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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控制論主張目標引導的活動應區分成前決策與後決策兩個階段。前決策階段涉及意

向的形成，後決寮階段涉及為達成意向所採取的目標引導行為，而行動控制在兩個階段中則
是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雖然最近的自我調整學習論已經成功整合動機與認知兩大成份，但

是至今仍很少有實徵研究探討行動控制在意向與目標完成之間的中介效果。基於此，本研究
之目的是(1)建構一個包含學習意向(學習動機卜目標引導行為(學習策略)和行動控
制的行動控制中介模式，驗種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並探討行動控制在學習動機和

學習策略之間的中介效果。

(2) 比較行動控制在高、低學習適應中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是否

具有不同的中介效果。受試者取自臺灣地區三所園中、四所高中及三所高職共 492 位學生，
使用的測量工具包括中學生自我調整學習量表、堅持努力量表、教師評定量表等。研究結果

顯示(1)行動控制中介模式具有理想的整體適配度和內在晶質，適合用來解釋圍內中學生
的觀察資料。

(2) 行動控制可以雄持學習動機、支持學習策略並擴增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

效果，而這種擴糟的效果在高學習適應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更是明顯。

(3) 行動控制在高學習

適應學生的學習歷程上扮演更重要的中介角色，而低學習適應學生比較無法運用行動控制來

增加學習妓果。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在理論及實際應用上的涵義進行討論，並提出未來研究
上的建議。

關鍵詞:行動控制、學習動機、學習策略、自我謂整學習

當代的自我調整學習理論已經整合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兩大成份。學習動機產生學習意向，而學

習策略提供完成學習意向的手段或方法 (Garcia， McCann , Tumer,

& Roska ,

1998 ; Pintrich, 1999b,

2000) 。但是意向形成(學習動機)和目標引導的活動(學習策略)之間是否仍有其他的中介因素?

最近的文獻(程炳林，民間; Como , 1993 ; Como & Kanfer, 1993 ; G訂cia et al., 1998 ; Reed , Hag曲，

Wicker, & Scha11凹， 1996 ; Trawick & Como, 1995) 已經開始注意學習意向和目標完成之間行動控制
的中介角色。前述文獻主張真有行動意向保護功能的行動控制，應是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兩大成份之

間的中介變項。還是因為在學習歷程中，動機雖然能促成行動意向的形成，但是它無法解釋在完成目
標過程中學習者如何控制自己的行動 (Kul祉， 2000) 。在形成學習意向之後，學習策略雖然被認為是為

完成意向所採取的目標引導行為 (Garcia et 剖 ..1998)' 但是它仍然無法解釋當學習者在目標完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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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旦遭遇內外在干擾時學習者本身的控制行為。在目標完成的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學習
者究竟在學習工作上付出多少的努力及堅持，特別是學習者在學習情境中所面對的學習工作經常是需

要長時間才能完成。在長時間從事學習工作中，學習者遭遇各種干擾情境或分心物的情形必然會發生

(Como,

1989) 。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個人的努力、堅持及行為的控制更顯得格外重要。

探討學習者在目標完成過程中如何克服內、外在干擾，保護行動意向直到完成是 Kuhl (1 985 ,

1994, 1996,

20∞)行動控制論的主要重點。根據 Kuh1的觀點，個人經常會同時存有多個動機傾向，

扭過競爭之後，最後突顯出來形成決黨的動機傾向即為意向，而意向的形成與個人的動機成份有密切
關係。意向形成之後，個人會採取各種可能的行動來達成目標，而在目標完程的過程中個人經常會遭

遇到其他行動意向或是內、外在分心物的干擾。為了確保意向的達成，個人必須攝取各種可能的行動
控制策略來保護該意向。基於學習的動態歷程， Kuhl 及其他學者 (Como ，

1998) 乃將目標引導的活動區分成「前決策階段 J

(postdecisional

1989, 1994 ; Garcia et al.,

(predecisional phase) 和「後決策階段」

phase) 兩個階段。前決策階段是指和行動意向形成有關的學習動機成份;後決策階段

是指保護行動意向的行動控制及為完成行動意向所接用的學習策略，而行動控制除保護由動機所形成

的意向外，它也支撐學習者付出努力、堅持於各種學習策略的使用，直到行動意向完成。然而，至今
為止探討行動控制在前決策與後決策階段中扮演重要中介角色的文獻幾乎全是理論上的論述，少有實

徵證據的支持。基於理論上主張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的前決策和後決策階段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
但是卻缺少實徵資料的支持，本研究建構一個包含學習動機(學習意向卜行動控制和學習策略(目

標引導行為)的行動控制中介模式。此模式根據理論假定:學習動機對行動控制和學習策略有直接妓
果，而學習動機也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對學習策略有間接效果。驗證此一模式與國內中學生觀察資料

之間的適配度，並探討行動控制在學習意向和目標引導行為之間的中介殼果則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根據有關的理論文獻，在形成意向的前決策階段中，學習動機扮演重要的角色，而 Wigfield 與

Eccles (2∞0) 所提的成就動機之期望一價值理論 (expec伽句-value 血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已經確認三個最重要的學習動機成份:工作價值( task

(expectancies for

value )、能力信念

(ability

beliefs )和期望成功

success) 。工作價值是指學習者為何要從事某一學習工作的原因，包含學習者對學習

工作知覺的重要性、效用性、和興趣。能力信念指學習者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當前學習工作的信

念，相似於 Bandura (1986) 所稱的自我放能。期望成功是指學習者對未來學習工作將表現得多好的
預期信念。研究上已經顯示工作價值、自我娘能、期望成功這些動機信念在學習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例如:

Pintrich

(1999a) 回顧過去許多實徵研究的結果之後，發現學習者的工作價值、自我效能

與其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策略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對學習工作評估的價值越高及自我效能越強者，傾

向使用更多複誦、精緻化、組織等認知策略，也自陳使用較多計畫、監控、調整等後設認知策略。吳
靜吉與程炳林(民 82) 、程炳林(民 84 、民的)以中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工作價值、自我效
能、期望成功這三種學習動機越高者，其認知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頻率也越高。在學習動機與

行動控制方面， Garcia 等(1 998 )發現受試者的學習動機能顯著預測其行動控制策略的使用;程炳林

與林清山(民 88) 發現價值、期望等動機成份對受試者的行動控制策略有顯著的直接效果。基於理
論與實徵研究的結果，本研究以工作價值、自我效能、期望成功三種動機成份代表行動控制中介模式
中，學習者學習動機的測量指標。

在後決策階段中，學習策略是學習者為完成意向所採取的目標引導行為。根據訊息處理論

(Mayer, 1987 ; Weinstein

& Mayer,

1986) ，有效的認知策略包含引導學習者選擇性注意及保持訊息在

短期記憶中活躍的複誦策略，幫助學習者有效建立內在聯結的組織策略及協助學習者建立外在聯結的

精緻化策略三類。另一方面， Brown , Bransford, Fe叮叮a 與 Campione (1983) 根據Flavell (1976 , 1979,
1981) 的後設認知論區分三種後設認知調整活動:計畫、監控和調整。其後的學者 (Pintrich ，

Srn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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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多持穎似觀點，將後設認知調整分成計畫、監控和調整三類。許多

實徵研究的結果(吳靜吉、程炳林，民 82 ;林清山、程炳林，民的;程炳林、林清山，民 90

P油出ch，

1989 ; Pintrich & De Groot,

;

1990) 已經顯示在不同的學習工作中，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

的使用有助於學習者的學習表現，即自陳使用較多認知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者，其學習表現通常比較
高。然而，理論土雖然將認知策略分為複誦、組織、精緻化三額策略，而且將後設認知策略分成計
畫、監控、調整三種，但是實徵研究的結果卻發現這些學習策略之間有高的正相關(林清山、程炳

林，民的;程炳林，民 80 ; Wolters & Pintrich, 1998) 。所以最近的研究(程炳林，民閩、民 89

Pintrich, 1999a ; Wolters

& P油出嗨，

1998) 傾向將複誦、組織、精緻化三穎策略合併成認知策略，而

將計畫、監控、調整三種策略合併為後設認知策略或認知調整策略。因 l此，本研究乃依據實徵研究的
結果，以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做為行動控制中介模式中，學習者學習策略的測量指標。

根據行動控制論，

KuhI

(I 994) 認為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中主要的中介效果包括學習意向的起

動、堅持和克服內外在障礙。意向的起動涉及在眾多競爭的行動傾向中哪一個將被執行，及它何時被
執行;堅持是指在目標完成之前不放棄:內外在障礙的克服是指目標完成過程中，排除其他競爭傾向

的干擾。 KuhI 認為善用行動控制者能從眾多的行動傾向中，快速選擇一個意向並起動，在意向完成
過程中亦能堅持努力並克服肉、外在的干擾。所以行動控制不僅維持最初的動機，更會支撐為完成意
向所採取的學習策略。根據 KuhI的觀點，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中的介入可從學習者使用的行動控制
策略來觀測。 KuhI (1985) 認為行動控制策略包含主動的注意選擇、編碼控制、情緒控制、動機控
制、環境控制、和訊息處理的精簡等六種策略。 Como (1989) 區分行動控制策略為認知控制、情緒

控制、動機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然而，前述的分額都只是理論上的區分，至今為止有關的實

徵研究仍然很少。例如林清山與程炳林(民 86) 曾以 KuhI 與 Como 的分額為基礎進行實徵研究，結
果發現圍內國中生使用的行動控制策略可以合併成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四種，
而這四種行動控制策略之間有高度的正相關。另外，最近的研究也顯示行動控制策略與受試者的訊息

處理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有中等程度以上的正相關(程炳林，民的) ，而受試者行動控制對特定領域

的閱讀理解策略則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果(程炳林，民 90) 。除這四額行動控制策略外，程炳林(民
90) 以開放式自陳量表的實徵研究中，發現國內學習者會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大量使用行動控制策
略，而堅持努力則是學習者自陳最常使用的行動控制策略。基於前述，本研究乃合併認知控制、情意
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為行動控制策略，同時加上圍內學生最常使用的堅持努力做為行動控制中

介模式中，受試者行動控制的測量指標。
在不同能力學習者的研究上，過去的研究已經發現高、低能力者在學習歷程中，其動機或策略的

運用會有差異(程炳林，民 84 ; Bayman

& Mayer,

1988; Cross

& Paris ,

1988) 。例如程炳林(民 84)

曾以閱讀理解為特定領域，建構自我調整學習模式並比較高、低自我調整者在理論模式上的差異。研

究結果發現自我調整學習模式對高自我調整的國中生真有較佳的解釋力，即自我調整學習模式比較適

合用來解釋高自我調整者的學習歷程。另外，林清山與程炳林(民 86) 也會根據 Zìmmerman

(1 994) 、 Como

(1993 , 1994) 、 BlackwelI (1991) 等人的觀點，探討高、低學習適應園中學生的學習

情形。他們所界定的高學習適應者之行為特徵包括如期完成作業、在干擾情境中亦能專心於學習工
作、堅持努力、對學習有自信心、積極參與課室的各項學習活動、遭過困難時會尋求協助、對學習結
果有情感的自我反應等。研究結果發現教師評定的高學習適應學生比低學習適應學生有較高的學習動

機、較佳的行動控制知識，比較常運用行動控制策略，而且高、低學習適應者其學習動機和行動控制
策略之間的相關也有所不同。基於高、低學習適應學生在學習歷程上的差異，進一步探討高、低學習

適應者之行動控制在前決策階段和後決策階段闊的中介效果是否有所不同，是本研究另一個研究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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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抽樣學校包含園中三所、高中四所及高職三所共十所學校。國中和
高職取自臺灣地區北、中、南部各一所學校，高中則是北部兩所、中部及南部各一所學校。三所高職

中，兩所是商枝，另一所是農工學校。全部樣本人數原為 535 人，經刪除做答不完全的受試者之後，

有放樣本總數是 492 人，樣本涵蓋一到三年級學生。其中國中生 198 人，高中生 140 人，高職生 154

人;女生 252 人，男生 240 人。
二、行動控制申介攬式之架構
從最近的自我調整學習論可知，學習者的行動控制除能維持其行動意向(學習動機)外，也能支

撐意向形成後他所採取的目標引導行為(學習策略)。因此，本研究建構的行動控制中介模式包含學
習動機 U) 、行動控制 (η) 及學習策略 (η2) 三個潛在變項 (latent variables) 。學習動機是前

決策階段的潛在費項，也是潛在自費項 (latent
階段的潛在變項，也是潛在依變項 (latent

independent variable)

行動控制及學習策略是後決策

dependent variables) 。本研究假定這三個潛在變項的關係

是:受試者的學習動機對其行動控制和學習策略有直接效果，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也有直接效果，而
學習動機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對學習策略有間接強果。

在測量指標方面，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以工作價值、自我放能和期望成功做為潛在自變
項學習動機的測量指標;以行動控制策略及堅持努力做為潛在依費項行動控制的測量指標;以認知策
略和後設認知策略當做另一個潛依變項學習策略的測量指標。包含潛在變項、測量指標及估計參數的

模式圖請參閱國 1 。根據圖 1 '行動控制中介模式所要估計的參數共有 17 個，所以自由度為:

df= 7 X(7 + 1)12 -17 =

11 。

6
堅持努力

l喝一一只

認知策略

|← ε3

3

3
後設認知策略

ε

4

色
圖1

行動控制中介檀式及估計參觀圖

(註:加底線者為參照指標，是限制估計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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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變頂的測量
(一)學習動機

基於動機的期望價值模式 (Wigfield， 1994 ; Wigfield & Ecdes , 2∞0) ，本研究以受試者的工作價
值、期望成功、自我放能做為學習動機的測量指標。這三個變項是以程炳林與林清山(民 90) 所編

製的「中學生自我調整學習量表」中，工作價值、期望成功、自我放能三個分量表所測量。這三個分
量表是Likert 六點量表，各有六題。根據程炳林和林清山以中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三個分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係數 (N = 4082) 依序是蹈，
依序為 .69

.88 ' .83

間隔五週的重測信度係數 (N =

226)

' .64 ' .68 。三個分量表與認知控制、情意控制、情境控制、他人控制這四種行動控制策

略的相關係數 (N = 4082) 介於 .24"'.50 之間，與複誦、精緻化、組織、計畫、監控、修正這六種學
習策略的相關係數 (N = 4082) 在 .29"'.51 之間，全部達 .05 的顯著水準。另外，本研究以 492 位中學
生求得三個分量表的 α 係數分別是 .84

.71 ' .66 '

' .肘， .81

間隔二週的重演l 信度係數 (N = 40) 依序為

.70 。

(二)行動控制

根據文獻探討，本研究以行動控制策略和堅持努力做為行動控制的測量指標。行動控制實略是以

本研究自編的量表所測量。本研究參考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的「行動控制策略使用量表」、程炳
林與林清山(民 90) 的中學生自我調整學習量表中的行動控制量表，刪除部份學習者較少使用的情
境控制策略題目並增加部份情緒和動機控制的題目之後，另行編製行動控制策略量表。量表內容包含

學習者引導自己注意及專心、控制情緒、擴增學習動機及安排適切的學習情境等，共有 14 題，採

Li kert 六點量表。本量表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 (N = 492) 是 .88 '間隔二週的重測信度 (N = 40)

為 .76 。
在堅持努力的測量上，受﹒試者的得分來自兩個部份。首先，本研究以程炳林與林清山(民 90)
的中學生自我調整學習量表中

r 堅持」分量表測量受試者的堅持程度。該分量表共有六題，是

Likert 六點量表。根據程炳林與林清山的研究結果，堅持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 (N

= 4082)

是

.76 '間隔 35 天的重演j信度係數 (N = 226) 為 .66 ;而本研究以 492 位中學生為樣本求得的 α 係數是
.75 '間隔二週的重測信度 (N = 40) 為 .70 。其次，本研究也參考 B個kaerts (1987) r意圖與真實努
力量表 J

(Intended and Actual Effort, IAE) 和 Volet (1997) 的測量方式，另編努力量表來測量中學生

對課業學習的努力程度。本量表包含受試者對課業學習的抱負水準 (aspiration level) 、努力的量

(arnount of effort )和投入課業學習的時間量( arnount of time )三方面。量表採Likert 五點量表型式，
並採 Boekaerts (1987) 的計分方式，合計前述三題的分數為受試者的努力程度分數。本量表的
Cronbachα 係數為郎，間隔二週的重測信度 (N = 40) 為 .82 。計分時，將受試者在堅持分量表上
的得分及努力量表上的得分各自轉成 T 分數後相加而得堅持努力分數。
(三)學習策瞄

本研究根據文獻和實徵研究的結果，以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做為學習策略的測量指標。這兩

個變項是以程炳林與林清山(民 90) 所編製的「中學生自我調整學習量表 J 中的「認知量表」所測

量。認知量表原包含複誦、精轍化、組織、計畫、監控、修正、評鑑七種策略。在七種策略中，前三
者是認知策略，後四者是後設認知策略。然而，最近的實徵研究結果(程炳林、林清山，民 90

Wolters

& Pin肘ch，

1998) 發現各種策略雖然在概念上是可以區分的，但是實徵的資料卻顯示它們之間

有高度的正相關。所以本研究依據最近的處理方式(程炳林，民閥、民的;

Pintrich, 1999a; Wolters

& Pintrich, 1998) ，將複誦、組織、精緻化三類策略合併成認知策略，將計畫、監控、修正三種策略
合併為後設認知策略，而評鑑策略因在性質上與監控策略相近，所以予以排除。經合併後，認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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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設認知策略各有問題，是Likert 六點量表。本研究以 492 位中學生求得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

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係數都是 .90 '間隔二週的重測信度係數 (N

= 40) 分別是 .83 及

85 。
(四)~曾適應

本研究以林清山和程炳林(民 86) 所編製的「教師評定量表」測量中學生在課室中的學習適應

情形。本量表是由林清山與程炳林參考 Como (1 993， 1994) 、Zìmmerman (1994) 、 BlackweIl

(1 99 1)

的觀點及程炳林(民 84 )所編的評定量表所編製。量表共有 10 題，題目陳述的內容都是學習者在課
室中可以觀察到的行為，每個題目右邊各有一個 0----1 ∞分的量尺。做答時，由班級導師就平峙的觀

察，針對班上每位學生進行評分。全量表 10 題合計之後除以 10 為受試者在本量表上的得分，本研究
並依班級為單位將受試者的得分轉成 T 分數。受試者在本測驗土得分越高表示其課室學習適應越好;
反之，貝IJ表示學習適應越差。在信度方面，林清山和程炳林以 522 名國中生為樣本所求得的內部一致
性 Cronbachα 係數是 .95 '間隔二週的重演l信度係數 (N

= 35) 是 .94 ;本研究以 492 位中學生求得的

α 係數是 .93 '間隔二週的重測信度係數 (N=40) 則是 .90 。
四、賀科處理
在模式考驗與估計方面，本研究發現全體、高學習適應及低學習適應三組觀察資料都不符合多變

項常態分配的假設(Jöreskog & Sörbom, 1999) ，全體樣本是 x 2(2, N = 492) = 162.66 ' p < .05 ;高學
習適應組是 x 2(2, N = 249)= 103 .46 ' p

< .05 ;低學習適應組是 x 2(2, N = 243) = 57.峙 ， p<.肘，所

以本研究改用加權最小平方法( weighted least-squares , WLS) 做為參數估計與模式適配度考驗的方
法。
在次群體的差異上，由於先前的研究(程炳林、林清山，民 90) 已經顯示園中、高中及高職三
組樣本在學習動機、行動控制及學習策略上的差異很小。本研究實際的考驗結果也發現三組樣本在七

個測量指標上僅在期望成功上有顯著的組間差異 ，

F (2 ,489)=8.20 ' P <

.肘，而在工作價值、自我效

能、行動控制策略、堅持努力、認知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等六個變項上並無顯著的組差異間。所以本

研究並未區分園中、高中、高職三組樣本進行分析。另外，男、女生在七個測量指標上的差異也只出
現在行動控制策略 (1=2 .50' N=492 , p<.05) 和認知策略 (1 = 4.4 1 ' N = 492 ' P < .05) 上，在
其餘五個賽項上並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因此，本研究在進行資料分析時也是合併男、女生進行分
析。

結果
一、行動控制中介模式的適配度考驗
表 1 是行動控制中介模式 7 個測量指標的相關係數矩陣，表中所有相關係數都達 .05 顯著水準。

在 21 個相關係數中，除期望成功與堅持努力的 30 、自我放能與期望成功的 .29 這兩個相關係數屬於
低相關外，其餘多數相關係數都介於.40---- .60 之間，屬中等程度相關。

對於結構方程模式的評鑑，本研究參考有關的文獻 (Bagozzi & Yi , 1988; Hair Jr. , Anderson ,

Tatham, & Black, 1998) ，從基本適配度、整體適配度及內在適配度三方面說明。根據表 3 '行動控制
中介模式的估計結果並沒有負的誤差變異，也沒有過大的標準誤。另外，估計參數之間的相關並未大

於 .90 。這些結果顯示理論模式並未違反基本適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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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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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控制中介檀式 7 個測量指揮的相關係數矩陣的 =492)

項

2

1.行動控制策略

3

4

5

6

7

1.00

2. 堅持努力

.66*

1.∞

3. 認知策略

.68*

4. 後設認知策略

.70*

.61*

.81*

5. 工作價值

.5 5*

.49*

.50*

.56*

6. 自我效能

50*

.50*

.48*

.5 4*

.47*

7. 期望成功

.42*

.3 0*

.47*

.44*

.45*

.53*

1.∞
1.∞

1.00
1.∞

.29*

1.∞

*P < .05

表2

行動控制中介權式的聲體適配度考臨結果

Goodness of Fit Sta組stics
Degrees of Freedom = 11
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 = 37.69 (P = O.∞)
E組mated Non-cen甘aJ ity Par缸neter (NCP)

= 26.69

90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 aJ for NCP = (1 1.69 ; 49.28)
Minimum Fit Function VaJ ue = 0.077
Normed Fit Index (NFI) = 0.99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 0.98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0.99
IncrementaJ Fit Index (lFI) = 0.99
Relative Fit Index (RFI) = 0.98
Critical N (CN) = 323.11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 = 0.042
Standardized RMR = 0.042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0.99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 0.99
在整體適配度方面，表 2 顯示本研究所提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的卡方值達 .05 的顯著水

準 ，

x

2(11 , N = 492)= 37.69 ' p < .肘，顯示理論的共變數矩陣與觀察的共變數矩陣相等的虛無假設

應予拒絕，即本研究建構的行動控制中介模式與觀察資料無法適配。在模式適配度考驗中，卡方值隨

著樣本數的增加而傾向容易拒絕理論模式的現象已經被證實 (Ding， Velicer, & Harlow, 1995; Hair Jr. et
泣， 1998) ，所以 Ding 等 (1995) 建議理論模式適配度考驗的樣本數以 100 到 150 人為宜，而 M紅油，

BaIla 與 McDonaJd (1 988) 和 Hair Jr. 等(1 998) 則發現當樣本數大於 4∞人以上時，幾乎所有的理論
模式都會被拒絕。本研究使用的樣本數為 492 人，遠超過前述標準，或許理論模式被拒絕是因為人數
過多的關係。因此，除封考驗外，本研究也參考其他的適配度指標來評鑑理論模式的整體適配度

(如: Jöreskog

& Sörbom ,

1993; Hair Jr. et a l., 1998) 。根撮表 2 ' GFI 為 .99 '調整後的 AGFI 也是

.99 '都相當接近而五項與基準模式比較而得的適配度指數 NFI 、 NNFI 、 CFI 、 IFI 、 RFI 依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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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叭98 ' .99 ' .99 ' .98 '都大於 .90 的標準 (Hair Jr. et al. , 1998) 甚多，也都非常接近 1 0 前述整體
適配度的考驗結果顯示本研究建構的行動控制中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整體適配度應是相當理想，而卡

方值達顯著水準或許是因為樣本數比較大之故。

表3

參數

WSL 估計值

λY

λY
λY

行動控制中介檀式估計參數的顯著性者顧及攝準化係數值

0.87

"

標準化係數

.89
0.03

28 .3 6*

.77

1.00

32

1.04

λx

1.00

.,

λx

t值

1.∞

"

λY

λx

標準誤

"

"
31

.89
0.02

44.37*

.93
.75

0.91

0.05

19.01*

.68

0.80

0.05

15.71*

.60

r"
r"

1. 03

0.05

19.42*

.87

0 .49

0.14

3.43*

41

β'1

0.52

0.12

4 .3 8*

.5 2

φ2

0 .5 6

0.04

14.10*

l.0

Çl

0.19

0.04

4.52*

.24

ç,

0.15

0.02

6.56*

.19

E

0.21

0.06

3.87*

.21

ε

0 .40

0.06

6.99*

.40

ε

0.21

0.05

4.05*

.21

ε

0.14

0.05

2.78*

.14

δ

0.44

O.師

7.28*

.44

。

0 .5 3

0.06

8.70*

.53

0.64

O.師

10.56*

.64

s

註:未列標準誤者為參照指標。 *P 〈 .05

表4

變

行動控制中介模式的個別指揮信度和潛在變頂的組成僵廈、平均變異抽取軍
個別指標信度

項

行動控制 (η1

)

行動控制策略 (y)

.79

堅持努力 (y，)

.59

學習策略 (η ，>
認知策略 (y，)
後設認知策略

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

.82

.69

.90

.83

.56

.46

.79
(y)

.87

學習動機 U)

工作價值 (x)

.56

自我效能 (X，)

.46

期望成功 (x，>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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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行動控制申介擾式三個潛在變頂的交E相關係數

學習策略 (η ，)

η-l

行動控制 (η ，)

)t一∞闊的

路市-

控一
動一
行一

潛在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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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 (η ，)

學習動機 U ，)

1.∞

學習動機 U ，)

1.∞

.86

就模式的內在適配度而言，表 3 顯示所有估計的因素負荷量 (λ 值)都達顯著水準，

1 = 15.71----1

= 44.37 ' p < .05 '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的評鑑標準。其次，表 4 顯示行動控制中介模
式 7 個測量指標的個別指標信度只有兩個位於 .50 的標準，分別是自我妓能及期望成功。除這兩個賽
項之外，其餘 5 個測量指標的個別指標信度介於 .56----.87 之間，是理想的結果。在潛在變項的信、強
度上，表 4 呈現理論模式三個潛在變項行動控制 (η) 、學習策略 (η ，)、學習動機 U) 的組成信

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依序為 .82 ' .90 ' 56 '而三個潛在變項的變異抽取量 (variance extrac叫)
分別是.的，

.83 '

.46 。除學習動機稍低外，其餘都達 r50 以上」的評鑑標車。另外，從表 3 可知行

動控制中介模式所估計的結構參數 ( r 與 β) 都達 .05 的顯著水準 (1
而根據表 3 殘差變異量( ~ )計算的潛在依變項

R 2 值，行動控制

= 3.43----1 = 19.42

' p < .05) ,

(η ) 和學習策略 (η ，)高連 .76

(I-~， =.76) 及 .81 (1- ~ ,= .8 1) ，這也顯示結構模式具有理想的品質。最後，表 5 顯示行動控
制中介模式三個潛在變項的交互相關係數介於 .86 ---- .88 之間，並未違反「潛在變項的相關不可高於

.90J 的評鑑標準 (Hair Jr. et al., 1998) 。這些模式內在適配度的評鑑結果大致上都顯示行動控制中介
模式具有甚佳的內在晶質，應可以用來解釋中學生的觀察資料。

綜合而言，本研究的觀察資料顯示行動控制中介模式並未違反模式的基本適配標準，同時具有理
想的整體適配度和模式內在品質，雖然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的 d 值連顯著水準，但是其他方面的評

鑑結果都顯示本研究所提的行動控制中介模式可以用來解釋國內中學生的觀察資料。

二、行動控制的中介敷果
除理論模式適配度的考驗外，本研究也比較各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及學習動機、行動控制對認知
策略、後設認知東略這兩個學習策略測量指標的效果，以瞭解行動控制在學習動機(學習意向)和學

習策略(目標引導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果。
(一)行動控制申介樓式潛在變頂間的直擾、間接及全體效果
表 6 是理論模式三個潛在變項之間的直接、間接和全體投果值的顯著性考驗及標準化妓果值。分

析結果顯示:學習動機對行動控制及學習策略的直接效果都達顯著水準 (

.05 ;

r ,,= o.峙

4.38 ' p <

r

,,= 1. 03 ' 1 = 19.4 2 ' p <

， t = 3.43 ' p < .05) ，而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也有顯著的直接妓果 (β ，， =0泣， 1 =

.05) 。對照係數值發現學習動機較高者傾向使用更多的行動控制策略及學習策略，使用較

多行動控制策略者也傾向運用更多的學習策略，而自學習動機和行動控制可以預測學習者學習策略總

變異的 81% 左右(l-~

,= 1- .1 9 = .81) 。比較學習動機及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的標準化直接效果

值(圖 2) 可知，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的直接效果是 .52 '大於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效果值

.4 1 。另外，學習動機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對學習策略的標準化間接效果值是.45 '已經達顯著水

準 ， t=4 呵 ， p <.肘，而且此一間接效果值比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妓果值.4 1 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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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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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一+| 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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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努力

門一.40*

.52*

認知策略

|•

21*

→i 體制|/削
.64*
i 後設認知策略尸It---- .14*

.19*
圖2

行動控制中介懂式標準化徑路係數
(註: .參照指標，

衰6

* p < .05)

行動控制中介模式潛在變項聞之敕果值、顯著性害顧及標準化效果值
學習動機 U.)

學習動機 U.)

行動控制 (η.)

對行動控制 (η.)

對學習策略 (η2)

對學習策略 (η2 )

直接效果

效果值

1.03

0.49

0.52

標準誤

0.05

0.14

0.12

19.42*

3 .43*

4.38*

0.87

0.41

0.52

dI直

標準化效果值

間接效果
效果值

0.54

標準誤

0.12

d直

4 .56*

標準化效果值

0.45

全體效果
放果值

標準誤
d重
標準化效果值

1. 03

1. 03

0.52

0.05

0.05

0.12

19.42*

19.50*

4.38*

0.87

0.86

0.52

*P < .05
在全體效果方面:學習動機對行動控制、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並無間接效果，所以全體效果等於

間接效果。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標準化全體效果值是 .86 '已經達顯著水準 ， t

= 19.50

' p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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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標準化直接妓果值是.4 1 ·但是學習動機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

對學習策略的標準化間接娘果值則有 45 ·比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殼果值還高。此項結果支持
本研究的推論，即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行動控制除維持學習意向(學習動

機)、支撐目標引導的行為(學習策略)外，也擴增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故果。在學習動機對學習
策略的全體故果值 .86 中，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妓果值是.4 1 ·但是透過行動控制的中介，學
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間接效果值是.45 ·不但比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妓果值還高，而且佔學習

動機對學習策略全體效果值的一半以上。
(二)學習動機、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兩個測量指揮的煎果

表 7 是學習動機、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兩個測量指標之效果值、顯著性考驗及標準化效果值。表
中顯示學習動機、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兩個測量指標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的效果值都達顯著水準

(t 值依序為 19.50 • 20.3 5 • 4.38 • 4 .3 9 • p < .05) 。從標車化效果值可知，學習動機、行動控制對後
設認知策略的效果都大於對認知策略的妓果，而學習動機對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的妓果也高於行
動控制對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的妓果。進一步分析顯示:學習動機對認知策略的效果值 .77 中，

有 .40 是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而來 (r
潛在變項所造成的效果只有
妓果值

37 (

r 2'

n Xβ21 ×
XλY ，，=

λY

，，= .87X .52X .89=

.4 1 X .89= .37)

80 中，有.4 2 是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而來 (r

n Xβ

.4 0)' 而透過學習策略此一

。同理，學習動機對後設認知策略的

Xλtz=.87 × 52 × .93=.42) ，而直
( r XλY42 = .4 1 X .93 = .38) 。這些結果顯
2'
示，行動控制此一潛在變項對認知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的妓果( .4 6 及.峙，表 7) 比學習動機單獨透

接透過學習策略此一潛在變項所造成的強果只有.3 8

"

過學習策略此一潛在變項對認知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的效果大(

.3 7 及 .38) 。另一方面，學習動機若

是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對於認知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這兩個欄量指標的故果也比學習動機單獨透過
學習策略此一潛在變項對認知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的效果更大(

表7

.40 及.4 2) 。

學習動機、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兩個測量指標之全體效果值、顯著性考屬及釀準化效果值
學習動機(

~ ，)對

認知策略。，)

學習動機(~

，)對

後設認知策略。.)

行動控制作，)對
認知策略

(Y ，)

行動控制 (η

後設認知策略(y.)

放果值

1. 02

1.07

0.52

0.54

標準誤

0.05

0.05

0.12

0.1 2

19.50*

20.35*

4.3 8*

4.39*

0.77

0.80

0.46

0.4 8

di直
標準化效果值

，)對

*P < 05

三、高、低學習適應學生行動控制申介效果的差異
為進一步比較行動控制在不同學習適應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是否扮演不同的中介角色，本研究以受

試者在教師評定量表上得分的中位數為切截點，將受試者區分成高 (N

=249) 、低

(N

=243)

學習適

應兩組，比較兩組受試在行動控制中介模式中結構參數的差異情形。表 8 是高、低學習適應組在行動

控制中介模式七個測量指標上之平均數、標準差及 t 值。平均數差異的比較顯示:教師評定的高學習
適應學生在行動控制策略、堅持努力、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策略、工作價值、自我放能和期望成功七

個變項上的平均數都顯著高於教師評定的低學習適應學生。

表 9 是兩組受試在行動控制中介模式 7 個測量指標上的相關係數矩陣，表中所有相關係數都達 .05
顯著水準，而多數的相關係數都介於.4 0~ .ω 之閉的中等程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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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高 (0 = 243) 、低 (0 = 249) 學習適睡組在七個測量指揮上之平均數、釀準差及 t值
高學習適應組

低學習適應組

標準差

平均數
行動控制策略

3.97

0.55

堅持努力

4.05

0.77

認知策略

4.18

0.68

標準差

t值

3.64

0.59

6 .42*

3.59

0.71

6.85*

3.84

0.77

5.12*

平均數

後設認知策略

3.95

0.74

3.61

0.72

5.16*

工作價值

4.06

0.85

3.72

0.89

4.25*

自我效能

3.64

0.83

3.25

0.84

5.15*

0.86

5.79*

期望成功

5.07

0.80

4.63

*P < .05

表9

變

萬、低學習適應組在行動控制申介懂式 7 個瀾量指揮的相關係數矩陣

項

2

3

4

5

6

1.行動控制策略

.68*

.70*

.74*

.56*

.46*

.41*

.61*

.71*

.49*

.47*

.3 1*

.53*

.50*

.3 8*

.63*

56*

.38*

.49*

.3 9*

2. 堅持努力

.57*

3 認知策略

.63*

.40*

4. 後設認知策略

.62*

.43*

.79*

5 工作價值

.50*

.43*

.44*

.46*

6. 自我效能

.46*

.45*

.42*

.47*

.4 1*

.35*

.17*

.4 8*

.44*

.46*

7 期望成功

.81*

7

.30•
.20*

註:對角線以上為高學習適應組之相關係數，對角線以下是低學習適應組之相關係數。 *p 〈 .05

在結構參數的比較上，本研究首先考驗高、低學習適應兩組受試者在行動控制中介模式上真有相

同型態 (pattem) 的假設 (H

ronn )。結果顯示 x 2(22, N =

492)= 54.俑 'p < 肘，即高、低學習適應兩

組受試者在行動控制中介模式上的型態並不相同。其次，本研究考驗兩組受試在行動控制中介模式中
的 β 矩陣不變( invariant )的假設 (Hβ) ，即兩組受試者之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的直接效果相同。結

果是 x 2(23, N=492)= 55.71 ' p <.肘，假設被拒絕。這顯示高、低學習適應兩組受試行動控制對學
習策略的直接效果並不相同。第三，本研究考驗兩組樣本在行動控制中介模式中的「矩陣不變的假設

(H r)

，即兩組受試者其學習動機對行動控制及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效果相同 o 結果顯示 x

2

(25, N = 492)= 57. 紗 'p <.肘，假設同樣被拒絕。這也顯示高、低學習適應兩組學生之學習動機對
行動控制及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妓果有差異。

表 10

高、低學習適應組在行動控制中介權式上的結構參數
學習動機對

學習動機對

行動控制對

行動控制 (r)

學習策略 (r ,,)

學習策略(βJ

高學習適應組

.86

.30

.67

低學習適應組

.85

.46

46

表 10 呈現高、低學習適應組受試在行動控制中介模式中三個結構參數的估計結果。表中顯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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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受試的學習動機對行動控制的效果非常接近 (.86 及 .85) ，但是低學習適應組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

的妓果( .46) 大於高學習適應組(.3 0) ，而高學習適應組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的妓果 (.67 )則大於
低學習適應組( .46) 。就中介效果而言，高學習適應組的學習動機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對學習策略的

= .58) ，幾乎是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直接投果值 .30 的兩倍;而低學習適
應組的學習晶機透過行動控制的中介對學習策略的間接妓果值只有 .39 (.85 X .46 = .39) ，比其學習
間接效果有 .58

(.86 X .67

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妓果值.4 6 還恆。這些結果顯示:行動控制在高學習適應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扮

演更重要的中介角色。高學習適應學生透過行動控制的中介，其學習動機對學習黨略的間接效果是

.5 8

'比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投果 .30 高出很多;而低學習適應學生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

妓果是.46 '反而比其學習動機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的間接效果值 .39 更高。

討論

最近的行動控制論主張學習歷程應區分成前決策和後決策兩個階段 (Corno，

al., 1998; Kuhl,

1989, 1994; Garcia et

1994) 。學習動機在前決策階段中可以促成學習意向的形成，學習策略是後決策階段中

學習者用來完成學習意向的目標引導行為，而行動控制是意向和行為之間的中介者，它可以維持行動

意向並支持目標引導的行為。本研究依據此一觀點建構一個包含學習動機、行動控制和學習策略的行
動控制中介模式，假定學習動機和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有直接效果，學習動機並透過行動控制的中介

對學習策略產生間接妓果。根據本研究以 492 位中學生為觀察資料的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從理論模

式的基本適配度、整體適配度或內在結構適配度 (Bagozzi

&Yí , 1988; Haír Jr. et al , 1998)

來看，行動

控制中介模式都有理想的品質，可適合用來解釋圍內中學生的觀察資料。
在行動控制的中介妓果上，本研究的觀察資料顯示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

前決策階段的學習動機對後決策階段目標引導行為(學習策略)的妓果透過行動控制的中介可以增加
一倍以上，而此一中介效果甚至比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妓果值更大。行動控制可以擴增學習動

機對學習策略妓果的發現可支持最近自我調整學習的觀點(程炳林，民 90; Corno ,

1993; Corno &

Kanfer, 1993; Garcia et al., 1998; Reed et al., 1996; Trawick & Corno , 1995) ，即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中是
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之間重要的中介變項。根據 Kuhl (2000) 及 Garcia 等(1 998) 的觀點，學習動機
在學習歷程中具有形成行動意向的功能，但是它無法解釋在完成目標過程中學習者如何控制自己的行
動;而學習策略雖然是為完成意向所採取的目標引導行為，但是它也無法解釋當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
遭遇內、外在干擾時的控制行為。在學習者所從事的學習工作中，經常是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在這

段期問內學習者經常會遭遇各種干擾情境或分心物 (Corno ，

1989)

，所以學習者個人的努力、堅持及

行動的控制就顯得更加重要。因此，自我調整學習的歷程不僅需要動機產生意向、學習策略完成意

向，同時也更需要能起動意向、維持意向及支撐學習策略的行動控制。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的效果比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效果來得大，顯示行

動控制比學習動機更能預測學習者的學習策略。此一發現與最近的實徵研究結果(林清山、程炳林，

民的;程炳林，民 90

; Garcia et al.,

1998) 相似。根據 Garcia 等的研究，行動控制比工作價值、自我

故能、內在目標等動機變項更能預測大學生學習策略的使用;而林清山和程炳林(民的卜程炳林
(民 90) 的研究雖然是以國中生為對象，而且是以閱讀為特定領域，也同樣發現行動控制比學習動機
更能預測學習者的學習策略。究其原因，行動控制和學習策略都是後決策階段中的調整行為，在時間
上兩者比較接近，因而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的影響比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影響來得大 (Garcia

al.,

et

1998) 。基本上，前述的實徵研究雖然使用不同學習階段的樣本、不同的測量工具、相異的學習領

域，但是出現的結果卻相同，這或許也再一次突顯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中的重要角色。自我調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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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似乎不能只重視動機與策略的探討，未來的研究或許應給予行動控制更多的注意。
從行動控制在高、低學習適應兩組學生學習歷程上的中介妓果而言，本研究的觀察資料顯示兩組
受試的學習動機對行動控制的妓果相近，但是低學習適應學生的學習動機對學習黨略的效果大於高學

習適應學生，而高學習適應學生之行動控制對學習策略的妓果則大於低學習適應學生。就中介殼果而
言，高學習適應組的學習動機透過行動控制為中介對學習策略的間接妓果幾乎是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
的直接妓果值之兩倍;而低學習適應組的學習動機透過行動控制的中介對學習策略的問接效果比較

小，甚至比其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直接效果還低。這些結果顯示一個重要的福義，即行動控制在高
學習適應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扮演更重要的中介角色，高學習適應學生較能運用行動控制來擴增學習效

果，而低學習適應學生比較無法透過行動控制來支持目標引導的行為。根據 Zimmerman (1994) 、

Como (1 993 , 1994) 、 Blackwell (1991) 等的界定，本研究測量的學習適應行為包括如期完成作業、
在干擾情境中亦能專心於學習工作、堅持努力、對學習有自信心、積極參與課室的各項學習活動、遭

遇困難時會尋求協助、對學習結果有情感的自我反應等。這些學習上的適應行為事實上可視為自我調
整學習者的特徵。既然行動控制在自我調整學習歷程是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貝 IJ 本:研究依據自我調整

學習論所建構的行動控制中介模式比較能解釋自我調整的學習者(高學習適應學生)應是可以預期

的。然而，前述的研究發現也提供另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即如何加強低學習適應或 19 自我調整者行
動控制策略的使用，以提高其學習動機對目標引導行為的妓果，應是未來教學軸導土重要的蝶討主

題。
綜合而言，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行動控制在學習歷程中扮演很重要的中介角色，它可以起動並
維持學習意向，支撐學習策略，同時可以擴增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故果，而此種故果在高學習適應
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更加顯著。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幾點未來研究上的建議:首先，本研究已經發現低學習適應的中
學生比較無法運用行動控制來維持意向、支撐學習策略並擴增學習動機對學習策略的效果。然而，至

今為止僅有少數的研究(程炳林、林清山，民 89

; Atman, 1987 ; Trawick, 1992) 曾經探討行動控制

的教學效果。未來的研究或許可以設計行動控制教學課程來教導低學習適應者行動控制策略的使用。
其次，本研究的觀察資料在施欄上雖然依照理論模式而有時間上的順序，但是幾乎是同一時間測量所
得。未來的研究或許可以考慮在比較長的學習歷程中，探討不同時間點行動控制對學習歷程的影響。

第三，本研究是以一般的學習情境做為研究場域，對於特定情境的學習情形或許無法有效推論。基於

自我調整學習研究越來越重視情境特定的研究(程炳林，民 91;

Sansone , Weir,

H呻ster， &

Morgan ,

1992; Wolters , 1998; Wolters & Pintrich, 1998) ，或許未來的研究可以探討不同學習情境中，行動控制
在學習歷程上是否具有不同的中介效果。最後，本研究主要以結構方程模式為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
也許忽略了行動控制在不同動機型態學習者學習歷程中可能具有不同中介妓果的現象。因此，未來的
研究應可探討不同的動機型態和行動控制對目標引導行為的交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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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learning rnotivation (intention to learn) and use of learning strategies (goal-directed behavior)
訂e

critical aspects of learning processes , researchers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have recently begun to give

greater attention to how action control pr，凹esses rneruate the road frorn learning intention to goal attainrnent.
Accordíng to action ‘ control theory, goal-directed activity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predecísional and
postdecisional phases. The action

con虹01

plays a rn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aforernentioned two phases.

This study was an atternpt to test a structural rnodel of the rnediating role of action control
predecisional 個d

between 也e

postdecisional phases based on recent action-control theory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rnodeling with the LISREL cornputer prograrn. Furtherrnore, the rnediating effects of action

con甘01

between

the intention to learn and goal-directed behavior on high and low learning adaptation students were cornp訂ed.
Subjects were 492 students

(499島 rnales)

frorn te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訂e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a) the theoretical rnodel fit the observed data well and the study supported recent
results of research on action-control theory, (b) the action control rnaintained the intention to

le訂n，

supported

goal-directed behavior and increased the effect of learning rnotivation on learning strategies , and (c) the
students with high leaming adaptation exhibited greater rnediating effects of action control on leaming
processes than those with low learning adaptation. Irnplications for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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