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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旨在以「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之研發為

研究重點。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共有 1284 為國中一年級學

生，根據所蒐集之資料發展測量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

之工具並檢核其信效度；其次，縮簡原量表成短題本量表，

利用多樣本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技術，比較兩個版本在測量相

當與結構相當（measurement invariance 或 structure 

invariance）、信效度相當下，可適配資料結構。本研究結

果發現：1.根據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項目分析與驗

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國中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為「效用

性」、「代價性」與「興趣性」等三個因素所組成的二階直

交模式；2.交叉驗證分析相關適配度指標支持測量穩定性之

假設，本量表暫具有模型穩定性；3. 不同性別國一學生對數

學學習的課業任務價值觀並不一樣，男女學生在效用性、代

價性的部分有顯著差異存在，且在效用性向度上男生高於女

生；在代價性則是女生高於男生，而在興趣性部分則無顯著

差異。而在量表縮減部分，因資料回收時間很晚，目前尚未

獲得最佳結果，故暫不在本報告中呈現。 

中文關鍵詞： 國中女學生、數學課業任務價值、驗證性因素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focused on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ask Value 

Scale’. The main task for the study is scale 

development and checks thei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urthermore, abbreviating the original 

scale into a shorter scale. By using multiple samples 

SEM to test these two editions of structure 

invariance. The study found: 1. According to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item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 

got the second-order orthogonal three-factor model of 

mathematics task value as the ’utility’, ’cost’ 

and ’interest’. 2. Cross-validation analysis of 

relevant indicators of goodness of fit supposed 

measurement stability.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utility’ and ’cost’, 

male students higher than female students in utility, 

and female students higher than male students in 

cost. 

英文關鍵詞： junior high school girl student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ask Value Scal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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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一、 中文摘要與關鍵詞 

本研究旨在以「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之研發為研究重點。本研究採用問

卷調查，共有 1284 為國中一年級學生，根據所蒐集之資料發展測量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

價值之工具並檢核其信效度；其次，縮簡原量表成短題本量表，利用多樣本結構方程模式分

析技術，比較兩個版本在測量相當與結構相當（measurement invariance 或 structure 

invariance）、信效度相當下，可適配資料結構。本研究結果發現：1.根據探索性因素分析、

信度分析、項目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國中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為「效用性」、「代價

性」與「興趣性」等三個因素所組成的二階直交模式；2.交叉驗證分析相關適配度指標支持

測量穩定性之假設，本量表暫具有模型穩定性；3. 不同性別國一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課業任

務價值觀並不一樣，男女學生在效用性、代價性的部分有顯著差異存在，且在效用性向度上

男生高於女生；在代價性則是女生高於男生，而在興趣性部分則無顯著差異。而在量表縮減

部分，因資料回收時間很晚，目前尚未獲得最佳結果，故暫不在本報告中呈現。 

關鍵詞：國中女學生、數學課業任務價值、驗證性因素分析 

 

二、 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This study focused on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ask Value Scale". The main task for the study is scale development and checks 

thei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urthermore, abbreviating the original scale into a shorter scale. By 

using multiple samples SEM to test these two editions of structure invariance. The study found: 1. 

According to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item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 got the second-order orthogonal three-factor model of mathematics task value as the 

"utility", "cost" and "interest". 2. Cross-validation analysis of relevant indicators of goodness of fit 

supposed measurement stability.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utility” and 

“cost”, male students higher than female students in utility, and female students higher than male 

students in cost.  

Keywords：junior high school girl student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ask Value Scal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貳、 報告內容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家政策由上而下宣導性別平等意識，然國中教師與學生是否也跟隨著政策的宣導而改變其

觀念呢？筆者在 99 年度的國科會計畫（NSC 99－2511－S－451－008－）訪談了七位國中女學生，

從其「聚焦生命史（focused life history）」、「學習經驗的細節（the details of experience）」與「反思

經驗的意義（reflection on the meaning）」等三個向度了解國中高成就女學生、低成就女學生對數學

與科學學習的看法。研究結果發現：七位女學生中，低成就者皆不喜歡數學和理化課，然高成就的

資優生中也有不喜歡數理課程者，主要是因為上課太無趣、老師太嚴肅、不知所學為何。受訪者皆

表示國小階段喜歡上自然課，也不是那麼排斥學數學，然上了國中之後，學校的課業對她們來說，

似乎只是為了考試、升學而讀書；其次，父母對課業表現的期望或是兄弟姊妹的課業成就也影響她

們課業成就的表現，以及未來升學和職業的選擇。其實，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影響了家長、老師和女

學生對數學和科學學習的認知，部分老師和家長認為女生學不好數學和科學是可預期的，亦不會特

別鼓勵朝這兩個領域去發展，頂多只是要求成績不要太差就好；在女學生的認知部分，女學生認為

女生也可以和男生一樣有成就，但若要像男生一樣在數學和理化有好的表現，則必須要比男生更認

真努力才有可能達成目標。以目前臺灣的教育而言，兩性在學習資源應是獲得相同的對待，教育宗

旨也期望兩性在所有的成就表現，也應該是齊頭並進。然而，卻仍有性別刻板印象框架了女性的發

展，尤其許多時候是女性自願放棄。由歷年來的奧林匹亞數學、科學競賽結果可窺知，幾乎是國、

高中男學生的天下(近年來的國際競賽得獎資訊如附錄一所示)，或許臺灣的培訓單位應主動邀請優

秀女學生加入，也許就會有更多女學生得以在數學、科學領域嶄露頭角。師長們的鼓勵與期望、女

學生成功價值與信心的提升，都有可能讓女學生們因此找到人生的另一條康莊大道。 

在預期價值理論中，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有二：一是對學業成功可能性之評估，若評估的結

果認為成功的機率很高，則學習此門課業的動機將提高，這就是所謂的成功預期（expectancy）；第

二項影響因素是對學業成就或學業目標所賦予的價值，也就是學生對此課業任務的看法，即所謂課

業任務價值（achievement task value）。其中「課業任務」（achievement task）是指學生在學校的主

要任務即為課業，而課業是指學業、成績、上課（讀書、作業、功課、課堂、學程、課程）等。根

據此理論模式可看出課業任務價值是影響學生學習動機與行為的兩大因素之一。因此，若要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提昇其課業任務價值亦為重要途經之一，因為期望值與價值相關，而價值的面向之

一「代價」中的能力知覺與課業任務困難度知覺亦與期望值相關，從價值切入，亦可關注到期望值。

由成功期望價值理論可知，學生若是不重視課業任務價值，有可能影響其學習動機，並由於學習動

機低落，可能進而影響其學業成就。故本研究藉由「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之編擬為起

點，由此工具作為探究國中男女學生對數學學習的價值感，以及根據其數學學業成就差異探討男女

學生在數學學習時的影響變因，故此工具改善國中學生的課業任務價值將會是數學教師、課業輔導

人員有效的媒介，亦可快速了解女學生對數學課業的學習期望。 



本研究為旨在以「課業任務價值」理論為中心，根據以上所述之相關文獻討論，本研究之目

的：「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量表」編擬與修訂：發展一份測量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量

表並檢核其信效度，其次，嘗試縮簡原量表成短題本量表，並比較兩個版本的信效度，期能再編製

出一份短題本的工具，以便於實務使用的便利性。 

 

二、 文獻探討 

Eccles & Wigfield 提出期望價值模式（expectancy-value model）之探討，並陸續提出研究成果 

（Eccles, Adler, Futterman, Goff, Kaczala, Meece, & Midgley, 1983；Eccles & Wigfield, 2002；Wigfield 

& Eccles, 1992, 2002）。個人對某個課業的動機，包括對課業的堅持（persistence）、選擇（choice）

與表現（performance），並受到對成功的預期（expectation of success）與任務價值（task value）

的影響。其次，成功預期與任務價值受到對自我認知與目標及過去情感記憶的影響；自我認知及目

標與過去情感記憶又受到「他對『別人的態度與對他的期望』的知覺」以及「對自己過去課業成果

之解釋」的影響。個體對他人言行與任務的知覺以及對自己過去課業成果的解釋又受到「重要他人

的言行」、「社會文化」、及「獨特的背景變項與經驗」的影響（Eccles & Wigfield, 2002）。Centra 

& Potter（1980）提出一個教與學的模式來討論影響學生學習的變數關係，其中即有提到家長的價

值觀、期望會影響子女的學習成果，而學生自己的價值觀與期待也會影響其學習成果。Bandura

（1977）在社會學習理論中提到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Super（1957）所提的自我觀念，Krumboltz

（1979）提出的學習經驗與自我觀察推論，以及 Holland（1973，1985）與 Holland & Holland（1977）

的自我能力評估等概念，都與社會認知取向所述之自我效能有異曲同工之意義。Shen（2001）與

Schoon & Parsons（2002）發現一般青少年對自己的期望和父母相當一致，而父母的教育期望和家

庭社經地位有高相關，故當家庭資源較充足時，父母對子女有較高的期望，而影響了子女對自己也

會有較高的期望。根據成功期望價值模式文獻深究課業任務價值的內涵，包括四個向度：重要性、

效用性、興趣、代價等（Eccles et al., 1983；Eccles & Wigfield, 1995；Eccles & Wigfield, 2002），前

三項是正向價值，若其愈高，則影響學生對課業任務價值的認同也愈高；而代價為負向價值，若其

愈高，則其課業任務價值愈低。以下探討各項課業任務價值的內涵及其測量的可行性。 

「重要性」（importance；attainment value）價值是指將某事做好與個人自我認同之符合程度如

何（Eccles et. at., 1983）。任務的重要性價值是指該任務呼應個人自我認同的程度，一項任務若符

合個人之自我認同，有可能被此人視為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價值。相反的，一項任務若不符合個體之

自我認同，則可能不被認為具有重要性價值。例如一位外語系的學生可能認為數學成績好並非一位

優良外語生的重要能力，因此對數學賦予的重要性價值就低。由此可知，若要測量某位學生某學科



的重要性價值為何，可評量此學生認為此學科與其自我認同相符的程度如何。 

其次，「興趣」（interest）價值是由活動參與的過程中所經驗到的歡樂與滿足感或主觀的興趣

所決定的（Eccles & Wigfield, 2002）。Hidi & Baird（1986）及 Schiefele（1999）發現課業任務若具

有某些特性，將可引發對此課業的興趣。首先，若此課業與個人日常生活相關、學習時有愉快而成

功的經驗等，將可引發對此課業之興趣。其次，某課業在學習時讓人有「自主感」或「學習某課業

時可與個人其他興趣搭配進行」，是有可能讓人對此課業感到有興趣的。最後，若是學生認同的對

象重視課業，則學生可能會內化對方的價值觀而花較多的時間學習，於是可能會因提高課業成就而

逐漸產生出興趣來。因此在評量中，可以透過與學生探討「是否與日常生活相關」、「是否有成功而

愉快的經驗」、「是否有可以自己作決定或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是否有可以與自己原本興趣搭配

之處」、「是否有重視課業且認同的對象」等層面，以測量學生的興趣價值。  

再其次，「效用性」（utility）價值是根據此任務與個人的長短期目標相關的程度、以及其所提

供的助益而決定的 （Eccles & Wigfield, 2002）。若此科目與個人生涯目標相關愈高，則其效用性價

值愈高。故有些學生學習某些科目不是因為他對此科目有興趣，而是因為這科目與他的未來目標很

有相關，故此科目的效用性價值高。這些目標包括考試升學、未來就業、人際肯定（班上同學統計

都不好，若我統計的成績好，顯得很優秀、很有面子）、人際溝通與生活（英文對出國旅遊、數學

對日常生活中的計算）等等。因此要瞭解學生對學習某學科的效用性價值，可測量當前課業與長短

期生活目標的關聯，應可測量學生的課業任務之效用性價值。 

最後，「代價」（cost）牽涉到各種可能的選擇之結果的比較。影響代價的因素包括：為成功必

須要付出的努力、無法選擇其他有價值的選項、失敗所伴隨而來的心理代價、任務困難知覺等

（Eccles et.al., 1983；Eccles, 1987；Eccles & Wigfield, 1995；Wigfield & Eccles, 1992）。Anderson

（2000）將代價的概念再區分為經濟的、時間的以及心理的代價。他認為對於每項不同的任務，個

體都有不同的代價知覺。 

針對「課業任務價值」的標準化測量工具並不多，不僅多為國外學者編著，也已歷時多年未

更新。目前較為人所知且常用的學生課業任務價值測量工具有：Pintrich, Smith, Garcia, & McKeachie 

（1991）發展「動機與學習策略問卷(Motivated and Strategies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主

要亟欲測量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其次為 McCoach & Siegle(2002)發展的「課室價值評量表

（Class Value Assessment）」；第三，Weinstein(1987)發展「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Learning and Study 

Strategies Inventory, LASSI）」，並經由李 咏吟、張德榮、洪寶蓮（1991）進行修訂(包括編譯題目、

重新預試、項目分析、信效度分析等)，發展適用於臺灣的「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亦建立

了常模。綜觀以上發現這些工具著重於探討學生的學習策略與學習價值，根據 Eccles & 



Wigfield(2002) 修正的期望價值模式（Expectancy-Value Model）中，除了探討價值之外，亦將「代

價」的概念引入，Anderson(2000)將代價的概念再區分為經濟的、時間的以及心理的代價。筆者認

為探討學習價值也應將代價帶入，然過去的量表中皆無此類問題。課業任務價值量表對於了解學生

在課業學習有極大的意義，尤其面對當今國內學生的學習動機意識漸趨薄弱，對自己的課業任務價

值亦不瞭解，教師們也無法以較有效率的方式協助學生，故在教學上常感無力。此外，關於課業價

值的研究亦著墨不多，推論可能的原因之一或許是尚未有較新且較完整的課業任務價值做為評量工

具。 

Pintrich, Smith, Garcia, McKeachie (1991)發展「動機與學習策略問卷(Motivated and Strategies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主要亟欲測量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在他們的量表中，所

謂課業任務價值是指學生對於某個課業的重要性、效用性、及興趣價值的評估，即「What do I think 

of this task」。在此量表中，課業價值與目標導向(goal orientation)是不同的，目標導向是指學生思考

自己之所以要參與某項課業的理由，即「Why am I doing this」。因此，在 MSLQ 中，課業任務價值

是指學生對於某個課業內容的重要性、興趣性、效用性的知覺。測量課業任務價值的題目總共有六

題，有兩題是測量重要性價值，例如：「能夠學習這門課的教材，對我來說很重要」、「了解這門課

的教材內容對我很重要」；有兩題測量興趣價值，例如「我對這門課的內容很有興趣」、「我喜歡這

門課的內容」；最後有兩題測量效用性價值，例如「我相信學習這門課的內容對我是有用的」、「我

相信我能夠將這門課的學習用在其他的科目」。 

McCoach & Siegle(2002)認為部分成就不足學生之所以缺乏學習動機是因課業任務價值不

足，因此編製「課室價值評量表(Class Value Assessment)」，分為數學(math)卷與語言(language arts)

卷，各為 22 題，包含 7 題有關效用性、8 題有關興趣性、6 題有關重要性價值的問題。其數學卷各

因素（重要性、效用性、興趣）的 Cronbach's α 約為 0.88 到 0.93（n=176），而語言卷各因素的 Cronbach's 

α 約為 0.91 到 0.94（n=100）。Pintrich et al.,（1991）發展的 MSLQ 及 McCoach & Siegle(2002)發展

的課室價值評量表都沒有談到代價性價值，Anderson(2000)則將代價的概念再區分為經濟的、時間

的以及心理的代價。他認為要了解一個人對某件事的動機，除了了解其對成就的期望值以及對此事

所知覺的價值外，還要評估此事的代價。所謂代價，牽涉到各種各能的選擇的後果的比較，這會阻

礙了對課業的選擇。 

而 Weinstein(1987)所發展的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Learning and Study Strategies Inventory, 

LASSI），經由李 咏吟、張德榮、洪寶蓮（1991）修訂（包括編譯題目、重新預試、項目分析、信

效度分析等），發展出適用於臺灣的「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並建立了常模。此量表共包含

十個分量表，其中態度與動機分量表主要測量的就是學生的課業價值與學習動機。態度的題目例如



『課堂裡的大多數功課我都不喜歡』、「在我看來，課堂上所教的並不值得學」，都是反向題，似乎

與課業的價值比較相關。動機的題目例如「即使使我不喜歡的科目，我還是會很用功去爭取好成

績」、「我閱讀所指定的教科書」。 

Eccles, Wigfield, Harold & Blumenfeld (1993)提出男孩和女孩對不同科目賦予不同的價值，

Wigfield & Eccles (2002)發現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讓學生對不同的科目賦予不同價值信念，男生通常

對體育活動賦予較高的價值，而女生則在閱讀、英文和樂器方面，相較於男生有較高的價值信念；

此外，在數學科的學習方面，雖然男女生都對數學賦予相當的價值，而女生比男生對數學更沒有興

趣，不會想要修習數學與科學等相關課程，亦不會將其列為生涯規劃的選擇。Bell(1989)也發現同

樣的結果，他以資優女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因為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而限制了女學生在課業表

現追求卓越的發展，女學生擔心自己的優秀表現會造成他人的不舒服，也擔心自己的成就會讓人覺

得自己自傲，此外，還發現女學生關心自己的外表甚於課業。Ann & Michelle（2004）提出普遍發

現女生在科學的學習比男生有較低的自我效能，而且隨著年級愈高，兩性在自我效能感的差異也愈

大，雖然男生在自我效能、表現目標明顯高於女生，但女學生中若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和推理能力者，

也可以獲得較佳的學習成就。 

本研究在評閱過去著名的測量工具，並統整過去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並無適用於國中生數

學科的課業任務價值量表，故期能編製「國中學生課業任務價值量表（Achievement Task Value Scale 

for Junior School Students）」，用以提供教學實務的國中數學教師、輔導人員了解國中學生對其在數

學科課業任務之價值認知差異，並能針對女學生進行有效的課業協助與輔導，藉由提升女學生的課

業任務價值，進而再影響其數學課業的投入意願與學業成就。  

 

三、 研究方法 

（一）【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之測量模式 

在量表完成預試之後，先進行項目分析與探索性因素分析，量表內容根據前述之結果作修訂，

則進行正式施測，再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圖 1 即為【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之測量模

式。測量模式將根據修正指標的建議進行模式修飾，但修飾前提是不變動潛在變項到觀察變項指標

的路徑，僅開放估計同一潛在變項之觀察指標的測量誤差間存有相關。 

 



 

圖 1 初始測量模式概念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臺灣地區國一學生，有效樣本共1284人，包含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彰化

縣、雲林縣、臺南市與屏東縣等縣市，且男生有689人，女生有595人。詳細分布情形如表1所示。 
 
表1 各縣市、各校、不同性別國一學生數 

  生理性別 
總和 男生 女生 

臺北市、新北市 陽明國中 79 77 156 
 新莊國中 27 24 51 
 古亭國中 13 9 22 
臺中市 居仁國中 79 80 159 
 后里國中 10 10 20 
彰化縣 社頭國中 75 79 154 
 花壇國中 24 33 57 
 田尾國中 88 85 173 
 精誠中學 24 16 40 
雲林縣 西螺國中 105 4 109 
臺南市 大成國中 25 21 46 
 白河國中 100 109 209 
 佳冬國中 11 12 23 
 永仁國中 7 11 18 

問卷題項 

問卷題項 

 

問卷題項 

 

問卷題項 

 

問卷題項 

 

問卷題項 

 

問卷題項 

 
問卷題項 

 

重要性 

 

效用性 

興趣性 

代價性 

 

數學科課業

任務價值 



屏東縣 光春國中 2 11 13 
 萬巒國中 14 13 27 
總和  689 595 1284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參酌筆者與羅幼瓊、林清文（2013）編製的「大學生課業任務價值量表」架構，改

編為本研究適用之【國中生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量表】。該量表內容將包含四個向度，即：重要性、

效用性、興趣、代價，共有 39 題。「大學生課業任務價值量表」在測量大學生之課業任務價值時用

Likert-type 七點量表，本研究改為 Likert-type 六點量表作為衡量尺度。 

 

四、 研究結果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與項目分析 

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與項目分析後，量表刪減剩 23 題，且改為三個向度。詳細

的資料如表 2 所示。 

 

表 2 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與項目分析結果摘要表                           (n=1284) 
  1 2 3 CR 
效用

性 
（11
題） 

12.數學學得越好，在社會上就越有競爭的條件。 .729 .177 .155 29.462 
19.數學的學習成果將影響未來的求職過程。 .717 .178 .223 31.946 
10.付出努力於數學是值得的，因為對未來有幫助。 .681 .314 .229 32.359 
9.數學對未來的職業會有幫助。 .679 .235 .204 29.333 
20.數學成績好，未來求職時將比別人更有競爭力。 .678 .221 .181 30.808 
16.數學對我的未來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674 .166 .277 30.209 
6.數學學習影響自己的未來人生。 .669 .140 .206 27.572 
17.數學的學習在未來離校就業時將會用得到。 .622 .281 .242 29.827 
11.數學的用處就是可以增進專業知識與技能。 .617 .345 .217 30.863 
18.數學在未來報考證照時會用得到。 .576 .167 .255 24.430 
13.學好數學，還能應用到許多其它對未來有幫助的科目。 .565 .322 .260 27.990 

代價

性 
（6
題） 

35.要將數學學好，就要主動積極。 .231 .696 .287 26.365 
33.要將數學課業學好要付出時間的代價。 .212 .679 .144 20.236 
34.如果花時間能將數學學好，那麼這是值得的。 .287 .667 .244 25.908 
36.要將數學學好要改變不好的學習態度。 .243 .630 .266 23.657 
32.要將數學學好，就要付出心力。 .239 .618 .294 25.099 
38.國中課業的學習是為了自己，所以付出努力是應該的。 .260 .562 .328 24.608 

興趣

性 
（6
題） 

24.認真參與數學課就會覺得上數學課有趣。 .307 .295 .659 31.944 
30.我喜歡藉由國中數學課可以學到一些新事物。 .295 .326 .637 29.099 
22.我喜歡國中上數學課時的思辨與討論。 .324 .198 .635 28.528 
29.我喜歡我的數學老師的上課方式。 .179 .189 .633 22.047 



31.我喜歡聽老師在上課時講自己學數學的經驗。 .162 .284 .559 20.480 
23.國中上課方式比國小更多元。 .265 .206 .494 20.451 

轉軸後平方和負荷量                                    24.04%  15.298%  13.854%  
累積解釋變異量                     53.192%  
各分量表Cronbach's Alpha                                   .925     .875     .850  
總量表標準化Cronbach's Alpha          .943  
總量表Cronbach's Alpha                .942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將樣本隨機分成兩群（建模樣本與驗證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初步獲得之模式如圖 2、

圖 3 所示。 

 
圖 2  國中生數學課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路徑關係模式-建模樣本（n=642） 



 

 

圖 3 國中生數學課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路徑關係模式-驗證樣本（n=642） 

 
（三）性別差異之初探 
 
不同性別在課業任務價值之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男生(n=689) 女生(n=595)   95% CI 
Cohen’s d 

變項 M SD M SD t(1282) p LL UL 
效用性 3.17 .60 3.09 .54 2.282* .023 .010 .135 0.14 
代價性 3.36 .57 3.42 .48 -2.175* .030 -.121 -.006 0.11 
興趣性 2.60 .55 2.57 .51 .640 .522 -.040 .078 - 



*p < .05 
 

五、結論 

研究結果發現：1.根據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項目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國中

數學科課業任務價值為「效用性」、「代價性」與「興趣性」等三個因素所組成的二階直交模式；2.

交叉驗證分析相關適配度指標支持測量穩定性之假設，本量表暫具有模型穩定性；3.探討不同性別

國一學生對數學學習的價值觀，發現男女學生在效用性、代價性的部分有顯著差異存在，且在效用

性向度上男生（M=3.17）高於女生（M=3.09）；在代價性則是女生（M=3.42）高於男生（M=3.36）。

而在興趣性部分則無顯著差異。而在量表縮減部分，因資料回收時間很晚，目前尚未獲得最佳結果，

故暫不在本報告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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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次，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國一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課業任務價值觀並不一樣，男女學生在

效用性、代價性部分有顯著差異存在，在效用性向度男生高於女生；在代價性則是女生高

於男生，而在興趣性部分則無顯著差異，關於興趣性這一個向度，與過去部分研究成果不

同，學生對課業任務的價值觀將會影響其學習成效，值得教師深思。最後，本計畫除了在

規定時限內完成計畫成果報告繳交，也將再仔細分析所蒐集之資料探討男女國中學生對數

學學習的價值觀感，並結合其它變項進行討論，再將研究發現投稿至期刊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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