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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邇來，許多研究發現心向對學習的影響甚鉅，但臺灣目前未有研究探討國中生

的「學習心向」如何與自我效能、自我調整學習互動後，影響其學習適應，是以本

研究目的在驗證變項間的關係。為達此目的，首先發展適用於本研究的「學習自我

效能量表」（Inventory of Learning Self-Efficiency, ILSE）、「自我調整學習量表」

（Inventory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SRL）與「學習適應量表」（Inventory of 

Learning Adaptation, ILA）。本研究以預試 231位國中生，進行量表的項目分析與

探索性因素分析，並以正式施測 331位國中生進行驗證性因素、信度分析，最後進

行路徑模式驗證。結果發現：一、ILSE（含信心與恆毅力、目標與策略運用）、

ISRL（含後設認知、資源尋求）及 ILA（含人際互動與學習方法、專注與學習氛圍）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二、國中生普遍具高程度的學習成長心向、自我效能和學習適

應表現，但低程度的固定學習心向。三、學習成長心向和學習自我效能會互動後透

過自我調整學習的中介而間接影響學習適應，而學習固定心向則未有顯著影響效

果。本研究發展之有效評量工具可提供後續研究使用；提出之模式亦可作為提升國

中生學習適應之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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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mindset has a great impact on learning. To date, no study 

has explored how “learning mindset” would interact with their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self-
regulation, and then influence learning adapta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first developed the Inventory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SRL), the 
Inventory of Learning Adaptation (ILA), and the Inventory of Learning Self-Efficiency 
(ILSE). The pretest included 231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formal test used 331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and path model analysi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All developed inventories ha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LSE consists of “confidence and grit” and “goal and strategies”; ISRL comprises 
“metacognition” and “resource seeking”; and ILA include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methods” and “concentration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2)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d a high level of learning growth mindset,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adaptation 
performance, but a low level of a fixed learning mindset. (3) The path mode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junior school students’ growth learning mindset and learning self-efficacy interactively 
influenced their learning adaptation through self-regulation learning, whereas the fixed 
learning mindset had no such influences. The developed inventories provide further studies 
valid instruments, and the findings of the path model shed light on cultivat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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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為盱衡新時代挑戰與社會需求，教育部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為願景，並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重要的核心理念（教育部，2014），

期學生能培養良好學習態度、擁有自主學習力，勇於面對生活挑戰。根據新課綱綜

合活動領域綱要，及輔導相關教材，七年級的學習內容涵蓋學習策略與資源，目的

在協助學生適應國中學習。然而，研究者回顧以往在教育現場教導學習策略的經驗

發現：即使教導同樣的學習方法與概念，部分學生在學習和適應情形仍有所侷限，

與其他適應良好的學生截然不同。在進一步探問這些學生後，研究者察覺此現象與

學生對自己能力抱持的「信念」有關，表現較差的學生認為自己天生才智就是這個

程度，即使再努力也難以進步，甚至永遠也跟不上那些天生就聰明的同學，而此與

內隱信念（implicit belief，即學生對其智能所擁有的信念）不謀而合。

內隱信念後來發展為心向概念（Dweck, 2007），包含成長心向（growth mindsets）

與固定心向（fixed mindsets）。心向係指學生對於自己能力的信念，屬於動機的一

環，極易影響學生學習狀況和未來發展，而回顧成長心向的相關研究，有研究發現

成長心向與自我效能具有正向關聯（Burnette et al., 2020; Burnette et al., 2018; Huang 

et al., 2019），當學生愈相信自己的能力得以進步時，其會有較高的學習自我效能，

因為他們明白努力會使他們變得更進步。此外，有研究顯示，自我效能與學習適應

具有正向關係（毛晉平，2011；牛麗鳳，2008；施躍健，2007；黃文鋒、徐富明，

2004），儘管目前尚無針對「一般學習」的自我效能與成長心向和學習適應的相關

研究，但根據上述研究可推測「學習自我效能」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學習適應。

再者，諸多研究已發現成長心向與自我調整學習有正相關，兩者相互影響且

相輔相成（Burnette et al., 2013; Mrazek et al., 2018），亦可從過往研究中推測自我

調整學習與學習自我效能（趙珮晴、余民寧，2012；Saeid & Eslaminejad, 2017）及

學習適應呈現正向關係（程炳林，2002a，2002b）。換言之，從過去研究的推論中，

可發現成長心向與自我效能、自我調整學習及學習適應可能均有正向關聯，而值得

注意的是，固定心向和成長心向代表兩種相反的信念，在學習表現會有差異，且會

產生相反的認知、想法與行為，故可推測固定心向與自我調整學習、學習自我效能

及學習適應應有負向關聯。綜而言之，本研究期能探討國中學生之心向（含學習成

長心向、學習固定心向）、學習自我效能、自我調整學習及學習適應之關係。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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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已有自我調整學習、學習自我效能及學習適應相關量表，大多數編製年代較為

久遠，或測量目的不符本研究需求，因此本研究首先發展適用於本研究國中生之學

習相關量表，接著提出一假設模式以探究此些變項之關係，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

究問題旨在探究：國中生的「學習固定心向」、「學習成長心向」與「學習自我效

能」是否會影響「自我調整學習」，且會透過自我調整學習間接影響「學習適應」？

而「學習固定心向」在此模式中則有負向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重要概念的涵義與發展

（一）學習心向

「心向」源自於「mindset」的英譯，中文亦有人將之翻為「心態」（卡蘿．

德威克，2007/2017；吳佳樺、楊旻婕，2017），或是「思維」（于彩霞，2017；

單麗敏，2017；黃誌良，2018；蔡進雄，2018）。心向概念源於 Dweck博士發展

的自我理論（self-theories）中的核心概念，又可分為固定心向和成長心向，持有不

同心向者會有不同的行為模式（卡蘿．德威克，2007/2017；Dweck, 2007）。成長

心向為一種對自己能力能夠透過持續的努力而不斷提升的信念，持有成長心向者勇

於面對挑戰，於錯誤中學習，且相信自己的才能是可以透過努力（好的策略、向他

人學習、努力工作）而有所發展，因此會在學習、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並接受挑戰

（卡蘿．德威克，2007/2017；Brock & Hundley, 2018; Dweck, 2007, 2016; Zappe et 

al., 2017）。相反地，固定心向則認為人的能力在出生時便已固定不變，持固定心

向者不喜歡挑戰，在面對挫折時容易放棄，且深信倘若有天賦，毋庸太努力。而本

研究所探討的心向為一般學習情境的心向，係指當學習者在某些特定的學習情境當

中，對於比較特定事件（例如：學習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是否能經由努力而改變

和勇於面對挑戰等信念，可分為學習成長心向和學習固定心向，成長學習心向者面

臨挑戰時，傾向接受並勇於挑戰，而固定學習心向者傾向迴避挑戰（Dweck, 2007; 

Yeager & Dweck, 2012）；而面對失敗時，成長學習心向者仍堅持不懈，固定學習

心向者則趨向輕易放棄（卡蘿．德威克，2007/2017；Brock & Hundley, 2018; Dweck, 

2007）。根據心向理論（Dweck, 2007），個體面對不同學習情境均可能抱持不同

程度的固定心向與成長心向，兩者可能並存只是程度不同。惟過去許多研究方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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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成長心向，傾向將固定心向反向計分，或將其轉化為成長心向，視為一體，然

而事實上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擁有固定心向（Dweck, 2016）。是以，為更精確的測

量與瞭解現今國中生的學習心向程度，本研究乃分開使用學習固定心向與學習成長

心向分量表，以更準確評估國中生的學習心向型態與表現。

（二）自我調整學習

自我調整學習理論歷經多年研究已有相當豐碩的後設分析成果（Sanders et al., 

2019; Sitzmann & Ely, 2011），過往研究指出其與學業成就有高度相關（Dent & 

Koenka, 2016; Jansen et al., 2019; Li et al., 2018），亦有許多實驗課程有效促進學生

的自我調整學習（Dignath & Büttner, 2008; Dignath et al., 2008）。回顧過去研究，

尤以 Zimmerman主張的自我調整學習意涵，是目前最為廣泛使用的定義，係指個

體在學習過程中，採用一系列認知與情緒管控、行為與環境的調整、目標設定與策

略運用等方法來達成個人的學習目標（Zimmerman, 2000, 2002, 2008）。綜觀自我

調整學習的內涵與測量方式，大多仍採自我報告的量表形式，國內外研究對自我調

整學習的分類意見相當分歧，不同研究者著重在不同面向，國內例如：林清文

（2003）將其分為內在歷程取向、行為取向和環境取向的自我調整學習；張乃懿

（2005）分為動機、認知、後設認知、資源策略；陳志恆與林清文（2008）進一步

分為認知、動機／情感、任務、環境、時間和求助資源，共六大領域。國外例如：

Pintrich（2000, 2004）分為認知、動機／情感、行為、脈絡；Fontana等人（2015）

分為設定目標、自我效能感、任務興趣／價值、學習動機、興趣增強、尋求幫助、

自我滿足、自我評估；Panadero等人（2017）則分為學習的認知、後設認知、行為、

動機及情感。基於前述研究，不同學者對自我調整學習各有所見，而本研究將自我

調整學習定義為：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採用相關學習策略進行學習的調整與修

正，自我調整學習策略則可歸納為三大面向，涵蓋後設認知策略、動機與情感策

略、資源策略，後設認知係對自己學習狀況有所認知與思考後，所採取的認知、行

為策略，動機情感策略則為對自身學習狀況採取的動機、情感調整策略；資源策略

則是針對學習求助與引進資源。

（三）學習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由心理學家Bandura（1986, 1997）提出，係為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中之核心概念，是關於個人對自己是否能完成某項任務（或達成

目標）的能力的信念，而這個信念被認為能夠影響個體之行為。綜觀自我效能的研

究，研究結果相當豐富，如：在後設分析中可發現自我效能感是學業成就的最強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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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指標（Honicke & Broadbent, 2016; Richardson et al., 2012; Robbins et al., 2004），

對自我調整學習的概念亦有至關重要的影響（Panadero et al., 2017; Schunk & Usher, 

2011; Usher & Pajares, 2008）。此外，關於自我效能的測量方式，在 Honicke與

Broadbent（2016）的後設分析結果中，可發現自我報告是衡量自我效能感的主要

方法。研究者發現目前國內關於國中生自我效能量表，對於自我效能的定義及構念

向度界定並不一致，雖然大多均採用同樣理論架構，但因發展不同特定領域之量

表，產生的因素結構相當多元。舉例來說：根據洪福源等人（2014）對學習自我效

能測量之分類，發現學習自我效能測量工具可區分為兩類，分別為學業自我效能測

量工具、學科性自我效能測量工具。然，本研究欲探討之學習自我效能，較接近其

所述的學業自我效能，偏向楊致慧等人（2014）對學習自我效能之定義，亦近似於

英文中，所用學術／學業自我效能感（Academic Self-Efficacy）一詞，指學習者對

個人成功實現教育目標能力的判斷（Elias & MacDonald, 2007），係指個體在一般

學習情境下的自我效能，亦即個體對於自己是否能完成學習目標或任務，所持有的

信心及主觀能力判斷，屬於動機信念的一環。在概念上，本研究將自我效能統整為

三個大概念，包含信心與恆毅力（洪福源等人，2014；梁茂森，1998；楊致慧等人，

2014）、目標與期望（梁茂森，1998；楊致慧等人，2014）和學習方法與策略（洪

福源等人，2014），作為學生學習自我效能之指標。

（四）學習適應

教育家、心理學家自 1980年代開始愈來愈重視學校與學習適應。事實上，學

習適應經常被視為是學校適應中的一環（黃朝宏，2019），機秀玲（2012）整理與

探討學習適應之意義後，將學習適應定義區分為三大類，分別為「學習歷程」、「學

習結果」和「兼顧歷程與結果」。綜觀近 5年學習適應相關文獻，學習適應之定義

大多較偏向歷程，本研究所定義之學習適應乃個體在學習的歷程中，對於學習環境

的適應情形、學習投入度與歸屬感，並且當遭遇困難時，能使用適當策略及資源，

以調適自我、解決學習問題。在學習適應的測量方面，其內涵相當多元，目前並未

有一致的看法，不同學者各有其強調的重點。例如：黃朝宏（2019）將學校適應分

為學校學習、遵守常規、老師同儕三部分；張雅雯（2018）將學習適應分為學習方

法、學習習慣和學習態度三方面；劉曉陵等人（2019）則從學習方法、學習習慣、

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和身心適應五方面測量學生的學習適應情況；趙呈領等人

（2019）則發現學習者的資訊素養、教師自主支持以及學習環境是影響學習適應的

關鍵因素。回顧過去學習適應之測量工具，如陳宥慈（2016）使用學生學習適應量

表，分為「學習態度」、「學習環境」、「身心適應」三個研究面向；Watson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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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z（2020）發展之量表用以評估學生在面對教育方面的適應程度，包括「動力」、

「課程的樂趣」和「學術表現的自我認知」；Potochnick（2018）則透過衡量學生

的學習成績、學習參與度和學歷，來概括學習適應。承上所述，不同學者對學習適

應的本質各有所見，而本研究探討的學習適應主要著重在「學習」層面的適應，因

此概念上將學習適應歸納為三個內涵，包括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的人際互動、學習

方法與策略、學習氛圍與專注投入。

二、變項間互動關係與研究假設

學習信念會影響學習策略，進而影響學習結果，已被過去許多研究證實。而

在本研究中，學習心向和學習自我效能與學習信念、學習動機有關，自我調整學習

與學習策略有關，而學習適應則為學習結果。本研究提出之模式乃以上述架構為基

礎，進而驗證探討所關心變項間之關係，以下針對相關變項間之兩兩關係、三者關

係及整體關係進行說明。

首先，本研究提出之假設模式（見圖 1）前置變項為學習成長心向、學習固定

心向和學習自我效能，過往研究指出自我效能與成長心向具有正向相關（例如：

Aronson et al., 2002; Burnette et al., 2018），Palazzolo（2016）也發現具有高成長心

向教師也會具有高度自我效能，當學生愈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不斷發展時，其學習自

我效能也會較高，因為他們明白努力會使他們更進步。相反地，成長心向與固定心

向為相對的概念（Dweck, 2007），因此本研究推測其與學習成長心向、學習自我

效能將呈現負向關係。

其次，本研究以自我調整學習作為中介變項。回顧過往研究，成長心向與自

我調整學習有正向關係（例如：Burnette et al., 2013; Mrazek et al., 2018），具備成

長心向的人傾向運用精熟的目標與學習策略；在監控與達成目標的過程中，亦較關

注對成功的正向期望，而非負面情緒（Burnette et al., 2013），前述的目標訂定正

為自我調整學習內涵之一，簡言之，成長心向可能影響自我調整學習策略的使用。

再者，自我效能與自我調整學習的概念，已有多項研究指出兩者概念是相互關聯（例

如：Panadero et al., 2017; Schunk & Usher, 2011; Usher & Pajares, 2008; Zimmerman, 

2000），Panadero等人（2017）的研究更指出，自我效能在許多自我調整學習的模

式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是以，本研究推測學習成長心

向、學習自我效能對自我調整學習具有正向影響，而學習固定心向則對自我調整學

習具有負向影響。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七卷第二期）90

另一方面，自我調整學習係指在學習的歷程中設定目標、有效運用策略與資

源，學習者對自己的學習能進行調整與反思，對於促進學習有相當大的助益，亦能

從過去研究中窺探自我調整學習及學習適應可能為正向關係（程炳林，2002a，

2002b）。而關於自我效能和學習適應的相關研究中，張楓明與譚子文（2012）提

及自我效能愈高的青少年，對困境擁有較佳的應變能力，自我效能與學習適應存在

正向關係（牛麗鳳，2008；施躍健，2007），儘管過去尚未有理論及相關實徵研究

檢驗成長心向對學習適應之影響，但有研究發現在同樣面對失敗時，具有成長心向

的學生傾向於調整，並較「適應」環境，然而具有固定心向者傾向於逃避並且感到

無助（Dweck & Leggett, 1988）。綜言之，本研究推測自我調整學習在學習成長心

向、學習固定心向、學習自我效能及學習適應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其中學習成長心

向、學習自我效能對學習適應具有正向間接影響力，而學習固定心向則對學習適應

具有負向間接影響效果。

最後，在學習成長心向、學習固定心向、自我調整學習、學習自我效能與學

習適應之整體關係方面，心向與學習自我效能均屬於信念、心態、動機變項，本研

究認為僅有信念、心態的改變，不足以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適應情形，學習策略的

有效運用可能是中介因素。故，本研究推測在整體變項中，自我調整學習可能對學

習成長心向、學習固定心向、學習自我效能與學習適應具有中介效果，如同黃誌良

（2018）認為學生具有成長心向，並不會直接影響學習成效，但成長心向可以激發

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勇於接受挑戰，並以正向樂觀的心態看待學習，最終有效

提升學習成效，而自我調整學習對於學習適應具有促進之效果（吳俊憲等人，

2018）。是以，本研究假設為：國中生的學習成長心向、學習固定心向與學習自我

效能會影響自我調整學習，且會透過自我調整學習影響學習適應（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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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目的在發展發展自我調整學習量表（Inventory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SRL）、學習自我效能量表（Inventory of Learning Self-Efficiency, 

ILSE）、學習適應量表（Inventory of Learning Adaptation, ILA），並驗證學習心向

影響學習適應的路徑模式。研究參與者主要分為兩階段，兩階段參與者未重疊。第

一階段參與者為預試問卷參與者，目的在進行各量表初步的題目刪除與篩選、信度

與建構效度分析。本研究依據立意取樣抽取 4所國中七、八年級學生扣除填答不完

全的樣本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共 231人，包括男生 121人（52.4%），女生

105人（45.5%），其他5人（2.2%）；七年級157人（68%），八年級人74人（32%）。

圖 1　研究假設圖

固定學習心向
• 個體面對不同學習情境時，會
出現的固定型信念和態度。

• 內涵包括：悲觀與無助、迴避
挑戰與失敗兩因素。

學習信念

成長學習心向
• 個體面對不同學習情境時，會
出現的成長型信念和態度。

• 內涵包括：努力與自信、目標
與挑戰兩因素。

學習自我效能
• 個體對於自己是否能完成學
習目標或任務，所持有的信心

及主觀能力判斷。

• 內涵包括：（1）信心與恆毅
力：對個人的學習表現能夠具

有信心和毅力。（2）目標與
策略運用：對於使用策略達成

目標的信心。

學習策略

自我調整學習
• 個體在學習過程
中，採用一系列

認知與情緒管控、

行為與環境的調

整、目標設定與

策略運用等方法

來達成個人的學

習目標。

• 內涵包括：（1）
後設認知：訂定

計畫，使用認知、

情感等策略，調

整與檢討學習方

法。（2）資源尋
求：善用工具與

環境資源，尋求

協助以達成目標。

學習結果

學習適應
• 個體在學習的歷
程中，對於學習

環境的適應情形、

學習投入度、歸

屬感，並於遭遇

困難時，能使用

適當策略及資源，

以調適自我、解

決學習問題。

• 內涵包括：（1）
人際互動與學習

方法：能與同儕

合作學習及善用

學習策略。（2）
專注與學習氛圍：

能專心投入學校

學習，融入與享

受學校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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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正式參與者依據方便取樣抽取 5所北、中、南地區之國中七、八年

級學生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與模式驗證，總參與者共 331人，扣除遺漏

值，有效樣本如表 1。所有參與者均為匿名填寫。

表 1
有效參與人數摘要表

ISRL ILSE ILA 模式驗證

性
別

男 158 (49.2%) 149 (47.6%) 158 (49.2%) 139 (48.1%)

女 163 (50.8%) 168 (52.4%) 163 (50.8%) 150 (51.9%)

年
級

七 208 (64.8%) 189 (59.6%) 209 (65.5%) 184 (63.7%)

八 113 (35.2%) 128 (40.4%) 110 (34.5%) 105 (36.3%)

總計 321 317 319 289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主要為學習心向量表（Inventory of Learning Mindset, ILM）及於本

研究中發展之 ISRL、ILSE、ILA。所有量表均採用李克特六點量表，根據受試者

對各題項之實際想法與狀況予以作答，「1」至「6」代表「非常同意」到「非常不

同意」。

（一）自我調整學習量表（ISRL）

ISRL主要發展目的在測量國中生的自我調整學習程度，初步編製的 ISRL係

由研究者統整過去自我調整學習相關研究及理論（例如：陳志恆、林清文，2008；

Panadero et al., 2017，詳如前述文獻探討），並參考學生於學校的自我調整學習狀

況編擬量表題目。最初編製的 ISRL題目共 12題，涵蓋後設認知策略、動機與情

感策略、資源策略的概念，歷經預試及正式施測兩階段的發展，共刪除 3題，最終

合併為兩因素，共 9題：後設認知（5題）、資源尋求（4題）。信效度部分請見

結果與討論部分。

（二）學習自我效能量表（ILSE）

ILSE主要發展目的在測量國中生的學習自我效能程度，初步編製的 ILSE係由

研究者統整過去學習自我效能相關研究及理論（例如：洪福源等人，2014；梁茂森，

1998；楊致慧等人，2014，詳如前述文獻探討）編擬量表題目。最初編製的 ILSE



93
國中生學習心向、學習自我效能與學習適應之關係：

丁毓珊　葉玉珠 以自我調整學習為中介變項之路徑模式分析

題目共 12題，涵蓋信心與恆毅力、目標與期望、學習方法與策略的概念，歷經預

試及正式施測兩階段的發展，共刪除 3題，最終合併為兩因素，共 9題：信心與恆

毅力、目標與策略運用。信效度部分請見結果與討論部分。

（三）學習適應量表（ILA）

ILA主要發展目的在測量國中生的學習適應狀況，本研究初步編製的 ILA係

由研究者統整過去學習適應相關研究及理論（例如：張雅雯，2018；陳宥慈，

2016；Potochnick, 2018，詳如前述文獻探討）編擬量表題目。最初編製的 ILA題

目共 12題，涵蓋人際互動、學習方法與策略、學習氛圍與專注投入的概念，歷經

預試及正式施測兩階段的發展，共刪除 3題，最終合併為兩因素，共 9題：人際互

動與學習方法、專注與學習氛圍。信效度部分請見結果與討論部分。

（四）學習心向量表（ILM）

ILM主要用於探究國中生在學習過程中抱持的信念，為二階四因素的結構

（Ting & Yeh, 2020），本研究分別使用兩個分量表作為潛在變項以準確測量學習

者的心向：成長學習心向 8題（含努力與自信、目標與挑戰兩因素）及固定學習心

向 7題（含悲觀與無助、迴避挑戰與失敗兩因素），兩個分量表分別計算，當成長

學習分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個人面對自身學習的信念傾向成長型；反之，固定學習

分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個人面對自身學習的信念傾向固定型。題目如：「只要努力

學習，我可以逐漸學會我想要學習的東西」與「對於我感興趣的事物，即使我很努

力，仍然學不好」。兩分量表信度分別為 α = .877、α = .823。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顯示，在絕對適配指標方面，χ2（N = 329, df = 85）= 267.021（p < .001），適配度

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為 .905；調整之配適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為 .866、均方根殘差值（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為 .089；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為 .059；近似

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為 .081。在比較適

配度指標方面，標準配適度指標（normed-fit index，NFI）為 .872；相對配適指標

（relative fit index, RFI）為 .842；成長配適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為 .909；

比較性配適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為 .908。在精簡適配度方面，精簡配

適度指標（parsimonious goodness-fit-index, PGFI）為 .641；精簡規範配適度指標

（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 PNFI）為 .706；精簡比較配適度指標（parsimonious 

comparative-fit-index, PCFI）為 .735，組合信度為 .747∼ .806，平均變異解釋量

為 .48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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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流程

研究者於量表初編後，邀請兩位專家學者評估預試量表之架構和題項，給予

修改意見，並於修正後接洽施測學校，寄送紙本問卷與指導語。完成預試量表的信

效度分析後，接續進行正式樣本之施測。兩次施測均於兩週內完成，施測方式均以

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於上課時間於該班教室由任課教師協助施測，施測時間

約 15∼ 20分鐘，均為匿名填寫。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與

項目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篩選適當題目。此外。本研究以 Amos統計分析

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及驗證本研究的結構模式（含路徑分析、中介變項檢

定）。本研究考驗模式之內在品質、外在品質的適配度指標與模式的總效果量來檢

定模式之適配情形，並以最大概似估計法進行估計，中介效果之檢定係採用拔靴法

（bootstrap method）進行，並參考 Hair等人（1998）主張之絕對適配指標、相對

適配指標及精簡適配指標作為模型適配度之判準依據。

肆、研究結果

一、量表分析結果

（一）預試分析結果

本研究進行極端值比較法（Critical ratio, CR），選取最高及最低 27%之量表

總分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結果發現 ISRL、ILSE、ILA所有題項 CR值均大於 3（ps 

< .001）。此外，所有題項之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均高於 .30，顯示具良好同質

性和鑑別度，因此保留所有題目。接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特

徵值大於 1進行因素抽取，並採用斜交轉軸（oblique rotation）進行分析。所有量

表進行刪題時，均參酌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與探索性因素分析之結果，反覆驗證，

並刪除信度偏低及因素負荷量低於 .40之題項。

最終，ISRL刪除第 3題，保留 9題，共抽取出兩個因素：後設認知、資源尋求，

兩個因素累計可解釋變異量為 62.47%，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6∼ .89。I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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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刪除 3題，抽取出兩個因素：信心與恆毅力、目標與策略運用，兩個因素累計可

解釋變異量為 66.51%，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8∼ .91。ILA刪除第 3題，保

留 9題，共抽取出兩個因素：人際互動與學習方法、專注與學習氛圍，兩個因素累

計可解釋變異量為 60.78%，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4∼ .95（見表 2）。 

表 2
ISRL、ILSE、ILA之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題號 題目
因素負荷量

1 2

自我調整學習量表（ISRL）

因素一：後設認知

5 學習後，我會檢討自己執行讀書計畫與進度的成效。 .89

1 我會訂定適合自己的學習目標和讀書計畫。 .86

9 當我學習表現不如預期，我會主動調整讀書方法並修正錯誤。 .71

7 我能反省自己在學習方面的時間管理和學習策略是否適當。 .71

3 當我對自己沒有信心時，我會使用一些話語鼓勵、讚美自己。 .65

因素二：資源尋求

8 我會使用電腦或手機搜尋我學習所需要的資料。 .90

2 我認為到學校學習能夠幫助自己成長，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76

4 遇到難題或不懂的地方時，我會主動尋求父母、同學或老師的協助。 .65

6 我會使用參考資料幫助自己記憶與理解學習內容。 .46

學習自我效能量表（ILSE）

因素一：信心與恆毅力

7 在課業學習上，我能夠有良好的表現。 .86

9 即使學習環境不理想，我仍然能夠用心學習。 .86

3 我的學習表現可以愈來愈好。 .78

1 我在學習時能夠用心、專注，不受外界影響。 .60

5 在遇到困難時，我仍然能堅持學習。 .5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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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題目
因素負荷量

1 2

因素二：目標與策略運用

2 當我在學習時發現不懂的地方，我會持續努力把它弄懂。 .91

4 我能夠訂定適合自己的目標或期望。 .81

6 我可以有效地運用學習技巧來幫助我的學習。 .57

8 我能善用時間管理，面對具有挑戰性的學習。 .48

學習適應量表（ILA）

因素一：人際互動與學習方法

6 我和同學關係良好，有朋友可以一起運動或學習。 .95

4 我會積極與小組夥伴進行討論、合作和學習。 .75

2 我會運用一些方法使學習更順利，例如訂讀書計畫、做筆記。 .63

8 我會運用一些方法準備考試，例如多多練習、讀參考書。 .60

因素二：專注與學習氛圍

3 上課時我通常能集中注意力，不易感到厭煩。 .93

7 我上課的態度很積極，很專心聆聽老師的講解。 .75

1 我覺得來學校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50

5 我對教室、學校的學習氣氛感到滿意。 .49

9 我和老師們的關係良好，讓我很享受學校學習生活。 .44

（二）正式施測結果

1.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與因素相關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顯示，3份量表所有題項之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均高

於 .30。ISRL總量表與「後設認知」和「資源尋求」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

分別為 .88、.87和 .69，兩個因素的相關為 .73（p < .001）；ILSE總量表與「信心

與恆毅力」和「目標與策略運用」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91、.84和 .82，

兩個因素的相關為 .82（p < .001）；ILA總量表與「專注與學習氛圍」和「人際互

表 2
ISRL、ILSE、ILA之因素負荷量摘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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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學習方法」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88、.83和 .78，兩個因素的相關

為 .82（p < .001），顯示 3份量表內的題項間皆具中、高程度相關。

2. 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確定 ISRL、ILA、ILSE之信效度，因觀察變

項的偏態係數與峰度係數在接受範圍內，未違背常態分配假設，故採最大概似估計

法進行參數估計（陳正昌等人，2009），並參考 Hair等人（1998）建議，以整體

適配度、比較適配度與精簡適配度進行資料適配檢核。

ISRL為一階二因素模型，在絕對適配指標方面，χ2（N = 321, df = 26）= 67.59

（p < .001），GFI = .95、AGFI = .92、SRMR = .04、RMSEA = .07。在比較適配度

指標方面，NFI = .95、RFI = .93、IFI = .97、CFI = .97。在精簡適配度方面，PGFI 

= .55、PNFI = .68、PCFI = .70。由於卡方值易受大樣本影響而顯著，參照其餘適配

標準來判斷，顯示 ISRL整體模式適配度良好。此外，由於兩因素彼此關聯極高，

本研究以SEM係數檢定法驗證，結果發現兩因素之間的相關係數拒絕虛無假設（相

關為 1），亦即兩因素具有區別效度（p = .04）（Anderson & Gerbing, 1988）。本

模式各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2∼ .80，顯示觀察變項能反映其所建構的潛

在變項；標準誤（SE）介於 .08∼ .11；解釋量（R2）介於 .18∼ .64；誤差變異量

介於 .36∼ .82；後設認知、資源尋求的組合信度依序為 .87、.70，平均變異解釋量

依序為 .57、.37，顯示兩者均有良好內部一致性組合信度，但資源尋求所能解釋的

變異量有偏低之虞（見圖 2和表 3）。

圖 2　ISRL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

ER2 MB1ER4 MB3ER6 MB5ER8 MB7 MB9

資源尋求 後設認知

e1 e5e2 e6e3 e7e4 e8 e9

.66 .76

.95

.72 .62 .80.60 .79.42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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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SE為一階二因素，整體模式適配度良好：χ2（N = 317, df = 26）= 63.16（p 

< .001），GFI = .96、AGFI = .93、RMR = .04、SRMR = .03、RMSEA = .07、NFI = 

.96、RFI = .94、IFI = .97、CFI = .97、PGFI = .55、PNFI = .69、PCFI = .70。此外，

由於兩因素彼此關聯極高，本研究以 SEM係數檢定法驗證，結果發現兩因素之間

的相關係數接受虛無假設（相關為 1），亦即兩因素區別效度不佳（p = .21）

（Anderson & Gerbing, 1988），儘管依據區別效度結果，兩因素宜加以合併成為單

一因素，惟考量 ILSE編制理論架構，ILSE仍保持兩因素結構較為合適。本模式各

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61∼ .81，顯示觀察變項能反映其所建構的潛在變項；

SE介於 .07∼ .09；R2介於 .37∼ .66；誤差變異量介於 .34∼ .63；「信心與恆毅力」

和「目標與策略運用」的組合信度依序為 .84、.82，平均變異解釋量依序為 .52、.53，

顯示兩者均有良好內部一致性組合信度與解釋變異量（見圖 3和表 3）。

ILA為一階二因素，整體模式適配度良好：χ2（N = 319, df = 25）= 97.34（p < 

.001），GFI = .93、AGFI = .88、RMR = .07、SRMR = .04、RMSEA = .09、NFI = 

.92、RFI = .89、IFI = .94、CFI = .94、PGFI = .52、PNFI = .64、PCFI = .63。此外，

由於兩因素彼此關聯極高，本研究以 SEM係數檢定法驗證，結果發現兩因素之間

的相關係數拒絕虛無假設（相關為 1），亦即兩因素具有區別效度（p = .004）

（Anderson & Gerbing, 1988）。本模式各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4∼ .79，

顯示觀察變項能反映其所建構的潛在變項；SE介於 .09∼ .11；R2介於 .29∼ .62；

圖 3　ILSE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

LS2 AG1LS4 AG3LS6 AG5LS8 AG7 AG9

目標與策略運用 信心與恆毅力

e1 e5e2 e6e3 e7e4 e8 e9

.72 .74
.75 .71 .81.78 .70.65

.9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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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變異量介於 .31∼ .54；「人際互動與學習方法」與「專注與學習氛圍」組合

信度依序為 .82、.77，平均變異解釋量依序為 .49、.47，顯示兩者均有良好內部一

致性組合信度，但能解釋的變異量有偏低之虞（見圖 4和表 3）。

圖 4　ILA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

IM2 CA1IM4 CA3IM6 CA5IM8 CA7 CA9

人際互動與 
學習方法

專注學習氛圍

e1 e5e2 e6e3 e7e4 e8 e9

.77 .68
.60 .67 .65.54

.27

.72.79

.93

.75

表 3
ISRL、ILSE、ILA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號 因素負荷量 SE t R2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解釋量

自我調整學習量表（ISRL）

後設認知

1 .76 0.09 15.46 .58

.87 .57

3 .62 0.11 11.80 .39

5 .80 0.08 16.72 .64

9 .79 0.08 16.21 .62

7 .79 0.09 16.41 .6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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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因素負荷量 SE t R2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解釋量

資源尋求

2 .66 0.10 12.26 .43

.70 .37
6 .72 0.09 13.78 .53

4 .60 0.11 11.01 .36

8 .42 0.11 7.36 .18

學習自我效能量表（ILSE）

信心與恆毅力

5 .81 0.07 16.97 .66

.84 .52

3 .71 0.08 13.97 .50

1 .74 0.07 14.95 .55

7 .70 0.08 13.78 .49

9 .61 0.09 11.54 .37

目標與策略運用

8 .65 0.09 12.49 .43

.82 .53
4 .75 0.07 15.17 .57

2 .72 0.07 14.29 .52

6 .78 0.07 15.99 .61

學習適應量表（ILA）

專注與學習氛圍

3 .67 0.09 12.81 .45

.82 .49

1 .68 0.11 13.10 .47

7 .72 0.09 14.05 .52

5 .65 0.10 12.37 .43

9 .75 0.09 14.91 .56

表 3
ISRL、ILSE、ILA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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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因素負荷量 SE t R2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解釋量

人際互動與學習方法

2 .77 0.09 15.36 .60

.77 .47
4 .60 0.09 11.04 .36

6 .54 0.10 9.62 .29

8 .79 0.09 15.77 .62

二、現況之描述統計

本研究正式參與者在 ILM、ISRL、ILA、ILSE得分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如圖 5

所示。成長學習心向、自我調整學習、學習自我效能、學習適應的平均數皆高於3.91

（高於中位數3.5），固定學習心向則低於 2.95（低於中位數 3.5），標準差介於 .84∼

1.06，顯示國中生具中上程度的成長學習心向、自我調整學習、學習自我效能和學

習適應，但擁有中下程度的固定學習心向。

三、結構模式與中介效果檢驗

茲因本研究採自陳式測量工具，為避免研究結果出現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造成之偏差，本研究於模式檢定前採用 Harman’s單因素

檢定法，檢驗高度相關的變項間（學習自我效能、自我調整學習、學習適應）是否

具有共同方法變異問題。分別以題項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設定跑出一個因子，結

果發現自我調整學習與學習適應之解釋變異為 47.39%；學習自我效能與自我調整

學習之解釋變異為 42.41%；學習自我效能與學習適應之解釋變異為 46.22%，解釋

變異均小於 50%，意味著並無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 & Organ, 

1986），接續依循 Anderson與 Gerbing（1988）的兩階段方法進行結構模式驗證。

（一）測量模式

本研究首先檢驗測量模式以確認是否適配再進行結構模式之驗證。測量模式

結果顯示適配良好：χ2（N = 289, df = 25）= 96.95（p < .001），GFI = .94、CFI = 

.97、NFI = .96、SRMR = .03、RMSEA = .10。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63∼ .93，

表 3
ISRL、ILSE、ILA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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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皆達顯著水準（ps < .001），相關指標符合余民寧（2006）、Hair等人（1998）

所建議，測量模式結果顯示本研究工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各觀察變項之間關係，

顯示潛在預測變數、潛在中介變數及潛在效標變數之間的相關均達顯著（ps < 

.001）（見表 4、表 5）。

圖 5　ILM、ISRL、ILA、ILSE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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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變項之相關係數矩陣（N = 289）

（1） （2） （3） （4） （5） （6） （7） （8） （9） （10）

（1） －

（2） .69 －

（3） -.42 -.32 －

（4） -.31 -.39 .47 －

（5） .54 .70 -.24 -.33 －

（6） .61 .69 -.32 -.27 .72 －

（7） .61 .73 -.30 -.37 .79 .66 －

（8） .60 .73 -.29 -.36 .80 .67 .86 －

（9） .54 .65 -.26 -.35 .71 .67 .75 .74 －

（10） .64 .75 -.33 -.40 .71 .75 .74 .77 .73 －

註 1：所有相關係數均達顯著（ps < .001）。

註 2： （1）學習成長心向─努力與自信；（2）學習成長心向─目標與挑戰；（3）學習固定心向─悲觀與無

助；（4）學習固定心向─迴避挑戰與失敗；（5）自我調整學習─後設認知；（6）自我調整學習─資

源尋求；（7）學習自我效能─信心與恆毅力；（8）學習自我效能─目標與策略運用；（9）學習適應

─專注與學習氛圍；（10）學習適應─人際互動與學習方法。

表 5
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1）成長學習心向 －

（2）固定學習心向 -.59** －

（3）自我調整學習 .89** -.49** －

（4）學習自我效能 .87** -.52** .94** －

（5）學習適應 .92** -.58** .97**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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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模式與中介效果檢驗

本研究以學習成長心向、學習固定心向、學習自我效能為潛在自變項，對潛

在中介變項自我調整學習與潛在效標變項學習適應，進行結構模式之檢定。研究結

果顯示整體模式適配度達理想標準，χ2（N = 289, df = 28）= 103.15（p < .001），

GFI = .93、AGFI = .87、RMR = .03、SRMR = .03、RMSEA = .10、NFI = .96、RFI 

= .93、IFI = .97、CFI = .97、PGFI = .48、PNFI = .59、PCFI = .60，顯示本研究之結

構模式成立。

圖 6　路徑模式及其標準化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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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接續檢視各變項間的直接、間接及整體效果，首先，成長學習心向與

學習自我效能之間有正相關（r = .87，p < .001），顯示成長心向與學習自我效能具

有中高程度正相關。而固定學習心向與成長學習心向有中程度負相關（r = -.60，p 

< .001）、學習自我效能均存在中高程度負相關（r = -.52，p < .001）。

在變項間的直接效果方面，成長學習心向對自我調整學習直接效果為 .37，且

學習自我效能對自我調整學習直接效果為 .63，均達顯著水準（ps < .001）。然而，

固定學習心向對自我調整學習直接效果為 .01（p = .90），未達顯著水準。最後，

自我調整學習對學習適應之路徑，可發現：自我調整學習對學習適應的直接效果

為 .99（p < .001），顯示自我調整學習愈好，學習適應程度也愈高。綜言之，成長

學習心向和學習自我效能分別會對自我調整學習產生正向的直接效果；自我調整學

習亦會對學習適應智能成長心向產生正向的直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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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間接效果的部分，成長學習心向會透過自我調整學習而間接影響學

習適應，其間接效果為 .37；同樣地，學習自我效能會透過自我調整學習而間接影

響學習適應，其間接效果為 .62。另一方面，固定學習心向會透過自我調整學習而

間接影響學習適應，其間接效果為 .01。綜言之，成長學習心向對自我調整學習、

學習適應的整體效果達顯著水準（ps < .001），整體效果量分別為 .37、.37；學習

自我效能對自我調整學習、學習適應的整體效果亦皆達顯著水準（ps < .001），整

體效果量分別為 .63、.62，而固定學習心向對自我調整學習、學習適應的整體效果

則未達顯著。

依據 Shrout與 Bolger（2002）建議，本研究使用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

驗證中介效果，主要藉由重複取樣（resampling）進行間接效果值之估算，形成間

接效果值的分配，求出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倘若 5,000次抽樣得到信賴區間（95% 

CI）未包含 0，則稱有中介效果（Mackinnon, 2008; Shrout & Bolger, 2002）。而本

中介效果檢定結果顯示學習成長心向對學習適應的間接效果值 .37（95% CI: 

.08∼ .73），學習自我效能對學習適應的間接效果 .62（95% CI: .24∼ .79），並

未包含 0在內，所以間接效果顯著。而固定學習心向 .01（95% CI: -.12∼ .15）則

並未達到顯著，此結果亦表示，學習成長心向和學習自我效能對於提升學習適應，

其效果需透過自我調整學習才能達成；換言之，一味強調學習信念，對於提升學習

適應不一定奏效，應透過自我調整學習方可收效。

伍、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發展適用於國中生的 ILSE、ISRL與 ILA，並驗證本研究提出之

模式。歷經預試與正式施測的兩階段分析，並進行探索性因素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發

現，3份量表信效度尚可。ILSE主要在測量國中學生在一般學習能力的自我效能，

信心與恆毅力係為對於自身學習的信心，以及學習恆毅力之效能；目標與策略運用

則包含一般學習方法與策略的使用，儘管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本研究量表之兩個

潛在因素間有高度相關，在經區別效度檢證後顯示 ILSE區別效度不佳。惟本研究

考量 ILSE的編製架構，且其分量表加總的皮爾森績差相關存在中高度相關，並非

完全重疊的因素，是以保持一階二因素之架構。綜言之，本研究所編製的 ILSE的

因素內涵也呼應過去許多學者（洪福源等人，2014；楊致慧等人，2014）對於學習

自我效能的看法。此外，本研究發展之 ILA為一階二因素結構，包含「專注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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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氛圍」和「人際互動與學習方法」兩因素，專注與學習氛圍包括學習者的學習注

意力、學校氛圍；人際互動與學習方法包括學習者在學校與同學和老師關係及學習

策略，包括學習技巧、學習方法、時間安排、閱讀和做筆記、考試技巧等。綜言之，

本研究所編製的 ILA內涵亦呼應過去許多學者對於學習適應的主張（張雅雯，

2018；陳宥慈，2016；Neel & Fuligni, 2013; Perreira et al., 2010; Potochnick, 2018），

且信效度良好。

最後，本研究發展之 ISRL參考林清文（2002，2003）和 Pintrich（2000, 2004）

等研究架構發展量表，融合 Dweck（2015）所提出的成長心向學習觀點，學生在

遇到學習困難時需要「嘗試新策略」並「尋求其他人的意見與資源」。本研究初編

製之 ISRL，涵蓋認知與後設認知策略、動機與情感策略、行為與資源策略，在經

由因素分析後最後為一階二因素結構（含後設認知與資源尋求），後設認知一般係

指對自己認知歷程與結果的覺察和調整，而本研究認為目標訂定、認知、情感、行

為策略都能涵蓋於後設認知內，換言之，當研究者察覺或認知到自己的認知、情感

與行為後，所採取的任何策略均可歸納為後設認知策略。而隨著時代科技進展，現

今學生相較於過去擁有更多學習資源，是以本研究著重於資源尋求策略，強調包含

主動應用設備以蒐集資訊或尋求他人協助，意即學習者能夠瞭解、使用及調整學習

方法與策略，並應用環境中的有利資源以增進其學習效果，例如：請教他人、搜尋

資料等。而兩個因素內涵也呼應過去許多學者對自我調整學習內涵的看法（林清

文，2002，2003；陳志恆、林清文，2008）。相較於過往量表，本研究之 ISRL優

勢在於量表考量時代更迭，在十二年國教課綱自主學習推動下，學生質變，學習資

源較多，在如同徐綺穗（2019）主張自我調整學習與「自主行動」核心素養兩者均

強調主動性，因此在 ISRL量表題項敘述上亦強調主動性。此外，隨著科技時代的

蓬勃，學生在自我調整學習的資源利用上也突顯出 3C產品之重要性，因此量表題

項陳述上亦更貼近現代學生身處的網際網路世代，亦呼應自主、互動、共好的教育

理念。最後，在國中生現況的自我調整學習、學習自我效能和學習適應的平均得分

上，達到中上程度，此結果與馮淑梅（2019）、賴英娟與巫博瀚（2018）、李宸鎰

（2018）的研究結果能相互呼應。

在路徑模式分析方面，發現學習成長心向與學習自我效能呈現中、高程度正

向相關，學習固定心向則和學習成長心向與學習自我效能呈現中度負向相關，此部

分證實心向和自我效能兩者之間確實具有顯著相關，與過去文獻評閱結果一致

（Burnette et al., 2020; Burnette et al., 2018; Dweck, 2007; Huang et al., 2019）。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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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驗證亦發現學習成長心向和學習自我效能會透過自我調整學習的中介而間接

影響學習適應，自認為有高程度學習成長心向或有高度自我效能的學生，可能較有

自信心，勇於面對挑戰，不怕面對失敗者，進而影響自我調整學習表現，與過去實

徵調查發現一致（Burnette et al., 2013; Mrazek et.al., 2018; Panadero et al., 2017; 

Schunk & Usher, 2011; Usher & Pajares, 2008），即持有成長心向的個體傾向於設定

精熟目標，並使用精熟策略。而自我調整學習扮演中介的角色，影響學習適應，此

發現支持自我調整學習及學習適應呈現正向關係的發現（牛麗鳳，2008；施躍健，

2007；程炳林，2002a，2002b）。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原假設在路徑模式中學習

固定心向會對自我調整學習產生負向的直接效果，並對學習適應產生負向的間接效

果，但模式結果顯示學習固定心向對於自我調整學習無直接顯著效果，亦對學習適

應無顯著間接效果。由皮爾森相關分析中得知，學習固定心向的總分和觀察指標分

數均僅與自我調整學習和學習適應有低度負相關，但學習成長心向及自我效能的總

分和觀察指標分數與自我調整學習和學習適應均有中度到高度相關。此外，本研究

發現參與國中生具有低度的固定學習心向。因此，本研究推測在整體模式中，由於

成長學習心向和學習自我效能對自我調整學習、學習適應的正向影響力遠大於固定

學習心向，且參與學生具有低度的固定學習心向，相形之下，固定學習心向微弱的

負向影響變得不重要，即當學生的成長學習心向與自我效能很高時，縱使有低度的

固定學習心向，仍不至於降低國中生自我調整學習和學習適應，這也凸顯成長學習

向心向與自我效能的重要性。然而，固定學習心向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視，當國中生

的固定學習心向很高且與自我調整學習及學習適應具有高相關時，仍可能對自我調

整學習及學習適應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是否真的如此，有待後續研究加以驗證。

本研究也發現成長與固定學習心向僅具有中、低度程度負相關，顯示成長心

向和固定心向並非兩個完全相反的信念，兩者為可並存的相對信念，惟程度不同而

已，亦即具有混和型心向（卡蘿．德威克，2007/2017），亦呼應 Dweck（2016）

認為每個人一定或多或少都有固定心向的說法。

陸、結論與建議

在此教育改革實踐之際，新課綱倡導自主學習的重要，而不論是自我調整學

習或學習信念（如學習心向）均被視為學習歷程中至關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臺

灣卻尚未有針對國中生的學習心向、自我效能、自我調整學習互動和學習適應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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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研究。是以，本研究為一探索性研究，目的在於建構並驗證學習心向（含成長與

固定心向）和學習自我效能是相輔相成的，倘若能結合自我調整學習策略，則能有

效促進國中生的學習適應。

一、研究結論

首先，本研究發展之 ISRL、ILSE與 ILA係為經過嚴謹的題目編製、專家審查、

題項分析、內部一致性及兩階段因素分析而成，本研究發展之量表具有良好信效

度，能用於測量國中生的學習自我效能、自我調整學習與學習適應的表現，供教育

人員及未來研究人員作為工具使用。

其次，本研究提出學習心向（含成長與固定）與學習自我效能藉由自我調整

學習影響學習適應之因果模式，結果發現學習成長心向能結合自我效能和自我調整

學習策略，促進國中學生的學習適應，其中，成長心向和自我效能對於促進自我調

整學習和學習適應均有幫助，就臺灣目前的情況，僅少數教育人員重視培養學生的

學習心態與信念，然而在國外，培育孩子「成長心向」的觀念早已在中小學相當普

及，因此教育學者倘若能理解心態與信念的觀念與重要性，必能夠更有效的幫助

學生。

最後，本研究驗證的理論模式中，顯示自我調整學習在學生的學習適應中扮

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國中生正值發展階段，在面臨課業繁重且充滿挑戰的國中生

活，若能在剛踏入國中之際，便擁有正向的學習信念與有效的自我調整學習策略，

對於其國中階段的學習適應將有很大的幫助，綜言之，本研究為國中生心向影響學

習適應之理論研究提供初步輪廓，供後續研究與相關教學之參考。

二、未來研究與教學建議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進行調查，抽取北、中、南地區國中七、八年級學生，未

納入東部暨離島區域，且礙於九年級正值課業繁重之際，未能將其納入，儘管本研

究未能採分層抽樣，也未涵蓋東部暨離島區域及九年級之學生，但本研究抽取之參

與者涵蓋都會區與偏鄉地區之樣本，有相當程度的地域代表性。本研究可視為探究

不同類型心向對自我調整學習與學習適應之探索性研究，結果代表性及類推應用性

可能受樣本影響而有侷限，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採分層隨機抽樣，並擴大地域及涵蓋

所有年級的國中生，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理論模式，並進一步納入其他可能的影響

變項，以建構更完整與全面性的臺灣國中生學習心向對其學習適應影響之理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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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主要以國中學生為研究參與者，未來研究可納入國小及高中職

或其他就學階段學生為研究參與者，以檢證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式是否能適用於不同

教育階段，並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具體教學或研究建議，以提升十二年國教課綱教育

改革的學習成效。再者，本研究主要採用單一時間點之蒐集資料，未來研究可以進

行縱貫性的研究，或輔以針對中學生的質性訪談作為補充，以更深入了解國中生使

用的自我調整學習策略是如何在心向、學習自我效能與學習適應之間扮演中介角色

及其細部的動態變化關係。

最後，本研究的中介效果證實，自我調整學習在心向、自我效能和學習適應

之間，扮演舉足輕重的中介角色。因此，若要提升中學生的學習適應情形，除了促

進學習成長心向和學習自我效能（信念層面）之外，需輔以自我調整學習策略的教

導與強化，如：學校教育人員應引導學生善用學習策略、學習反思與修正、運用資

源等，讓學生在學習新事物時能夠得心應手，才能夠與信念在學生的學習適應上產

生相輔相成的正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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