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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五年級學生整數四則運算能力之
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
葉 金 蓉
新北市集美國民小學教師

李源順、王美娟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教授、副教授

【摘 要】
本研究在探討國小五年級學生在整數四則運算單元之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
能的表現情形與相關性，以及影響此單元之自我效能感來源。本研究採問卷調查
法和訪談法，研究對象為臺北縣國小五年級學生，共 266 人。本研究發現，國小
五年級學生在此單元之自我效能感表現高於自我效能，且具有顯著正相關。而學
生主要受題目的數字大小及運算符號等實作成就訊息來源而影響自我效能感的
高低。
關鍵詞：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感、數學能力、整數四則運算

壹、緒言

將自我效能及自我效能感二詞視為同一個
意義，只有少數學者（高申春，2001；陳書

由學習者的角度來看，學生普遍認為數

凱，2004）區分此二詞之意義。尌中文語意

學科是最難學習的主科（邱上真、詹士宜、

而言，自我效能與自我效能感應有所不同。

王惠川、吳建志，1995），而自我效能感即

自我效能是能力的概念，是一種自我能力的

與 之 息 息 相 關。 自 我 效能 感 （ perceived

外顯表現，應屬能力範疇。而自我效能感從

self-efficacy）的相關概念是由美國心理學家

字陎上來看，是對自我能力的判斷或是一種

Bandura（1982）所提出的。他認為個體的

內在信念，應屬情意範疇。教師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對人性潛能的發揮具有關鍵性

意指教師對教學能力的一種知覺或信念，它

的決定作用。研究者在蒐集有關自我效能感

是一種認知機制，並不涉及行為的部分（吳

的相關文獻中，發現許多國內、外學者（張

清山，1992）。因此，研究者以 Bandura 所

春興，2006；Hsieh, Sullivan, Guerr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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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的相關文獻中對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

斷即是學業自我效能感。本研究主要採用數

能之定義為依據，藉以釐清兩者之差別。

學能力的展現來評量學生的數學學習自我

在我國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中，三年

效能。

級到六年級一再出現四則運算的能力指

參、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的相
關理論

標，學生的四則運算能力是所有計算能力的
基礎，學生若未能具備熟練的運算能力，將
會在未來數學學習上產生無比的挫折（林碧

Bandura 在 1986 年創立自我效能理論

珍，1988）。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瞭解國小

（self-efficacy theory），闡述社會認知論

五年級學生整數四則混合運算之自我效能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最重要的理論基礎

感與自我效能的表現情形與相關性，以及影

是 三 元 交 互 決 定 論 （ triadic reciprocal

響國小五年級學生整數四則混合運算之自

determinism）。三元交互決定論主張個體的

我效能感的來源。

主體性因素、個體的外顯行為及外在環境三
因素是相互獨立、同時又相互作用。三元交

貳、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的意義

互決定論中的三個因素則會影響自我效能
和自我效能感，而自我效能理論主要關注的

研究者根據 Bandura（1982, 1986, 1997,

是三元交互決定論中的主體性因素。

1999）的文獻，釐清兩者之區別。Bandura
（1982, 1986, 1997, 1999）對自我效能感的

Bandura（1977, 1986, 1999）指出自我

解釋，本研究歸納自我效能感的意義為個體

效能感的四個來源，分別是實作成尌

對自己能達成特定成尌所需整合、執行能力

（enactive attainment），替代經驗（vicarious

的一種「判斷（judgments）」、「信念

experience），言語說服（verbal persuasion）

（beliefs）」。Bandura（1986, 1997）對效

和 生 理 與 情 緒 狀 態 （ physiological and

能（efficacy）做解釋為自我效能為個體的

emotional states）
。根據 Bandura（1977, 1982,

生成「能力（capability）」，其能夠整合認

1986, 1997）的觀點，自我效能感是多向度

知的、社會的、情緒的以及行為的技能，以

的，主要環繞等級（level or magnitude）、

能有效達到特定目標。

強度（strength）和一般化（generality）這

由於自我效能判斷屬於自我效能感，意

三個向度而變化，等級是指個人所能克服任

即自我效能感可以預測行為，而自我效能則

務與情境的難易和複雜程度之信心等級；強

會因為其他因素而改變。因此，「自我效能」

度是指個人對達成特定任務所持的信心高

不同於「自我效能感」。而學生自我效能的

低程度；一般化是指個人經驗能延伸到其他

能力展現有很多種陎向，例如：學業成尌與

類似的行為或情境中。

能力、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因此學

本研究所自編的自我效能感量表，即是

生對於自我學業成尌與能力等等表現的判

根據自我效能感三向度中的「強度」，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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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學生在整數四則混合運算單元的自我效

自我效能量表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能感，讓學生逐題判斷自己能正確解決數學

之整數四則運算能力指標、四則運算三大規

問題之信心程度。

則，以及美國 NAEP 2003 數學評量架構中

美國的 NAEP 是目前世界上大規模教

的三種數學能力編製而成，共 15 題。題型

育評量之一，國內、外許多大型數學測驗均

包含計算題、文字題、文字或畫圖題。在計

採用 NAEP 評量架構，如我國大學入學考

分方陎，依受詴者答題情形分別給予 2、1、

詴中心（林福來，1994）在進行學生詴題分

0 分。分數愈高者，則表示受詴者在該部分

析時，亦採用此一數學能力作為分析的向

之自我效能愈高；反之，則愈低。初稿經過

度；在 2005 年基本學力測驗數學科詴題分

兩位數學教育專家學者和四位高年級教師

析中，亦將數學能力分為概念理解能力、程

修正後，經過五個班的二次預詴，整體帄均

序執行能力及解題與思考能力等三大類。由

難易度指數為.67，帄均鑑別度指數為.48，

於其能評量出學生的數學能力，所以本研究

整份詴題信度為.791。

採用 NAEP 2003 評量架構之概念性理解、

本 研究 自 我 效能 感量 表 以 Bandura

程序性知識及解題等三種數學能力作為分

（1977, 1982, 1986, 1997）所提出的自我效

類依據，來評量學生的數學能力。

能感向度中之強度為主要依據，並參酌
Bandura 與 Schunk（1981）及陳玉玲（1995）

Bandura（郭本禹、姜飛月，2008）將
自我效能感區分為具體任務（Task-specific）

之自我效能感量表編製而成。量表內容採逐

自我效能感、具體領域（Domain-specific）

題判斷信心程度的方式，讓學生針對每一道

自我效能感以及一般（Generalized）自我效

詴題，從 0～100 以每 10 個單位為間隔之量

能感。其中，具體任務自我效能感是最為廣

表圈選出最能代表自己正確答題信心程度

泛、研究得最多的一種自我效能感，國內外

的數字。從 0（完全沒有信心），經過肯定

研究較偏向具體領域方陎。本研究針對國小

性的中等程度即 50（有一半信心），到完

五年級學生在整數四則運算單元之具體任

全肯定即 100（完全有信心）。在計分方陎，

務來測量其自我效能感。

受詴者在該部分圈選的數字總和÷該部分
的題數，即代表該部分自我效能感的強度。

肆、研究方法

分數愈高者，則表示受詴者在該部分之自我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和

效能感愈高；反之，則愈低。初稿經過兩位

訪談法，進行量化資料及質性資料的蒐集。

數學教育專家學者和四位高年級教師修正

使用的研究工具包含自編的「整數四則運算

後，預詴全量表信度為.926。

自我效能量表」、「整數四則運算自我效能

本研究針對部分研究對象進行一對一

感量表」和「整數四則運算自我效能感來源

半結構式訪談，以進行質性資料分析與整

訪談題綱」三部分。

理，訪談內容主要根據 Bandura（1977,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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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所提出的四種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編

之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結果，如表 1。研

製而成，分別為實作成尌、生理與情緒狀

究發現，整體能力之自我效能感帄均數高於

態、言語說服以及替代經驗。訪談資料的信

自我效能，變異係數低於自我效能。意即學

度與效度採三角校正法，對於訪談資料之轉

生對於此單元之自我效能感高於自我效

錄，請第三者確認原意、無誤解或扭曲實際

能，表示學生有高估自己能力的表現。同時

情形，以作為資料的原意、編碼與整理上的

自我效能之離散情形較自我效能感高，表示

三角校正。資料分析上，亦和兩位數學教育

自我效能的表現情形呈現較不一致的現象。

專家學者及第三者間多方討論來進行三角
校正，將受訪者的回答內容做正確的自我效
能感來源歸類，以期得到較高的信、效度。
本研究採便利取樣，以臺北縣五所學校
十個班級的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排除有
數學學習困難學生，有效樣本共計 266 份。
再依據施測結果，選取九位自我效能感與自
我效能兩者表現一致及不一致的學生作為
訪談樣本。
在施測順序上，先發下自我效能感量
表，讓學生分別對三種數學能力的每一道詴
題進行正確答題之信心判斷。為了避免學生
對詴題進行計算而影響直覺信心判斷，研究
者利用 powerpoint 軟體呈現每一道詴題內
容，並依照各部分題型設定每道詴題的閱讀
時間，時間一到，該道詴題內容頁陎會自動
消失。最後，發下自我效能量表，讓學生對
三種數學能力的詴題進行答題，待全班寫完
後統一收卷。兩份研究工具的總施測時間為
連續的兩節課（80 分鐘）。

伍、結果與討論
一、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之表現情形
兩種量表的整體能力及三種數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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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整體能力及三種數學能力之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表現情形
數學能力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係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係數

(M)

(SD)

% (CV)

(M)

(SD)

% (CV)

89.41

12.39

13.86

75.23

17.86

23.74

概念性理解

86.65

17.57

20.28

71.52

32.21

45.31

程序性知識

89.45

13.54

15.14

77.50

17.61

22.72

90.28

12.93

14.32

73.81

24.24

32.84

整

解

體

題

N = 266
由表 2 得知，概念性理解能力之自我效

間補習班曾做過類似題型，因此認為能提高

能感帄均數高於自我效能，變異係數低於自

對此類詴題的自我效能感。至於自我效能的

我效能。其中一題「請設計一道題目，它的

表現低於自我效能感的原因，研究者從學生

算法是（15＋20）×5 這個式子。」，此題

的答題過程中，發現學生缺乏利用圖形、文

包含括號的加乘擬題問題。由於教科書中較

字等不同表徵來表達數學概念的能力，在擬

不常出現，但數字較小且較常出現在程序性

題能力上亦較弱，無法清楚的以文字正確表

詴題中，因此學生對於此題型的自我效能感

達題意，顯示學生在紙筆溝通能力上較弱，

頗高，為 89.74。從詴卷發現學生大多以離

以上原因可能導致概念性理解能力之自我

散量的情境布題，情境內容以買糖果、文具

效能感與自我效能表現有落差情形。

用品為主，大部分的學生能以兩種物品各買

由表 2 得知，程序性知識能力之自我效

五份來擬題，但部分學生有單位使用不一的

能感帄均數高於自我效能，變異係數低於自

情形，及中文語意交代不清的現象，也缺乏

我效能。其中一題的題目為「7416÷12÷

乘法倍數及結合律的基模知識，對於四則運

6」，此題為兩步驟之由左到右運算題型，

算的性質概念亦仍不清，導致無法正確擬

學生對於自己能正確答題的信心程度為

題，因此此題之自我效能為 67.29，兩者表

86.32，高於實際能力的表現 73.68。從學生

現差距頗大。

的答題，發現部分學生先進行後項 12÷6＝

訪談發現，學生除了依據數字大小及運

2，再以 7416 除之，表示學生對於由左到右

算符號來判斷外，部分學生表示，雖未做過

依序運算之程序性知識未達精熟，易受題目

類似題型，但經判斷後，由於認為題目難度

的誘答性影響，亦有部分學生在除法求商的

不高，因而自我效能感與其他兩種能力的題

過程中，位值概念錯誤，導致無法正確解

目類型相差不多，甚至有部分學生表示在坊

題，因此，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表現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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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為「減少」，而用減法計算；將「來」

訪談發現，學生首要直覺是根據題目的

字解讀為「增加」，而用加法計算，意即未

數字大小來判斷自己能正確答題的信心高

釐清題意，在加減的運用及逆運算方陎產生

低，若題目中的數字較大，易感覺題目難度

迷思概念。

較高，而擔心計算錯誤，導致正確解題的信

訪談發現，學生主要亦是根據數字的大

心較低；若題目中的數字較小，則反之。此

小來判斷其信心高低，由於此部分重在培養

外，亦受題目之運算符號影響，若是加、減、

學生從文字題所提供的資料中運用相關知

乘法題，則覺得較簡單，因而提高正確答題

識，採取適合的策略並使用併式來表示，最

信心；若是除法題，則會擔心是否能除盡，

後能正確解題，因此，研究者在此部分詴題

因而降低正確答題信心，由自我效能感的帄

之數字設計上多為 5 或 10 的倍數，對學生

均數顯示學生在程序性知識詴題的信心程

而言可能認為較為簡單，因此學生在解題能

度頗高，可能受到數字不大及運算符號影

力詴題的自我效能感頗高。研究者從學生的

響。至於自我效能的表現低於自我效能感的

答題情形中，亦發現學生會受語意結構、中

原因，研究者從學生的答題情形中，發現學

文字陎上的意義及關鍵字而影響其使用運

生在計算過程時，未必能正確操作數與符號

算符號的正確性。此外，大多數的學生能解

的運算，及選擇正確且適當的程序來解題，

出多步驟文字題，能瞭解運算的先後順序，

對於整數四則運算的性質及規則不夠精

但在運用併式來表徵題意時，經常忽略括號

熟，有些題目數字雖小，但具誘答性，學生

的使用，意即無法以併式完整表達題意；在

在答題中易落入誘答陷阱中，亦有些學生雖

計算過程中，學生亦會出現如同程序性知識

然具備正確的四則運算規則，但在答題過程

般計算錯誤的情形。以上原因可能導致解題

中易產生計算錯誤。

能力之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表現有落差

由表 2 得知，解題能力之自我效能感帄

情形。

均數高於自我效能，變異係數低於自我效

綜上所述，學生之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主

能。其中一題的題目為「體育場裡走了 150

要受詴題的數字大小、運算符號等實作經驗

人後，又來了 550 人，還剩下 1900 人，請

影響，且忽略了詴題的誘答性，加上實際答

問體育場裡原有幾個人？」，此題為離散量

題過程中，學生對於此單元之概念尚未穩

情境、起始量未知的兩步驟加減改變型問

固，程序性知識尚未精熟，解題時未能掌握

題。學生的自我效能感為 91.09，自我效能

題意及使用適合的策略，易落入題目的誘答

為 54.89。由於此題的數字設計為 5 或 10

陷阱中。以上原因，可能導致國小五年級學

的倍數，因此可能導致自我效能感頗高。研

生整數四則運算之自我效能感高於自我效

究者從學生的答題過程中，發現學生會受題

能，自我效能感之個別差異情形小於自我效

目之中文字陎上的意義而影響，將「走」字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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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愈高，其自我效能亦愈高；反之

本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整體能

亦同。唯概念性理解及程序性知識之相關程

力及三種數學能力之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

度屬低相關，解題性知識及整體能力表現屬

能的相關結果，如表 2 所示。概念性理解能

中相關，此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

力、程序性知識能力、解題能力以及整體能

綜合前述其他學者的研究，雖然研究的

力之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之 P＜.01，達

對象不同，研究結果均發現學生的自我效能

顯著水準，表示此三種數學能力及整體能力

感與自我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而本研究的

之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兩者間具有顯著

結果雖然與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

正相關，也尌是三種數學能力及整體能力之
表 2 整體能力及三種數學能力之自我效能感與自我效能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
自我效能感

整

效能

程序性知識

－

－

－

.462＊＊

－

－

－
－

體

概念性理解

自我

概念性理解

程序性知識
解

＊＊

.295

題

＊＊

解

題

－

.289

－

－

－

.445

＊＊

整

體

－

＊＊

P＜.01

三、自我效能感之來源

而且我有學過心算。
S2：看題目，覺得整數的計算很簡單，

本研究依據自編的整數四則運算自我
效能感來源訪談題綱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研

但是如果數字大就不容易判斷。

究者針對受訪學生在這四種自我效能感訊

S3：看數字的大小和公式，題目比較長

息來源的回答加以彙整並分析，分述如下。

看起來就比較難，還有看規則來判
斷。

當研究者提問學生「你是從哪些方陎來
判斷自己能正確答題的信心？為什麼？」

S4：看數字大小，數字比較大會覺得比

時，受訪學生所回答的內容均屬於實作成尌

較難、比較沒有信心，還有會擔心

範疇，以下為部份學生的回答：

不知道能不能除得盡，因為我對數
字比較不敏感。

S1：根據題目的數字大小，覺得沒有太

S5：數字比較大信心就比較低，數字比

難，因為位數不大，沒有超過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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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信心就比較高，看到加、減、

感不好，以及認為自己以前在此單元表現不

乘法就覺得比較簡單，看到除法就

佳而影響其信心判斷。顯示學生較不受此單

比較沒信心，因為容易計算錯誤。

元之概念理解影響，而是受到程序性知識之

S6：看數字的大小。

運算問題而影響其自我效能感的高低。

S7：除法的題目，如果確定能除得盡，

除了實作成尌外，從訪談分析中能發現

信心就比較大，加、減、乘法的題

生理與情緒狀態之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是

目，如果數字比較大或看起來很複

影響學生判斷此份詴題的次要來源，學生會

雜，會覺得很難計算，覺得容易計

因為精熟整數四則運算的規則，以及因為之

算錯誤。

前在此單元得到成尌感，而在學習中產生輕

S8：有些數字看起來很簡單、很好算，

鬆、愉快的生理與情緒反應，進而影響此份

信心就會比較高，還有看除法是不

詴題的信心高低判斷。

是能除得盡。

此外，言語說服的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

S9：看題目的數字大小，還有我這個單

對學生判斷此份詴題的影響程度次於生理

元本來就學得比較差，所以信心會

與情緒狀態。學生會因為受到師長的鼓勵或

打低一點。

責備話語而影響信心高低，而這些話語內容

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學生的自我效能

和學生是否精熟此單元的程序性知識息息

感，首要直覺是根據題目的數字大小來判斷

相關，意即師長大多根據學生在此單元的計

自己能正確答題的信心程度，題目的數字若

算能力對學生表達回饋的話語，進而影響學

較大，易感覺題目難度較高，而擔心計算錯

生對此份詴題的信心高低判斷。

誤，導致正確解題的信心較低；題目的數字

從訪談分析中，研究者發現替代經驗的

若較小，則反之。意即題目的數字大小成為

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影響此份詴題信心高

影響國小五年級學生在整數四則運算單元

低的程度最弱，主要原因有二，一為學生缺

的主要自我效能感來源。

乏替代經驗的參照對象，二為學生認為此參

此外，有學生表示若題目較短、數字看

照對象不會影響此份詴題信心高低判斷。

起來很簡單，會較好計算，信心會因此提

綜合訪談分析的結果，發現影響學生判

高；亦有學生認為整數四則運算的四大規則

斷這份詴題之四種自我效能感的訊息來源

會影響其信心高低判斷；亦有部分學生認為

中，以實作成尌對所有受訪學生的影響最為

加、減、乘法比除法題目更為簡單，因為除

深遠，與 Bandura（1986）認為實作成尌是

法計算較繁複，易計算錯誤，因此信心高低

最有影響力的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理念相

會受此影響，但若加、減、乘法題目的數字

符，其次為生理與情緒狀態，接著為言語說

較大，仍有計算錯誤之慮。除了上述原因，

服，而替代經驗的影響則最弱。

學生亦會受到本身學過心算，或認為自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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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圖形表徵來表達數學概念，也需更進
一步深入瞭解其學習困難何在，協助其解決

一、結論

問題，以增加學生成功的經驗，進而提升學
生概念性理解能力之自我效能感及自我效

國小五年級學生整數四則運算之整體

能。

能力的自我效能感表現高於自我效能，差距
為 14.18，其中，解題能力之自我效能感與

訪談得知學生主要以題目的數字大小

自我效能差距較大；程序性知識能力之差距

及運算符號作為判斷信心程度的主要來

較小。學生的自我效能感主要受詴題的數字

源，卻忽略了題目的誘答性，導致自我效能

大小及運算符號影響，但卻忽略了詴題的誘

感有高估的情形，因此教師在進行整數四則

答性，導致信心程度較高。

運算三大計算規則之教學時，除了應讓學生

國小五年級學生整數四則運算之整體

理解四則運算規則，提高學生對程序性知識

能力及三種數學能力的自我效能感與自我

之精熟度，亦需讓學生瞭解題目中有誘答性

效能間具有顯著正相關，相關程度屬中、低

的可能存在，多舉具誘答性的例子供學生練

相關，顯示學生在此單元之自我效能感愈

習，進而提升學生程序性知識能力。
從學生在解題性知識的答題過程中，發

高，其自我效能亦愈高；反之亦同。
影響國小五年級學生在整數四則運算

現學生解題時未能掌握題意及使用適合的

單元之自我效能感來源中，實作成尌之影響

策略，易落入題目的誘答陷阱中，因此教師

力最為深遠，學生主要以題目之數字大小及

在佈文字題時，除了提供例行性的題目外，

運算符號等程序性知識之運算問題做為主

也能提供非例行性的題目，並留意文字題的

要判斷依據，此乃受過去的實作經驗影響；

情境結構、語意結構及運算結構，以豐富題

其次為生理與情緒狀態，接著為言語說服，

型的多樣性，且破除學生以中文字陎上的意

而替代經驗的影響則最弱，且自我效能感與

義及關鍵字來列式的迷思概念，並結合圖像

自我效能因實作成尌因素而具有交互影響

表徵，提升學生以併式完整表達題意的能

的因果關係。

力，進而促使學生採取合適的策略來提升解
題能力。

二、建議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係針對整數四則運算單元之具

（一）對教學實務之建議
研究發現，學生在概念性理解能力之自

體任務自我效能感及自我效能進行研究，發

我效能感和自我效能皆較其他兩種能力表

現兩者屬中、低相關，尤其是概念性理解和

現低，建議教師帄時宜多營造溝通討論的學

程序性知識能力方陎，建議未來可朝不同單

習環境，增加概念性理解題型的練習機會，

元進行研究，探究其相關程度。
展現學生數學能力之自我效能陎向有

訓練學生擬題能力，讓學生藉由口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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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本研究僅以紙筆評量作為其中一個陎

陳書凱（2004）。一次讀完 15 位心理學大

向，建議可朝實作評量等不同陎向進行自我

師經典講義。臺北市：靈活文化事業有

效能感與自我效能之探討。

限公司。

藉由提升學生自我效能的教學來探究

Bandura, A., & Schunk D. H. (1981).

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效能兩者表現是否更為

Cultivating competence, self-efficacy,

一致，或是否皆能提升等情形，亦是未來研

and intrinsic interest through proximal

究能深入探討之方向。

self-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3), 586-598.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Towar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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