的類別，以數理資賦優異為⼤宗，且數學科的

學習需要運⽤⾼階層的概念，不單純只是練習與記憶，更重要的是⽤思

考來建構關係，⽽過去研究也發現，數學學業情緒直接正向影響學⽣學

習數學之學習策略（劉⽟玲，2016）。因此，本研究選定數學科作為特定

領域，來探究不同教育階段、不同⾝分類別學⽣對環境⽬標結構的知覺，

以及其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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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研究⽬的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 探究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所知覺之環境目標結構之差 

異。 

⼆、 探究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之個人目標導向之差異。 

三、 探究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之學業情緒之差異。 

四、 環境目標結構對資優生個人目標導向之作用效果。 

五、 環境目標結構對資優生學業情緒之作用效果。 

六、 分析資優生之環境目標結構、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中介效果。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壹、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 

一、 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所知覺之環境目標結構是否有差

異? 

二、 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之個人目標導向是否有差異? 

三、 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之學業情緒是否有差異? 

四、 環境目標結構對資優生之個人目標導向是否具有預測效果? 

五、 環境目標結構對資優生之學業情緒是否具有預測效果? 

六、 資優生之個人目標導向是否為環境目標結構和學業情緒之中介變項? 

 

 

 

 



	 6	

貳、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一、 環境目標結構的覺知會因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而有差

異。 

二、 個人目標導向會因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的學生而有差異。 

三、 學業情緒會因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的學生而有差異。 

四、 資優生所知覺之環境目標結構可預測其個人目標導向。 

五、 資優生所知覺之環境目標結構可預測其學業情緒。 

六、 資優生之個人目標導向是其環境目標結構與學業情緒的中介變項。

亦即受試者的環境目標結構和個人目標導向能同時預測其學業情緒

時，環境目標結構對學業情緒之解釋力會下降。 

 

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 資優生 

    特殊教育法（2014）所稱的資賦優異，是指具有卓越潛能獲或傑出表

現，經過專業評估及鑑定後，確定其具有學習上之特殊需求，需特殊教

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資賦優異之分類包含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創造能力資賦優異、領導能力

資賦優異、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本研究所指的資優生，是通過臺北

市資賦優異鑑定的 5年級、8年級及 11年級的學生。此三個不同教育階

段的資優生類別:國民小學階段皆為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國民中學及國民

高級中學則抽樣數理資賦優異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貳、個人目標導向 

    目標導向分論的核心在於，探究學習者從事其學習任務時之理由（程

炳林，2002）。本研究依據 Elliot(1999)及 Pintrich(2000a)的區分方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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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目標導向區分為：趨向精熟目標導向、逃避精熟目標導向、趨向表

現目標導向，以及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四類。本研究採用程炳林(2003)所編

製之個人目標導向量表，用以測量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之

四類個人目標導向，以下將分別簡述其意涵。 

 

一、 趨向精熟目標(Approach mastery goal) 

    趨向精熟目標導向是採趨向焦點與精熟導向，是指學習者在學習的歷

程中，以自己為參照標準，重視並強調精熟學習與能力之發展(Pintrich , 

2000c)。本研究以個人目標導向量表中的「趨向精熟目標分量表」之得分

代表受試者之趨向精熟目標導向。受試者得分越高，代表其趨向精熟目

標導向之傾向越高；得分越低則表示，受試者之趨向精熟目標導向傾向

越低。 

二、 逃避精熟目標(Avoidance mastery goal) 

    逃避精熟目標導向是採逃避焦點與精熟導向，其意涵是指學習者在學

習歷程中，致力於避免不理解、不精熟，並且不在乎和他人比較。對自

我要求很高，幾乎為完美主義(Pintrich,2000c)。本研究以個人目標導向量

表中之「逃避精熟目標分量表」之得分來代表受試者之逃避精熟目標導

向。受試者得分越高者，代表其逃避精熟目標之傾向越高；得分越低則

代表其逃避精熟目標導向之傾向越低。 

 

三、 趨向表現目標(Approach performance goal) 

    趨向表現目標導向是採趨向焦點與表現導向，是指當學習者在學習時，

以常模為參照標準，強調競爭、超越他人，並以獲得別人的讚美為目的

(Pintrich,2000c)。本研究以個人目標導向量表中之「趨向表現目標分量表」

之得分來代表受試者之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受試者之得分越高，代表其

趨向表現目標導向之傾向越高；受試者所得之得分越低，則代表其趨向

表現目標導向之傾向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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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逃避表現目標(Avoidance performance goal) 

    逃避表現目標導向是採逃避焦點與表現導向，其意涵是指，學習者在

學習時，以常模為標準，避免被他人覺得自己是愚笨的或是缺乏能力的，

且經常會有逃避學習的狀況(Pintrich,2000c)。本研究是以個人目標導向量

表中之「逃避表現目標分量表」之得分來代表受試者之逃避表現目標導

向，受試者之得分越高，代表其逃避表現目標導向之傾向越高；受試者

之得分越低，則代表其逃避表現目標導向之傾向越低。 

 

 

參、 環境目標結構 

    環境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在其學習情境中，接收到有關成就行為之

目的或理由的相關訊息(Ames,1992)，其中傳遞的媒介通常包含課室中的

老師、同儕以及父母等(Urdan & Midgley,2001)。本研究採用陳彥蓉(2011)

所修編而成「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來測量不同教育階段的資優生與一般

生，在其學習環境中所覺知到之環境目標結構。環境目標結構共包含六

個分量表，分別為「教師精熟目標」、「教師表現目標」、「同儕精熟目

標」、「同儕表現目標」、「家庭精熟目標」和「家庭表現目標」。以下

將分別說明其意涵。 

 

一、 教師精熟目標結構(Teacher-mastery goal) 

    教師精熟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能知覺到課堂中，教師所營造之學習

目標為重視理解、強調精熟，學習歷程是以提升自我能力為主要目標 

(Urdan & Midgley,2001)。本研究以受試者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中之「教

師精熟目標分量表」上的得分代表其對教師精熟目標之覺知。受試者得

分越高，表示其覺知到之教師精熟目標結構之程度越高；得分越低表示

其所覺知到之教師精熟目標結構之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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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表現目標結構(Teacher-performance goal)  

    教師表現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能知覺到課堂中，教師所營造之學

習氛圍，是強調競爭與能力上之比較(Urdan & Midgley,2001)。本研究以

受試者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中之「教師表現目標分量表」上的得分，代

表受試者對教師表現目標之覺知。受試者得分越高，代表其所覺知到之

教師表現目標結構程度越高；得分越低表示其所覺知到之教師表現目標

結構程度越低。 

 

三、 同儕精熟目標結構(Peer-mastery goal) 

    同儕精熟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能知覺到，同儕間的學習風氣是強

調進步、精熟與獲得新知的(Urdan & Midgley , 2001)。本研究以受試者

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中之「同儕精熟目標分量表」上的得分，代表其對

同儕精熟目標結構之覺知。受試者之得分越高，代表其所覺知之同儕精

熟目標程度越高；得分越低則代表其所覺知之同儕精熟目標程度越低。 

四、同儕表現目標結構(Peer-performance goal) 

    同儕表現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能知覺到同儕間之學習焦點，著重

於彼此競爭與能力比較上(Urdan & Midgley , 2001)。本研究是以受試者

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中「同儕表現目標分量表」上之得分，代表其對同

儕表現目標之覺知。受試者的得分越高，代表其所覺知之同儕表現目標

結構程度越高；得分越低代表其所覺知到之同儕表現目標結構程度越

低。 

 

五、家庭精熟目標結構(Home-mastery goal) 

    家庭精熟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能知覺到父母對自己的學習期望，

是著重在努力、智能提升以及有意義的學習發展上(Midgley & 

Urdan,2001；Urdan & Midgley,2001)。本研究是以受試者在環境目標結

構量表中，「家庭精熟目標分量表」上之得分，代表其對家庭精熟目標

之覺知。受試者得分越高，代表其所覺知到之家庭精熟目標結構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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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受試者之得分越低，則代表其所覺知到之家庭精熟目標結構的程度

越低。 

 

六、家庭表現目標結構(Home-performance goal) 

    家庭表現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能知覺到父母對自己在學習上的期

望是，能夠勝過他人、對他人證明自己的能力。此外，父母對孩子的評

價，主要是根據孩子的考試成績來決定(Midgley & Urdan,2001；Urdan 

& Midgley,2001)。本研究以受試者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中之「家庭表現

目標分量表」上的得分，來代表受試者對家庭表現目標之覺知。受試者

之得分越高，代表其所覺知到之家庭表現目標結構的程度越高；得分越

低則代表其所覺知到之家庭表現目標結構的程度越低。 

 

 

 

肆、 學業情緒 

    學業情緒之意涵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情緒，可區

分為正向和負向兩個價向。正向情緒包含：愉悅 (enjoyment)、希望 (hope)、

自豪 (pride)三種；負向情緒包含：生氣 (anger)、焦慮(anxiety)、羞愧

(shame)、無望 (hopelessness)、無聊 (boredom)等五種情緒(Pekrun,2005)。

本研究是以數學科作為研究之特定領域，研究中所稱之學業情緒特指數

學科學業情緒。本研究利用程炳林(2013)所編製之「學業情緒量表」，來

測量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所產生之學業情緒。受試者在某一類情緒上之

分數愈高，代表該受試者在學習數學時所產生該價向之情緒愈強烈；分

數愈低，則代表受試者在學習數學時所產生該價向之情緒愈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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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獻探討 

    第二章主要論述與本研究相關之理論基礎以及相關研究。全章共分為

四個小節，第一節論述資優概念、資優生特質與發展。第二節論述個人

目標導向之發展與相關研究。第三節論述環境目標結構之意涵與相關研

究；第四節探究學業情緒之意涵與相關研究；並在最後進行總結。 

 

第⼀節	 資優概念、資優⽣特質與發展	

    本節主要論述資優的特質與相關理論，包含:資優的概念、資優生的特

質與適應，並探究不同階段資優生之情意發展。 

 

壹、 資優的概念 

資賦優異是指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在經過專業評估及鑑定

後，確認其具有學習之特殊需求，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

者(教育部，2014)。資優是一項動態特質，資優的發展是一互動歷程的結

果，透過環境中的挑戰與刺激，將個人內在的才藝和能力激發出來(花敬

凱，2007)。近幾年來，資優的概念漸漸朝向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而美國

早在 1975 年，即將資優教育服務之對象界定為一般能力優異、學術性向

優異、創造能力優異、領導才能優異和視覺及表演藝術能力優異等五大

類。而目前國內將資賦優異區分為六個類別，包含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創造能力資賦優異、領導能力

資賦優異以及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等(教育部，2014) 

    Renzulli（1986）的三環理論中，將資優定義為中等以上之智力、高

度創造力，以及高度學習動機。且Renzulli(1978)認為唯有在三環交

集運作之後所展現出來之特質，才能被認定為高成就或資優

行為。許多有關資優的理論以及資優的定義中，也都將動機列為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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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決定性的特徵。Gottfried＆Gottfried (2004)甚至提出動機卓越(gifted 

motivation)應被單獨歸為一個資優類別，和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術性

向資賦優異等，分屬不同的範疇。並明確地定義動機卓越的學生，能享

受學校的學習，趨向精熟、具好奇心，堅持度高，並樂於接受具挑戰性、

困難和新奇的學習任務。 

    富勒頓縱向研究（The Fullerton Longitudinal Study）（Gottfried，

Gottfried，Barthurst＆Guerin, 1994）進行的關於智力資優的縱向研究發

現，8歲被鑑定為資賦優異的兒童，早在童年時期(零到六歲)，就已經擁

有比其他同齡的小孩更強烈的精熟動機（Gottfried et al，1994）。亦有

其他研究發現，資賦優異的孩子比一般同儕，展現更強烈的內在動機，

持有更強烈的好奇心和精熟動機（Davis＆Connell, 1985; Vallerand，Gagn 

'e，Senecal，＆Pelletier, 1994）。 

    另外，亦有研究數據顯示，內在動機對學習成就的預測力，高於智

商對成就預測力（Gottfried,1990；Gottfried＆Gottfried, 2004）。Cool＆

Keith（1991）也發現，在學習歷程中，學習動機對學習成就的影響力比

能力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為學習動機驅使學生面對課程中的挑戰。富

勒頓縱向研究中，從高中到成年初期這段時期來看，動機卓越的學生其

成就表現優於資賦優異的學生。且在此研究中，沒有一個動機卓越的學

生中途輟學，卻有五名資賦優異的學生輟學（Gottfried et al, 1994）。 

    可以見得，動機在天賦發展的過程中，確實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從學生進入資優教育服務的過程中，從鑑定、安置到個人輔導計畫

的訂定與實施等，我們似乎從未深入去探究資優學生的學習動機。 

 

貳、資優生之特質與適應 

    綜觀來看，多數資優生具備語言和思考早熟、優越的閱讀理解能力、

思考快速、動機強、堅持力強、優異的集中力、不尋常的記憶力、多樣化

的興趣等認知特質(吳崑壽，2009)。另外，資優生學習與心理特質皆與普

通生有所差異，且相較於普通生，資優生擁有一些獨特的適應問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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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身心發展不均衡、過度激動特質、人際差異知覺與自我認定困難、過

度期望壓力等(郭靜姿，2000)。然而，資優生其實是一群異質性頗大的群

體，包含不同的能力、性別、年齡；不同種族、語⾔與社經族群；與不同

的內在差異或障礙等，都可能造成資優⽣在社會與情緒發展⽅⾯之差異

（Obinson、Reis、Neihart & Moon, 2002）。 

    Betts and Neihart(1988)根據⽂獻以及⾧期針對資優⽣之觀察與研究

後，將資優學⽣分為六個類型，此六個類型包含學⽣的⼈格特質與環境

交互影響的結果，六⼤類型的資優⽣特質如下: 

一、 成功型:這類型的資優⽣是完美主義者⾼學業成就者，聽話乖巧

積極認真，但不冒險，是標準的好學生。容易受到父母、

師長的疼愛；易遭同儕羨慕或嫉妒。然而，自年幼經常

獲得外在增強的結果，也可能使他們的行事做人都依賴

他人與外在標準，而失去了創意和自主性。因而需要培

養冒險精神與自動自發習慣、情緒管理、自我肯定。 

二、 挑戰型:這類資優生相當獨立而富創造力；具幽默感、好勝卻缺乏

自制力；具有正義感與批判、固執、質疑、挑戰權威。

這類型的學生在學校體制內，可能因為各種制度缺乏彈

性而容易受挫或顯得行為不當。也因為其不當的行為，

也常常造成他們未能在鑑定中入選。這類型的學生需學

習與別人和平共處、自我控制與彈性變通。否則在長期

格格不入的環境下，他們可能會順應環境要求轉變為「成

功型」學生；或是逃離學校，成為邊緣人或中輟生。 

三、 埋沒型:這類型的學生，害怕自己異於常人，所以害怕承認自己是

資優生，不願就讀資優班或加速課程，極欲尋求歸屬感。

這些學生可能是受到過去負面經驗的影響，或是其生長

環境不鼓勵表現與特殊。因此他們缺乏自信，不願表現，

反而覺得跟大家一樣是最安全的，才不會受到排斥或承

受壓力。他們因而常在資優生鑑定中被忽略。這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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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需要加強自我瞭解與肯定，幫助他們瞭解內在情緒

衝突。 

四、 中輟型:這類型學生孤僻、自我批判，對學校課程沒興趣，常因為

嚴重不適應學校或社會環境，而選擇離開學校，可能進

而影響其面對生涯和生命，而成為逃離者。這類型的學

生可能來自挑戰型的轉型，在鑑定過程中也不易被發覺，

因而缺乏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機會。 

五、 雙重殊異型:這類型的資優生同時具有其他障礙類別，例如：視覺

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情緒障礙、學習障礙等問

題。而多數師長和同儕只強調其障礙，鮮少幫助他們開

發潛能，他們接受的特殊教育服務多是障礙類別為主。

此類別的學生通常成績表現平平、甚至落後，容易產生

習得無助感、自尊心低落挫。需提供必要的資源，肯定

其學習潛能，協助其潛能之發展。 

六、 自主學習者:前面五類的資優生多少都具有潛在的危機，可能限

制其才能發展。而第六類『自主學習者』具備適當社會

技能、獨立性強、自我負責、有目標、有創造力、富熱

情、樂於冒險嘗試。他們通常也具備領導能力，面對未

來也做好了最佳的準備。『自主學習者』是 Betts等人認

為最成功的類型，也是資優教育追求的目標。這些學生

通常都是需求能獲得滿足，也累績了過去的成功經驗，

使他們具有強烈的自信心，與正向積極的自我概念。針

對此類別的學生，應協助他們發展長期的獨立研究計畫、

提供充實與加速課程，並給予他們自我發展的空間。 

    每個資優生有其各自的學習風格、生活經驗和成長背景，因此也形塑

其各自的感覺、行為、態度和需求。Betts and Neihart(1988)提出上述六大

類型的資優生樣貌，並針對各類型提出教育上之建議，提供資優生、家

長、教師和教育階層明確之方向與建議。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能協助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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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發展成為主動學習者，再進而達成終身學習者之最終目標(George, T. 

B. , & Jolene, J. K. , 2009)。不可否認的，在教育現場中，並非所有的資優

生都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甚至於有些資優生在其學習與發展過程中，

並無法適應學校生活，甚至逃離學校。 

    在資優教育中，最令人沮喪的難題之一，就是為什麼某些天賦聰穎的

學生卻表現不如預期，甚至出現低成就的表現。早在 1925年就有學者提

出，資優生是教育上最大的低成就族群，後續的研究也發現，智商在 130

以上的學生中，63%有嚴重的低成就現象，其中許多學生有曠課和逃學的

紀錄(花敬凱，2007)。資優生低成就並非只是阻礙個人的潛能發展，也可

能導致消極的自我概念、自尊心低落，在校園中自我孤立或是與其他同

學發生衝突(Whitmore, 1980)。 

    資優生的情意特質有別於一般學生，資優生對於他人的期待和感覺具

有極高之敏銳度，需要成功與認可，也特別容易因他人的批評而受傷(花

敬凱，2007)。此外，資優生必須面對有別於一般學的生特殊情境因素，

例如:資優生標籤、忍受來自家長和老師的高期望、學業上的挑戰性不足、

加速學習的經歷等。過去研究即發現，資優生通過鑑定後，在與身邊的

重要他人，包括父母、老師和同儕等的互動過程中，能夠知覺到他人對

自己的看法與期待，而去改變、修正自身的行為，亦可能影響資優生之

自我概念(高儷萍、劉欣惠 2009)。 然而，多數的家長、教師與同儕可能

因為刻板印象的影響，而對資優生持有不適當的期望，因而可能對資優

生的學習歷程產生不利的影響。 Kate and Lisa (2013)從現代動機理論出

發，採用以人為中心的理論方法，彙整過去的文獻並提出兩個低成就資

優生的主要發展途徑。並強調資優生個人信念與情境的相互作用，即可

能延伸出不同的學習行為與表現。而家長、教師的高度期望和不適當的

獎勵和讚美等社會性因素，都可能導致資優生持有一些適應不良信念。

此部分的不適當讚美，是指家長或師長針對學生能力的稱讚，而非稱讚

學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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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賦優異教育的目的，是針對學習潛能優異而無法在普通課程中受

益的學生，提供適性教育的機會，以使其能在彈性化的教材教法下，充

分發揮學習潛能(郭靜姿，2000)。而資優的發展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需要

透過外在的刺激，將內在的能力和潛能開發出來，因此在教育上我們須

從學生的需求出發，給與支持性的學習環境，彈性調整教育方針，以符

合各類型資優生之需求，期望協助學生走向自主學習的、終身學習之境

界。 

 

參、不同階段資優生之情意發展 

    資優生成長發展歷程中，除了需要滿足其優異潛能的挑戰，因資優生

身心特質的特殊性，在社會情意與適應方面也有不同於一般學生的挑戰。

情意發展在近年來已漸漸獲得注意,但是跟才能發展比較起來，在情意方

面的闡明仍不多(Ericsson, 2006；Subotnik et al.,2011)。而才能發展又過度

關注於「成就取向」，忽略了自我了解(self-understanding)及自我實現(self-

actualization)之議題(Grant & Piechowski, 1999)。 

    近期 David and Kim (2012)提出應對成長模式(Cope-and-Grow Model)，

強調一個人能夠同時擴展個人的主體視野（Grow），也能處理壓力事件

和消極情緒（Cope）之雙重理論（Boekaerts,1993; Dai,2004）。應對成長

模式關注的是整個發展階段、教育脈絡、以及應對成長的問題，且它結合

了情意發展與認知發展，將兩者皆含括在才能發展中，以促進學生達成

最佳發展(optimal development)。學者認為才能發展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

努力，包含興趣發展、持續的自我效能評估、進階經驗的獲得、做出個人

選擇、形成個人認同和歸屬感、對社會脈絡的覺知等。每一個學生在才能

發展路途上，經歷不同的事件、並與環境互動，隨著個人的發展軌跡，逐

漸走向差異和獨特。  

    學習者在不同的教育階段，具有其不同的發展狀態與情意需求。

VanTassel-Baska 和 Stambauch（2006）即指出，在規劃資優生情意課程

時，必須特別注意學生所處之發展階段。情意課程需與學生認知發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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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年齡階段所關切的議題相互連結，才更能發揮情意課程之效能。David 

and Kim (2012)在提出應對成長模式時也強調，才能發展的有效課程應考

量兒童的處境，包括:（a）孩子的才能發展階段（b）孩子的教育條件（c）

孩子的情緒狀態。亦即才能發展課程中，應對成長模式的運作模式取決

於學生的才能發展階段和學生所處的社會環境。因此，學者也針對應對

成長模式，提出了才能發展的四個階段: 

 

一、 基礎階段(Foundational Stage): 

    基礎階段是才能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含括學齡前和大多數小學階段的

孩子。此階段的孩子的正在發展其基本心理結構，例如：閱讀，寫作，算

術和推理等。此階段孩子的行為模式仍是較自發、自然的，而非刻意展現

的。而基礎階段的情意發展重點在活動力和意志，即「我可以」、「我會」

的概念。透過各種有意義的活動，並在過程中幫助孩子應對和克服內部

障礙，如恐懼和焦慮，及時行樂和缺乏持久性，促進兒童的意志力量。 

 

二、 轉變階段(Transitional Stage) 

    轉變階段為才能發展的第二階段，含括小學後段到中學的孩子，此

階段的孩子們正在從「他人引導」轉變到「自主探索」。孩子的自主性

和責任感增加，也樂意進行更多的自主活動，開始發展和追求自己的興

趣。然而，他們對自身的不確定性也增加，且情感上更脆弱。因此，在

這個階段，情意發展課程的重點，應著重在加強其自信心和增加生活議

題與經驗。 

三、 結晶階段(Crystallizing Stage) 

    結晶期為才能發展的三階段，大致包含高中和大學時期的一部分。學生

在他們的興趣發展上，已經更進階到知識和技能的層面。也因為此階段在學

習上自由度和選擇性增加了，因此對自我認同或歸屬感的探索反而更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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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因此，應對成長模式的目標在於促進自我認同 (Identity)與歸屬感

(Commitment)的發展。 

 

四、 進階階段(Advanced Stage) 

    進階階段含括大學到研究所時期。在此階段，學生大部分已經選擇了

特定的職業道路，並投入精力和時間於專業工作上，例如:開公司，或追

求大學或更高的學歷。在進階階段的擔憂是關於自己能否成功完成專業

的培訓；自己是否有能力在某個領域具有突出的貢獻；是不是要以此作

為終生的職業。意發展課程在此階段的目標不只是強化認同感和歸屬感，

而是在發展個人的願景，促進個人在某的領域中貢獻其專業，並且促進

其發展有效的方法來應對挫折、失敗、沮喪和自我懷疑。 

情意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在透過增加成長與應對的經驗，來強化個人

知才能發展。而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也有其不同的情意特質與需求，

因此，必須確實掌握學生的才能發展階段、教育條件與情緒狀態，才真

正貼近學生之需求。 

 

肆、小結 

    由文獻資料可以發現，動機是資優的特徵之一，也是影響資優生成就

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資優生並非同質性的群體，不同的能力、性別、年

齡；不同種族、語言與社經族群，以及不同的內在差異或障礙等，都可

能造成資優生在社會與情緒發展上之差異（Obinson、Reis、Neihart & 

Moon，2002），形塑其不同的自我概念與情意特質。因此在教育上，我

們需要瞭解與探究資優生在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習狀態與需求，才能因應

其不同的發展狀態，提供適切的情意發展刺激，以促進其才能發展，協

助資優生朝向終身學習之目標。因此，本研究期望能由成就動機理論出

發，探究資優生之學習歷程，藉此提供資優教育者和資優生父母在教育

和教養上的參考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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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個⼈⽬標導向之發展與相關研究	

    目標導向理論(goal orientation theory)又稱為成就目標理論，其源自於

古典成就動機理論。為近年來動機心理學家探究的熱門議題之一。目標

導向理論強調，個體會整合自己的信念，並依據自己的信念，去完成其

學習的歷程(Ames,1992)。目標導向理論亦是解釋個體成就行為與學習動

機最重要之理論架構（Barron & Harackiewicz,2001）。目標導向理論的核

心在於，探究學習者從事其個人學習任務時之理由，亦即學習者究竟是

為什麼（why）而從事某項學習工作（程炳林，2002）。另外，目標導向

理論強調，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並不是只是「有」或「無」的問題而已，

而是方向上的差異。意即如果一個人不願意學習，並不是指他缺少動機、

沒有學習動機，而其實是他的動機導向了「逃避」的方向(程炳林，2003)。 

 

壹、 個人目標導向理論之發展 

    目標導向理論由早期二分法之基準目標理論（normative goal theory），

到三分法的修正目標理論（revised goal theory），再演變至後來的四向度

目標導向理論，以及近期提出的六向度目標導向理論。 

 

一、 基準目標理論（normative goal theory） 

    成就目標理論在1980 年代初期由Ames,Dweck, Maehr, 與Nicholls 等

四位學者依照能力定義的觀點所開發出來的(Ames,1984; Dweck,1986; 

Maehr & Midgley,1991; Nicholls,1984)。發展初期，成就目標理論都是以

二分法的架構，將學習者學習時的目的和理由，區分為兩個類別。雖然

不同的學者所提出的目標名稱不甚相同，像是學習目標與表現目標

（Dweck & Leggett,1988）、精熟目標與表現目標（Ames,1992）、工作涉

入目標與自我涉入目標（Nicholls,1984）等。然而其意涵大致上是相同的。

直到Pintrich（2000a）整合各學者之二分法目標導向研究，以精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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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y goal）和表現目標（performance goal）來代表學習者在從事學

習工作時，所持有之兩種目標導向。此二分法的目標導向即稱為基準目

標理論（normative goal theory）。 

     基準目標理論的相關研究提出，持精熟目標導向的學習者，注重學

習的過程，強調能力與技巧的精熟。持精熟目標導向的學習者，持有較

高之自我效能與正向情感，也比較願意投注心力在認知學習，以及後設

認知策略的使用上（Urdan, 1997）。精熟目標導向的學習者也較喜愛具

有挑戰性的學習工作，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挫折時，也比較能堅持到底

（Elliott & Dweck,1988）。反之，持表現目標導向的學習者，其所知覺的

學習環境教具競爭性，因此學習者在意的是他人對自己能力的評價，較

注重自我能力的展現。因此在學習歷程中，容易產生不適應的學習組型

(Pintrich，2000a)。亦即持精熟目標導向的學習者，比持表現目標導向的

學習者，更具有適應性的學習行為。 

    然而，學習者採用表現目標的實徵研究卻出現不一致的研究結果，有

些研究認為，學習者持表現目標導向，容易導致不適應的學習組型

(Ames,1992)。有的研究者卻發現，表現目標與學習適應之間有正向關係

(Ames & Archer, 1988)。 

    學者們針對此不一致的研究結果進行進一步探究，並發現成就目標若

單從「精熟」、「表現」取向兩個向度來探究，持表現目標導向者，並非

一定會出現不良的學習行為組型。而是在學習者持有低自我能力覺知，

又持有表現目標導向時，不適應性的學習行為才會出現（Dweck & Leggett, 

1988）。 

     

二、 修正目標理論 (revised goal theory) 

    由於，以基準目標理為根基之實徵研究出現不一致的研究結果。Elliot 

與 Church（1997）結合古典成就目標理論與成就動機理論（McCllelland, 

Atkinson, Clark, & Lowell,1953），在表現目標導向中，加入趨向/逃避焦

點，進一步區分出三種不同的目標取向，精熟目標(mastery goal)、表現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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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目標（performance-approach goal）和表現逃避目標（performance-

avoidance goal）。(1)精熟目標強:強調能力的培養與工作之精熟，學習者

具有高度追求成功之需求，致力於探究學習內容，以及提升自我之能力。

(2)表現趨向目標:著重於維持個體高能力之評價，以展現能力為目標，學

習者一方面具有高度追求成功之需求，但另一方面又恐懼失敗。因此在

學習歷程中，會選擇最保守、安全的學習方法。主要目的在努力展現優

於他人之能力，極力證明自己的才智與能力。(3)表現逃避目標:學習者致

力於避免自己獲得能力不佳之評價，也避免自己被認為能力不足。學習

者害怕失敗以及能力不佳的標籤，也擔心自己比不上同儕。因此，容易

以退縮的心態去面對學習任務（程炳林，2003；許崇憲，2013）。 

    目標導向理論由二分法演變為三分法，Pintrich(2000b)稱其為「修正

目標理論」。後續許多實徵研究也都能支持其論點。 

 

三、 四向度目標導向理論 (2×2 goal thery) 

    雖然許多實徵研究也都能支持修正目標理論的觀點，但精熟目標仍只

局限於單一趨向焦點(Elliot,1999)。部分學者認為，既然表現目標可以進

一步藉由趨向/逃避焦點加以區分，精熟目標亦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加以區

分。Pintrich(2000a)依據成就動機理論，擷取其趨向/逃避 之需求焦點，以

及目標導向之精熟/表現導向觀點，建構出四向度目標導向理論，亦即將

目標導向區分為趨向精熟目標導向（approach-mastery）、逃避精熟目標

導向（avoidance-mastery）、趨向表現目標導向（approach-performance）

與逃避表現目標導向（avoidance-performance）目標等四個向度。 

    依據四向度目標導向理論，精熟/表現導向與趨向/逃避焦點，對學習

者的學習歷程與學習成就會造成不同之影響。(1)趨向精熟目標:學習者是

以自己作為參照標準，著重在精熟工作與確實了解學習內容；(2)逃避精

熟目標:學習者亦是以自己作為參照標準，致力於避免不理解與不精熟，

他們不願意犯錯，幾乎可以說是完美主義者；(3)趨向表現目標:學習者將

他人作為參照標準，強調證明自己的能力，並致力勝過他人；(4)逃避表

 



	 22	

現目標:學習者亦是將他人為參照標準，盡力於避免自己被他人評論為是

無能或愚笨的（Pintrich,2000a）。 

   若以學習者之適應性學習歷程來評斷，在四個向度之目標導向中，以

趨向精熟目標導向最能夠正向影響學習者之適應性學習歷程。而逃避表

現目標導向對學習者的適應性學習歷程之影響，則最為負面（Ames,1992）。

趨向精熟目標含有二個適應性的因子（趨向與精熟），因此趨向精熟目

標導向屬於最適應型；而逃避精熟、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則次之，因其各

含有一個不適應性因子（逃避與表現），因此會弱於趨向精熟所展現之

正向效益；然而，逃避表現目標中含有二個不適應性因子（逃避與表現），

因此逃避表現目標被歸於最不適應型(程炳林，2003；Pintrich , 2000a)。 

    國內外實徵研究發現，相較於三向度和二向度模式目標導向，四向度

目標導向模式更能夠用以解釋國中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行為(程炳林，

2003)。國內有關個人目標導向的實徵研究，也多以四向度的模式為主(張

映芬、程炳林，2015；李宸緯；2012；宋秋美等人，2010)。此外，四向

度目標導向理論在國內已累積了許多相關之實徵研究，並也已證實四向

度目標導向之研究適用於國小高年級至大學等各年齡層(林宴瑛、程炳林，

2014)。 

 

四、 六向度目標導向理論 (3×2 goal thery) 

    上述三種目標導向理論，都是依據學習者在從事學習工作時之意圖，

區分為精熟與表現兩大類。然而，有學者認為這樣的區分無法精確地區

學習者從事學習工作的理由與目的(Elliot、Murayama & Pekrun,2011)。因

此，Elliot 等人進一步提出，應當以「能力為基礎的目的」（the competence-

based aim）來定義目標導向，並重新依據能力之定義(definition)與定價

(valence)建構成就目標理論，將「能力」區分為：以任務（task）為參照、

以自我（self）為參照，以及以他人（other）為參照三種類別。再加上原

有的趨向/逃避焦點兩個面向，建立 3×2 的六向度成就目標模式，分別為

任務趨向目標導向（task-approach goal）、任務逃避目標導向（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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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ance goal）、自我趨向目標導向（self-approach goal）、自我逃避目

標導向（self- avoidance goal）、他人趨向目標導向（other-approach goal）

與他人逃避目標導向（other-avoidance goal）等六種目標導向。 

    任務趨向目標導向是指，學習者是以任務本身為參照標標準，注重精

熟學習與了解學習任務；任務逃避目標導向是指，學習者亦是以任務本

身為參照標準，但是重點放在避免自己不理解與不精熟；自我趨向目標

導向是指，學習者以過去的自己為參照標準，致力於表現的比過去的自

己好；自我逃避目標導向是指，學習者亦是以過去的自己為參照標準，

但是著重在避免自己表現的比以前差；他人趨向目標導向是指，學習者

將他人作為參照標準，而將焦點放在證明自己的能力，以及維持其自我

優越感；他人逃避目標導向是指，學習者在從事學習工作時，會努力避

免被別人認為是無能或愚笨的。 

    比對四向度目標導向模式，3×2 成就目標模式中的任務趨向目標導向

與自我趨向目標導向，歸屬於為四向度目標導向中之趨向精熟目標。而

任務逃避目標導向與自我逃避目標導向，則等同於四向度目標導向中之

逃避精熟目標島向。他人趨向目標導向則為四向度目標導向中之趨向表

現目標，而他人逃避目標則為四向度目標導向中之逃避表現目標(林宴瑛、

程炳林，2014)。綜合來說，六向度成就目標導向中，將四向度中的趨向

/逃避精熟目標，再各自區分為以任務本身為參照標準、以及以自我為參

照標準兩個類別；而四向度目標導向中之趨向表現目標與逃避表現目標，

在六向度目標導向中則分別為他人趨向目標和他人逃避目標。 

  

貳、 個人目標導向對學習之影響 

    實證研究中發現，持有精熟目標導向之學習者，採用較多的自我調整

學習策略、精緻化策略，而比較少採用記憶性複誦（侯玫如、程炳林、于

富雲，2004；Shih, 2005）。另外研究發現，表現取向者比較常採用淺層

的認知策略（Fenollar et al.,2007）。而精熟取向及表現取向，皆正向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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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及淺層的訊息處理策略，而逃避取向則對這兩類的策略具有負向的

預測力（Credé & Phillips,2011）。 

     Wolters（2004）發現，個人趨向目標取向對於學業成就具有顯著且

正向之預測力；而Urdan（2004）發現環境目標結構可以透過個人目標導

向，可間接預測學習者之英文成績。而Hulleman 等人(2010)亦發現，在

強調能力表現的環境下，雖然有利於學業成績，但是也可能導致某部分

的學生發展出逃避學習的想法，研究亦發現，逃避取向與學業表現與學

習興趣皆呈顯著負相關。過去亦有研究指出，個人目標導向能預測學業

不誠實意圖，持精熟目標者，不論是趨向或逃避，皆負向預測學業不誠

實意圖；而持表現目標者，不論是趨向或逃避，皆能正向預測學業不誠

實之意圖(蕭雅方，2015)。從過去相關研究中皆可看出，個人目標導向確

實對學生的學習行為、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效皆有密切之關聯。 

 

參、小結 

    近年來已有不少學者，從個人目標導向著手，探究有關學習者的學習

動機、學習策略調整、學業情緒和自我概念等。其目的都是希望藉由研

究發現，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然而，大多數的研究都是針對普通生

所進行之探究，針對資優生所做的相關研究並不多，然而個人⽬標導向

在預測動機和成就⽅⾯的重要性不僅限於普通學⽣，還包括那些有天賦

的學⽣(Chan, 2008)。資優生與普通生身心特質不同，所面臨的他人期望、

自我期許也不同。且在資優發展的歷程中，動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

特質。因此探究資優生之個人目標導向，將有助於我們瞭解資優學生面

對學習任務之理由，以更有助於我們協助資優學生發揮其才能。 

    此外，過去研究發現，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的學習動機是不同的。例

如:多數中學生比小學生認為學習活動無趣，也比較不能享受學習(Centry、

Gable & Rizza,2002)。且不同年齡之學習者，其情意發展與需求也不同，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含國小、國中和高中，期望能瞭解不同教育階

段資優生與普通生個人目標導向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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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Elliot 等人（2011）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所進行之實徵研究

發現，3×2 成就目標模式能夠清楚地分析學習者的研究動機。但畢竟3×2 

成就目標模式仍屬於較新的理論構念，相關之實徵研究較少，國內雖已

有不少依據六向度目標導向理論所進行之實徵研究，但大多仍是以國中

以上的研究對象為主(林宴瑛、程炳林，2014；歐姵君，2013；林宴瑛，

2012)。而四向度目標導向理論已累積豐富之實徵研究，並且已證實四向

度目標導向適用於國小高年級至大學等各年齡層(林宴瑛、程炳林，2014)。

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含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且學者針對相關研究所

進行之後設分析亦發現，四向度目標導向的四因素模式較有助於研究者

對學習者學習表現之理解（Huang，2012）。因此本研究仍採用四向度目

標導向理論來進行探究。以瞭解不同教育階段、不同身分類別學生在個

人目標導向上之差異，並進一步探究資優生個人目標導向、環境目標結

構與學業情緒之交互作用效果，以期望能提供資優教育工作者與資優生

父母在教育和教養上之實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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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環境⽬標結構之意涵與相關研究	

壹、環境目標結構的意涵 

     環境目標結構( environmental goa1 structure ) 是依據目標導向理論發

展而來的。主要目的在探究，學習環境的目標結構對學習者學習歷程之

影響。根據成就目標理論，學者將學習環境區分為精熟與表現目標結構

（Ames, 1992），精熟目標結構重視學生能力及技巧之發展，表現目標結

構則強調學生能力之差異評估。學者將環境目標結構定義為學習者在學

習情境中，所接收到關於成就行為的目的與理之相關訊息(Midgley、

Arunkumar & Urdan,1996)。一般而言，父母、師長、同儕即是學習者成

長過程中重要的重要他人。在課室中，關於成就行為的目的與理由之相

關訊息傳遞者包含教師和同儕，而在家庭中則是父母。教師在作業、自

主權威、讚許認可、評量方式、分組方式、及時間管理等向度上之差異，

都可能形塑精熟目標或表現目標結構之學習環境（Kaplan &Maeh r, 2007）。

而同儕營造出的學習氛圍，也會對學習者產生影響。另外在學習者心中，

家庭的影響力亦是不容忽視的一環，父母對孩子成功或失敗的反應，將

營造注重精熟或強調競爭的環境。因而潛在的影響孩子對成就的看法，

進而影響其信念、感覺和行為（黃幸美，1992；Ames & Archer, 1987）。。 

    近年來有不少關於課室目標結構的研究(歐姵君，2013；宋秋美等人，

2010；林宴瑛，2012)，然而父母對學習者的影響有是不容忽視的一環。

而環境目標結構源自於個人目標導向，因此隨著個人目標導向理論的演

變，個人目標導向理論的區分從二向度、三向度到四向度，而這些向度

的區分也反應在環境目標結構上（彭淑玲、程炳林，2005）。而大部分的

研究者，依據基準目標理論(normative goal theory )的二分法，將環境目標

結構區分為精熟目標結構 (mastery goal structure) 與表現目標結構

(performance goal structure) 兩種，並納入教師、同儕和家長三個面向，

將環境目標結構區分為教師精熟目標結構、教師表現目標結構、同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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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目標結構、同儕表現目標結構、家長精熟目標結構與家長表現目標結

構 (簡嘉菱、程炳林，2013；林宴瑛、程炳林，2012)。 

一、 教師目標結構 

	 	 	 	 教師目標結構分為兩個類別：教師精熟目標結構和教師表現目

標結構。教師精熟目標意指，教師傳達給學生學習的重點在於理解

與自我能力的提升，而非與他人之比較，是以自我為參照標準，亦

即學生本身努力用功才是重點，只要願意努力就能進步與成功。教

師精熟目標結構強調學習歷程之重要性，認同犯錯是學習中必然的

歷程，鼓勵學生勇於接受挑戰。然而在教師表現目標結構下，學生

能夠覺知到競爭的意味，成功代表的是獲得獎賞，或是證明自己比

別人優秀。因此教師表現目標結構強調學生間彼此能力比較

(Ames& Archer,1988 )。是以常模為參照標準，學習者能察覺到教師

經常比較同學間的表現，考試成績經常成為討論的焦點。 

二、 父母目標結構 

	 	 	 	 父母目標結構區分為兩個類別：父母精熟目標結構和父母表現

目標結構。父母精熟目標結構意指，學習者能覺知到父母對自己的

學習期望，主要著重在努力、智能發展以及有意義的學習上。學習

者感受到父母關心的是自己興趣、力的提升與增長，而非考試成績

的高低。而父母表現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覺知到父母是以考試成

績的高低來評價自己。學習者感受到父母期望自己在學習上勝過他

人，著重在向他人證明自己的能力 (Midgley & Urdan,2001 )。這樣

的父母多是常模為參照標準，在此目標結構下的家庭，對學習的成

果的重視程度更勝於學習歷程。 

 

三、同儕目標結構 

	 	 	 	 同儕目標結構分為兩個類別：同儕精熟目標結構和同儕表現目

標結構。同儕精熟目標意指，學習者所知覺的同儕間的學習風氣是

強調努力、精熟與能力提升的。同儕間能容許彼此在學習中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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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相互激勵，共同面對學習挑戰。學習者能在學習歷程中感受到

愉悅。而同儕表現目標是指，學習者能察覺到同儕之間的學習重點

是強調能力表現與競爭。在這樣的學習風氣下，學習者能感受到，

他人以成績的高低來評價自己能力，因而造成學習者的壓力

(Midgley & Urdan,2001 )。在這樣的學習氛圍之下，成績低落或是在

學習中犯錯都是不被認同的。 

 

貳、環境目標結構對個人目標導向之影響 

    學者認為學習者之個人目標導向，雖主要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但情

境因素亦有改變個人目標之可能性（Dweck & Leggett,1988）。亦有學者

提出學⽣之個⼈⽬標取向和他們對課堂⽬標結構的知覺相符（Urdan，

2004），當學⽣認為他們的課堂或學校強調學習和努⼒時，他們更可能

傾向精熟⽬標。相反的，當他們認為⾃⼰的課堂或學校強調競爭和能⼒

時，他們較易持有表現⽬標。可⾒，環境目標結構能夠顯著預測個人目

標取向。在競爭目標結構下，學生多專注在比較自己與他人之學業表現；

反之，在個人目標結構下，學習者則主要專注在自我表現之進步幅度上

（Ames & Ames,1984）。國內研究也發現，課室目標結構能對相對應之

個人目標取向具有顯著之預測力(林宴瑛、程炳林，2007)。 

    許崇憲(2013)針對30篇文獻進行後設分析後發現，學生若是覺知到其

學習環境中強調的學習重點是以精熟學習內容為主，並認同學習過程中

犯錯有助於能力之提升，則學習者則較傾向於持有趨向精熟目標取向。 

而當學生知覺到學習環境中的競爭性，即學習者被要求必須比別人優秀、

必須努力展現自己的能力並爭取獎賞，則學習者較容易傾向持有趨向表

現取向或逃避表現取向。此外，國外學者也提出，不同文化背景也可能

影響學習動機之差異。例如，在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文化下，個體在

定義自己的過程中，比較容易內化他人的期許，因此較容易持有與其所

處環境目標結構相當之個人目標取向。反觀在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之文化背景下，個人被視為獨立之個體，個體期望能追求自己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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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個體所持有之目標取向，則較不易受到環境目標結構之左右

（Chen,Wang, Wei, Fwu, & Hwang, 2009）。 

    國內針對數學科所進⾏之國中⽣縱貫研究也發現，國中⽣所覺知之課

室⽬標結構，也會隨著時間⽽有所變化。教師精熟與同儕精熟⽬標⽬標

結構，皆有隨著時間⽽呈現下降的趨勢（林宴瑛、程炳林，2007）。可以

見得，環境目標結構確實可能因為不同教育階段、文化背景等因素而有

變動。中學階段，因為升學制度的影響，學習者處於具有明顯的學術競

爭的環境中，學習者亦多趨向於表現目標結構。 

 

參、小結 

   綜合以上之論述可以得知，環境目標結構對於學習者之個人目標取向

具顯著之影響力。因此，在教育上若是期望學習者能由學習環境中，獲

得到心理需求上之滿足，並進一步提升其學業成就。則教師或家長，都

必須致力營造重視理解、強調精熟以及自我能力之提升之學習環境（簡

嘉菱、程炳林、2013）。換言之，教師、同儕以及家庭等三個面向所共同

營造之精熟學習環境，絕對是促進學習成效之 必要條件 

    環境目標結構可能因不同教育階段、文化背景而變動。台灣在升學體

制的影響之下，學習環境似乎偏向於表現目標結構，學生之間有明顯的

學業競爭（黃毅志、陳怡靖，2005）。且相較於國小階段的學生，中學階

段的學生，更具有明顯的學術競爭，且學習者多趨向於表現目標結構。

然而，資優教育重視學生的才能發展，期待學生朝向自主學習，較傾向

於精熟目標結構。資優生在此交織的環境結構之下，究竟會呈現什麼樣

的動機特色?因此，本研究希望深入探究不同教育階段、不同身分類別學

生所感知之環境目標結構，瞭解其之間是否有差異存在。並進一步探究

資優生所知覺之環境目標結構與個人目標導向、學業情緒之交互作用效

果。希望藉此能更深入探究資優生之學習歷程與動機，以提供教育和教

養上之參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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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業情緒之意涵與其相關研究	

壹、學業情緒之意涵 

    學生在教室中有許多不同的情緒，例如:享受學習、對成功的期望、為

成績感到驕傲、對任務的要求感到生氣、害怕考不好、覺得無聊等。研

究指出，不同的學習情境會引發不同的學習情緒。而正向的情緒可以幫

助學生確立目標、引發具創意的問題解決能力及自我調節能力。相反地，

負向情緒易導致低學業成就、容易輟學及妨礙健康。也會影響學生的自

殺率(Pekrun et al.,2002)。2000年以後，情緒對學業成就的重要性開始受

到重視，許多學者都認知到情緒對學習的關鍵性。 

     情緒包括三個名詞，分別使用在不同的狀況，心情(Mood)、情感

(affection)和情緒(Emotion)。「心情」是指短暫的心理狀態，而「情感」

是指一般的、長期的心理狀態。「情緒」是因特定場合、狀況與領域，所

產生的穩定情感反應。相較之下，「情緒」具有具體的目標，可以讓個體

感受到強烈的心理波動，進而影響其當下的心理運作與行為反應。學者

們根據控制價值理論，定義與學業活動或學習結果直接關聯的情緒為「學

業情緒」 （achievement emotion）(Pekrun, Frenzel, Goetz, T.,& Perry, 2007)。

亦即學習者在學習的情境中，會根據自己的認知評估而產生與學習有關

之情緒，即為學業情緒（Pekrun, 2006）。學業情緒具有多樣性，不只是

與學習成就相關之情緒，也包含學生在整個教學與學習歷程中所產生之

各種情緒（Pekrun et al., 2002）。 

    Pekrun等人（2002），依據價向（valence）將學業情緒區分為正向

（positive）與負向（negative）兩種面向的情緒。正向學業情緒如愉悅、

希望、自豪，以及負向學業情緒如氣憤、焦慮、羞愧、無望、無趣。並依

據學業情緒之對象焦點（object focus），將學業情緒區分為與任務相關之

情緒，以及與結果相關之情緒。與任務相關之情緒是指學習者在參與學

習活動時的情緒，可能是愉悅（enjoyment）或厭煩（boredom）；後者則

 



	 31	

是學習者完成學習目標後所產生之情緒，像是因為成功而感到喜悅（joy）

與自豪（pride），或是因為失敗而感到慚愧（shame）等。Pekrun（2006）

則是根據情緒產生的時間點，將學業情緒區可分為現在的( current ) 情緒、

回顧的( retrospective )情緒以及預想的( prospective )情緒。現在的情緒指

學習進行中的情緒，如:愉悅、厭煩。回顧的情緒， 則是學習後所產生之

情緒，如:自豪、羞愧、悲傷等。預想的情緒，是指學習者在學習前，自

己評估學習活動或結果而產生之情緒，如:希望、焦慮、無望等(表2-4-1)。 

      Pekrun(2006)認為情緒如果只分成正向和負向兩個部分，可能無法

解釋學生學習情緒的實際狀況，因此，再依據個體感覺到能量（energy）

與動力（mobilization）之感受的程度，正、負向情緒內再區分為激發

（activation）與抑制（deactivation）兩類。亦即將學業情緒劃分成正向激

發、正向抑制、負向激發以及負向抑制四個向度。激發的情緒可以讓個

體獲得到能量與動力；反之，抑制的情緒（如放鬆或無助）則容易致使

個體則缺乏動力和能量。 

    關於學業情緒之分類，學者有不同分類方式，然而，過去大部分的研

究皆採用二分法之正、負向學業情緒（李俊青，2007；林宴瑛、程炳林，

2012；Mega, Ronconi, & Beni, 2014）。亦有實徵研究證實，二分法之正、

負向學業情緒適合用來解釋國內國中生的學業情緒（李俊青，2007）。

因此，本研究將依據Pekrun(2005)所提出的八種學業情緒: 愉悅、希望、

自豪、生氣、焦慮、羞愧、無望。並採用二分法，將學業情緒分為正向情

緒，(包含:愉悅、希望、自豪)與負向情緒（包含:生氣、焦慮、羞愧、無

望、無趣）來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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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成就情緒的分類 

 正向(positive) 負向(negative) 

任務相關的 

(task-related) 

& 

⾃我相關的 

(self-related) 

過程的 

(process) 喜悅(enjoymeny) 厭煩(boredom) 

預期的

(prospective) 
預期的⾼興(anticipatory joy) 

希望(hope) 

無望(hopelessness)  

憂慮(anxiety) 

 

回顧

(retrospective) 

成功的喜悅(joy about success) 

滿⾜(satisfaction) 

放⼼(relief) 

⾃豪(pride) 

悲傷(sadness) 

失望(disappointment) 

慚愧(shame) 

罪惡感(guilt) 

社會的

(social) 

 感激(gratitude) 

同理⼼(empathy) 

崇拜(admiration) 

同情 (sympathy) 

愛 (love) 

⽣氣(anger) 

嫉妒(jealousy and envy) 

輕視(contempt) 

反感(antipathy) 

討厭(hate) 

 

 

 

 

貳、 學業情對學習之影響 

    學業情緒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具有多面向的影響力。個體的學業情

緒會影響其學習策略的選擇和運用（林宴瑛、程炳林，2012；程炳林、林

清山，2002）。Fredrickson(2001）指出，愉悅、希望、自豪等正向情緒，

可以促進創意思維、尋求策略解決問題，有助於建立長期的心理資源。

亦有研究者發現，正向情緒會影響學習者批判性思考以及後設認知監控

等學習策略的使用（Pekrun et al., 2002）。相對的，負向情緒容易促使個

體使用比較僵硬、沒有彈性的學習策略或完全不運用學習策略

（Goetz,Frenzel,& Hall,2007;Pekrun,2006）。部分學者從正向心理學觀點

資料來源:Pekrun, R., Goetz, T., Titz, W., & Perry, R. (2002). Academic emotions in students'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Emotions in 

Education: A Special Issu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37(2), 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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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提出持有正向情緒，可以拓展學習者的思考能力，也有較能其發

揮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遇到困難或挫折時可，也較能快速轉化負

面情緒（李新民、陳密桃，2009；Fredrickson, 2006）。而負向情緒會窄

化人類思考行動的技能，在學習歷程中影響學習策略的選擇，進而影響

學業成就（Fredrickson，2003）。負向學業情緒也容易造成學習者採取逃

避、拖延的策略，導致習得無助或學習低成就（Baker,D’Mello,Rodrigo, & 

Graesser, 2010; Pekrun et al.,2011）。 

    許多針對學業情緒與學業成就之關聯所進行之探究，也都發現學習者

之學業情緒對其學業成就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一般而言，正向的學業情

緒對學業成就具正面之影響力，而負向之學業情緒則對學業成就有所妨

礙，或是容易造成負面的效果(林建福，2001；Ruthig,Perry, Hladkyj,Hall, 

Pekrun, R. & Chipperfield,2008)。學業情緒會透過認知和動機模式影響學

生的學習策略，並對學業成就造成間接影響，而學業成就對學業情緒也

具有回饋作用。 

    而學者們也關注到學業情緒之研究具有領域、情境特定性（巫博瀚、

陸偉明、賴英娟，2011；林宴瑛、程炳林，2012； Pekrun & Linnenbrink-

Garcia, 2012; Pekrun, Hall, Goetz, & Perry, 2014）。亦即個體於不同的學

科會產生不同的情緒經驗。國內外許多針對不同科目進行的學業情探究。

探究數學科學業情緒的研究也發現，負向之數學學業情緒，與學業成就

之間具顯著之關聯性。而且，負向之學業情緒對數學學習成就具有負面

的影響(劉玉玲，2016；Goetz, Frenzel, & Hall,2007)。相對地，數學焦慮

越低，數學成就的得分也就較高（吳明隆、葛建志，2006；許瑋芷、陳明

溥，2010）。 

 

參、影響學習者學業情緒之因素 

    學業情緒容易受情境脈絡所影響，亦即環境變項會透過學習者的個人

認知和評估對學業情緒產生直接或間接效果（林宴瑛、程炳林，2012）。 
Pekrun (2000)的控制-價值理論假定影響學業情緒之前導變項包括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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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自主性與控制、期望與目標結構、成就的結果與回饋和價值誘發

等。學者認為，前導變項會影響控制及價值相關的認知，而控制與價值

之認知又會影響到學習者之學業情緒。而過去研究也發現，教師、父母

和同儕，甚至於整個到整個大環境的氛圍，都可能影響學習者之學業情

緒。當教師、父母強調學習的重點是精熟學習，提升自己的能力，而非

與他人競爭、比較，則學生會產生較多正面的情緒。反之，若教師強調

學習是彼此競爭和比較，學習者則會產生較多負面的情緒（林宴瑛、程

炳林，2012）。Frenzel、Thrash、Pekrun 和Goetz 等人（2007）也指出學

生的學習情緒經驗，深受社會文化影響，不同的文化學習脈絡與環境因

素會衍生出不同的學業情緒。可以見得學習者的重要他人如教師或父母

傳達給學生的期望、對於其學習成就的回饋，以及學習者與同儕的互動

與社會支持等情境脈絡都會影響學習者的學業情緒（Pekrun et al.,2002）。 

 

肆、⼩結 

    近年來，情緒影響學習的相關研究已逐漸受到重視，學業情緒不只

是影響學習者的學業成就，也對其學習歷程、學習策略的選擇和運⽤、

創意思考等有顯著的影響（林宴瑛、程炳林，2012；程炳林、林清⼭，

2002）。 

    過內研究亦發現，環境⽬標結構對於控制-價值信念具直接效果，並

且，環境⽬標結構能透過控制-價值信念對學習者之學業情緒產⽣間接效

果（林宴瑛、程炳林，2012）。此外，近年研究也發現，學⽣在學習數學

時之正向學業情緒，能正向預測適應性動機涉⼊;⽽負向學業情緒則會正

向預測不適應性動機涉⼊（張映芬、程炳林，2017）。可以⾒得，學習者

之學業情緒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台灣處於升學取向的⼤環境，強調

競爭和⽐較，可能較容易引發學習者之負向學習情緒。⽽資優教育重視

思考、創造與問題解決的學習歷程，卻是需要學習者持有正向的學業情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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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研究也發現多數中學生比小學生認為學習活動無趣，也比較不能

享受學習(Centry、Gable & Rizza,2002)。陳美芳、林宜駿與林⼀真(2011)

也在研究中發現，⼩學資優⽣與中學資優⽣在故事寫作中所展現之情緒

差異。研究發現，資優⽣之正⾯情緒（「快樂」與「愛」）皆隨著發展階

段上升⽽微升。⽽負⾯情緒中的「悲傷」情緒，其出現則隨著資優⽣進

⼊中學後，呈現明顯增加的現象。然⽽，「憤怒」情緒則隨著資優⽣進⼊

中學後⽽明顯降低。過去研究亦發現，情緒調適能⼒、情緒表達與情緒

調整策略皆會隨著年齡之增⾧，⽽產⽣轉變與差異。情緒調適能⼒隨著

年齡層增⾧，也隨著其⾃省能⼒的發展，個體更能夠感受外在的事件，

並轉化為其內在感受；⽽情緒表達能⼒則隨著年齡成⾧，漸漸由直接外

顯轉化為間接內隱，情緒控制上較為成熟、內斂。隨著年齡成⾧，情緒

調整策略則逐漸轉向尋求⽀持、放鬆、正向思考與問題解決等策略（江

⽂慈，1998）。 

    本⽂欲瞭解不同教育階段學⽣之學業情緒。另外，有鑑於資優⽣的

認知與情意特質有別於普通⽣。因此本⽂也深⼊探究資優⽣與普通⽣學

業情緒之差異。並進⼀步瞭解資優⽣所知覺之環境⽬標結構、個⼈⽬標

導向與學業情緒之交互影響。期望由成就動機理論出發，能更深入探究

資優生之學習動機與歷程，藉此提供資優教育者和資優生父母在教育和

教養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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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綜合分析 
    多數資優⽣具備語⾔和思考早熟、優越的閱讀理解能⼒、思考快速、

動機強、堅持⼒強、優異的集中⼒、不尋常的記憶⼒、多樣化的興趣等

認知特質(吳崑壽，2009)。且在許多有關資優的理論以及資優的定義中，

動機都是決定性的特徵之⼀。動機包括選定⽬標，開始朝著⽬標努⼒，

並堅持到底。因此在資優教育服務中，理解資優學⽣的動機，並將之作

為資優學⽣教育計劃和實踐的重要評估，絕對是不可忽視的⼀環。除了

有助於促進資優⽣之才能發展，亦有助於阻斷資優⽣朝向低成就發展。 

    ⼼理學和教育上，在定義動機時，通常會含括個⼈和環境因素。動

機理論除了區分個⼈的動機特徵，也區分影響動機的任務和環境因素。

⽽資優的發展是⼀互動歷程的結果，透過環境中的挑戰與刺激，將個⼈

內在的才藝和能⼒激發出來(花敬凱，2007)。學者指出，相較於普通⽣，

資優兒童或青年的⼼理並沒有⽐較脆弱或較容易發⽣適應問題。那些因

資優特質⽽產⽣的個別情緒問題，⼤多是因為環境缺乏彈性或挑戰性，

不能滿⾜資優者需求所造成的（Obinson et al.,2002）。 

    國內針對資優⽣與普通⽣在學習上之⽐較發現，資優⽣在閱讀學習

動機、策略運⽤、⾃我效能、數感與數學學業成就上，都優於普通⽣(郭

靜姿，2014；周鈞儀，2016；王蕾雁 2010)。然⽽資優⽣其實是⼀群異質

性頗⾼的群體，不同的能⼒、性別、年齡；不同種族、語⾔與社經背景，

以及不同的內在差異或障礙類別等，都可能造成資優⽣在社會與情緒發

展上之差異。可以⾒得，資優特質可能是資優⽣才能發展之助⼒，亦可

能是阻⼒。因此在教育上必須針對其各⾃的需求給予適當的協助與指導，

否則將可能導致其⽣涯發展上之阻礙。 

    不同的學習科⽬對學⽣學習動機影響皆不相同，過去的實徵研究也

發現，學業情緒具有領域特定性(domain-specific) (Goetz et al.,2007；林宴

瑛、程炳林，2012 )。本研究考量國內資優⽣的類別，以數理資賦優異為

⼤宗，且數學科的學習需要運⽤⾼階層的概念，不單純只是練習與記憶，

更重要的是⽤思考來建構關係，⽽數學學業情緒直接正向影響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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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之學習策略（劉⽟玲，2016）。因此，本研究即選定數學科作為特定

領域，來探究不同教育階段、不同⾝分類別學⽣對環境⽬標結構的知覺，

以及其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研究對象包含不同教育階段之資優⽣

與普通⽣。除了⽐較資優⽣與普通⽣之差異之外，也考量不同教育階段

之因素影響，並進⼀步探究環境⽬標結構、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三

個變項之交互作⽤效果，期望能瞭解對不同階段資優⽣⽽⾔，學習環境

對其學習歷程與情緒之影響。期望透過本研究之探究，能深入了解不同

教育階段資優生之學習動機取向，希望藉由本研究結果能提供學校和家

長在教育和教養上之明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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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法 

    本章節將分為七節，分別針對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假設、研

究工具、研究流程與資料分析作詳細之說明。 

第⼀節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資料所呈現，學習者之學習歷程、學習成效均受到個人目標

導向與學業情緒影響，而學習者的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又與環境

目標結構有密切之關聯。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究不同教育階段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在環境目標

結構、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三個變項之差異，並依據研究目的及文

獻探討，形成研究架構一(圖 3-1-1)。  

 

 

 

 

 

 

 

 

 

 

 

 

 

圖 3-1-1 研究架構⼀ 
 
 

背景變項 

身分別:資優生、普通生 

教育階段:國小、國中、高中 

環境目標結構 

教師精熟目標結構 

教師表現目標結構 

家庭精熟目標結構 

家庭表現目標結構 

同儕精熟目標結構 

同儕表現目標結構 

個人目標導向 

趨向精熟目標導向 

逃避精熟目標導向 

趨向表現目標導向 

逃避表現目標導向 

 

學業情緒 

愉悅、希望 

自豪、生氣 

焦慮、羞愧 

無望、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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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亦進一步探究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

緒之交互作用效果，並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形成研究架構二(圖

3-1-2)。 

 

 

 

 

 

 

 

 

 

 

 

 

 

 

 

    自變項                      中介變項                     依變項 

 

圖 3-1-2 研究架構⼆ 

 

 

 

 

 

 

 

個人目標導向 

趨向精熟目標 

逃避精熟目標 

趨向表現目標 

逃避表現目標 環境目標結構 

教師精熟目標 

教師表現目標 

家庭精熟目標 

家庭表現目標 

同儕精熟目標 

同儕表現目標 

學業情緒 

愉悅、希望 

自豪、生氣 

焦慮、羞愧 

無望、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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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變項之概述: 

    本研究欲探究研究變項包括環境目標結構、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 

一、 自變項:環境目標結構分為: 教師精熟目標、教師表現目標、家庭精 

熟目標、家庭表現 目標和同儕精熟目標。 

二、 中介變項:個人目標導向依據四向度⽬標導向理論(2×2 goal thery)區

分為:趨向精熟目標導向、逃避精熟目標導向、趨向表現目標

導向與逃避表現目標導向。 

三、 依變項:學業情緒分正向情緒(包含:愉悅、希望、自豪)與負向情緒（包

含:生氣、焦慮、羞愧、無望、無趣）來進行研究。 

 

貳、 中介變相之要件與考驗 

    中介變相構成的要件有自變項、中介變項和依變項(Baron & Kenny, 

1986)。自變項可顯著預測中介變項，如路徑甲；中介變項能顯著預測依

變項，如路徑乙；自變項亦能顯著預測依變項，如路徑丙 (圖 3-1-3)。若

將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置入階層回歸模式中，若自變項對依變項原本

的顯著性預測因此而變得不顯著，或是回歸係數值降低，那麼中介變項

的預測即成立。如果由顯著變成不顯著，則稱其為完全中介，自變項對

依變項之預測性受到中介變項所完全中介。如果只是回歸係數值降低，

但仍達顯著水準，即為部分中介，自變項對依變項之預測性受到中介變

項之部分中介。 

 

  

 

 

 

 

圖 3-1-3  中介變項構成之要件 

 

Ｂ 
中介變項 

 
甲 

⼄ 

A 
⾃變項 

 
丙 

Ｃ 
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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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用階層回歸分析來考驗研究假設，以驗證中介效果是否存

在。中介效果值的顯著性考驗如下，其中介效果值為 a×b，Ｓab是中介

效果值 ab的標準誤，Ｓa是迴歸係數 a的標準誤，Ｓb是迴歸係數 b的標

準誤(Baron & Kenny, 1986)。 

  

𝑡 = 𝑎𝑏 𝑆() 

 

𝑆() = 𝑎*𝑆)* + 𝑏*𝑆(* + 𝑆(*𝑆)* 

 

    根據上述條件，本研究假設環境目標結構（自變項）對資優生個人

目標導向（中介變項）有直接效果，資優生之個人目標導向（中介變

項）對學業情緒（依變項）有直接效果；環境目標結構（自變項）對學

業情緒（依變項）亦具有直接效果。 

    統計分析將個人目標導向與環境目標結構置入同一迴歸模式時，個

個人目標導向即成為環境目標結構與學業情緒間之中介變項。亦即環境

目標結構對學業情緒不僅具有直接效果，亦會透過個人目標導向的中介

而對學業情緒產生間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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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以台北市學生為研究對象，取樣不同教育階段之學生。而每

個教育階段的學生又包含普通生和資優生兩種身分類別。因應現在資優

鑑定實施時程，分別以五年級、八年級和十一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另外，為了平衡學區間學生能力和家庭背景的落差，每一個教育階段，

會抽樣不同行政區之學校，以減少取樣上的誤差(表 3-2-1)。各學校抽樣

一個班的資優生、三個班的普通生。因為 11年級的普通班學生已經學科

分組，因此，在 11年級的部分，本研究抽樣一、二、三類組各一班。問

卷總共施測人數為 230 人，刪除作答不完整，以及作答呈明顯規則的受

試者後，有效樣本包含 11年級資優生 62人、普通生 276人；8年級資優

生 75人、普通生 197人；5年級資優生 47人、普通生 158人，有效樣本

共 815人。 

 

表 3-2-1 研究樣本取樣情形 

年級 學校名稱 資優班 普通班 ⼩計 

11 

Ａ⾼中（⼤安區） 20 104 124 

Ｂ⾼中（中⼭區） 19 96 115 

Ｃ⾼中（信義區） 23 92 115 

8 

Ａ國中（萬華區） 22 56 78 

Ｂ國中（⼠林區） 29 73 102 

Ｃ國中（松⼭區） 26 79 105 

5 

Ａ國⼩（松⼭區） 25 70 95 

Ｂ國⼩（⼠林區） 11 58 69 

Ｃ國⼩（⼤同區） 12 54 66 

  ⼩計 187 682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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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具	

壹、 個人目標導向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採用程炳林(2003)編製的「四向度目標導向量表」來測量不同

教育階段資優生與普通生之個人目標導向。此量表為程炳林根據四向度

目標導向理論(Elliot,1999；Elliot& McGregor,2001；Pintrich,2000b,2000c)

編製而成，以數學科為特定領域，共包含「趨向精熟目標」、「逃避表現

目標」、「趨向表現目標」以及「逃避表現目標」四個分量表。趨向精熟

目標是指，學習者在學習的歷程中，以自己為參照標準，重視精熟學習

與能力之發展；逃避精熟目標導向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避免不

理解、不精熟，且不在乎與他人比較；趨向表現目標導向是指，學習者

以常模為參照，強調競爭和比較，並以獲得別人的讚美為目的；逃避表

現目標導向之意涵是指，學習者以常模為標準，避免被他人覺得自己愚

笨的或是缺乏能力，且經常會出現逃避學習的狀況。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 

    四向度目標導向量表中共分為四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各有 6題，整

份量表共有 24題，施測時間約為 8分鐘。 

    本量表採用 Likert六點量表的方式，學習者根據自己在數學科的學習

實際情況作答，「6」表示完全符合，「5」表示相當符合，「4」表示稍

微符合，「3」表示有點不符合，「2」表示相當不符合，「1」表示完全

不符合。計分方式為勾選「6」者給 6分，勾選「5」者給 5分，以此類

推。將學習者在每一個分量表上之全部題目得分加總後，再除以總題數，

即代表受試者該分量表上所得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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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效度分析 

    依據程炳林(2003)以主軸法抽取因素、並以最小斜交法來進行斜交轉

軸之分析結果顯示(N=382)，該量表可抽取四個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此

四個因素共可解釋全量表 24 道題目之總變異量約 61.84%左右。四個因

素與原量表之結構相同：因素一為逃避表現目標、因素二為趨向表現目

標、因素三為逃避精熟目標、因素四為趨向精熟目標。全量表 24道題目，

在其所屬因素上斜交轉軸後之組型負荷量絕對值介於.77~.88之間；共同

性介於.56~.77之間。在信度方面，趨向精熟目標、逃避精熟目標、趨向

表現目標以及逃避表現目標之四項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依

序為.88、.84、.90、.84。詳細之量表內容請參閱附錄⼀。 

    利⽤本研究樣本（Ｎ=815）進⾏ KMO 與 Bartlett 檢定。趨向精熟

⽬標、逃避精熟⽬標、趨向表現⽬標以及逃避表現⽬標，其 KMO 值為

分別為.59、.84、.86、.81。在信度分析上，趨向精熟⽬標、逃避精熟⽬

標、趨向表現⽬標以及逃避表現⽬標四個因素的內部⼀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依序為.81、.83、.87、.84。 

 

貳、環境目標結構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採陳彥蓉(2011)所修編的數學科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來測量學

習者所覺知到之環境目標結構。量表內容分別為教師精熟目標結構、教

師表現目標結構、同儕精熟目標結構、同儕表現目標結構、家庭精熟目

標結構與家庭表現目標結構六個分量表。「教師精熟目標結構」評量學

習者對教師營造之學習目標是重視理解、強調精熟的知覺程度；「教師

表現目標結構」評量學習者對教師在課堂中強調競爭與比較的知覺程度。

「同儕精熟目標結構」評量學習者對同儕間的學習風氣是強調進步、精

熟與獲得新知的的知覺程度；「同儕表現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對同儕

間的學習焦點著重於彼此競爭與比較的知覺程度。「家庭精熟目標結構」

是指學習者對父母對自己的學習期望著重在努力、智能提升以及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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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知覺程度；「家庭表現目標結構」是指學習者對父母對自己的學

習期望是能夠勝過他人、對他人證明自己的能力，且父母主要依據孩子

的考試成績來評價孩子的知覺程度(Midgley & Urdan,2001；Urdan & 

Midgley,2001)。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 

    本量表共有六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各有 6題，總計 36題。本量表

所需之施測時間大約為 10分鐘。 

    本量表同樣採用 Likert六點量表的方式，受試者根據自己在數學科學

習之實際情形作答。「6」表示完全符合，「5」表示相當符合，「4」表

示稍微符合，「3」表示有點不符合，「2」表示相當不符合，「1」表示

完全不符合。計分方式為勾選「6」者給 6分，勾選「5」者給 5分，以

此類推。將受試者在每一個分量表上所有題目之得分加總，再除以各分

量表之題數，即為受試者在該分量表上之得分。詳細量表內容請參閱附

錄二。 

三、信、效度分析 

    依據研究陳彥蓉(2011)的研究，以抽樣樣本(N=716)進行環境目標結

構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x*(579,N=716)=1793.26，p < .05；

RMSEA=.06，GFI=.87，AGFI=.85，NFI=.94，NNFI=.95，CFI=.96，IFI=.96。

36 各測量指標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6 到 .84 之間，個別指標信度介

於.32~.70之間，家庭表現目標結構、家庭精熟目標結構、教師表現目標

結構、同儕表現目標結構、同儕精熟目標結構與教師精熟目標結構六個

因素的成分信度分別是.90、.91、.86、.82、.85和.87，平均抽取變異量分

別是.60、.62、.50、.44、.48和.53。 

    在信度分析方面，家庭表現目標、家庭精熟目標、教師表現目標、同

儕表現目標、同儕精熟目標與教師精熟目標結構，六項因素之內部一致

性 Cronbachα(N=716)係數，依序為.90、.90、.86、.82、.86與.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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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本研究樣本（Ｎ=815）進⾏進⾏信效度分析，亦有良好之信效

度。以 KMO 與 Bartlett 檢定，教師精熟目標結構、教師表現目標結構、

同儕精熟目標結構、同儕表現目標結構、家庭精熟目標結構與家庭表現

目標結構，其 KMO 值為分別為.90、.89、.88、.85、.90、.88。在信度分

析上，趨向精熟⽬標、逃避精熟⽬標、趨向表現⽬標以及逃避表現⽬標

六個因素之內部⼀致性 Cronbach α係數依序為.89、.87、.74、.87、.91、.92。 

 

參、學業情緒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採用程炳林(2013)所編製之「學業情緒量表」。此量表包含國

文、英文、數學三個科目，每個科目各 40題。其題幹相同，只是題目中

所指的科目不同。此份量表之目的是要測量學生在從事學習活動中所經

歷的八種學業情緒:愉悅、希望、自豪、生氣、焦慮、羞愧、無望和無聊。

本研究以數學科為特定領域，測量學習者學習數學之學業情緒，因此選

擇此份量表，做為數學科學業情緒之研究工具。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 

    本量表共包含八個分量表，共計 40題，每個分量表內各有 5題。包

含學生從事學習活動時所經歷的八種學業情緒:愉悅、希望、自豪、生氣、

焦慮、羞愧、無望和無聊。 

    本量表採用 Likert六點量表，受試者依據自己學習在數學科的學習歷

程中之實際情形作答。「6」表示完全符合，「5」表示相當符合，「4」

表示稍微符合，「3」表示有點不符合，「2」表示相當不符合，「1」表

示完全不符合。計分方式為勾選「6」者給 6分，勾選「5」者給 5分，

以此類推。將受試者在每一個分量表上的全部題目的得分加總，再除以

該分量表之總題數，即為受試者在該分量表上之得分。詳細量表內容請

參閱附錄三。 

 

 



	 48	

三、信、效度分析 

    依據程炳林(2013)的研究，學業情緒量表採主軸法抽取因素，以最優

斜交法進行斜交轉軸，結果顯示可抽出七個共同因素，其中希望與自豪

這兩種與結果有關的正向情緒聚成同一因素，其餘六項因素與原量表結

構一致，分別是因素二的無聊、因素三的無望、因素四的羞愧、因素五

的焦慮、因素六的愉悅、因素七的生氣。七個因素斜交轉軸後之組型負

荷量絕對值介於.42~.97之間，40道題目的共同性在.54~.92之間，而七個

共同因素共可解釋全量表 40 道題目總變異量的 77.34%左右。此外，本

研究採內部一致性方法分析的結果顯示，數學科自豪希望、無聊、無望、

羞愧、焦慮、愉悅、生氣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信度係數介於.90~.96

之間。 

       利⽤本研究樣本（Ｎ=815）進⾏信效度分析，亦有良好之信效度。

以 KMO 與 Bartlett 檢定，學業情緒量表中，愉悅、希望、自豪、生氣、

焦慮、羞愧、無望和無聊之 KMO值依序為.84、.83、.82、.85、.83、.84、.89、.89。

在信度分析上，愉悅、希望、自豪、生氣、焦慮、羞愧、無望和無聊之八

個 因 素 之 內 部 ⼀ 致 性 Cronbach α 信 度 係 數 ， 依 序

為.90、.89、.91、.91、.88、.87、.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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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壹、文獻閱讀與擬定題目 

    於研究初期，本研究者先針對自己有興趣的研究方向進行資料蒐集，

在閱讀相關之參考文獻後，擬定欲研究之議題，並與指導多次討論後，

確立明確之研究方向與研究主題。 

 

貳、 蒐集文獻資料與撰寫研究計畫 

    確立研究主題後，進一步地蒐集資料，並閱讀國內外之相關文獻資料，

彙整相關資料，根據過去之文獻內容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並依據研

究架構撰寫研究計畫。 

 

參、 選用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主題之需求，以及所閱讀之相關文獻，選用本研究所需要之

工具。個人目標導向、環境目標結構以及學業情緒三個變項之量表採用

國內學者所編製之量表，此三份量表都具備良好之信效度。包括數學科

四向度目標導向量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及學業情緒量表。 

 

肆、 抽樣與施測 

    本研究以台北市 5、8及 11年級的資優生和普通生為研究對象，以班

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施測時間為 107 年五月底至六月初。施測時，

先由主試者帶領受試者閱讀填答說明，確定受試者了解填答方式後，即

開始進行作答。施測時間大約為 30分鐘。本研究於 107年六月初開始進

行施測，並於六月底將量表回收完畢。本研究抽樣不同教育階段、不同

身分類別學生作為調查樣本。共取樣台北市 9所學校，5、8及 11年級各

三所學校，每間學校皆抽樣一個資優班和三個普通班。在 11年級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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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部分，因為 11年級已經進行學科分組，因此本研究在取樣 11年級普

通班時，抽取一、二和三類各一班，以維持樣本之均衡性。 

 

 

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3.0統計套裝軟體，分析施測所回收之研究資料，

以考驗本研究之研究假設。本研究所使用之統計方法包括: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來考驗假設一到假設三；以階層迴歸分析來驗證假設四到假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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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根據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進行各項統計分析。本章共分為三

節：第一節探究不同年級與不同身分類別學生之環境目標結構、個人目

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差異情形與討論。第二節探究資優生所知覺之環境

目標結構對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預測情形與討論。第三節探究資

優生所覺知之環境目標結構、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間的關係。 

 

第⼀節	 	 教育階段與⾝份類別在環境⽬標結構、個⼈⽬標導向

與學業情緒之差異情形	

壹、 描述性統計資料 

⼀、 教育階段與⾝份類別學⽣環境⽬標結構之描述性統計 

    關於不同教育階段學生環境目標結構部分之描述統計資料包括平均
數、標準差、人數與 p值（表 4-1-1）。5年級學生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

上之得分介於 2.57至 5.13之間；8年級學生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上之得

分介於 2.62 至 5.03 之間；11 年級學生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上之得分介

於 2.77至 4.40之間。 

    關於不同身份類別學生環境目標結構部分之描述統計資料包括平均

數、標準差、人數與 p值（表 4-1-2）。資優生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上之

得分介於 2.78 至 4.92 之間；普通生在環境目標結構量表上之得分介於

2.64至 4.75之間。 

 

⼆、 教育階段與⾝份類別學⽣個⼈⽬標導向之描述性統計 

    關於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個人目標導向部分之描述統計資料包括平均

數、標準差、人數與 p值（表 4-1-3）。5年級學生在個人目標導向量表

上之得分介於 2.96至 4.94之間；8年級學生在個人目標導向量表上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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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介於 3.08 至 4.77 之間；11 年級學生在個人目標導向量表上之得分介

於 3.06至 4.34之間。 

    關於不同身份類別學生個人目標導向部分之描述統計資料包括平均

數、標準差、人數與 p值（表 4-1-4）。資優生在個人目標導向量表上之

得分介於 2.73 至 4.96 之間；普通生在個人目標導向量表上之得分介於

3.13至 4.54之間。 

 

三、 教育階段與⾝份類別學⽣學業情緒之描述性統計 

    關於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學業情緒部分之描述統計資料包括平均數、標

準差、人數與 p值（表 4-1-5）。5年級學生在學業情緒量表上之得分介

於 2.04 至 4.47 之間；8 年級學生在學業情緒量表上之得分介於 2.13 至

4.00之間；11年級學生在學業情緒量表上之得分介於 2.19至 3.85之間。 

    關於不同身份類別學生學業情緒部分之描述統計資料包括平均數、標

準差、人數與 p值（表 4-1-6）。資優生在學業情緒量表上之得分介於 1.78

至 4.49之間；普通生在個人目標導向量表上之得分介於 2.23至 3.93之

間。 

 
貳、 教育階段與身分類別在環境目標結構上之差異情形與討論 

    此部分的統計分析內容包括：一、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環境目標結構
上之差異；二、不同身份類別學生在環境目標結構上之差異。 

 

⼀、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在環境⽬標結構上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單因⼦變異數分析⽐較不同教育階段的學⽣所覺知之環境

⽬標結構上之差異，並以 Scheffe'法進⾏事後⽐較，以了解其差異情形。

分析結果顯⽰，三個教育階段的學⽣在教師精熟⽬標結構之得分達顯著

差異，效果值為.15。事後⽐較結果，5 年級學⽣之得分顯著⾼於 11 年級

的學⽣；8 年級學⽣之得分（Ｍ=5.03）亦顯著⾼於 11 年級的學⽣。⽽三

個教育階段的學⽣在教師表現⽬標結構之得分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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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教育階段的學⽣在同儕精熟⽬標之得分達顯著差異，效果值

為.16。經事後⽐較結果，5 年級學⽣之得分顯著⾼於 8 年級學⽣；8 年級

學⽣的得分⼜顯著⾼於 11 年級學⽣。⽽三個教育階段的學⽣在同儕表現

⽬標結構之得分未達顯著差異。 

  三個教育階段的學⽣在家⾧精熟⽬標的得分上達顯著差異，效果值

為.17。事後⽐較結果，5 年級學⽣之得分顯著⾼於 8 年級學⽣；且 5 年

級學⽣的得分亦顯著⾼於 11 年級學⽣。三個教育階段的學⽣在家⾧表現

⽬標之得分上亦達顯著差異，效果值為.05。事後⽐較結果，8 年級學⽣之

得分顯著⾼於 5 年級學⽣（表 4-1-1）。 

 

表 4-1-1  不同學習階段學⽣「環境⽬標結構」之變異數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5 年級

（n=205) 

  

8 年級 

(n=272) 

  

11 年級 

(n=338)     

      

M SD M SD M SD F p 值 差異⽅向 

教師精熟⽬標 5.11 0.90 5.03 0.85 4.40 0.93 54.56** .00 5 >11  8 >11 

教師表現⽬標 2.57 1.27 2.62 1.08 2.77 1.07 2.57 .07 無顯著差異 

同儕精熟⽬標 4.56 1.06 4.06 1.08 3.77 0.88 39.28** .00 5 > 8 >11 

同儕表現⽬標 2.97 1.26 3.10 1.17 2.87 1.11 2.79 .06 無顯著差異 

家⾧精熟⽬標 5.13 0.98 4.37 1.25 4.20 1.04 47.75** .00 5 > 8  5 >11 

家⾧表現⽬標 2.93 1.50 3.35 1.43 3.19 1.30 5.50** .00 8 > 5 

  ** p<.01             

 

 

二、不同學習階段在環境目標結構上之差異討論 

    本研究發現不同教育階段學⽣在教師精熟⽬標結構、同儕精熟⽬標

結構、家⾧精熟⽬標結構及家⾧表現⽬標結構四個分量表具有顯著差異。

在教師精熟⽬標結構、同儕精熟⽬標結構、家⾧精熟⽬標結構這三個環

境⽬標結構上，皆隨著教育階段越⾼，⽽呈現下降的趨勢。⽽在家⾧表

現⽬標結構，則呈現⼋年級學⽣顯著⾼於五年級學⽣。以上各階段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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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雖達顯著⽔準，但效果值偏低，顯⽰其解釋⼒較弱。在本研究中，不

同教育階段的學⽣所覺知之教師表現⽬標結構與同儕表現⽬標結構並沒

有差異。關於不同學習階段學生在環境目標結構上之差異探究，只有部

分符合本研究假說⼀。 

    國內過去針對環境目標所進行之研究發現，環境目標結構可能因不

同教育階段、文化背景而變動，此部分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合（林宴瑛、

程炳林，2007；Chen,Wang, Wei, Fwu, & Hwang, 2009）。此外 

，台灣在升學體制的影響之下，學習環境似乎偏向於表現目標結構，尤

其到了中學階段，因為升學方式的影響，學生之間有更明顯之學業競爭

（⿈毅志、陳怡靖，2005）。⽽本研究結果也發現，教育階段越⾼，學⽣

所感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同儕精熟⽬標結構、家⾧精熟⽬標結構皆

有下降的趨勢，五年級學⽣所覺知之環境中的精熟⽬標結構⾼於⼋年級

或11年級學⽣。此外，⼋年級學⽣所感知之家⾧表現⽬標結構顯著⾼於

五年級學⽣。此現象或許是受到升學制度的影響，⼩學階段因為沒有升

學之壓⼒，因⽽不論是教師、同儕或家⾧對學⽣之期望皆以精熟為主，

然⽽當學⽣升上中學，因為升學體制的存在，必須⾯臨考試與競爭，整

個⼤環境的學習氛圍已經和⼩學階段不同，這些外在環境因素都可能進

⼀步影響學習者對環境⽬標結構的覺知。 

    另外，國內以數學科所進⾏之國中⽣縱貫研究也發現，國中⽣所覺

知之課室⽬標結構會隨著時間⽽有所變化，其他課室⽬標結構皆呈現下

降的趨勢，惟趨向表現課室⽬標結構維持相對穩定的狀態（林宴瑛、程

炳林，2007）。本研究研究發現與其結論相符合，不同教育階段學⽣所覺

知之教師和同儕精熟⽬標結構，隨著年級⽽下降。⽽不同教育階段學⽣

所覺知之教師和同儕表現⽬標結構則沒有差異。本研究除了教師和同儕

這兩個向度之外，亦加⼊家⾧環境⽬標結構之探討，研究發現不同教育

階段之學⽣所覺知之⽗母環境⽬標結構，不論是精熟或表現⽬標結構，

皆達顯著差異。隨著教育階段越⾼，學⽣所覺知之⽗母精熟⽬標結構有

下降的趨勢；⽽教育階段越⾼，⽗母表現⽬標結構有上升的趨勢。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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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能是受到台灣升學制度的影響，就讀教育階段越⾼的學⽣，整個社

會、學校的氛圍，甚⾄包含教師所傳達給家⾧的訊息，都可能影響了家

⾧對學⽣學習之期待。 

 

三、資優生與普通生在環境目標結構上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Ｔ考驗檢定資優生和普通生所覺知之環境目標結構的差異。

分析結果顯示，資優生與普通生在教師精熟目標結構上之得分達顯著差

異，資優生之得分顯著高於普通生。而資優生和普通生在教師表現目標

結構、同儕精熟目標結構、同儕表現目標結構、家長精熟目標結構與家

長表現目標結構之得分，均無顯著差異（表 4-1-2）。 

 

表 4-1-2 不同⾝份類別學⽣「環境⽬標結構」之平均數差異考驗分析 

變項名稱 

資優⽣

（n=184)   

普通⽣

(n=631)   

 

  

M SD 

 

M SD t 值 p 值 差異情形 

教師精熟⽬標 4.92  0.82  4.75  0.99  2.38* .02 資 > 普 

教師表現⽬標 2.78  1.12  2.64  1.13  1.51 .13 無顯著差異 

同儕精熟⽬標 4.12  0.97  4.05  1.06  0.77 .44 無顯著差異 

同儕表現⽬標 2.94  1.07  2.98  1.20  -0.46 .65 無顯著差異 

家⾧精熟⽬標 4.60  1.10  4.46  1.18  1.45 .15 無顯著差異 

家⾧表現⽬標 3.29  1.42  3.14  1.40  1.22 .22 無顯著差異 

  *p<.05            

 
四、不同⾝分類別學⽣在環境⽬標結構上之差異討論 

    本研究發現，資優⽣對教師精熟⽬標結構的評量結果顯著⾼於普通

⽣，但資優⽣和普通⽣在其他環境⽬標結構上皆無顯著差異。不同身份

類別學生在環境目標結構上之差異探究，亦僅是部分符合本研究假說⼀。 

    台灣在升學體制的影響之下，學習環境偏向於表現目標結構，學生之

間有明顯的學業競爭（黃毅志、陳怡靖，2005），但資優教育強調學生的

才能發展，期待學生朝向自主學習，致力於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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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T. B. , & Jolene, J. K. , 2009)。可⾒資優教育較傾向於精熟⽬標結

構。本研究結果的發現，能符應上述教育主張的差異，在數學科的學習

上，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顯著⾼於普通⽣，或可顯⽰在資

優班數學科的教學現場，教師的教學模式以及其教學信念，能落實資優

教育之精神，因⽽影響了學⽣所覺知之環境⽬標結構。 

    此外本研究結果亦發現，不同⾝份類別學⽣所覺知之同儕與家⾧環

境⽬標結構不具有顯著差異，這可能也呈現⼀個問題，同儕和家⾧對資

優教育之課程⽬標與宗旨並不了解，因此他們對學習者之學習期待仍受

到整個⼤環境的影響，導致在同儕與家⾧兩個向度中，資優教育與普通

教育呈現雷同之環境⽬標結構。 

    過去學者提出，學⽣之個⼈⽬標取向和他們對課堂⽬標結構的知覺

相符（Urdan，2004）。當學⽣認為他們的課堂或學校強調學習和努⼒時，

他們更可能傾向精熟⽬標。相反的，當他們認為⾃⼰的課堂或學校強調

競爭和能⼒時，他們較易持有表現⽬標。資優生在鑑定後，透過與父母、

老師和同儕的互動過程中，資優生能知覺到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與期許，

進而改變或修正他們的行為，同時影響他們自我概念(高儷萍、劉欣惠

2009)。雖然針對資優教育進⾏的⽬標結構調查有限，但⽬標結構仍是影

響動機模式的重要環境因素(Cheng，2012)。且⽬標導向在預測動機和成

就⽅⾯的重要性不僅限於普通學⽣，還包括那些有天賦的學⽣(Chan，

2008)。可⾒，未來資優教育上可加強資優教育的理念推廣，希望資優⽣

所處之環境⽬標結構能呈現⼀致，也可避免同儕與家⾧對資優⽣持有不

適當之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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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育階段與身份類別在個人目標導向上之差異情形與討論 

    此部分討論內容包括：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個人目標導向上之差異；

資優生與普通生在個人目標導向上之差異。 

 

一、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個人目標導向上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單因⼦變異數分析，⽐較不同教育階段的學⽣個⼈⽬標導

向上之差異，並以 Scheffe'法進⾏事後⽐較。研究結果顯⽰，三個教育階

段的學⽣在趨向精熟導向分量表之得分達顯著差異，效果值為.09。5 年

級學⽣之得分顯著⾼於 11 年級的學⽣，8 年級學⽣之得分亦顯著⾼於 11

年級的學⽣。⽽三個教育階段的學⽣在逃避精熟、趨向表現與逃避表現

分量表之得分並無顯著差異（表 4-1-3）。 

 

 

⼆、不同教育階段學⽣在個⼈⽬標導向上之差異討論 

    本研究發現五年級學⽣只有在趨向精熟⽬標的評量結果顯著⾼於⼋

年級和⼗⼀年級學⽣，其差異雖達顯著⽔準，但效果值偏低，顯⽰其解

釋⼒較弱。不同教育階段之個⼈⽬標導向之差異不⼤，也許正是符合多

重⽬標理論的看法，亦即學⽣並⾮只能持單⼀的各⼈⽬標導向，⽽是具

有持有多重⽬標導向的可能性（程炳林，2002）。 

表 4-1-3 不同年級學⽣「個⼈⽬標導向」之變異數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5 年級

（n=205) 

  

8 年級 

(n=272) 

  

11 年級 

(n=338)   

 

  

M SD M SD M SD F p 值 差異⽅向 

趨向精熟 4.93  0.77  4.77  0.83  4.34  0.85  38.47** .00 5 >11  8 >11 

逃避精熟 3.62  1.10  3.64  1.09  3.50  0.88  1.63  .20 無顯著差異 

趨向表現 3.57  1.19  3.48  1.13  3.68  0.98  2.42  .09 無顯著差異 

逃避表現 2.96  1.14  3.08  1.17  3.06  1.03  0.84  .43 無顯著差異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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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也顯⽰，五年級學⽣之趨向精熟導向，顯著⼤於⼋年級和

⼗⼀年級學⽣。過去學者提出，學⽣之個⼈⽬標取向和他們對課堂⽬標

結構的知覺相符（Urdan，2004），或許由於國小階段學生沒有升學壓力，

因而相較於八年級和十一年級學生，五年級學生學習數學時較傾向精熟

導向。此研究發現或可呼應過去學者提到之現象，在台灣升學體制的影

響下，學生之間有明顯的學業競爭（黃毅志、陳怡靖，2005）。 

    另外，國內研究者針對國中生數學科個人目標導向進行縱貫研究

發現，國中生持有之趨向精熟目標、逃避精熟目標、趨向表現目標與

逃避表現目標皆隨著時間而呈現下降的趨勢（林宴瑛、程炳林，2007）。

本研究中，不同教育階段學⽣只有在趨向精熟⽬標上，隨著學習階段越

⾼，⽽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他向度上則無顯著差異，研究發現僅有部分

符合本研究假說⼆。本研究為橫斷研究，取樣與縱貫研究不同，是否因

⽽研究有所差異，尚待探究。 

 

三、資優⽣與普通⽣在個⼈⽬標導向上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Ｔ考驗檢驗資優生和普通生之個人目標導向的差異。研究

結果顯示，資優生與普通生在個人目標導向的四個分量表之得分皆達顯

著差異。資優生在趨向精熟、逃避精熟與趨向表現之得分皆顯著⾼於普

通⽣。⽽普通⽣在逃避表現上之得分顯著⾼於資優⽣（表 4-1-4）。 

 

 

表 4-1-4  不同⾝份類別學⽣『個⼈⽬標導向』之平均數差異考驗分析 

變項名稱 

資優⽣（n=184) 

  

普通⽣(n=631)      

M SD M SD t 值 p 值 差異情形 

趨向精熟 4.96  0.66  4.54  0.89  7.04** .00 資 > 普 

逃避精熟 3.90  0.97  3.48  1.00  4.99** .00 資 > 普 

趨向表現 3.73  1.06  3.54  1.10  2.10* .36 資 > 普 

逃避表現 2.73  0.97  3.13  1.12  -4.73** .00 普 > 資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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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優⽣與普通⽣在個⼈⽬標導向上之差異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資優生與普通生在個人目標導向的四個分量表之得

分皆達顯著差異。此研究發現完全符合本研究假說⼆，個⼈⽬標導向會

因不同⾝份類別的學⽣⽽有差異。 

過去研究發現，持精熟目標導向的學習者，採用較多自我調整學習

策略、精緻化策略，且較少採用記憶性複誦（侯玫如、程炳林、于富雲，

2004；Fenollar, Román, & Cuestas, 2007；Shih,2005）；表現目標取向者

較常採用淺層的認知策略（Fenollar et al.,2007）。當學習者持有「精熟目

標」會投入較多的心力在認知與後設認知策略的學習和使用上，同時也

較喜愛具有挑戰性的學習工作，遇到困難挫折時較能堅持不懈（Elliott & 

Dweck）。本研究發現，資優生之趨向精熟、逃避精熟皆顯著⾼於普通⽣，

此現象或許是導因於資優教育著重於學生的才能發展，較傾向於精熟目

標結構。此外，也呼應過去之調查研究結果，資優⽣在閱讀學習動機、

策略運⽤、⾃我效能、數感與數學學業成就上，皆優於普通⽣(郭靜姿，

2014；周鈞儀，2016；王蕾雁2010)。 

    本研究亦發現資優⽣之趨向表現⽬標顯著⾼於普通⽣，而普通⽣之

逃避表現⽬標則顯著⾼於資優⽣。持趨向表現導向傾向者，在學習的歷

程中強調競爭和⽐較，學習的⽬的以獲得他⼈的讚美為⽬的。⽽資優生

一向對他人的期待和感覺有極高之敏銳度，並且需要成功與認可(花敬凱，

2007)。因此也比普通生具有更高之趨向表現目標導向。而普通⽣之逃避

表現⽬標顯著⾼於資優⽣，可以看出在數學的學習歷程中，普通⽣⽐資

優⽣更擔憂能⼒受到他⼈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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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育階段與身分類別在學業情緒上之差異 

  此部分的統計分析內容包括：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學業情緒上之差異、
資優生與普通生在學業情緒上之差異。 

   

一、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學業情緒上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利⽤單因⼦變異數分析⽐較不同教育階段學⽣學業情緒上之

差異，並以 Scheffe'法進⾏事後⽐較。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教育階段學生

在愉悅情緒上之得分達顯著差異，效果值為.03。5 年級學生之得分顯著

高於 11年級學生；8年級學生之得分亦顯著高於 11年級學生。不同教育

階段學生在希望情緒上之得分達顯著差異，效果值為.05。5 年級學⽣之

得分顯著⾼於 8 年級學⽣與 11 年級學⽣。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自豪情緒

上之得分達顯著差異，效果值為.02。5 年級學⽣之得分顯著⾼於 8 年級

學⽣與 11 年級學⽣。另外，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生氣情緒上之得分達顯

著差異，⽽事後⽐較的結果呈現無差異。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無聊情緒

上之得分達顯著差異，效果值為.01。11 年級學⽣之得分顯著⾼於 5 年級

學⽣。而不同教育階段學⽣在焦慮、羞愧與無望三個負向情緒的得分未

達顯著差異（表 4-1-5）。 

 

表 4-1-5  不同年級學⽣「學業情緒」之變異數考驗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5 年級

（n=205)   

8 年級 

(n=272)   

11 年級 

(n=338) 

 

    

M SD 

 

M SD 

 

M SD F p 值 差異⽅向 

愉悅 3.93  1.31  3.90  1.31  3.49  1.07  12.15** .00 5 >11  8 >11 

希望 4.47  1.09  4.00  1.27  3.85  1.02  20.16** .00 5 > 8  5 >11 

⾃豪 4.01  1.34  3.65  1.28  3.65  1.01  6.76** .00 5 > 8  5 >11 

⽣氣 2.71  1.30  2.79  1.27  2.96  1.07  3.04* .05 n.s 無差異 

焦慮 2.68  1.34  2.74  1.28  2.86  1.04  1.73  .18 無顯著差異 

羞愧 2.66  1.22  2.72  1.25  2.83  1.11  1.39  .25 無顯著差異 

無望 2.04  1.22  2.13  1.38  2.19  1.13  1.01  .37 無顯著差異 

無聊 2.57  1.44  2.68  1.52  2.91  1.20  4.37* .01 11 > 5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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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育階段學⽣在學業情緒上之差異討論 

    本研究發現，不同教育階段學⽣在愉悅、希望和⾃豪三個正向情緒

上達顯著差異，教育階段越低正向情緒越⾼。⽽不同教育階段學⽣在負

向情緒無聊上之得分亦達顯著差異，11年級⾼於5年級。然⽽其同樣是效

果值低、解釋⼒弱。不同教育階段學⽣在學業情緒之差異情形，僅有部

分符合本研究假設三。 

    學生的學習情緒深受社會文化影響，不同的文化學習脈絡與環境因素

亦會衍生出不同的學業情緒(Frenzel et al.,2007)。國內學者也提出學業情

緒容易受情境脈絡所影響，亦即環境變項會透過學習者的個人認知和評

估對學業情緒產生直接或間接效果（林宴瑛、程炳林，2012）。當教師、

父母強調學習的重點是精熟學習，提升自己的能力，而非與他人競爭、

比較，則學生會產生較多正面的情緒。反之，若教師強調學習是彼此競

爭和比較，學習者則會產生較多負面的情緒（林宴瑛、程炳林，2012）。

比對本研究結果，確實與過去之研究相符，國中及高中階段的學生，因

為處於升學取向的情境下，學習環境中強調競爭和比較，自然較容易引

發負向之學業情緒。 

 

 

三、資優生與普通生在學業情緒上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利用Ｔ考驗分析資優生和普通生學業情緒上之差異情形。研究

結果顯示，資優生與普通生在愉悅、希望、自豪、生氣、焦慮、無望與無

聊七個分量表之得分皆達顯著差異。資優生在愉悅、希望與自豪三個正

向情緒上之得分皆顯著⾼於普通⽣。⽽普通⽣在⽣氣、焦慮、無望與羞

愧四個負向情緒之得分皆顯著⾼於資優⽣。資優⽣與普通⽣唯有在羞愧

情緒之得分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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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不同⾝份類別學⽣「學夜情緒」之平均數差異考驗分析 

變項名稱 

資優⽣

（n=184) 

  

普通⽣

(n=631) 

 

    

M SD M SD t 值 p 值 差異情形 

愉悅 4.34  1.01  3.56  1.23  8.64** .00 資 > 普 

希望 4.49  1.03  3.93  1.15  5.92** .00 資 > 普 

⾃豪 4.13  1.11  3.63  1.20  5.11** .00 資 > 普 

⽣氣 2.45  1.10  2.95  1.21  -5.05** .00 普 > 資 

焦慮 2.50  1.09  2.86  1.22  -3.56** .00 普 > 資 

羞愧 2.63  1.07  2.78  1.21  -1.66 .10 無顯著差異 

無望 1.78  1.07  2.23  1.27  -4.80** .00 普 > 資 

無聊 2.22  1.18  2.90  1.39  -6.65** .00 普 > 資 

    ** p<.01     

 

 

四、資優生與普通生在學業情緒上之差異討論 

    本研究發現在愉悅、希望、⾃豪三個正向情緒上，資優⽣皆⼤於普

通⽣。⽣氣、焦慮、無望和無聊四個負向情緒，則是普通⽣⼤於資優⽣。

在愉悅、希望、⾃豪、⽣氣、焦慮、無望和無聊六個學業情緒上皆達顯著

差異。不同⾝份類別學⽣在學業情緒之差異情形，亦僅有部分符合本研

究假設三。 

    過去相關研究指出提升學⽣的數學⾃我概念或效能可幫助國中⽣在

學 習 數 學 時 產 ⽣ 正 向 情 緒 ， 並 抑 制 負 向 學 業 情 緒 的 產 (Williams & 

Wil1iams , 2013)。另外，亦有相關研究指出，在中學階段，資優⽣⽐普通

⽣具有較佳的⾃我效能(王蕾雁，2010)。過去實徵研究亦證實，資優⽣之

數感及學習成就皆⾼於普通⽣（周鈞儀，2016）。本研究結果發現，資優

⽣學習數學時之正向情緒顯著⾼於普通⽣，⽀持過去相關研究之論點，

資優⽣在學習數學時之⾃我概念、⾃我效能、數感及學習成就等皆優於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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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資優⽣環境⽬標結構對個⼈⽬標導與學業情緒之預測

效果	

    本節主要目的是在探討假設四、五，探究資優生所知覺之環境目標結

構對其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預測效果，並針對研究發現進行討論。 

 

壹、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對個人目標導向之相關情形與預測效果 

 

一、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對個人目標導向之相關情形 

    資優生所覺知之環境目標結構與個人目標導向之績差相關如表 4-2-1。 

 

二、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對個人目標導向之預測效果 

    本研究以二階階層迴歸分析進行，階層一為學習階段，用以控制各學

習階段之差異。階層二以教師精熟目標結構、教師表現目標結構、同儕

精熟目標結構、同儕表現目標結構、家長精熟目標結構與家長表現目標

結構六個變項為預測變項，以資優生趨向精熟、逃避精熟、趨向表現與

逃避表現四個變項為效標變項。 

    利⽤⼆階階層回歸分析之結果顯⽰，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 

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趨向精熟 30%的變異量，Ｆ（7, 176）=10.50，

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

構、同儕精熟⽬標結構與家⾧經精熟⽬標結構可以解釋趨向精熟達統計

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分別為 0.22、0.21 和 0.20，p 皆⼩於.05，可以

發現，當教師精熟⽬標結構、同儕精熟⽬標結構與家⾧經精熟⽬標結構

的分數越⾼，資優⽣趨向精熟之傾向越⾼。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逃避精

熟 15%的變異量，Ｆ（7, 176）=4.56，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

各變項的效果來看，同儕精熟⽬標結構、同儕表現⽬標結構與家⾧精熟

⽬標結構可以解釋逃避精熟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分別為 0.22、

0.24 和 0.21，p 皆⼩於.05，可以發現，當同儕精熟⽬標結構、同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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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結構與家⾧經精熟⽬標結構的分數越⾼，資優⽣逃避精熟之傾向越

⾼。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趨向表

現 23%的變異量，Ｆ（7, 176）=7.44，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

各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表現⽬標結構、同儕表現⽬標結構與家⾧表現

⽬標結構可以解釋趨向表現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分別為 0.18、

0.23 和 0.20，p 皆⼩於.05，可以發現，當教師表現⽬標結構、同儕表現

⽬標結構與家⾧表現⽬標結構的分數越⾼，資優⽣趨向表現之傾向越⾼。 

    在控制個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逃避表

現 24%的變異量，Ｆ（7, 176）=7.99，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

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對逃避表現有負向的解釋⼒，其 Beta 值

為-0.16，p ⼩於.05，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可以發現當教師精熟⽬標結

構分數越⾼，資優⽣逃避表現之傾向越低。另外，同儕表現⽬標結構可

以解釋趨向表現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為 0.30，p ⼩於.05，·即

當同儕表現⽬標結構的分數越⾼，資優⽣逃避表現之傾向越⾼(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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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對個人目標導向預測效果之討論 

    本研究發現，教師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趨向精熟⽬標導

向，並負向預測資優⽣之逃避表現導向；教師表現⽬標結構可正向預測

資優⽣之表現⽬標導向。 

    同儕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趨向精熟⽬與逃避精熟⽬標

導向。其中，同儕精熟⽬標結構對逃避精熟之預測⼒較⼤。同儕表現⽬

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逃避精熟、趨向表現與逃避表現⽬標導向。

其中同儕表現⽬標結構對資優⽣逃避表現的預測⼒最⼤。 

    家⾧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趨向精熟與逃避精熟⽬標

導向。其中，家⾧精熟⽬標結構對逃避精熟之預測⼒較⼤。家⾧表現⽬

表 4-2-2 以學習階段及環境⽬標結構對『個⼈⽬標導向』進⾏階層迴歸

分析摘要表 
  預測變項 趨向精熟   逃避精熟   趨向表現   逃避表現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獨
變
項 

學習階段 -0.27** -0.07  -0.09 0.03  -0.03 0.00  0.01 -0.03 

教師精熟⽬標  0.22**   0.09   0.14   -0.16* 
教師表現⽬標  -0.16   -0.02   0.18*   0.13 
同儕精熟⽬標  0.21**   0.22**   0.12   0.15 
同儕表現⽬標  -0.04   0.24*   0.23**   0.30** 
家⾧精熟⽬標  0.20*   0.21*   0.07   0.08 
家⾧表現⽬標  0.09   0.14   0.20*   0.16 

模
型
摘
要 

R2 0.07 0.30  0.01 0.15  0.00 0.23  0.00 0.24 

F 13.85 10.50  1.56 4.56  0.19 7.44  0.02 7.99 

p 0.00 0.00  0.21 0.00  0.67 0.00  0.88 0.00 

△R2  0.224   0.15   0.23   0.24 

F change  9.309   5.03   8.64   9.32 

p for F change  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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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趨向表現⽬標導向。研究結果與本研究假說

四相符，資優⽣所覺知之環境⽬標結構對其個⼈⽬標導向具有預測效果。 

    整體看來，教師、同儕和家⾧之精熟⽬標結構，皆可正向預測資優

⽣之精熟⽬標導向。⽽教師、同儕與家⾧之表現⽬標結構皆可正向預測

資優⽣之表現⽬標導向。此部分的研究發現與過去以普通⽣為對象所進

⾏之實徵研究相符，環境⽬標結構對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具有直接

之影響⼒。學⽣知覺到學習環境以精熟教材內容為主要⽬的，則⽐較傾

向抱持趨向精熟⽬標取向；⽽當學⽣知覺到學習環境的競爭性，即學習

者被要求必須⽐別⼈傑出、必須努⼒展現能⼒及爭取獎賞，則學習者較

容易傾向趨向表現取向或逃避表現取向（許崇憲，2013）。 

    ⿈豐茜（2010）針對台灣北、中、南、東 地區21所國中的⼋年級學

⽣所進⾏之調查研究發現，在英⽂科的學習歷程中，精熟⽬標結構對趨

向精熟⽬標和逃避精熟⽬標有直接效果; 表現⽬標結構對趨向表現⽬標

和逃避表現⽬標有直接效果。國內針對數學科之研究也發現，課室⽬標

結構能顯著預測相對應的個⼈⽬標取向(林宴瑛、程炳林，2007)。⼤致上，

本研究結果與過去過內之相關研究發現相符合。  

    在同儕⽅⾯，同儕精熟⽬標結構對逃避精熟之預測⼒較趨向精熟⽬

標⾼。且不論是同儕精熟⽬標、同儕表現⽬標皆可正向預測資優⽣之逃

避精熟⽬標導向。本研究推論其原因，資優⽣本⾝具有完美主義特質，

其對⾃我的要求就⽐較⾼。因此不論同儕所持有之環境⽬標結構為何，

資優⽣接傾向持有逃避精熟⽬標結構，避免⾃⼰不理解、不精熟。  

    此外，同儕表現⽬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逃避精熟、趨向表現

與逃避表現⽬標導向。其中，同儕表現⽬標結構對資優⽣逃避表現的預

測⼒最⼤。過去研究發現，資優生通過鑑定後，在與父母、老師和同儕

的互動過程中，能知覺到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與期許，進而改變或修正他

們的行為，也影響他們的自我概念(高儷萍、劉欣惠2009)，本研究的發現

能與之呼應，或許由於資優生在覺知到同儕之間的學習風氣是強調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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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的比較，也意識到自己的資優身份，因而影響其個人目標導向，

使資優生在學習數學時重視與他人之比較。 

 

貳、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對學業情緒之相關情形與預測效果 

 

一、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對學業情緒之相關情形 

    資優生所覺知之環境目標結構與個人目標導向之績差相關如表 4-2-3。 

 

二、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對學業情緒之預測效果 

    本研究以二階階層迴歸分析進行，階層一為學習階段，用以控制各
學習階段之差異。階層二以教師精熟目標結構、教師表現目標結構、同

儕精熟目標結構、同儕表現目標結構、家長精熟目標結構與家長表現目

標結構六個變項為預測變項，以資優生愉悅、希望、自豪、生氣、焦慮、

羞愧、無望、無聊等六個變項為效標變項。 

    利⽤⼆階階層回歸分析之結果顯⽰，在控制個學習階段之差異之 

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愉悅情緒 20%的變異量，Ｆ（7, 176）= 6.10，

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

構可以解釋愉悅情緒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分別為 0.32，p ⼩

於.05，可以發現，當教師精熟⽬標結構的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的

愉悅程度越⾼。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希望情

緒 17%的變異量，Ｆ（7, 176）=5.17，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

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可以解釋希望情緒達統計上的顯著

⽔準，其 Beta 值為 0.22，p ⼩於.05，可以發現，當教師精熟⽬標結構的

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越是充滿希望情緒。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豪情

緒 13%的變異量，Ｆ（7, 176）=3.85，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

變項的效果來看，同儕精熟⽬標結構可以解釋⾃豪緒達統計上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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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其 Beta 值為 0.21，p ⼩於.05，可以發現，當同儕精熟⽬標結構的分

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越感到⾃豪。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氣情

緒 16%的變異量，Ｆ（7, 176）=4.78，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

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對⽣氣緒達有負向的解釋⼒，且在

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為-0.20，p ⼩於.05。另外，教師表現⽬標

結構可以解釋⽣氣緒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為 0.23，p ⼩於.05。

可以發現，當教師精熟⽬標結構的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的⽣氣

情緒越低；⽽當教師表現⽬標結構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的⽣氣

情緒越⾼。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焦慮

情緒 24%的變異量，Ｆ（7, 176）=7.88，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

各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對焦慮緒達具有負向的解釋⼒，

且在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為-0.20，p ⼩於.05。另外，同儕精熟

⽬標結構和同儕表現⽬標結構，可以解釋焦慮緒達統計上的顯著⽔準，

其 Beta 值分別為 0.17 和 0.24，p ⼩於.05。可以發現，當教師精熟⽬標結

構的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的焦慮情緒越低；⽽當同儕精熟⽬標

結構與同儕表現⽬標結構的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的焦慮情緒越

⾼。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羞愧情

緒 30%的變異量，Ｆ（7, 176）=10.74，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

各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表現⽬標結構和同儕表現⽬標結構可以解釋希

羞愧緒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分別為 0.23 和 0.30，p ⼩於.05，

可以發現，當教師表現⽬標結構和同儕表現⽬標結構的分數越⾼，資優

⽣學習數學時，羞愧情緒越⾼。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無望情

緒 22%的變異量，Ｆ（7, 176）=7.07，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

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對無望情緒有負向的解釋⼒，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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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為-0.22，p ⼩於.05。另外，教師表現⽬標

結構可以解釋無望緒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為 0.24，p ⼩於.05。

可以發現，當教師精熟⽬標結構的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的無望

情緒越低；⽽當教師表現⽬標結構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的無望

情緒越⾼。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無聊情

緒 29%的變異量，Ｆ（7, 176）=10.27，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

各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對無望情緒有負向的解釋⼒，且

在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為-0.32，p ⼩於.05。另外，教師表現⽬

標結構可以解釋無聊情緒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其 Beta 值為 0.27，p ⼩

於.05。可以發現，當教師精熟⽬標結構的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

的無聊情緒越低；⽽當教師表現⽬標結構分數越⾼，資優⽣學習數學時

的無聊情緒越⾼（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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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優⽣之環境⽬標結構對其學業情緒預測效果之討論 

    研究結果與本研究假說五僅有部分相符，資優⽣所覺知之環境⽬標

結構對中，僅有教師精熟⽬標結構、教師表現⽬標結構、同儕精熟⽬標

結構與同儕表現⽬標結構，對資優⽣學習數學之學業情緒具有預測效果。

家⾧精熟⽬標結構與家⾧表現⽬標結構，對資優⽣之學業情緒則不具預

測效果。 

    研究發現，教師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在學習數學時之愉

悅與希望兩種正向情緒，在正向情緒中教師精熟⽬標結構對愉悅情緒的

預測⼒較⾼。教師精熟⽬標結構可負向預測⽣氣、焦慮、無望與無聊四

種負向情緒，⽽在負向情緒中，教師精熟⽬標結構對無聊的負向預測⼒

最⼤。教師表現⽬標結構則可正向預測資優⽣在學習數學時之⽣氣、羞

愧、無望與無聊等四種負向情緒。其中，教師表現⽬標結構對無聊的預

測⼒最⼤。 

    同儕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豪與焦慮兩種情緒。其中，同儕精

熟⽬標結構對⾃豪的預測⼒較⼤。同儕表現⽬標可正向預測焦慮與羞愧

兩種負向情緒，其中，同儕表現⽬標結構對羞愧的預測⼒較⼤。⽽家⾧

精熟⽬標結構與家⾧表現⽬標結構對資優⽣學習數學時之學業情緒不具

有預測效果。 

    控制-價值理論認為，控制及價值相關的認知評估是環境變項與學業

情緒之中介變項，即環境會透過控制及價值相關認知評估對學業情緒產

⽣間接效果（Pekrun,2000）。⿈豐茜（2010）研究發現，英⽂科學習歷程

中，教師、同儕及家庭之精熟⽬標結構分別對正向學業情緒、負向學業

情緒以有間接效果;⽽教師、同儕與家庭之表現⽬標結構分別對正向學業

情緒、負向學業情緒具間接效果。過去針對數學科學習之相關研究，亦

發現，不論是在學校課室或是家庭環境中，父母、同儕與師長對其課

業學習所傳遞的精熟或表現訊息皆對其自我效能與學業工作價值的評

估產生直接效果，並透過此種評估對學習數學時所產生的多種學習情

緒產生間接效果。在強調精熟學習的環境目標結構下，學習者會產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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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正面的情緒；反之，當環境目標結構強調競爭和比較時，學習者即會

產生較多負面的情緒（林宴瑛、程炳林，2012）。本研究以資優⽣為對

象，部分研究結果與過去之研究發現相符，在學習環境中教師持精熟⽬

標結構，有助於資優⽣在學習數學時持有正向情緒，並抑制學⽣之負向

情緒。⽽教師與同儕表現⽬標結構則容易導致資優⽣持有負向情緒。 

    過去學者提出，資優生對他人的期待和感覺有不尋常的敏銳度，需要

成功與認可，也特別容易因他人的批評而受傷(花敬凱，2007)。本研究中，

當同儕持精熟⽬標結構時，可同時預測資優⽣學習數學時之正向情緒與

負向情緒。當資優⽣覺知到同儕持精熟⽬標結構時，可預測其⾃豪與焦

慮情緒。本研究結果可解釋資優⽣對同儕期待之重視，亦顯露出資優⽣

在情意特質上之異質性，部分資優學⽣因同儕持有精熟⽬標結構，⽽引

發其⾃豪情緒；⽽部分資優⽣卻引發焦慮情緒。 

    在本研究中，資優生之數學科學業情緒主要受到教師及同儕之影響。

家長之精熟與表現目標對資優生之數學科學業情緒皆不具預測果，此部

分與過去之研究並未符合。除了身份類別不同之外，也有可能是學習階

段上的差異。過去研究是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

含國小、國中和高中三個不同的教育階段。在過去針對國中階段所做的

相關研究發現，家長期待的影響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遞減，同儕的影響

則隨著年齡而略有增加（吳幼妃，1982）。本研究可能含括了國小、國中

及高中之資優生，而造成家長環境目標結構對學生學業情緒之影響力不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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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優⽣環境⽬標結構、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作

⽤效果	

    本節主要在探究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作

用效果。亦即資優生之個人目標導向在環境目標結構與學業情緒之間的

中介效果。 

    本研究以學習階段作為第一階層，以控制不同學習階段之差異。第二

階層為資優生所覺知之環境目標結構，包括教師精熟目標結構、教師表

現目標結構、同儕精熟目標結構、同儕表現目標結構、家長精熟目標結

構與家長表現目標結構六個變項為獨變項。第三階層為資優生趨向精熟、

逃避精熟、趨向表現與逃避表現四個變項。以資優生愉悅、希望、⾃豪、

⽣氣、焦慮、羞愧、無望、無聊等六個變項為預測變項進⾏階層回歸分

析，來探討個⼈⽬標導向在環境⽬標結構與學業情緒間的中介情形(表 4-

3-1)。 

    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

可解釋愉悅情緒 20%的變異量，Ｆ（7, 176）=6.10，p<.05，達統計上的

顯著⽔準。⽽從各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β＝0.32，p<.05）

能顯著正向預測愉悅情緒。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納⼊迴

歸⽅程式時，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對愉悅情緒之聯合預測⼒同

樣達顯著，Ｆ（11, 172）=13.43，p<.05，受試者的六種環境⽬標結構與

四種個⼈⽬標導向能聯合解釋愉悅情緒 46%左右的變異量。在⼗個變項

中，教師精熟⽬標結構（β＝0.17，p<.05）、趨向精熟（β＝0.51，p<.05）、

逃避精熟（β＝0.14，p<.05）這三個變項能正向預測愉悅情緒。即當資優

⽣在教師精熟⽬標結構、趨向精熟、逃避精熟之分數越⾼時，在學習數

學時的愉悅程度越⾼。 

   在中介效果上，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預測愉悅情緒時，

其解釋量由 20%增加⾄ 46%，解釋量增加了約 27% (∆𝑅𝑥* = .27)，且解

釋量增加後亦達顯著⽔準。⽽教師精熟⽬標結構之標準化回歸係數由

0.32（p<.05）降為 0.17（p<.05），顯⽰教師精熟⽬標結構受到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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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之部分中介，對照表 4-2-2 與表 4-2-5 可以發現，就趨向精熟⽬標的

效果⽽⾔，教師精熟⽬標結構對愉悅情緒的效果受到趨向精熟⽬標之部

分中介（中介效果值為.11，p<.05）。亦即教師精熟目標結構對愉悅情緒

不僅具有直接效果，亦會透過個人趨向精熟目標導向的中介而對學業情

緒產生間接效果，且當資優⽣所知覺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

趨向精熟⽬標導向也傾向越⾼，⽽個⼈趨向 精熟⽬標導向越⾼，其愉悅

情緒也會越⾼。 

    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希望情

緒 17%的變異量，Ｆ（7, 176）=5.17，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

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β＝0.22，p<.05）能顯著正向預測

希望情緒。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納⼊迴歸⽅程式時，環

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對希望情緒之聯合預測⼒同樣達顯著⽔準，

Ｆ（11, 172）=14.32，p =.00，受試者的六種環境⽬標結構與四種個⼈⽬標導

向能聯合解釋希望情緒 48%左右的變異量。在⼗個變項中，趨向精熟

（β＝0.41，p<.05）和趨向表現（β＝0.46，p<.05）能正向預測希望情緒，

⽽逃避表現（β＝ − 0.17，p<.05）能顯著負向預測希望情緒。即當資優

⽣在趨向精熟和趨向表現之分數越⾼時，學習數學時的希望情緒越⾼，

⽽逃避表現的分數越⾼時，資優⽣學習數學時之希望情緒越低。 

    在中介效果上，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預測希望情緒

時，其解釋量由 17%增加⾄ 48%，解釋量增加了約 31% (∆𝑅𝑥* = .31)，

且解釋量增加後亦達顯著⽔準。⽽教師精熟⽬標結構之標準化回歸係數

由 0.22（p<.05）降為 0.03（p>05），顯⽰教師精熟⽬標結構完全被個⼈

⽬標導向所中介，對照表 4-2-2 與表 4-2-5 可以發現，就趨向精熟⽬標的

中介效果⽽⾔，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會完全透過個⼈趨向

精熟⽬標導向對其希望情緒產⽣正向的預測效果（中介效果值為.09，

p<.05）。亦即當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趨向精

熟⽬標導向也傾向越⾼，⽽個⼈精熟⽬標導向越⾼，其希望情緒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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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逃避表現⽬標的中介效果⽽⾔，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

構完全透過逃避表現⽬標導向對其希望情緒產⽣正向的預測效果(中介

效果值為.03，p<.05)。亦即當資優⽣知覺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

⼈逃避表現⽬標導向傾向越低，⽽個⼈逃避表現⽬標導向越低，其希望

情緒則越⾼。 

    另外，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

⾃豪情緒 13%的變異量，Ｆ（7, 176）=3.85，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

⽽從各變項的效果來看，同儕精熟⽬標結構（β＝0.21，p<.05）能顯著正

向預測⾃豪情緒。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納⼊迴歸⽅程式

時，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對⾃豪情緒之聯合預測⼒同樣達顯著，

Ｆ（11, 172）=10.95，p =.00，受試者的六種環境⽬標結構與四種個⼈⽬標導

向能聯合解釋⾃豪情緒 41%左右的變異量。在⼗個變項中，趨向精熟

（β＝0.32，p<.05）和趨向表現（β＝0.51，p<.05）能顯著正向預測⾃豪

情緒；⽽逃避表現（β＝ − 0.18，p<.05）能負向預測⾃豪情緒。即當資

優⽣在趨向精熟和趨向表現之分數越⾼時，在學習數學時的⾃豪程度越

⾼。⽽當資優⽣在逃避表現之分數越⾼時，在學習數學時的⾃豪程度越

低。 

       在中介效果上，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預測⾃豪情

緒時，其解釋量由 13%增加⾄ 41%，解釋量增加了約 28% (∆𝑅𝑥* = .28)，

且解釋量增加後亦達顯著⽔準。⽽同儕精熟⽬標結構之標準化回歸係數

由 0.21（p<.05）降為 0.09（p>05），顯⽰同儕精熟⽬標結構完全被個⼈

⽬標導向所中介，對照表 4-2-2 與表 4-2-5 可以發現，資優⽣所覺知之同

儕精熟⽬標結構完全透過個⼈趨向精熟⽬標對⾃豪情緒產⽣正向的預測

效果（中介效果值為.07，p<.05）。亦即當資優⽣所覺知之同儕精熟⽬標

結構越⾼，其個⼈趨向精熟⽬標導向也傾向越⾼，⽽個⼈精熟⽬標導向

越⾼，其⾃豪情緒也越⾼。 

    另外，在控制各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

⽣氣情緒 16%的變異量，Ｆ（7, 176）=4.78，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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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β＝ − 0.20，p<.05）能顯

著負向預測⽣氣情緒；教師表現⽬標結構（β＝0.23，p<.05）能顯著正向

預測⽣氣情緒。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納⼊迴歸⽅程式時，

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對⽣氣情緒之聯合預測⼒同樣達顯著，Ｆ

（11, 172）=6.20，p =.00，受試者的六種環境⽬標結構與四種個⼈⽬標導向

能聯合解釋⽣氣情緒 28%左右的變異量。在⼗個變項中，教師精熟⽬標

結構（β＝ − 0.07，p<.05）和趨向表現（β＝ − 0.18，p<.05）能負向預

測⾃豪情緒。教師表現⽬標結構（β＝0.18，p<.05）和逃避表現（β＝0.24，

p<.05）正向⾃豪情緒。當資優⽣在教師精熟⽬標結構和趨向表現上之分

數越⾼時，在學習數學時的⽣氣程度越低；⽽當資優⽣在教師表現⽬標

結構和逃避表現上之分數越⾼時，在學習數學時的⽣氣程度越⾼。 

    在中介效果上，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預測⽣氣情緒

時，其解釋量由 16%增加⾄ 28%，解釋量增加了約 12% (∆𝑅𝑥* = .12)，

且解釋量增加後亦達顯著⽔準。⽽教師精熟⽬標結構之標準化回歸係數

由-0.20（p<.05）降為-0.07（p>05），顯⽰教師精熟⽬標結構完全被個⼈

⽬標導向所中介，對照表 4-2-2 與表 4-2-5 可以發現，資優⽣所覺知之教

師精熟⽬標結構完全透過逃避表現⽬標導向對其⽣氣情緒產⽣負向的預

測效果（中介效果值為-.04，p<.05）。當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

構越⾼，其個⼈逃避表現⽬標導向傾向越低，⽽個⼈逃避表現⽬標導向

越低，其⽣氣情緒也越低。 

   在控制個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焦慮情緒

24%的變異量，Ｆ（7, 176）=7.88，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變

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β＝ − 0.20，p<.05）能顯著負向預

測焦慮情緒；⽽同儕精熟⽬標結構（β＝0.17，p<.05）與同儕表現⽬標結

構（β＝0.24，p<.05）能正向預測焦慮情緒。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

導向同時納⼊迴歸⽅程式時，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對焦慮情緒

之聯合預測⼒同樣達顯著，Ｆ（11, 172）=9.35，p =.00，受試者的六種環境⽬

標結構與四種個⼈⽬標導向能聯合解釋教焦慮情緒 37%左右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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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變項中，同儕精熟⽬標結構（β＝0.20，p<.05）、趨向精熟（β＝

− 0.37，p<.05）、趨向表現（β＝ − 0.24，p<.05）和逃避表現（β＝0.26，

p<.05）這四個變項能顯著預測焦慮情緒。同儕精熟⽬標和逃避表現結構

能正向預測焦慮情緒，即當資優⽣在同儕精熟⽬標結構和逃避表現之分

數越⾼時，在學習數學時的焦慮程度越⾼。趨向精熟⽬標結構和趨向表

現⽬標結構能負向預測焦慮情緒，表⽰當資優⽣在趨向精熟⽬標與趨向

表現⽬標的分數越⾼時，學習數學時的焦慮程度越低。 

    在中介效果上，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預測焦慮情緒

時，其解釋量由 24%增加⾄ 37%，解釋量增加了約 14% (∆𝑅𝑥* = .14)，

且解釋量增加後亦達顯著⽔準。研究發現，教師精熟⽬標結構之標準化

回歸係數由-0.20（p<.05）降為-0.06（p>05）；同儕表現⽬標結構之標準

化回歸係數由 0.24（p<.05）降為 0.17（p>05），顯⽰教師精熟⽬標結構

與同儕表現⽬標結構完全被個⼈⽬標導向所中介，對照表 4-2-2 與表 4-

2-5 可以發現，教師精熟⽬標結構對焦慮情緒的效果完全受到逃避表現⽬

標導向所中介（中介效果值為-.04，p<.05）。即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

熟⽬標結構完全透過逃避表現⽬標導向對其焦慮情緒產⽣負向的預測效

果。當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逃避表現⽬標導

向傾向越低，⽽個⼈逃避表現⽬標導向越低，其焦慮情緒也越低。 

    ⽽同儕表現⽬標結構對焦慮情緒的效果完全受到逃避表現⽬標導向

所中介（中介效果值為.08，p<.05）(圖 4-3-1)。即資優⽣所覺知之同儕表

現⽬標結構完全透過逃避表現⽬標導向對其焦慮情緒產⽣正向的預測效

果。當資優⽣所覺知之同儕表現⽬標結構越⾼，其個⼈逃避表現⽬標導

向傾向越⾼，⽽個⼈逃避表現⽬標導向越⾼，其焦慮情緒也越⾼。 

    在控制個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無望情

緒 22%的變異量，Ｆ（7, 176）=7.07，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各

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β＝ − 0.22，p<.05）與能顯著負

向預測無望情緒；⽽教師表現⽬標結構（β＝0.24，p<.05）能正向預測無

望情緒。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納⼊迴歸⽅程式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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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對無望情緒之聯合預測⼒同樣達顯著，Ｆ（11, 172）

=9.74，p =.00，受試者的六種環境⽬標結構與四種個⼈⽬標導向能聯合解

釋教焦慮情緒 38%左右的變異量。在⼗個變項中，教師表現⽬標結構

（β＝0.21，p<.05）、同儕精熟⽬標結構（β＝0.21，p<.05）與逃避表現

（β＝0.29，p<.05）能顯著正向預測無望情緒；趨向精熟（β＝ − 0.26，

p<.05）和趨向表現（β＝ − 0.31，p<.05）能顯著負向預測無望情緒。亦

即當資優⽣在教師表現⽬標結構、同儕精熟⽬標結構與逃避表現之分數

越⾼時，在學習數學時的無望情緒越⾼。⽽當資優⽣在趨向精熟和趨向

表現之分數越⾼時，學習數學時的無望情緒越低。 

    在中介效果上，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預測無望情緒

時，其解釋量由 22%增加⾄ 38%，解釋量增加了約 16% (∆𝑅𝑥* = .16)，

且解釋量增加後亦達顯著⽔準。研究發現，教師精熟⽬標結構之標準化

回歸係數由-0.22（p<.05）降為-0.07（p>05），顯⽰教師精熟⽬標結構完

全被個⼈⽬標導向所中介，對照表 4-2-2 與表 4-2-5 可以發現，教師精熟

⽬標結構對無望情緒的效果完全受到逃避表現⽬標導向所中介（中介效

果值為-.05，p<.05）(圖 4-3-1)。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完全透

過逃避表現⽬標導向對其無望情緒產⽣負向的預測效果。當資優⽣所覺

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逃避表現⽬標導向傾向越低，⽽個

⼈逃避表現⽬標導向越低，其無望情緒也越低。 

    在控制個學習階段之差異之下，六個環境⽬標結構共可解釋無聊情

緒 29%的變異量，Ｆ（7, 176）=10.27，p =.00，達統計上的顯著⽔準。⽽從

各變項的效果來看，教師精熟⽬標結構（β＝ − 0.32，p<.05）與能顯著

負向預測無聊情緒；⽽教師表現⽬標結構（β＝0.27，p<.05）能正向預測

無聊情緒。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納⼊迴歸⽅程式時，環

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對無望情緒之聯合預測⼒同樣達顯著，Ｆ（11, 

172）=13.45，p =.00，受試者的六種環境⽬標結構與四種個⼈⽬標導向能聯

合解釋教焦慮情緒 46%左右的變異量。在⼗個變項中，教師表現⽬標結

構（β＝0.23，p<.05）、逃避表現（β＝0.26，p<.05）能顯著正向預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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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情緒；教師精熟⽬標（β＝ − 0.16，p<.05）和趨向表現（β＝ − 0.28，

p<.05）能顯著負向預測無聊情緒。亦即當資優⽣在教師表現⽬標結構和

逃避表現之分數越⾼時，在學習數學時的無聊情緒越⾼。⽽當資優⽣在

教師精熟⽬標和趨向表現之分數越⾼時，學習數學時的無聊情緒越低。 

    在中介效果上，當環境⽬標結構與個⼈⽬標導向同時預測無聊情緒

時，其解釋量由 29%增加⾄ 46%，解釋量增加了約 17% (∆𝑅𝑥* = .17)，

且解釋量增加後亦達顯著⽔準。研究發現，教師精熟⽬標結構之標準化

回歸係數由-0.32（p<.05）降為-0.16（p<.05），顯⽰教師精熟⽬標結構

受到個⼈⽬標導向之部分中介，對照表 4-2-2 與表 4-2-5 可以發現，教師

精熟⽬標結構對無聊情緒之負向預測效果受到個⼈逃避表現⽬標之部分

中介（中介效果值為-.04，p<.05）(圖 4-3-1)。亦即教師精熟⽬標結構對

資優⽣無聊情緒的負向預測，不僅具有直接效果，亦會透過個人逃避表

現目標導向的中介而對學業情緒產生間接效果。且當資優⽣所知覺之教

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逃避表現⽬標導向傾向越低，⽽個⼈逃避

表現⽬標導向傾向越低，其無聊情緒也會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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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環境⽬標結構、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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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環境⽬標結構、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中介效果（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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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環境⽬標結構、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作⽤效果之討論 

     過去學者提出，學業情緒容易受情境脈絡所影響，環境變項會透

過學習者的個人認知和評估對學業情緒產生直接或間接效果（林宴瑛、

程炳林，2012）。另外亦有相關研究提出，國中⽣的環境⽬標結構會透

過⽬標導向對學業情緒產⽣間接效果（⿈豐茜，2010）。國內針對理化

科所進⾏之相關研究發現， 教師精熟⽬標結構對正向情感有顯著效

果，且會透過趨向精熟⽬標的中介⽽產⽣間接效果。而本研究也發現，

教師精熟目標結構對愉悅情緒不僅具有直接效果，亦會透過個人趨向精

熟目標導向的中介而對愉悅情緒產生間接效果。⽽資優⽣所覺知之教師

精熟⽬標結構則完全透過個⼈趨向精熟⽬標導向對其希望情緒產⽣正向

的預測效果。當資優⽣所知覺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趨向精

熟⽬標導向也傾向越⾼，⽽個⼈趨向精熟⽬標導向越⾼，其愉悅與希望

情緒也會越⾼。可⾒當教師在課室中重視精熟、理解與學習歷程，能引

發學⽣有較⾼之精熟⽬標導向，並產⽣正向之學業情緒。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資優⽣知覺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

⼈逃避表現⽬標導向傾向越低，⽽個⼈逃避表現⽬標導向越低，其希望

情緒則越⾼；當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逃避表

現⽬標導向傾向越低，⽽個⼈逃避表現⽬標導向越低，其⽣氣、焦慮與

無望情緒也越低。⽽教師精熟⽬標結構對資優⽣無聊情緒的負向預測，

不僅具有直接效果，亦會透過個人逃避表現目標導向的中介而對學業情

緒產生間接效果。整體來說，教師於數學課堂中所營造之精熟氛圍越

⾼，資優⽣持有逃避表現之傾向越低，⽽資優⽣持有逃避表現之傾向越

低，其希望情緒越⾼，⽽⽣氣、焦慮、無望與無聊等負向情緒則越低。

此外，教師精熟⽬標結構亦可直接負向預測資優⽣之無聊情緒。 

     過去研究也提到，⽗母精熟⽬標結構對正向情感與興趣的關係，受

到趨向精熟⽬標的完全中介（吳嘉宜，2009）。本研究在教師精熟⽬標

結構⽅⾯之研究發現與過去之研究發現相符，然⽽，在本研究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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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熟⽬標結構對資優⽣之數學科學業情緒並無影響，所以也不受個⼈⽬

標導向所中介。 

    ⽽本研究除了教師與家⾧⽬標結構之外，亦探究了同儕⽬標結構之

影響，研究發現，同儕精熟⽬標結構對⾃豪情緒之預測效果完全被精熟

⽬標導向所中介。資優⽣所覺知之同儕精熟⽬標結構越⾼，其個⼈趨向

精熟⽬標導向也傾向越⾼，⽽個⼈趨向精熟⽬標導向越⾼，其⾃豪情緒

也越⾼。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同儕表現⽬標結構對焦慮情緒之預測效

果完全受到逃避表現所中介。當資優⽣所覺知之同儕表現⽬標結構越⾼，

其個⼈逃避表現⽬標導向傾向越⾼，⽽個⼈逃避表現⽬標導向越⾼，其

焦慮情緒也越⾼。 

    資優生對自己、他人，以及周遭環境相當敏感，在意別人對自己的

批評和看法。且通過鑑定後，資優生在與父母、老師和同儕的互動過程

中，能知覺到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與期許，進而改變或修正他們的行為，

同時也影響他們的自我概念(高儷萍、劉欣惠2009) 。 

    關於資優生之個人目標導向為環境目標結構與學業情緒的中介變項

之探究，僅有部分與研究假設分相符。而統整本研究之結果發現，資優

生覺知之教師精熟目標越高，其個人趨向趨向精熟目標導向傾向越高、

個人逃避表現目標傾向越低；且趨向精熟目標導向越高，正向情緒越高；

逃避表現目標導向越低，則正向情緒越高、負向情緒越低。且資優生覺

知之同儕精熟目標亦對其個人趨向精熟目標導向有正向影響。因此，身

為教育者若能在教學現場中，致力於營造精熟氛圍、強調理解並重視學

習歷程，將有助於提升資優生趨向精熟目標之傾向，亦有助於避免資優

生持有逃避表現目標導向。並藉此提高資優生之正向學業情緒，及避免

資優生在學習數學的歷程中感到生氣、焦慮、無望與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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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兩⼩節，分別為結論與建議。第⼀節是根據研究假設提出

本研究之結論。第⼆節則是綜合⽂獻探討及資料分析結果，針對未來的

研究提出建議。 

 

第⼀節	 結論	

    根據研究假設與資料分析結果，本章依據各研究假設陳述本研究所

得之結論。  

壹、教育階段與身分類別在環境目標結構上之差異情形 

一、不同教育階段學生所覺知之環境目標結構之差異情形 

    教師精熟⽬標結構、同儕精熟⽬標結構、家⾧精熟⽬標結構這三個

環境⽬標結構上，皆隨著學習階段越⾼，⽽呈現下降的趨勢。家⾧表現

⽬標結構，8年級學⽣顯著⾼於5年級學⽣。⽽不同教育階段學⽣所覺知

之教師表現⽬標結構與同儕表現⽬標結構並無差異。⼤致上看來，相較

於8年級和11年級學⽣，5年級學⽣所感知之整體環境⽬標較傾向精熟⽬

標結構。 

 
二、不同身份類別學生所覺知之環境目標結構之差異情形 

    在數學科的學習上，資優⽣與普通⽣唯獨在教師精熟⽬標結構上達

顯著差異，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顯著⾼於普通⽣。在其他

環境⽬標結構上，包括：教師表現⽬標、同儕精熟⽬標、同儕表現⽬標、

家⾧精熟⽬標與家⾧表現⽬標結構上，資優⽣與普通⽣均無顯著差異。

此研究顯⽰，資優⽣感受到數學教師在課室中所營造之精熟氛圍較普通

⽣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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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階段與身份類別在個人目標導向上之差異情形 

一、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個人目標導向之差異情形 

    不同教育階段學⽣只有在趨向精熟⽬標上達顯著差異，5 年級學⽣

顯著⼤於 8 年級和 11 年級學⽣。各教育階段學⽣在逃避精熟、趨向表現

與逃避表現上則不具顯著差異。此結果顯⽰，在學習的歷程中，5 年級學

⽐ 8 年級和 11 年級的學⽣，更重視精熟學習與自我能力之發展 

 

二、不同身份類別學生在個人目標導向之差異情形 

   資優生在趨向精熟、逃避精熟和趨向表現三項個⼈⽬標導向上，皆顯

著⾼於普通⽣。⽽普通⽣在逃避表現⽬標上顯著⾼於資優⽣。在四個向

度之目標導向中，趨向精熟目標導向最能夠正向影響學習者之適應性學

習歷程。而逃避表現目標導向對學習者的適應性學習歷程之影響，則最

為負面（Ames,1992）。因此若以學習者之適應性學習歷程來評斷，本研

究結果顯示，資優生在學習歷程中之適應性優於普通生。 

  

參、教育階段與身分類別在學業情緒上之差異情形 

一、不同教育階段學生在學業情緒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習階段學⽣在愉悅、希望和⾃豪三個正向情緒上達顯著差異，

呈現教育階段越低，正向情緒越⾼之趨勢。⽽不同學習階段學⽣在負向

情緒無聊上之得分亦達顯著差異，11年級⾼於5年級。過去研究發現多數

中學生比小學生認為學習活動無趣，也比較不能享受學習(Centry、Gable 

& Rizza,2002)，本研究結果也有相似之發現。 

。 

一、不同身份類別學生在學業情緒之差異情形 

    不同⾝份類別學⽣在愉悅、希望、⾃豪、⽣氣、焦慮、無望和無聊六

個學業情緒上皆達顯著差異。在愉悅、希望、⾃豪三個正向情緒上，資

優⽣皆⼤於普通⽣。⽣氣、焦慮、無望和無聊四個負向情緒，則是普通

⽣⼤於資優⽣。資優⽣與普通⽣在羞愧情緒上未達顯著差異。本研究發

 



	 89	

現，在學習數學的歷程中，資優⽣較普通⽣產⽣較多之正向學業情緒。

普通⽣較資優⽣產⽣較多之負向學業情緒。 

 

肆、環境⽬標結構對資優⽣個⼈⽬標導向之預測效果 

（⼀）教師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趨向精熟⽬標，並負向預

測資優⽣之逃避表現⽬標。 

（⼆）教師表現⽬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趨向表現⽬標導向。 

（三）同儕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趨向精熟與逃避精熟⽬標

導向。其中，同儕精熟⽬標結構對逃避精熟之預測⼒較⼤。 

（四）同儕表現⽬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逃避精熟、趨向表現與逃

避表現⽬標導向。其中同儕表現⽬標結構對資優⽣逃避表現的預

測⼒最⼤。 

（五）家⾧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趨向精熟⽬標與逃避精

熟⽬標導向。其中，家⾧精熟⽬標結構對逃避精熟之預測⼒較⼤。 

（六）家⾧表現⽬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趨向表現⽬標導向。 

 

    ⼤致上來說，本研究發現，環境⽬標結構可正向預測相對應之個⼈

⽬標導向，與國內過去針對數學科之研究相符合，課室⽬標結構能顯著

預測相對應的個⼈⽬標取向(林宴瑛、程炳林，2007)。唯獨同儕表現⽬標

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之逃避精熟，與過去研究不同。 

 

伍、環境⽬標結構對資優⽣學業情緒之預測效果 

（⼀）教師精熟⽬標結構 

    教師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在學習數學時之愉悅與希望兩

種正向情緒。其中，教師精熟⽬標結構對愉悅情緒的預測⼒最⾼。⽽教

師精熟⽬標結構可負向預測⽣氣、焦慮、無望與無聊四種負向情緒。其

中，教師精熟⽬標結構對無聊的負向預測⼒最⼤。此結果顯⽰，在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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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中，教師所營造之學習目標是重視理解、強調精熟時，容易激發學

生產生正向之學業情緒，並降低負向學業情緒的產生。 

 

（二）教師表現目標結構 

    教師表現⽬標結構則可正向預測資優⽣在學習數學時之⽣氣、羞愧、

無望與無聊等四種負向情緒。其中，教師表現⽬標結構對無聊的預測⼒

最⼤。亦即當學⽣在學習數學的歷程中，感受到教師是強調競爭與比較

時，則容易引發學生之父相學業情緒。 

 

（三）同儕精熟⽬標結構 

    同儕精熟⽬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學習數學時之⾃豪與焦慮兩種

情緒。其中，同儕精熟⽬標結構對⾃豪的預測⼒較⼤。當資優⽣感知到

同儕間的學習風氣是強調進步、重視精熟與獲得新知時，可能導致資優

生產生自豪與焦慮兩種情緒。 

 

（四）同儕表現⽬標結構 

    同儕表現⽬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學習數學時之焦慮與羞愧兩種

負向情緒。其中，同儕表現⽬標結構對羞愧的預測⼒較⼤。當資優⽣知

覺到同儕間之學習焦點，著重於彼此競爭與能力比較時，可能導致資優

生在學習數學時產生焦慮與羞愧兩種負向情緒 

 

（五）家⾧精熟⽬標結構 

    家⾧精熟⽬標結構對資優⽣學習數學時之學業情緒不具有預測效果。

當資優生知覺到父母對自己的學習期望，是強調努力以及能力提升時，

對其學習數學之學業情緒並不具有預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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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表現⽬標結構 

    家⾧表現⽬標結構對資優⽣學習數學時之學業情緒不具有預測效果。

資優⽣知覺到父母對自己在學習上的期望是，勝過他人、對他人證明自

己的能力時，對其學習數學之學業情緒並不具有預測效果。 

 
陸、資優生環境目標結構、個人目標導向與學業情緒之作用效果。 

    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則完全透過個⼈趨向精熟⽬標導

向對其希望情緒產⽣正向的預測效果。教師精熟目標結構對愉悅情緒不

僅具有直接效果，亦會透過個人趨向精熟目標導向的中介而對愉悅情緒

產生間接效果。當資優⽣所知覺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精熟

⽬標導向也傾向越⾼，⽽個⼈精熟⽬標導向越⾼，其愉悅與希望情緒也

會越⾼。 

    此外，資優⽣知覺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逃避表現⽬標

導向傾向越低，⽽個⼈逃避表現⽬標導向越低，其希望情緒則越⾼；當

資優⽣所覺知之教師精熟⽬標結構越⾼，其個⼈逃避表現⽬標導向傾向

越低，⽽個⼈逃避表現⽬標導向越低，其⽣氣、焦慮與無望情緒也越低。

⽽教師精熟⽬標結構對資優⽣無聊情緒的負向預測，不僅具有直接效果，

亦會透過個人逃避表現目標導向的中介而對學業情緒產生間接效果。 

    同儕精熟⽬標結構對⾃豪情緒之預測效果完全被趨向精熟⽬標導向

所中介。資優⽣所覺知之同儕精熟⽬標結構越⾼，其個⼈趨向精熟⽬標

導向也傾向越⾼，⽽個⼈趨向精熟⽬標導向越⾼，其⾃豪情緒也越⾼。

同儕表現⽬標結構對焦慮情緒之預測效果完全受到逃避表現所中介。當

資優⽣所覺知之同儕表現⽬標結構越⾼，其個⼈逃避表現⽬標導向傾向

越⾼，⽽個⼈逃避表現⽬標導向越⾼，其焦慮情緒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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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建議	

    本研究以資料分析結果為基礎，與本研究之討論，再結合相關理

論，針對教學與輔導實務應用以及未來研究上之建議。 

 

壹、教學輔導的建議 
一、提升學生的趨向精熟目標導向 

   過去學者提出，持精熟目標導向的學習者，採用較多的自我調整學習

策略、精緻化策略，且較少採用記憶性複誦（侯玫如、程炳林、于富雲，

2004；Fenollar, Román, & Cuestas, 2007；Shih,2005）。本研究結果發現，

8年級和11年級學⽣之精熟⽬標導向皆顯著低於5年級學⽣。此現象也許

是受到升學體制的影響，然⽽隨著教育階段越⾼，在學習上更需要精緻

化之學習策略。因此，建議教師和家⾧可以著⼒於提升學⽣之趨向精熟

⽬標導向傾向。可以透過對談、案例分享、成功⼈⼠故事分享等⽅式。

強調學習的⽬的是以⾃⼰的能⼒提升為⽬標，努⼒是為了確實了解學習

內容、精熟學習，⽽不是為了考試，也不是為了贏過他⼈。如此，將有助

於學⽣之學習。 

 

二、營造精熟目標結構之學習環境 

    過去研究發現，學業情緒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會影響其學習策略的

選擇和運用（林宴瑛、程炳林，2012；程炳林、林清山，2002）。2001)。

負向學業情緒對數學學業成就有負向的影響(劉玉玲，2016)。正向學業情

緒能促進創意思維、尋求策略解決問題等(Fredrickson，2001)。可見，營

造環境中之精熟⽬標結構，可促進資優⽣持有精熟⽬標導向，並引發正

向學業情緒。有利於促進資優⽣在學習數學的歷程中，持有正向情緒，

並著重在⾃我能⼒的精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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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發現，教師、同儕與家長之精熟目標結構，可預測資優生之

趨向精熟或逃避精熟導向。教師精熟目標結構與同儕精熟目標結構，能

夠引發資優生之正向情緒。亦即當教師、同儕與家長認同學習的目的為

自我能力的精進時，資優生在學習中也會著重於自我能力的提升。另

外，當資優生在課堂中感知到教師與同儕的精熟目標傾向，亦會引發其

正向學業情緒。因此建議教師在課室中營造精熟之氛圍，重視理解、強

調精熟；課室中教師強調學習歷程之重要性，認同犯錯是學習中必然的

歷程，並⿎勵學⽣勇於接受挑戰；相信學⽣只要願意努⼒就能進步與成

功。除此之外，教師亦可透過班級經營、親師溝通與⽂章分享等分式，

確認與導正同儕與家⾧對學習的認知。畢竟，學習是⼀條漫⾧的歷程，

當學習者持有最適應的學習⼼態與正向情緒，才能動⼒無限，不畏挫

折，持續不斷地精進⾃我。 

     

 

三、減弱表現目標結構之學習環境 

    學習成就的競爭不應該是學習的目標，目前台灣整體環境仍以升學導

向為主，環境目標結構趨向於重視表現與比較，尤其當學習者進入中學

以後。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支持學習成就應包含多種面向，現代

的學習者生處於科技發達、資訊爆炸的時代，其成長條件與時空環境與

過去的世代已截然不同（吳耀明，2010）。現今教育趨勢更重視的是學

生的「學習力」而非「學歷」。 

    而本研究中也確實發現，教師表現目標結構可正向預測資優生之趨向

表現目標，即資優⽣感知教師在課室中重視能⼒的競爭與⽐較時，資優

⽣之表現⽬標導向傾向則越⾼。且教師和同儕表現目標結構，可正向預

測資優生學習數學時之負向情緒。即當資優生感知教師與同儕重視競爭

與能力的比較，則容易產生負向情緒。 

    表現目標結構不但導致學生產生負向學業情緒，也造成學習者只重視

與同儕之競爭與比較，而忽視了自我能力之提升。因此教師可從課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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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起，強調精熟、重視有意義之能力提升。並可利用座談、演講與親師

溝通等各種管道，進一步去影響家長之觀點，減弱學習環境中之競爭與

比較，讓學生更樂在學習與自我精進的歷程中。 

 

四、可針對資優生進行動機評估 

   本研究發現，教師與同儕對學習目標之界定對資優生之個人目標導向

與學業情緒具有直接或間接之影響。 

    因此建議，教師在教學上除了致力於營造精熟之學習環境，並更可針

對資優生進行評估，從資優生的角度出發，評估資優生個人之目標取向、

學業情緒，以及周遭的重要他人對其學習歷程之影響。進一步分析評估

結果，以作為教學輔導之參考。藉此可以更貼近學生之個別需求，確實

協助其才能發展。 

 

 

貳、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可以再擴增範圍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北市5、8、11年級的學生進行研究，建議可以擴增

到不同的縣市，以及不同的年級。可以更全面了解學生之學習狀況，更

進一步去探討不同地區、不同教育階段資優生與普通生之學習動機。 

 

二、可進行更深入之探究 

    本研究在不同教育階段的比較上，是以整體樣本，包含資優生與普通

生一起進行探究，並未進一步分析不同教育階段資優生之差異情形，因

此建議未來可針對此部分進行更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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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以利用不同的科目進行探究 

    本研究利用數學科作為特定領域，來探究不同教育階段、不同⾝分類

別學⽣對環境⽬標結構的知覺，以及其個⼈⽬標導向與學業情緒。未來

可以替換其他科⽬進⾏探究，亦可進⾏不同科⽬間的⽐較。 

 

四、可以比對教師、同儕與家長之目標取向 

    本研究是從學習者出發，探究其覺知之環境目標結構，未來可以同時

調查學習者與其周遭的重要他人，可進一步比對學習者之認知與重要他

人之認知是否有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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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四向度個⼈⽬標導向量表      編製者:程炳林(2003) 

一、趨向精熟目標 

01. 我喜歡數學老師教一些有挑戰性的內容，這樣我才能學到新東西。 

02. 我學習數學的目的是為了增進自己的能力，不是想要表現給別人看。 

03. 不管別人如何競爭，上課有學到數學知識才是重要的。 

04. 雖然數學有時會考不好，但我還是會盡我所能的學習。 

05. 在數學課中，我覺得分數不代表什麼，真正學到什麼才是重要的。 

06. 我比較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數學內容，即使這些內容難以學習。 

 

二、逃避精熟目標 

07. 在數學課中，我想辦法全部理解老師教的東西，不允許自己犯任何錯

誤。 

08. 每次上數學課時如果沒有學到新東西，我會很難過。 

09. 研讀數學時，我總是擔心自己沒有徹底瞭解課本上的內容。 

10. 不管考試成績如何，如果沒有弄清楚數學老師教的每一個部分，我不

會原諒自己。 

11. 如果數學老師教一些沒有挑戰性的東西，整堂課我都會覺得很無趣。 

12. 不管同學如何競爭，上數學課如果沒有學到數學知識，我會覺得很失

望。 

 

三、趨向表現目標 

13. 在數學課當中，我認為得到好成績是相當重要的。 

14. 我要在數學課上表現得好，以便讓別人知道我的能力。 

15. 我上數學課的主要目標是考試成績要贏過班上多數同學。 

16. 我想要把數學學好，這樣才能向老師和同學展現我的能力。 

17. 在數學課上不管有沒有學到新東西，把數學考好才是最重要的。 

18. 對我來說，在數學課上的表現比其他同學好是很重要的。 

四、逃避表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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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數學課上，我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被當成能力很差的人。 

20. 避免自己的數學成績表現的很差勁是我上數學課的主要目的。 

21. 上數學課時，我希望老師不要叫我回答問題，因為我怕別人知道我懂

得不多。 

22. 對我而言，在數學課上避免被視為愚笨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23. 我不喜歡學數學，因為怕同學知道我的能力很差。 

24. 在數學課堂上，我只希望自己不是班上最差的那幾個學生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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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環境⽬標結構量表            編製者:陳彥蓉(2011) 

 

一、教師精熟目標結構 

01. 在課堂上，數學科老師強調瞭解內容比獲得好成績更重要。 

02. 數學科老師認為只要肯學習，偶爾犯錯也沒有關係。 

03. 數學科老師認為「自己是否努力用功」比數學科考試成績更重要。 

04. 數學科老師認為只要自己有進步，考幾分並不這麼重要。 

05. 數學科老師要我們去了解課程內容，而不是去死背它。 

06. 數學科老師認為有學到東西比考試名次更重要。 

 

二、教師表現目標結構 

07. 我覺得數學科老師比較喜歡那些考試成績好的學生。 

08. 在數學課中，被點到回答問題的人若答不出來時，老師會給予責備。 

09. 我覺得數學科老師會以成績的高低來決定他對每位學生的評價。 

10. 數學科老師告訴我們，考贏別人是我們的主要目標。 

11. 在課堂中，數學科老師經常讚美那些考高分的同學。 

12. 老師很注意班上同學數學科成績的排名。 

 

三、同儕精熟目標結構 

13. 班上同學認為瞭解數學科課程內容比獲得好成績更重要。 

14. 在數學課中，我的同學認為只要肯學習，偶爾犯錯也沒有關係。 

15.我的同學認為「自己是否努力用功」比數學科考試成績的高低更重要。 

16. 班上同學認為要去了解數學課內容，而不是死背它。 

17. 班上同學認為只要自己有進步，數學考幾分並不是那麼重要。 

18. 我的同學認為在數學課上有學到東西比考試名次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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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儕表現目標結構 

19. 我們班上數學科成績不好的同學會遭到班上同學取笑。 

20. 我們同學認為數學科成績的高低代表一個人的能力。 

21. 班上同學會以數學科成績的高低來決定他對同學的評價。 

22. 在數學課上，同學們認為考贏別人是他的主要目的。 

23. 我覺得班上數學科成績好的同學喜歡炫耀他們的成績。 

24. 我覺得班上同學喜歡互相比較數學科考試分數。 

 

五、家庭精熟目標結構 

25. 父母認為學習數學科時，瞭解內容比獲得好成績更重要。 

26. 父母認為在數學課中只要肯學習，偶爾犯錯也沒有關係。 

27.我的父母認為「自己是否努力用功」比數學科考試成績的高低更重要。 

28. 父母認為數學科只要有進步，考幾分並不是那麼重要。 

29. 父母要我們去瞭解數學科課程內容，而不是死背它。 

30. 我的父母認為在數學課上有學到東西比考試名次更重要。 

 

六、家庭表現目標結構 

31. 我覺得父母要我在數學科課業上贏過班上學。 

32. 父母希望我有好的數學科成績，這樣他們才有面子。 

33. 我覺得父母會以數學科成績的高低來決定他們對我的評價。 

34. 父母親告訴我，數學科考贏別人是我的主要目的。 

35. 如果我數學考不好，回家會被父母責備。 

36. 我的父母很在意我的數學科成績在班上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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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業情緒量表                編製者:程炳林(2013) 

一、愉悅 

01. 要去上數學課讓我感到興奮。 

02. 我享受上數學課。 

03. 下課後，我就開始期待下一堂數學課。 

04. 我享受學習數學時的挑戰。 

05. 解決數學問題讓我感到愉快。 

 

二、生氣 

06. 在數學課堂上，我感到挫敗。 

07. 我期望不必上數學課，因為上數學課令我生氣。 

08. 當我必須念數學時，我會感到生氣。 

09. 念數學讓我感到煩躁。 

10. 我對於必須念很多數學感到苦惱。 

 

三、焦慮 

11. 想到數學課我就感到不安。 

12. 在數學課堂上，我感到緊張。 

13. 上數學課前，我擔心自己是否能瞭解教材內容。 

14. 當我在讀數學時，我會感到緊張。 

15. 我擔心我是否可以應付數學功課。 

 

四、希望 

16. 當我去上數學課時，我覺得有信心。 

17. 我對數學充滿了希望。 

18. 對於能夠跟上數學進度，我感到樂觀。 

19. 我對學習數學很有信心。 

20. 我對於我在數學課可以得到好成績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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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羞愧 

21. 在數學課堂上，我覺得很羞愧。 

22. 如果被其他人知道我聽不懂數學，我會感到尷尬。 

23. 我覺得很羞愧，因為別人對數學課的理解比我還多。 

24. 無法學會數學課中最簡單的部分讓我感到羞愧。 

25. 當我發現我缺乏數學能力後，我感到羞愧。 

 

六、無望 

26. 想到數學課，我就感到絕望。 

27. 對於瞭解數學這門課，我已經失去所有希望。 

28. 因為我已經放棄了，所以沒有任何動力想上數學。 

29. 當我想到要學習數學時，我感到無望。 

30. 我對數學感到無助。 

 

七、自豪 

31. 我對自己的數學表現感到光榮。 

32. 能跟上數學課進度，我感到自豪。 

33. 能夠學會數學教材內容使我感到自豪。 

34. 我對於我在數學課堂上的表現感到光榮。 

35. 我對我的數學能力感到自豪。 

 

八、無聊 

36. 我覺得數學這門課相當乏味。 

37. 上數學課讓我覺得無趣。 

38. 我想離開教室，因為數學課實在太無聊了。 

39. 學習數學讓我很煩。 

40. 數學的學習是沉悶而且單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