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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努力信念：文化心理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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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期以來，台灣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在跨國調查研究中名列前茅。然而，本地學生的學

習興趣卻相對低落。國內調查也發現，相當多大學生的學習興趣不高，甚至不清楚自己

的學業性向。這種「高成就、低動機」的現象引起許多文化心理學與教育學者的關注。

過去西方有關學習動機之心理學理論可分成需求取向與認知取向兩大類。然而，無論是

何種取向的學習動機理論，都無法完善地解釋本地學生的學習心理與行為。從文化心理

學的觀點來看，華人追求學業目標的心理和行為深受儒家文化所影響。因此，我們提出

了「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以理解本地學生的學習動機與信念。根據此理論架構，華

人的成就目標可分為兩類：「個人目標」與「縱向目標」。前者是個體依據自發興趣所建

構的成就目標；後者是個體因為自己的社會角色，而被期許達成之特定成就目標。這兩

類目標在目標價值、動機形式、社會心理功能和自我歸因模式上，皆有所差異。而且我

們認為，人們在追求縱向目標時會形成兩類努力信念：努力義務觀與努力進步觀。對於

學生而言，「努力義務觀」是指：相信努力用功是學生的義務，努力本身即是值得稱讚的

美德。「努力進步觀」則是指：相信努力可以增進自身的能力，亦即將努力視為可使人進

步的手段。我們根據理論概念進行了一系列實徵研究，結果顯示：對本地學生而言，追

求學業成就的確是重要的縱向目標，具有高度社會期許與美德價值，而且學生的角色認

同感與學業投入行為具有正向關聯。再者，無論是大學或中、小學生，努力義務觀都可

正向預測學業投入行為。此外，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研究顯示，努力信念可能在親子

之間傳承。而且中學教師的努力信念與其教學態度有關。換言之，努力信念可能透過家

庭和學校社會化歷程傳遞。本文最後將討論相關理論概念在教育輔導實務上的應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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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本土心理學運動（indigenous psychology movement）大約是在 1970 年代末期

由楊國樞等教授號召發起（楊國樞，1982），至今已接近半個世紀。近年來，本土心理學

的研究範圍擴展到教育、諮商與臨床等應用心理學領域，深化了本土心理學的理論與實

用意義（王智弘，2017；李維倫、林耀盛，2019；Hwang, 2012）。 

大約在 2008 年左右，我與幾位心理學與教育學學者組成了研究團隊，並且也與許

多專家學者合作研究。我們團隊的研究主題是從本土心理學的角度，探討本地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努力信念。我們研究團隊長期密切合作，並且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期刊與

專書。至 2020 年為止，已發表十餘篇論文。本文將整合闡述個人參與團隊十數年來的

研究成果與相關思考。 

本文將先提出過去一些調查研究的發現，說明其中所蘊含的文化特殊現象。正是這

些現象引發了我們研究團隊的好奇與研究興趣。接著，本文將說明西方動機心理學的主

要理論取向，以及既有的主要理論在解釋本地現象時遇到的疑難。為了理解台灣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信念，本文將接著闡述我們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提出之「華人成就目標理論

架構」（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achievement goals）（Chen et al., 2009）以及兩類

努力信念，並綜合說明相關的實徵研究結果。最後，本文將討論我們的理論概念在教育

輔導實務上的應用意涵。 

 

壹、東亞學生的學習成就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是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量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 IEA）所主辦的跨國調查研究。TIMSS 自 1995 年起，每四年

舉辦一次，內容是測量各國中、小學生的數學與科學學習狀況，包括：成績表現、學習

態度與學習環境等。台灣於 1999 年正式加入 TIMSS 研究。當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

國二學生的成績相當優異：三十四個國家中，科學成績位居世界第一名，數學居第三名

（科學教育研究資料庫，2021）。 

多年下來，台灣學生在 TIMSS 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根據 2019 年的 TIMSS 調查

結果顯示（Mullis et al., 2020），台灣八年級學生的數學與科學成績皆為全球排名第二名；

四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為全球第四名，科學為第五名。2015 年的調查結果中，台灣學生

的名次也非常類似（張俊彥等人，2018）。事實上，東亞地區（包括台灣、新加坡、日本、

韓國、香港）學生的 TIMSS 成績表現，長期以來皆領先世界其他各國。舉例而言，2019

年 TIMSS 的數學與科學的成績，無論是國小或國中學生，全球前五名幾乎全是由上述

東亞地區所包辦。 

然而，在如此亮眼的成就之下，本地學生對於數理的學習動機卻相對低落。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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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IMSS 除了測量學生的學習表現，還詢問了八年級學生對於數學和科學的興趣和主

觀重要性。結果顯示（Mullis et al., 2020），台灣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是世界倒數第六名，

韓國和日本名次還更落後；台灣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則是倒數第三名，倒數兩名分別是韓

國和日本。此外，台灣學生對於數學重要性的評價則是世界排名最後一名；對科學重要

性的評價為倒數第二，最後一名是日本。這樣的排名也與 2015 年 TIMSS 的學習動機調

查結果差異不大（張俊彥等人，2018）。 

無獨有偶地，除了 TIMSS 之外，另外一項長期大型跨國調查研究「國際學生能力

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也顯示類似結果。該

計畫每三年一次，針對十五歲學生的數學、科學及閱讀能力進行國際評比。2018 年 PISA

調查涵蓋了七十餘個國家和地區。結果顯示，台灣學生在科學成就上排名世界第五，數

學排名第十，閱讀排名第十六。而無論是數學、科學或閱讀領域，前五名幾乎都是由東

亞地區所囊括（OECD, 2019）。過去 PISA 也調查了學生對於數學與科學的學習興趣，結

果顯示台灣學生對於兩者的學習興趣都不高（OECD, 2016）。換言之，許多國際評比調

查結果都顯示，長期以來台灣學生在數理成績的表現極為優秀，但是對於數理的學習興

趣和主觀重要性都相對低落。 

進一步來看，學習興趣低落的現象不只發生在中學階段，大學生也有類似狀況。根

據教育部（2021）統計網站資料，2019 年大專院校日間部大學生退學人數四萬七千餘人，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所讀科系「志趣不合」（約佔全部退學人數 36%），其次是「工作需求」

（約佔 29%）。同年休學人數接近四萬人，最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志趣不合」（約佔 25%）。

如果調查對象包含仍在學學生，那麼認為就讀科系與自己志趣不合的比例可能會更高。

一項以台灣 21 所大專院校 1713 名畢業生為對象的調查研究即顯示：高達 47.2%的大學

生並不喜歡自己就讀的科系或領域，而且大學生對於學習第二專長的意願也不高，僅約

23.3%（陳源林，2007）。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之報導，近五年來頂大學生尋求校內諮商

的人數幾乎翻倍（游昊耘，2021）。而過去一項以台灣 57 所大學院校 5655 名大學生為

對象的「大學生主觀壓力源與憂鬱情緒之相關性調查」顯示：22.2%的大學生有明顯憂

鬱情緒。「經常」或「總是」成為大學生壓力源的事件依序為：「未來的生涯規劃」、「經

濟狀況」以及「課業、考試成績不佳」（葉雅馨，2008）。 

上述現象引起許多本土或文化心理學與教育學者的關注，主要問題在於：台灣學生

的學業表現如此優異，但對於學習的興趣卻不高，也似乎不太瞭解自己的學業性向，究

竟他們的學習動機為何？台灣學生如此努力於追求學業成就，究竟「能力」和「努力」

對於他們在學習時的意義為何？若從西方主流學習動機理論來看，台灣以及許多東亞地

區學生的「高成就、低動機」現象並不容易理解（參見 King & Bernardo, 2016）。下一節

將說明西方學習動機理論的主要論述取向，以及解釋本地現象時遇到的疑難。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x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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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西方學習動機理論的論點與疑難 

 

西方的心理學研究者提出許多學習動機理論或概念，以理解其文化中人們的學習模

式。概括而言，這些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兩大取向：需求取向（need-oriented approach）與

認知取向（cognitive-oriented approach）（Chen et al., 2009）。需求取向的理論多將學習動

機視為成就動機的一種，主要是探討學習成就需求的本質與內涵，以及個人成就需求與

追求成就行為之間的關聯。在當代動機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中，此類理論的重要代表是「自

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Deci & Ryan, 1985, 1992, 2000; Ryan & Deci, 

2019）。另一方面，認知取向的理論將學習動機視為個體的認知歷程與信念，包括學業成

敗歸因、能力或智力信念等。此類理論著重於探討個人認知或信念對於追求成就行為之

關聯或影響，重要的代表理論是「內隱心態理論」（theory of implicit mindset）（Dweck, 

2006; Dweck et al., 1995; Dweck & Leggett, 1988）。本節將先說明這些主流西方學習動機

理論的觀點，進而分析指出：無論是需求取向或認知取向的理論，都無法完善地解釋東

亞或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行為。 

 

一、「自我決定理論」之觀點 

 

從理論發展史觀之，需求取向的學習動機理論延續了早期有關成就動機

（achievement motivation）的研究議題（McClelland et al., 1953; Atkinson, 1964）。此類理

論認為人類的行為是由內在需求（needs）或驅力（drives）所推動。換言之，行為動機

是源自個體的生理或心理需求。學習或追求學業目標之動機可視為是一種成就動機，因

此也是為了滿足內在的心理需求。 

早期一些實驗顯示：若對學生原本感興趣的作業給予外在酬賞，反而可能減損受試

者對作業的興趣與後續表現（Greene et al., 1976; Lepper et al., 1973）。這樣的效果可稱為

「過度辯證效應」（overjustification effect）。由於這些研究結果不同於行為主義心理學操

作制約理論的預測，因此引起許多關注與討論。Deci 與 Ryan（1985, 1992, 2000; Ryan & 

Deci, 2019）根據這些研究發現，提出了「自我決定理論」認為：人類天生具有「內在動

機」（intrinsic motivation）的動機形式，也就是只為滿足興趣而行動的內在心理動機。基

於內在動機而從事的行動與目標是由個體自主決定，其過程本身就是行動的目的。相對

地，個體為了外在賞罰、限制、社會期許或要求等因素而從事之行為，則是基於外在動

機（extrinsic motivation）。「自我決定理論」進而主張，根據「過度辯證效應」的研究，

受試者的內在動機會因為外在酬賞或制約而遭到減損。也就是說，若對具有內在興趣的

行動給予外在動機，反而可能會使行動者失去自發的自我決定感，減損了原本的內在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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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內在動機的來源與成分，「自我決定理論」認為人類天生具有三項基本心理需

求：自主（autonomy）、能力感（competence）和人際聯繫（relatedness）。「自主需求」

是指可以自由自主地作決定的需求；「能力感需求」是指掌控內在與外在世界之自我效

能的需求；「人際聯繫需求」的需求則是指與他人交往、聯絡、給予關懷或被關懷等人際

互動之需求。根據「自我決定理論」，自主需求是內在動機最首要的心理需求。唯有透過

自我決定，使個體滿足自主需求，才可能使其展現內在動機。而且個體從事具有內在動

機的行動，才可能滿足自主需求，若是因外在動機而行動，則不可能完全滿足自主需求。

相較之下，能力感需求與內在動機的關聯較為間接，而且無論是基於內在動機或外在動

機而行動，都可能具有自我效能或滿足自我能力感。 

再者，若與自主需求和能力感需求相比，人際聯繫需求與內在動機的關聯最弱。在

早期版本的「自我決定理論」中，「人際聯繫」並不被視為是基本需求，而是鼓勵或抑制

內在動機，以及影響外在動機內化的社會脈絡（Deci & Ryan, 1985）。後期的「自我決定

理論」理論才將「人際聯繫」視為基本心理需求之一，但只是影響內在動機的遠因，而

且個體有時為了滿足人際聯繫需求（例如做別人要求的事），甚至可能妨礙行動的自主

性，進而減損行動的內在動機（Deci & Ryan, 2000）。換言之，「自我決定理論」認為，

滿足人際聯繫需求對於內在動機而言並非十分必要。 

「自我決定理論」進而主張：使個體處於自主自決的環境，鼓勵個體展現內在動機，

才可能提升其成就表現、創造力、適應力與幸福感（well-being）等正向心理功能。相對

地，任何可能減損內在動機的外在賞罰、限制、社會期許等因素，都可能對這些心理功

能造成負面影響（Deci & Ryan, 2000, 2019）。 

綜合而言，「自我決定理論」認為：滿足自主需求是使個體對行動產生興趣的首要條

件，能力感需求次之，人際聯繫需求更次之。愈能滿足自主需求，個體才愈可能對行動

產生內在興趣。換言之，行動的自主決定程度愈高，則行為動機愈傾向內在動機的形式；

自主程度愈低，則愈傾向外在動機形式。而且只有提升內在動機才可能引發正向的心理

與行為反應。因此，針對學習或學業成就目標，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家長與教師必須

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性，才可能使學生產生內在興趣，進而投入學習且提升學習成果。

反過來說，如果學生無法滿足在學習時的自主需求，便不太可能積極投入學習，進而使

得學習成果低落。 

 

二、「自我決定理論」之疑難 

 

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要詢問的是：「自我決定理論」能夠適切地描述或解釋本地學

生的學習動機嗎？首先，從上一節提及的跨國調查結果來看，與絕大部份國家比起來，

台灣學生對於數理學科的學習興趣顯然偏低，相對而言缺少內在動機。若依照「自我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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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論」的論點，本地學生的學習成果應該相當低落才對。但是台灣學生的成績長期以

來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這要如何從「自我決定理論」的觀點進行解釋？更清楚地問，只

有滿足自主或能力感需求才可能引發學生投入學習嗎？人際聯繫需求是否也可能是學

習動機與行為投入的重要成分？ 

余安邦與楊國樞（1991）曾從本土心理學的角度批判指出：西方成就需求或動機理

論多認為，無論在任何文化社會中，個人的成就動機或需求都具有相同的形貌。然而，

這些理論強調個人對成就的看法、個人對成就目標所持的價值，以及個人心目中對成就

標準的設定等因素，其實是蘊含了以個人為中心或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價值觀，

是將西方社會中的成就需求或動機之本質、內涵或特徵，視為具有文化普遍性。Miller

（1997）亦指出：「自我決定理論」等成就動機理論隱約地將受到社會環境影響的行為表

現，視為自我決定程度較低的動機形式，並且將所謂「自由自主」的動機形式，視為比

受外在社會要求影響的動機形式更具適應功能。Miller 認為，在後設理論上，這樣的觀

點已經蘊含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價值觀。雖然一些研究者仍認為「自我決定理論」的論點

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普同性（Deci & Ryan, 2000; Nalipay et al., 2020）。但是針對「自我

決定理論」將自主需求置於內在動機之首要條件的主張，一些跨文化實徵研究卻得到不

一樣的結果。 

首先，Iyengar 與 Lepper（1999）針對白人與亞裔（主要為日本與中國）兒童的實驗

研究發現：白人兒童的成就動機與「自主性」息息相關，他們只有在自主選擇的情境下，

才具有高度學習動機。白人兒童在自主選擇情境中的成就表現、對作業喜愛程度、選擇

挑戰的難度與次數，都高於非自主選擇情境。相對地，亞裔學童在重要他人選擇情境（例

如由母親或好友指定作業或目標），比自主選擇情境展現出更高或至少同等的學習動機，

包括願意積極努力、挑戰困難以及堅持嘗試的毅力。類似地，d’Ailly（2004）的跨文化

研究亦發現：相較於加拿大學童，臺灣學童在低興趣且低自我效能的情況下，並未減損

學習任務的投入程度與表現成果。這些研究顯示，對美加學生而言，學習的自主性愈高，

則學習動機愈強，表現也愈好。但對東亞學生而言，對於重要他人所設定的目標，表現

不亞於自主決定的目標。 

Sheldon 等人（2004）根據「自我認同理論」的概念架構，測量了美國、中國、韓國

和台灣大學生之日常生活目標的「自我協和」（self-concordance）程度。「自我協和」程

度高，表示個體追求目標主要是基於個人對目標的興趣與主觀重要性，而非為了滿足外

在他人的期許。結果顯示，雖然對於所有樣本而言，「自我協和」程度與主觀幸福感都有

正向關聯，但是台灣參與者在生活目標上的「自我協和」程度顯著低於其他國家參與者。

為了更明確地檢驗「自我決定理論」在不同文化下的適用性，d’Ailly（2003）針對臺灣

國小學童，使用該理論的測量工具與研究架構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學童對於學習

的自主感不能直接預測學習投入程度，甚至與學業成就具有負相關。反而是外在期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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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社會價值、服膺規範等）能正向預測學習投入程度。臺灣學童的學習自主感僅透過

知覺控制（即相信努力對成功有幫助，並且自己也有辦法努力）作為中介，才能正向預

測學業成就。換言之，社會期許可以使本地學童投入學習，但自主性卻不一定有效果。

當學生不認同努力的價值時，學習的自主性愈高，反而愈降低學習動力。 

上述研究都挑戰了「自我決定理論」的觀點，顯示在本地社會中，自主需求可能並

不是促進學生學習投入的首要條件，更不是唯一要件。雖然後期的「自我決定理論」加

入了「人際聯繫」的社會面向動機因素，但是卻未深入探討社會期許的意涵與心理影響。

更清楚地說，人際關係與社會角色對於人類動機而言可能不只是「遠因」，而是影響心理

與行為的重要因素，探討成就動機與追求目標行為時，必須將社會因素納入考量（Buunk 

& Nauta, 2000; Vallerand, 2000）。基於這樣的思考，我們認為，臺灣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

包含重要他人所賦予的社會期許，以及自主的內在興趣。以下將先說明認知取向的西方

學習動機理論，並探討該類理論在非西方社會遇到的疑難，下一節再詳細闡述我們的理

論觀點。 

 

三、「內隱心態理論」之觀點 

 

除了需求取向的觀點之外，一些研究者試圖從認知思考的觀點探討人們的行為動機。

從歷史觀之，認知取向的學習動機理論也是源自早期的心理學研究。早期一些針對學習

行為的研究顯示，個體在學習過程中若遭遇挫折，會出現明顯不同的反應模式。有些人

在學習過程中遇到挫敗，會出現「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行為型態。他們

十分在意失敗的結果，因而感覺沮喪，退卻不前、不願意再嘗試具有挑戰性的作業

（Dweck, 1986; Dweck & Bempechet, 1983）。相對地，有些人則會出現「精熟取向」

（mastery oriented）的行為型態。他們不但不會被失敗擊垮，反而能夠保持高昂的學習

興致，並樂於接受挑戰。從認知取向的動機理論來看，這兩類學生的差異主要是來自內

在認知歷程。更清楚地說，「習得無助」的學生傾向於將失敗歸咎於無法控制、不易變動

的內在因素（例如：自身能力太差），因而對未來表現失去信心。相對地，「精熟取向」

的學生傾向於將失敗歸因於自己可以控制的內在因素（例如：努力不夠），因此願意繼續

努力，以追求未來的成功（Dweck & Elliott, 1983; Weiner, 1985）。 

Dweck 與 Leggett（1988; Dweck, 2006）根據「習得無助」與「精熟取向」兩類學習

型態的差異，提出了「內隱心態理論」（或稱為「智力內隱理論」，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概括而言，「內隱心態理論」是從個體所抱持的認知意義系統，來解釋學

習動機與行為的差異。此理論認為：個體會對自身的智力或能力持有特定的內隱信念或

心態（implicit mindset），使其在面對學習活動時產生不同的動機與行為反應。內隱心態

主要可分為兩類：智力實體觀（entity theory of intelligence）與智力增進觀（incre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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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intelligence）。相信「智力實體觀」者認為：智力是固定不變的特質，不論一個

人如何努力，都無法改變他原有的智力或能力。相反地，相信「智力增進觀」者則認為：

智力是可變的，經由個人的學習可以使其智力或能力獲得增長，他們比較肯定努力的價

值，也較願意努力。 

內隱心態的個別差異使學生在參與學習活動時，產生不同的注意焦點，並且賦予學

習活動不同的意義，進而在學習活動時抱持不同的成就目標取向（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簡言之，相信「智力實體觀」者認為自己的能力是固定不可變的，因此將

學習活動視為個人能力的檢驗。他們的目標取向是展示出自己的智力或能力，並且希望

獲得正面的外在評價，避免遭到負面評價，這種目標取向可稱為「表現目標」（performance 

goals）。相對地，相信「智力增進觀」者認為自己的能力可以靠學習而改變，因此會利

用學習或解決問題的機會，增進自己的理解與能力，這種目標取向可稱為「學習目標」

（learning goals）（Dweck & Leggett, 1988; Dweck et al., 1995）。 

Dweck 和 Leggett（1988）提出的「內隱心態理論」即是在說明內隱信念（智力實體

觀與智力增進觀）、目標取向（表現目標與學習目標）以及學習行為型態（習得無助與精

熟學習）三者之間的關係。整體而言，持有「智力實體觀」與「表現目標」的學生，會

因為對於自身能力的信心程度，產生不同的行為型態。因為他們視能力為固定的本質，

無法加以改變，若是對自己能力的信心程度高，便會積極表現，形成「精熟取向」的行

為型態。不過，他們若是對於自身能力的信心程度低落，一旦面臨困難的作業，便會將

失敗歸於自己能力不足且無法改變，因而缺乏動機，不願意再繼續嘗試，顯現出「習得

無助」的行為型態（Ames, 1992; Rattan et al., 2012）。另一方面，相信「智力增進論」者

會抱持「學習目標」，無論對自身能力的信心程度高低，都會為了自我精進而努力學習，

呈現「精熟取向」的行為型態（Dweck, 2006; Mueller & Dweck, 1998; Yeager & Dweck, 

2012）。 

綜合而言，「內隱心態理論」認為，學生對能力的內隱信念以及對自身能力之信心，

影響了他們的目標取向與學習投入行為。不過，「表現目標」不一定會造成「習得無助」，

還要視學生對自身能力之信心而定。為了更清楚地在概念上做出區辨，後續研究將「表

現目標」又區分為「表現趨近目標」（performance-approach goals）與「表現逃避目標」

（performance-avoidance goals）。抱持「表現趨近目標」者會為了展現自己的能力，並獲

得他人讚賞，傾向積極表現；抱持「表現逃避目標」者則為了避免顯示自己能力不足，

或遭到他人批評，傾向放棄努力與逃避（Dweck, 2006）。 

 

四、「內隱心態理論」之疑難 

 

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我們同樣要詢問：「內隱心態理論」的論點能夠適切地描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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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本地學生的學習動機嗎？首先，此理論的焦點其實是在探討學生遇到學業挫折或失

敗時，何以出現不同型態的心理與行為反應。根據「內隱心態理論」，抱持「智力增進觀」

的個體認為能力可以靠努力提升，因此失敗時傾向歸因於自己努力不足，並且較願意繼

續努力；相對地，抱持「智力實體觀」的個體並不相信能力可以改進，失敗時則傾向認

為是自己能力不夠，所以較不願意再次嘗試。 

然而過去在香港、韓國、日本和台灣等地所做的許多文化比較研究皆顯示：美國的

學生、老師及家長對於成敗事件傾向能力歸因，意即將成功歸諸於天份，並認為天份是

固定不變的特質。對天份高者而言，其天份已經足以使其成功，所以不需要努力用功。

至於天份差者，其固有資質已差，再怎麼努力也學不會，所以也不需要努力用功。相反

地，亞洲國家的學生、老師及家長的成敗歸因傾向採取努力歸因，亦即認為個人的能力

具有可塑性，可以透過努力而增加能力，而且努力本身就是有價值的事情（Heine, et. al., 

2001; Kim et al., 1999; Salili et al., 2001; Stevenson & Stigler, 1992; Stevenson et al., 1993）。 

針對本地的研究結果進一步顯示，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努力的價值或信念具有長期穩

定性。陳怡靖（2004）使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的大規模資料作量化分析，結果

顯示：長期調查資料顯示，台灣民眾傾向於將事業成就作努力歸因，並且相信努力必然

會導致成功。而且中小學老師比其他職業者更傾向作「內控歸因」，也就是認為個體所表

現的行為與行為後果可以由自己所控制。如果從「內隱心態理論」的觀點來看，人們如

此重視努力，應該是抱持高度的能力或智力增進觀，而在學習時應傾向學習目標與精熟

取向的行為模式，但是何以在教學現場卻常觀察到學習意願低落，甚至傾向「表現逃避

目標」的學生？ 

Grant 與 Dweck（2001）根據「內隱心態理論」之架構與工具，進行跨文化比較研

究，結果發現：雖然該理論可以解釋西方學生的心理與行為模式，但是卻無法良好地說

明東亞學生的學習心理與行為。東亞學生不論是抱持「智力實體觀」或「智力增進觀」，

失敗時皆傾向作努力歸因，未來也願意繼續嘗試。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東亞學生在遇到

學業挫折時，還願意繼續努力？Grant 與 Dweck 並沒有在理論上提出解釋，只是指出很

可能必須從文化特性加以理解。換言之，僅根據「內隱心態理論」的論點，難以良好的

地說明本地學生的學習心理與行為現象。 

我們認為，對於「努力」（而非「能力」）的信念或看法，才是影響本地學生學習投

入的關鍵。對本地學生而言，無論對智力或能力的看法如何，失敗之後都需要繼續努力，

這是因為追求學業成就對於西方和東亞學生而言，具有不同的意義。和東亞學生相較，

西方學生大多可以依照其個人意願追求學業成就。相對地，學業目標在華人文化中是具

有高度社會期許的目標。學生努力學習除了為精進自己能力之外，也具有實踐角色義務

（role obligations）的美德價值。換言之，努力學習與追求學業成就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

成就目標，很難只根據西方心理學理論加以理解，必須以含攝文化的理論架構，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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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較清晰的描述與解釋。 

 

參、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信念 

 

綜合前一節所言，無論是需求取向或認知取向的西方動機理論，都無法完善解釋本

地學生的學習心理與行為現象。從後設理論的角度來看，西方的動機理論主要關注個人

自主的動機與目標，並且聚焦於個體對於能力的信念。這些理論往往未能考慮「非個人

主義」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因此忽視了華人社會中，人們對於成就目標之社會期許的影

響與意義。 

一些文化心理學者指出，華人的學習觀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價值系統所影響（黃光國，

2009; Li, 2012）。台灣社會中人們的學習動機以及追求學業目標的心理與行為，亦涉及

儒家文化價值觀。我們認為，若要理解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或信念，必須先分析華人文

化中常見之成就目標的性質與類型。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個體除了追求個人自主自決的

成就目標之外，還必須重視個人擔負的社會角色義務，努力盡到角色義務被視為是應具

備的德行或美德。從規範倫理學的角度看，儒家的道德觀傾向德行論（virtue ethics），並

且相當重視個體應盡的角色義務（符碧真等人，2021；Ames, 2011; Angle & Slote, 2013）。

而且文化價值觀通常是透過社會化歷程，經由重要他人的期許傳遞予個人（Li, 2012; Sy 

& Schulenberg, 2005)。基於此類文化心理學的立場，我們提出了「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

構」（Chen et al., 2009），並以此架構作為理論基礎，針對學習動機之主題進行了數項實

徵研究。 

 

一、 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 

 

根據「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成就目標包含兩大類：

「個人目標」（personal goals）和「縱向目標」（vertical goals）。這兩類成就目標的差異

源自目標建構來源，而且兩者在目標價值、動機形式、社會心理功能與歸因模式上，皆

有所不同（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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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華人社會中的兩類成就目標 

 個人目標 縱向目標 

建構來源 自發興趣 他人期許 

目標價值 自我認定 社會認定 

動機形式 內在動機 角色義務 

社會心理功能 維持正向自我概念 角色義務認同 

成就歸因模式 自我抬升 努力模式 

註：本表改自 Chen 等人（2009）。 

 

  「個人目標」是個體依據自發興趣所建構的成就目標。個體可自行選擇與界定此類

目標的內容與標準，但人際關係內的重要他人（例如父母、師長等）對於個體是否追求

此目標未有所期待，通常也未受到普遍社會價值所重視。此類目標多是個體具內在動機

且認為自己能力擅長之領域。相對地，「縱向目標」是個體因為自己的社會角色（例如學

生角色），而被期許達成之特定成就目標。這些社會期許通常是來自人際關係網絡中的

重要他人。此類目標的內容和標準存在於社會普遍觀念之中，因此通常具有較高的社會

價值，但個人不一定會對這些目標抱有內在興趣。在華人社會中，這些成就目標常被視

為是個人應盡的角色義務，必須盡可能地努力為之。 

  更清楚地說，「個人目標」的建構來源是個體的自發興趣。此類目標成就之價值標準

是由個人自行認定，彰顯的是個體自身所欲狀態的內在表徵。相對地，「縱向目標」的建

構來源是來自社會或重要他人的期許。此類目標的價值標準是由社會認定，彰顯的是理

想狀態的社會表徵。再者，追求「個人目標」時的主要依靠的動機形式是個體的內在興

趣，而追求「縱向目標」的主要動機形式是個體對於自己擔負之角色義務的認同感。 

此外，兩類目標之社會心理功能與成就歸因模式亦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個體可

藉由追求「個人目標」維持正向自我概念（positive self-concept），此時的主要成敗歸因

模式是「自我抬升」（self-enhancement），亦即將成功歸於內在因素，失敗歸於外在因素。

相對地，追求「縱向目標」的主要社會心理功能是內化與認同社會角色義務，在歸因時

傾向「努力模式」（effort model），亦即將失敗歸因於努力不足，以促使自己再加努力。 

  為了檢驗「個人目標」和「縱向目標」在成就歸因模式上的差異，Chen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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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學生進行了兩項實驗。實驗一採用情境模擬法，參與者先閱讀一項情境故事。故事

主角是名高中生，報名參加了一場歌唱比賽。一半參與者讀到的故事是「個人目標情境」：

故事主角很有興趣參加比賽，但是其父母並不在意這件事，也不帶期許。另一半參與者

讀到的故事是「縱向目標情境」：主角並不想參加比賽，但是父母非常在意，而且抱持高

度期許。無論是哪種目標情境，故事最後又分成兩種結果：比賽遭到淘汰（失敗事件）

或獲勝（成功事件）。換言之，總共有四種情境故事版本，參與者被隨機分派到其中一種

情境版本。所有故事版本中，除了被操弄的文句之外，其他敘述文字都相同。閱讀完之

後，請參與者設想如果自己是故事中的主角，會認為自己成功（或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參與者要分別針對四項歸因（能力、努力、運氣、難度），回答可能的程度。 

結果顯示，在「個人目標失敗情境」中，參與者最傾向將失敗歸因於運氣和難度；

而在「個人目標成功情境」中，最傾向將成功歸因於能力和努力。換言之，在追求「個

人目標」時，參與者確實傾向採取「自我抬升」的歸因模式，亦即將失敗作外歸因，而

成功做內歸因。然而，在「縱向目標失敗情境」中，參與者顯著將失敗歸因於自己努力

不夠，亦即傾向「努力模式」的歸因形式。 

上述實驗中，目標類型是以故事敘述做操弄，為了進一步檢驗同樣的歸因模式是否

也展現於實際生活目標，實驗二選擇以音樂與學業成就事件做為情境。這是因為在本地

社會中，學業成就是具有高度社會期許的「縱向目標」，而音樂成就通常被視為是基於興

趣的「個人目標」。實驗二的操弄檢核結果確實顯示，大學生參與者認為學業成就比音樂

成就具有較高之社會期許。正式實驗中，實驗二參與者亦先閱讀一項故事情境。情境版

本分成四種，一半故事中的主角參加了音樂比賽（個人目標情境），另一半故事的主角則

是考研究所（縱向目標情境）。無論何種目標情境，最後結果亦分成成功與失敗。接著，

參與者要設想自己若是主角，會如何歸因成功或失敗，測量方式與實驗一相同。結果顯

示，實驗二參與者的歸因模式與實驗一完全相同：在追求「個人目標」時，參與者傾向

「自我抬升」的歸因模式，而在「縱向目標失敗情境」中，則傾向「努力模式」的歸因，

亦即顯著將失敗歸因於自己努力不夠。基於相同理論與假設，Fwu 等人（2016）對 489

國中生進行實驗。結果顯示，努力追求學業目標的學生被認為最有美德，且最會被教師

與家長讚許；相對地，不努力追求學業目標的學生則被認為最不具美德，且最會被教師

與家長所責備。相對地，追求個人目標時，個人是否努力則與自身美德或師長讚許皆無

關。綜合而言，這些研究結果皆支持「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之觀點。 

 

二、 學習動機的雙因素模式 

 

  根據「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個人目標」與「縱向目標」涉及的動機形式並不

相同。「個人目標」是基於內在興趣，「縱向目標」的動機則是基於個體對於社會角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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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認同感。要強調的是，這兩種動機形式雖然內涵不同，但並不必然互斥。換言之，

對於本地學生而言，學習動機有可能同時源自內在興趣以及角色義務認同感。為了檢驗

這一點，陳舜文與魏嘉瑩（2013）採用問卷法，測量176名來自兩所大學之學生的學業認

同、角色認同、學習滿意度、學習投入以及學期總成績。其中，「學業認同」是指：對自

己的學業興趣與學業能力之瞭解與認同程度，量表題目包括「我確定自己的學業興趣與

方向」、「我了解自己擅長的學業能力」等；「角色認同」是指：對於自己作為學生之角

色義務的認同程度，量表題目包括「身為一個學生，我認為我應該努力用功」、「缺交

作業會使我感到自責」等。此外，「學習滿意度」是指對於大學學習經驗的整體滿意程

度。「學習投入」則是指平時與課堂中，各項課業學習行為的投入程度。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顯示：「學業認同」是透過「學習滿意度」的完全中介，正向

關聯於「學業投入」；「角色認同」則直接正向預測「學業投入」。此外，「學業投入」可

正向預測學期成績。而且，「學業認同」與「角色認同」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此結果顯

示，大學生的學習動機確實可能同時源自「學業認同」與「角色認同」兩項因素，而且

「角色認同」與學業行為投入之關聯，比「學業認同」更強也更直接。 

  後續研究採用類似方法，探討大學生的外語學習動機（Huang et al., 2015）。參與者

為 1132 名來自五所大學修習英、日、法、德和韓語的學生。預測變項包括：對目標外語

的自我觀、學習經驗、文化興趣，以及學生角色義務認同。效標變項分為兩類：課堂學

習行為（例如：準時上課）以及課外學習行為（例如：主動尋找練習外語的機會）。結果

發現，學生的「學習經驗」與「角色認同」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學習各種外語的「課堂學

習行為」；而只有「文化興趣」能顯著預測學生的「課外學習行為」。此結果顯示，角色

義務感與內在興趣對於課內與課外學習行為的影響並不相同。學生的角色義務感愈強，

愈可能認真投入課堂內的學習活動；而對學習對象抱持愈高內在興趣，則愈可能投入課

外學習行為。後續研究針對高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也得到類似結果，而且無論課外與

課內學習投入，都與學業成績有正向關聯（楊立婕，2015）。綜合而言，上述研究結果皆

支持「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的論點。 

 

三、努力義務觀與努力進步觀 

 

  如本文前一節所言，西方的認知取向學習動機理論，主要將焦點放在學生對於「能

力」所抱持的信念，認為能力或智力信念會影響學生的目標取向與行為型態（Dweck, 2006; 

Dweck & Leggett, 1989）。然而，這樣的論點難以完善地理解本地學生的學習行為與信念

之間的關聯。根據「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Chen et al., 2009），我們認為，對於「努

力」的信念才是影響本地學生學習心理與行為的關鍵認知。因為在華人社會中，「縱向目

標」常被視為是個體必須盡力而為的社會責任，涉及社會期許以及角色義務。因此，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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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縱向目標」過程中遇到挫敗，個體若能再次奮力，不因氣餒而放棄，一方面可能使

自己有所進步，另一方面也是盡責的美德表現。換言之，追求「縱向目標」時，「努力」

不但被認為是可使個體進步的手段，也是應盡的義務。 

  如此一來，人們在追求「縱向目標」時便可能形成兩種努力信念：努力義務觀

（obligation belief about effort）與努力進步觀 （improvement belief about effort）。針對學

生而言，「努力義務觀」是指：相信努力用功是學生的義務。這是將「努力」視為目的，

努力本身即是值得稱讚的美德；「努力進步觀」則是指：相信努力可以增進自身的能力。

這是將「努力」視為可使人進步的手段。 

  「努力義務觀」是華人在學習時極為重視的價值信念。跨文化研究顯示，東亞學生

抱持的學習責任與義務感，與其努力行為及學業成就有明顯關聯，而且也與重要他人之

期許有明顯相關，但是西方學生的學習卻與義務感或重要他人無明顯關聯（Peterson et 

al., 2013）。Fwu 等人（2014）使用問卷法，針對數學領域，探討台灣的家長、教師與學

生對於努力學習、美德形象與成績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努力學習之行為可以正向預

測學生在人們眼中的美德形象，與學生成績也有正向關聯。Fwu 等人（2017）針對 700

名國中生，以情境模擬法檢驗學生追求不同目標失敗後的情緒與自我評價。結果顯示，

愈努力於學業者，愈認為自己盡到角色義務，並且愈認為自己具有認真、勤勉、投入、

腳踏實地與良好的學習態度等美德。 

  另一方面，「努力進步觀」也是華人在學習時常強調的信念。許多中文成語都強調

「努力可以不斷使人進步」的觀念，例如：鐵杵磨成針、熟能生巧、滴水穿石等。過去

研究發現，華人學生對於學習普遍抱持「勤能補拙」的想法，相信努力可以彌補先天能

力的不足（Cheng & Wong, 1996）。雖然從表面來看，「努力進步觀」近似 Dweck 與 Leggett

（1988）提出的「智力增進觀」，兩者皆牽涉「努力可以改變能力」的信念。然而，「內

隱心態理論」探討的是個體對「能力」或「智力」的信念，並非直接針對「努力」之信

念，而且該理論並未探討「努力義務觀」。我們認為，從文化或本土心理學角度來看，努

力信念才是本地學生在追求學業目標時的關鍵認知信念，與學生的學習動機有著密切關

聯。 

  為了檢驗學生抱持的「努力義務觀」和「努力進步觀」與學習動機之關聯。Chen 等

人（2019）使用自編的努力信念量表，以 475 名來自五所學校的大學生為對象，探討努

力義務觀、努力進步觀、智力內隱信念，以及學業挫敗反應之間的關聯。「學業挫敗反

應」是詢問參與者實際遇到學業挫折事件（例如考試或報告成績不理想）之後的情緒、

認知與行為反應，包括：對父母或自我的愧疚感、努力歸因，以及後續努力行為。結構

方程模式結果顯示：參與者的「努力義務觀」可正向預測學業失敗後的後續努力行為，

以及對父母與自我的愧疚感；「努力進步觀」則可正向預測學業失敗後的努力歸因與自

我愧疚感。然而，「內隱心態理論」強調的「智力內隱信念」只與努力歸因有所關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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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愧疚感或後續努力行為都無關。Fwu 等人（2018）以類似方法測量 281 名高中生的兩

類努力信念、智力內隱信念，以及學業失敗事件之後的歸因、負向情緒和後續努力行為。

整體結果與大學生樣本類似：「努力義務觀」可以正向預測學業失敗後對父母的愧疚感

以及後續努力行為；「努力進步觀」則可預測學業失敗的歸因模式。然而，「智力內隱信

念」無法預測學業失敗後的歸因、情緒和行為。 

 

四、努力信念的社會化歷程 

 

  文化價值觀是透過社會化歷程而得以傳承，華人所重視之學習觀與努力信念，亦可

能透過家庭和學校教育而傳遞給下一代。Li 等人（2014）曾以質性訪談法，探討東西文

化中母親如何導引孩子的學習信念。研究分析了兩百多組美國以及台灣母親與子女的對

話。對話內容是有關孩童經歷過的學習成功或挫敗事件。結果顯示：美國母親的對話內

容傾向聚焦於孩子的心智發展，鼓勵孩子運用智能達成正向學習成果，並且看重孩子的

學習興趣。相較之下，台灣母親的對話內容則極為強調努力學習的美德價值，並且期望

孩子為了未來的成就而勤奮學習。有趣的是，文化特色最明顯的情況在於：當美國母親

與兒童談到學業挫敗事件時，對話最後常常會稱讚兒童的正面特質，提升兒童的自尊；

相對地，當台灣母親與兒童談到學業成功事件時，最後大都不忘強調要繼續努力，不要

因為成功就鬆懈。 

  王冠樺與陳舜文（2020）則以量化方法，針對國小高年級兒童，採用量表探討親子

之間兩類努力信念的關聯，以及兒童之努力信念與學習投入行為之關係。該研究使用親

子配對法，分別測量 266 位家長及其子女之努力信念。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抱持的努力

信念會被兒童所知覺，而且兒童對父母努力信念之知覺，可以正向預測兒童自身的努力

信念。再者，兒童自身的「努力義務觀」可正向預測學習投入行為，包括：準備考試、

準時交作業、積極發問與專心聽講。不過，兒童自身的「努力進步觀」並無法預測學習

投入行為。此研究結果具有幾項重要意義：首先，「努力義務觀」和「努力進步觀」的價

值信念很可能透過家庭社會化歷程，由父母傳遞給子女，而且在國小高年級即顯現此傳

承效果。再者，兒童的努力信念與學習投入的關聯，符合中學生與大學生的研究結果

（Chen et al., 2019; Fwu et al., 2018），亦即「努力義務觀」與學習投入具有正向關聯，但

是「努力進步觀」與學習投入無顯著關聯。 

  除了家庭之外，學校教育也會傳遞重要的文化價值觀。Chen（2016）等人採用情境

模擬法，探討高中教師所抱持的兩類努力信念與其教學態度的關連。結果顯示：教師愈

同意「努力義務觀」，則對學習困難的學生（意即努力用功但成績普通的學生）給予愈高

之情感偏愛、行為讚賞與未來期望，而對自恃聰明的學生（意即未努力用功但成績優秀

的學生）給予愈低之情感偏愛與行為讚賞。相對地，教師愈同意「努力進步觀」，則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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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困難學生的情感偏愛愈低，而且愈會讚賞自恃聰明的學生。換言之，教師的「努力義

務觀」愈高，愈欣賞學習困難學生，而愈不喜愛自恃聰明學生；「努力進步觀」的效果反

之。有趣的是，雖然兩類努力觀對於教師教學態度的預測方向相反，但是參與者的「努

力義務觀」與「努力進步觀」之間卻有正向關聯。這似乎可以說明，一些教師遇到「努

力用功卻成績不理想」或「未努力用功但成績優秀」的學生，往往出現類似「恨鐵不成

鋼」或喜惡交織的矛盾態度，因為他們可能同時抱持高度的「努力義務觀」與「努力進

步觀」，而這兩種信念可能同時引起相反的教學態度。 

  綜合而言，根據「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的觀點，在華人文化中，學業目標是屬

於具有高度社會期許的「縱向目標」，努力學習不僅被視為可以使能力進步，還被視為是

學生應盡的角色義務，具有美德價值。因此，在追求學習目標時，人們常抱持兩類努力

信念：「努力義務觀」與「努力進步觀」。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這兩類努力信念與本地

學生（包括大學生、高中生和小學高年級生）的學業成敗歸因、情緒反應和努力投入行

為有所關聯。而且，家長和教師所抱持的努力信念，也可能透過家庭和教育的社會化歷

程傳遞給學子。 

 

肆、討論 

 

  本文綜合闡述了作者與研究團隊十餘年來之思考及研究成果。我們從文化心理學的

觀點，提出了「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並根據此理論架構探討本地學生之學習動機、

努力信念、學習情緒與投入行為等議題。我們認為，心理學的理論基礎與實務應用是相

輔相成的。雖然我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構與檢驗適合解釋本地現象的學習動機理論，

但相關研究成果也可作為學生輔導或教育實務之參考。 

  首先，由於學習動機具有多種形式且源自不同因素，在輔導學生之學業目標時，除

了幫助其瞭解自身興趣與能力傾向之外，也可以瞭解學生對於角色義務以及努力之看法。

我們的研究顯示，增強學生對於課業的興趣與自我效能，固然可能使其投入學習，不過

這可能需要透過學習滿意度之中介，也就是經歷過正面的學習經驗（包括學習環境、學

習成果等），才能有正向效果。另一方面，角色義務認同感或「努力義務觀」也可能促使

學生投入學習，而且不需要透過學習滿意度，效果比學業認同更強且直接（陳舜文、魏

嘉瑩 2013）。 

  其次，角色義務感通常是源自重要他人之社會期許，然而若外在期許過強且失敗經

驗過多，有時可能會形成副作用。我們的研究顯示，對於長期經驗學業挫敗的學生而言，

高度的外在期許可能使其陷入情緒與道德的兩難（Fwu et al., 2017）。這是因為失敗通常

會導致難過情緒，尤其是努力之後遇到挫敗更是如此。此時個體如果放棄追求目標、不

再努力，情緒上可能好過一點。然而，個體若在具有高度外在期許之縱向目標上放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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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很可能會失去美德形象。如此一來，受到高度期許但長期挫敗的學生，便可能以為

自己只能在持續負面情緒或失去美德形象之間作選擇，因此自覺陷入兩難，甚至可能出

現不適應的行為。如何協助此類學生脫離這種兩難思考的困境，可能是學業輔導的重點

之一。 

  再者，家長或教師可能在家庭或學校生活互動中，直接對子女或學生強調努力的重

要性，也可能透過間接方式展現出特定態度（王冠樺、陳舜文，2020; Chen et al.,, 2016; 

Li, 2012）。換言之，家長或教師的努力信念很可能會透過日常互動或教學態度，影響子

女或學生的相關信念以及學習行為。因此，家長或教師亦可多瞭解自己抱持的努力信念，

以及對於子女或學生可能造成的影響。 

  為了拓展文化心理學的知識，我們相當同意本土心理學研究者應該要建立含攝文化

的心理學理論，以了解文化系統與個體心理或行為之關聯（黃光國，2018）。我們的理論

架構即蘊含了華人文化在學習動機與信念上的特殊性，並以實徵研究檢驗特定動機形式

和信念對於學習態度或行為的關聯。要說明的是，這不表示東、西方人們的心理動機或

行為是截然相對的。為了說明文化與心智的關係，Shweder 等人（1998）基於文化多元

主義的立場提出了著名的觀點：「一種心智，多種心態：普同但非一致」（One mind, many 

mentality: Universalism without uniformity）。此處所謂「心智」是指：人類認知歷程實際

或可能之概念內容的整體；「心態」則是指：被認知及被激發之心智的子集合（Shweder, 

2000）。更清楚地說，就文化層次而言，東、西方文化系統並非如二元對立之兩端。人類

的基本動機形式很可能是文化普同的，但不同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可彰顯或抑制某些特定

的動機形式。就個人層次而言，我們提出的「個人目標」與「縱向目標」是依據目標建

構來源而區分的理論構念，並不是指所有具體日常生活目標都可被絕對二分。換言之，

這兩類目標並非絕對互斥。而在許多文化中，最理想的生活目標形式很可能是將個人需

求與社會角色義務融合平衡，成為一體之兩面。 

  此外，雖然文化心理學家常關注文化系統對於個體心理或行為的影響，但從文化傳

遞與變遷的角度看，文化與個體的影響關係是雙向的。更清楚地說，隨著個體成長，文

化價值觀確實會逐漸形塑人們的信念或行為。然而另一方面，人仍可能透過反思、討論

與互動，主動地改變社會情境或文化系統（Archers, 1995）。過去研究顯示，東亞儒家文

化傳統與西方個人主義思想對於「學習」的看法並不相同（Li, 2012）。我們的一系列研

究則顯示，本地學習者具有多元的學習動機與信念，這些動機與信念對於學業投入與表

現有著不同的影響機制。當代教育者可能需要綜合考量華人傳統與西方文化之價值觀，

設法重新框架與論述傳統思想，使其符合現代生活需求，但仍保留勤勉、認真的美德價

值。換言之，如何在提升學習內在興趣與能力的同時，亦能培育努力的德行，應為家長、

教師、學生乃至社會大眾之間，透過互動與對話尋找共識的學習與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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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ongitudinal results of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s (e.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and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East Asian learners in Confucian heritage cultures (e.g., Taiwan, 

Japan, Korea, Singapore and China) have frequently demonstrate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at 

outshines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for decade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such assessments also 

showed that East Asian students tend to have low learning motivation or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learning. In the same vein, previous studies in Taiwan also showed that many 

undergraduates had low interest in their majors. The “high achievement but low motivation” 

phenomenon has aroused great interest in cultural psychologists and educators.  

Contemporary Western theori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entails two approaches: Need-

orientated (e.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cognitive-oriented (e.g. implicit mindset theory) 

approach. However, neither approach could comprehensively explai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beliefs of Taiwan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s of pursu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aiwanese are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al system. Therefore, we propos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achievement 

goals” (Chen et al., 2009) to conceptualize the motivation for academic pursuits in societies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heritage. We argued that, in Taiwan and many other East Asian 

societies, two types of achievement goals can be differentiated: Vertical goals and personal 

goals. A vertical goal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expectations from 

significant others (such as parents) and strong sense of role obligation. Those who work hard 

on vertical goals tend to be viewed as virtuous people, while those who do not may be seen as 

flawed in character. On the other hand, a personal goal is constructed on sources other than 

expectations from others. Such goals may include personal hobbies with autonomous interests. 

Parents may not hold high expectations on personal goals for their children. According to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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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primary values, motivation types, psycho-social functions and 

patterns of attribution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goal.  

We conducted a series of empirical studies (Chen et al., 2009; Fwu et al., 2014, 2016, 2017; 

Huang et al., 2015) and the results supported our hypotheses. Firstly, for Taiwanese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pursu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an important vertical goal with highly 

social expectations. Students who meet such expectations are deemed good student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be viewed as possessing high moral virtues. Secondly, in pursuit of academic or 

vertical goals, students tended to attribute their failure to lack of effort. However, in pursuit of 

non-vertical goals, students tended to attribute success to internal factors and failure to external 

factors. Besides,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role oblig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s.  

Moreover, according to 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 we argued that people may develop 

two kinds of beliefs about effort on academic learning: Obligation-oriented and improvement-

oriented beliefs. To hold the obligation-oriented belief about effort (OBE) is to believe that 

making effort in learning is a student’s role obligation. To hold the improvement-oriented belief 

about effort (IBE) is to believe that effort can conquer one’s limitations and improve one’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of our empirical studies showed that students’ OBE and IBE 

are correlated with their affective (i.e., feelings of indebtedness to oneself/parents), cognitive 

(i.e., effort attribution), and behavioral attitudes (i.e., striving behaviors) after academic failure 

(Chen et al., 2019; Fwu et al., 2018).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beliefs about effort c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ir parents’ effort beliefs, and children’s OB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s in school. Besides, high school teachers’ 

OBE and IBE are correlated with their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attitudes toward 

students (Chen et al., 2016). In other words, the values and beliefs about effort may be 

transmit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via the socialization of family and school.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oncepts for education and counselling 

are discussed.  

 

 

 

Keywords: Chinese achievement goals, Confucian culture, effort beliefs, implicit mindset 

theory,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hun-Wen Ch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l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spsychen@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