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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先針對研究架構及假設進行說明，瞭解本研究之方向；再者，介紹研

究樣本取得過程與研究工具之內涵；接著，摘要整體研究流程；最後，針對資

料分析、處理與模式考驗方式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假設 

本研究欲以 PISA 資料庫資料為背景，瞭解香港國中階段學生在普遍高數

學成就表現，背後心理特質的相互關係，以作為人文環境相似的我國之借鏡。

因此，評閱相關理論及實徵研究後，本節將以其為立論基礎，提出本研究的架

構與模型假設。 

 

壹、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動機與評閱文獻結果，本研究如圖 3-1 所示，數學的內在動機與

工具性動機為外衍潛在變項，數學焦慮、自我概念與數學成就為內衍潛在變項，

動機透過數學焦慮和自我概念間接與直接影響學生數學成就。 

 

   

 

 

 

圖 3-1  本研究架構 

貳、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的對立假設，如下： 

假設一：依據文獻探討所建立的結構關係模型與本研究所蒐集的觀察資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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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配，意即研究者所提出的理論模型與估計模型之共變結構完全相

同。其潛在變項之間的路徑關係如下： 

1-1 「內在動機」對「數學焦慮」有負向影響關係。 

1-2 「內在動機」對「自我概念」有正向影響關係。 

1-3 「內在動機」對「數學成就」有正向影響關係。 

1-4 「工具性動機」對「數學焦慮」有負向影響關係。 

1-5 「工具性動機」對「自我概念」有正向影響關係。 

1-6 「工具性動機」對「數學成就」有正向影響關係。 

1-7 「數學焦慮」對「自我概念」有負向影響關係。 

1-8 「數學焦慮」對「數學成就」有負向影響關係。 

1-9 「自我概念」對「數學成就」有正向影響關係。 

假設二：學生數學焦慮、自我概念在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對與數學成就間扮

演中介變項的角色。 

2-1 數學焦慮在內在動機與數學成就間扮演中介變項。 

2-2 數學焦慮在工具性動機與數學成就間扮演中介變項。 

2-3 自我概念在內在動機與數學成就間扮演中介變項。 

2-4 自我概念在工具性動機與數學成就間扮演中介變項。 

假設三：假設自我概念在數學焦慮與數學成就間扮演中介變項。 

假設四：本研究所建構的結構關係模型能與驗證樣本達合理適配。 

 

第二節 研究樣本與抽樣程序 

本研究採用 PISA 2003 的香港資料進行分析探究，茲就研究樣本、抽樣程

序與研究工具說明如下。 

壹、研究樣本 

本研究分析資料取自 OECD 於 2003 年所執行國際學生評鑑計畫（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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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香港資料，原始樣本為 4,478 位，以整列刪除法（listwise deletion）刪除具

遺漏值之樣本後，有效樣本共計 4,389 位。接著，為使本研究所提出模型具模

型穩定之證據，故需分割樣本，利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3.0 版以隨機分配方

式，將有效樣本分成建模樣本（calibration sample）與驗證樣本（validation sample）

兩群，前者是建立假想理論模型之用，後者為驗證前者的適當性之用，如此進

行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提升本研究所提出模型的內部一致性信度，以

確保模型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表 3-1 為建模樣本與驗證樣本之受試者分配表。 

表 3-1  受試者分配 

 男生人數（百分比） 女生人數（百分比） 合計人數 
建模樣本 1059（48.6） 1122（51.4） 2181（100） 
驗證樣本 1107（50.1） 1101（49.9） 2208（100） 
合計 2166（49.4） 2223（50.6） 4389（100） 

 

貳、抽樣程序 

在抽樣程序方面，由於不同國家在客觀條件不盡相同，因此抽樣方式略有

差異。本研究所使用的香港資料，採用二階段分層式抽樣（two-stage stratified 

sample），詳細抽樣方式說明如下（HKPISA Center, 2005；OECD, 2005, 

pp.46-47）。 

第一階段以擁有十五歲在學學生的學校為抽樣對象，依據學校類型與學生

成績進行分層取樣，學校類型包含公立學校（government schools）、受公款補

助學校（aided schools）與私立學校（independent/private schools）三類，學生

成績則分為高中低三類（唯私立學校除外），接著由 OECD 依各層學校、學生

比例隨機在每層抽取學校，學校分布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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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參與抽樣學校分布（單位：所） 

學校類型 學生成績 總學校數 參與施測學校數 
高能力 17 8 
中能力 9 3 

公立學校（government schools）

低能力 10 4 
高能力 127 50 
中能力 124 41 

受公款補助學校（aided schools）

低能力 107 33 
本地/直資(註 2) 29 5 私立學校(註1)（independent/private 

schools） 國際學校 20 1 
總合  443 145 

資料來源：The Second HKPISA Report(PISA 2003). HKPISA Center(2005). Hong 

Kong: HKPISA Center. 

註：1.獨立/私立學校分無依學生成績分類。 

2.直資指香港直接資助學校（Direct Subsidy Scheme, DSS），從 1991 年起香

港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的建議，推行直接資助計劃，透過

政府資助，鼓勵那些已達到相當高教育水準的非官立中學加入直資計

劃，以提高私校教育的素質。 

 

第二階段則從參與施測學校中，每所隨機抽樣 35 位十五歲在學學生，共計

145 間學校、4,478 位學生參與最後施測與國際評比，學生分布如表 3-3。抽樣

過程嚴謹且具系統化，以期研究結論能達推論目標母群（target population）目

的。表 3-3  參與施測學生分布 

 

 

 

 

 

 

表 3-3  參與施測學生分布 

年級 受試學生人數 百分比 
中學一年級 211 4.7 
中學二年級 439 9.8 
中學三年級 1132 25.3 
中學四年級 2692 60.1 
中學五年級 2 0.1 

總合 4478 100 

資料來源：The Second HKPISA Report(PISA 2003). HKPISA Center (2005). Hong 

Kong: HKPIS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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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 PISA 2003 學生問卷及數學能力測驗，在學生問卷方面，原

始問卷共計 38 題，考量研究目的後，依《PISA 2003 技術報告》（PISA 2003 

technical report）所述，採計其中數學領域的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數學焦慮

與自我概念等因素，數學能力測驗方面，則從各領域能力表現中抽取因素代表

學生數學能力。茲就針對因素測量及因素分析結果分別討論。 

 

壹、本研究的測量變項 

一、內在動機 

此因素是以學生問卷中的第 30 大題的 1、3、4、6 四項子題測量之，並依

照技術報告命名為「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第 30 大題的題幹是「思

考你對於數學的觀點：請依照對該陳述同意的程度作答」（Thinking about your 

views on mathematic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四項子題分別是：「我喜歡讀數學」（ I enjoy reading about 

Mathematics）、「我期待上數學課」（I look forward to my Mathematics lessons）、

「因為我喜歡數學，所以我做數學」（I do Mathematics because I enjoy it）、「我

對在數學課所學到的東西感到有興趣」（I am interested in the things I learn in 

Mathematics）等。 

  

二、工具性動機 

此因素是以學生問卷中的第 30 大題的 2、5、7、8 四項子題測量之，並依

照技術報告命名為「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第 30 大題的題幹

如前段所述，四項子題分別是：「努力學習數學是值得的，因為數學將會幫助

我得到以後想做的工作」（Making an effort in Mathematics is worth it because it 

will help me in the work that I want to do later on）、「學習數學是有價值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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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會使我未來的職業更好（前景、機會）」（Learning Mathematics is worthwhile 

for me because it will improve my career <prospects, chances>）、「數學對我而言是

重要的科目，因為我需要靠它習得以後想要的事物」（Mathematic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me because I need it for what I want to study later on）、「我將會習得能

幫我找到工作的許多數學知識」（I will learn many things in Mathematics that will 

help me get a job）等。 

 

三、數學焦慮 

此因素是以學生問卷中的第 32 大題的 1、3、5、8、10 五項子題測量之，

並依照技術報告命名為「數學焦慮」（mathematics anxiety）。第 32 大題的題幹

是「你同不同意下列關於學習數學的描述」（How much do you disagree or 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how you feel when studying mathematics？），

五項子題分別是：「我時常擔心數學課對我而言是困難的」（I often worry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me in Mathematics classes）、「當我必須做數學家庭作業時，

我感到神經緊繃」（I get very tense when I have to do Mathematics homework）、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緊張不安」（I get very nervous doing Mathematics 

problems）、「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很無助」（I feel helpless when doing a 

Mathematics problem）、「我擔心我會得到不好的數學成績」（I worry that I will get 

poor <marks> in Mathematics）等。 

 

四、自我概念 

此因素是以學生問卷中的第 32 大題的 2、4、6、7、9 五項子題測量之，並

依照技術報告命名為「自我概念」（self-concept）。第 32 大題的題幹如前段所述，

五項子題分別是：「我只是不擅長數學」（I am just not good at Mathematics）、「我

得到好的數學成績等第」（I get good <marks> in Mathematics）、「我學數學很快」



 43

（I learn Mathematics quickly）、「我一直相信數學是我擅長的科目之一」（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Mathematics is one of my best subjects）、「在數學課中，即使

是最困難的部分我也能瞭解」（In my Mathematics class, I understand even the 

most difficult work）等。 

  

 

五、數學能力 

評量範圍涵蓋數量、空間與形狀、改變與關係、不確定性等四個領域，題

目類型為開放式建構題、封閉式建構題與選擇題，以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估計出每位學生在各領域的可能能力值（plausible values）。研

究者以四個領域可能能力值為測量指標，抽取因素代表個別學生之「數學能力」

（mathematics ability）。 

 

貳、因素分析 

在學生問卷與數學能力測驗信效度方面，採因素分析縮減變項來獲得建構

效度，並以主軸法（principle axis factoring）配合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

之最大變異法（varimax rotation），針對「內在動機與工具性動機測量變項」、「數

學焦慮與自我概念測量變項」與「數學能力測驗」進行轉軸，並依照技術報告

加以命名，結果摘要如表 3-4。表 3-4 顯示，問卷變項轉軸後特徵值（rotated 

eigenvalues）介於 1.22～5.47 間，皆大於 1，符合 Kaiser 所建議篩選共同因素

之標準（林清山，1986, p.355），各測量變項之因素負荷量皆大於.5，且大部分

不會同時橫跨兩因素（張紹勳，2001），其中雖然 Y6 同時橫跨兩因素，但是，

Y6 位於自我概念因素的負荷量.69 顯著大於.50，因此不予刪題，各因素所解釋

之變異量亦在 12.31％～92.38％之間，因此兩份工具擁有良好建構效度。而在

信度分析，Cronbach α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介於為.84～.97之間，達余民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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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7）所言一份良好教育測驗信度宜具備.80 以上之條件，故學生問卷部分的

試題品質良好，無須進一步刪減測量變項。 

表 3-4  探索性因素分析摘要（N＝2,181） 

因素負荷量 
一、內在動機與工具性動機測量變項 

內在動機 工具性動機

X1 我喜歡讀數學 .83  
X2 我期待上數學課 .83  
X3 因為我喜歡數學，所以我做數學 .85  
X4 我對在數學課所學到的東西感到有興趣 .85  
X5 努力學習數學是值得的，因為數學將會幫助我得

到以後想做的工作 
 .83 

X6 學習數學是有價值的，因為數學會使我未來的職

業更好（前景、機會） 
 .86 

X7 數學對我而言是重要的科目，因為我需要靠它習

得以後想要的事物 
 .77 

X8 我將會習得能幫我找到工作的許多數學知識  .82 
題數 4 4 
特徵值 4.94 1.22 
解釋變異量 61.72％ 15.25％ 
Cronbach α信度係數 .91 .89 

因素負荷量 
二、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測量變項 

數學焦慮 自我概念 
Y1 我時常擔心數學課對我而言是困難的 .63  
Y2 當我必須做數學家庭作業時，我感到神經緊繃 .87  
Y3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緊張不安 .88  
Y4 當解數學習題時，我感到很無助 .59  
Y5 我擔心我會得到不好的數學成績 .54  
Y6 我只是不擅長數學（反向題） -.50 .69 
Y7 我得到好的數學成績等第   .82 
Y8 我學數學很快   .77 
Y9 我一直相信數學是我擅長的科目之一   .82 
Y10 在數學課中，即使是最困難的部分我也能瞭解   .79 
題數 5 5 
轉軸後特徵值 1.23 5.47 
轉軸後解釋變異量 12.31％ 54.65％ 
Cronbach α信度係數 .8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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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探索性因素分析摘要（續） 
因素負荷量 

三、數學能力測驗 
數學成就 

Y11 空間與形狀 .96 
Y12 改變與關係 .96 
Y13 不確定性 .97 
Y14 數量 .96 
分量表數 4 
轉軸後特徵值 3.70 
轉軸後解釋變異量 92.38％ 
Cronbach α信度係數 .97 

註：表中空白處，代表該題項特徵值小於.5 

 

 

第四節 實施流程 

茲將本研究擬進行之程序及步驟，以流程圖說明如下： 

壹、確定研究主題 

首先針對 PISA 2003 資料庫所蒐集的相關變項，進行主題初探，以撰寫研

究計畫。 

貳、文獻探討 

評閱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數學焦慮及自我概念等構念之相關理論，以

瞭解 PISA 2003 所定義變項概念及與過去相關理論異同。接著，分析相關實徵

研究報告，以瞭解理論與實務研究之差異，並提出該四者構念與數學成就間之

結構關係模型的雛形。 

參、資料取得與統計分析 

由 PISA 官方網站（2006 年 6 月載至 http://pisaweb.acer.edu.au/oecd_2003/oe 

cd_pisa_data.html）下載相關資料後，先探索問卷品質，接著將樣本隨機分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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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樣本與驗證樣本，以建模樣本建立潛在變項關係模型，以驗證樣本進形模型

交叉驗證。 

肆、提出結論與建議 

最後，釐清變項關係與建構影響學生數學成就的心理特質之結構關係模式。 

 

 

圖 3-2 實施流程 

 

 

第五節 資料分析與處理 

本研究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3.0 版及 LISREL 8.7 版進行資料分析處理

工作。在配合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下，所使用統計方法如下：描述性統計、探

索性因素分析、結構方程式模型等。 

壹、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擬先分析各測量指標之平均數、標準差、偏態與峰度，以瞭解資料

確定研究主題

與研擬計畫 

文獻探討 

有關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數學焦慮及

自我概念有關理論與實證研究文獻評閱 

資料取得與統計分析 

（一） 探索性因素分析 

（二） 結構方程式模型探討變項關係 

（三） 多樣本結構方程式模型進行交叉驗證 

提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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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分佈情形，並以此作為後續選定適當的參數估計程序之參考。 

貳、 探索性因素分析 

探索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係指在測量指標所代表

潛在變項內涵為未知的情況下，將繁多的指標縮減為少數的潛在變項，以找出

指標背後的結構的一種統計分析技術（Long, 1983, pp.11-15）。本研究使用探索

性因素分析瞭解各潛在變項之測量效度，包含指標與潛在變項間的因素負荷

量、代表原始測量指標程度的解釋變異量、篩選共同潛在變項的因素特徵值等。

分析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數學焦慮及自我概念等四類測量指標，以為後續

模型檢定奠定理論基礎。 

參、 結構方程式模型 

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或稱潛在變項模式

（latent variable models, LVM），是融合迴歸分析、路徑分析與因素分析等統計

方法，可用於建立測量模型以描述潛在變項間關係，並驗證模型所蘊含之理論

建構是否成立的一種多變量統計學方法（余民寧，2006）。 

本研究隨機抽樣約 50%的有效樣本作為建模樣本，探討內在動機、工具性

動機、數學焦慮、自我概念及數學成就間的潛在關係模式，以瞭解影響學生數

學成就之相關心理特質模型為何，接著，以 50%的驗證樣本進行交叉驗證，驗

證在相同母群不同樣本下，上述模型適配程度。 

 

 

第六節 模型建構 

本研究目的一是瞭解香港學生之現況，因此不需建立模型考驗，僅於第四

章以描述性統計呈現；本研究目的二為建構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數學焦慮、

自我概念及數學成就間的潛在關係模式，因此，以下先以理論文獻為基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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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本研究之初始模式，為後續驗證建立基礎；其次，本研究目的三是分析數學

焦慮與自我概念在動機與數學成就間是否扮演著中介變項角色，故本研究以

Baron 和 Kenny（1986）所定義的中介變項條件為基礎，建構模型 A、B、C、

D 四個子模型來驗證此假設；最後，本研究目的四是探討自我概念在數學焦慮

與數學成就間是否處於中介變項角色，故建立模型 E 來驗證此假設，以下分別

說明驗證三個研究目的所需之模型架構。 

 

壹、 建構初始模型 

根據第二章文獻評閱結果，本研究所建構模型的意義與架構分述如下，初

始模式的路徑圖如圖 3-3 所示。 

一、內在、工具性動機與數學焦慮、自我概念、成就關係方面：從文獻探討中

發現，內在動機以自主性高的興趣為出發點，工具性動機則在部分自主性

下，以外在因素為考量激發動力，兩者皆能正向影響情緒反應、自我概念

與成就表現，然而與成就表現關係方面，因自我概念變項的加入，內在動

機與工具性動機對成就的影響力將降低，不如自我概念對成就影響般強

烈；在影響焦慮與自我概念方面，工具性動機受外在因素影響不若內在動

機單純，且國中階段學生尚未有選擇課程經驗，較不清楚不同任務之效用

性價值差異為何，因此，假設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會負向影響數學焦慮、

正向影響自我概念與成就，其中內在動機影響強度較工具性動機更為強烈。 

二、數學焦慮與自我概念、成就關係方面：探究文獻發現，數學焦慮與自我概

念關係緊密，屬負向關係；對成就關係則較為不穩定，易受其他變項影響

而強度減弱，大致呈現負相關至無相關之間，因此，本模型假設數學焦慮

與自我概念為直接負向影響關係，與數學成就間除直接負向影響外，亦透

過自我概念的中介效果而間接影響成就表現。 

三、自我概念與成就關係方面：自我概念與成就之間具有高度正相關，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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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已在在證實，因為自我概念高低會影響接下來學習策略、努力等投

入品質，造成成就高低差異，因此，本研究假設自我概念與成就之間具有

正向關係。圖 3-3  初始模式路徑 

 

 

 

 

 

 

 

 

 

 

 

 

 

 

 

 

 

貳、 中介變項之定義與驗證 

根據 Baron 和 Kenny（1986）對中介變項的定義，構成中介變項的要素有

四：一是預測變項能顯著預測中介變項（即路徑 a 達顯著），二是中介變項能

顯著預測效標變項（即路徑 b 達顯著），三是預測變項單獨對效標變項預測達

顯著（即路徑 c 達顯著），最後，將預測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納入迴歸分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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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徑 c 的係數明顯下降或變成不顯著，中介變項即構成。其中，若路徑 c 數值

變小，卻仍顯著時，稱為部分中介（partial mediation）；若路徑 c 數值轉為不

顯著時，則稱為完全中介（full mediation）。 

 

 

 

 

圖 4-4  中介變項模型 

資料來源：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Barron, R. M., 

& Kenny, D. A. (1986).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51(6), 1173-1182. 

Psychology, 51(6). 

 

研究者將之應用至 SEM 後，程序如下（驗證程序前一步驟符合後，才繼

續驗證下一步驟，否則即終止驗證，換言之，中介效果不存在）： 

（一）以 LISREL 所計算的表 4-8 潛在變項間零階相關為根據，分別驗證

路徑 a.b.c 是否顯著。 

（二）單獨挑出所欲驗證的預測變項、中介變項與效標變項，將之建立子

模型，觀察路徑 c 數值是否下降或轉為不顯著，若是如此，中介效

果即成立。 

 

 

第七節 模式考驗方法 

本研究依據 Bagozzi 和 Yi（1988）、Kline（2005）、余民寧（2006）及邱

皓政（2003b）等人的建議並配合本研究目的，提出以基本適配度指標、整體

預測變項 

中介變項 

效標變項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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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配度指標、比較適配度指標、精簡適配度指標及內在適配度指標檢定模式適

配度，獲得最終模式後，再以交叉驗證獲得交叉驗證效度，茲說明內容如下。 

 

壹、模式適配指標 

一、基本適配度指標 

（一）誤差變異數需無負值。 

（二）誤差變異數需達顯著水準。 

（三）不能有過大的標準誤。 

（四）因素負荷量介於.5-.95 間為理想值。 

（五）潛在變項的參數間相關絕對值不能太接近 1。 

 

二、整體適配度指標 

（一） 卡方值（χ2）：指理論模型與觀察模型的契合度，理想情形是未達.05 的

統計顯著水準，但由於 χ2 易受樣本過大而變得很敏感，因此需參考其他

指標。本研究所使用 MFFχ2 指 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WLSχ2

指 Normal Theory Weighted Least Squares Chi-Square，因為 SEM 分析深

受非常態影響，因此研究中多以 WLSχ2 來描述模式適配度。 

（二） GFI（goodness-of-fit index）：指假設模型可解釋觀察資料的比例，理想

是.90 以上。 

（三） AGFI（adjusted GFI）：指將自由度納入考慮後所計算出的 GFI，理想是.90

以上。 

（四） 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標準化後假設模型的整

體殘差，數值介於 0 至 1 間，小於.08 表示模型適配度佳。 

（五） RMSEA（root means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比較理論模型與完

美契合的飽和模型（saturated model）的差異程度，.05 以下良好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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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05~.08 合理適配。 

（六） CVI（cross-validation index）：測量驗證樣本的共變數矩陣與從建模樣本

中複製出的適配共變數矩陣之間的差異，該值越小越好。 

 

三、比較適配度指標 

（一） CFI（comparative fit index）：反應假設模型與無任何共變關係的獨立模

型差異程度（獨立模型是最不理想的模型），並考慮到被檢定模型與中

央卡方分配的離散性。因此 CFI 越接近 1 越理想，.90 以上為佳。 

（二） NNFI（non-normed fit index）：比較兩個對立模式間的適配程度，或比較

所提模式對虛無模式間的適配程度，因此.90 以上為佳。 

 

四、精簡適配度指標 

（一） PNFI（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指模式精簡程度的指標，數值介

於 0 至 1 間，越高越好。 

（二） CN（Hoelter’s critical N）：指基於統計檢定的考量下，模式所需要最低

的樣本數，如此才能獲得可被接受的適配程度。CN>200 為佳。 

 

五、內在適配度指標 

（一）個別測量變項的信度在.5 以上。 

（二）潛在變項的組合信度 ρc（composite reliability）在.6 以上，其計算公式如

下： 

ρc=
( )

( ) ∑∑
∑
+ )(2

2

θλ

λ
 

其中，ρc表示組合信度，λ表測量指標的因素負荷量，θ表測量指標的誤差

變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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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潛在變項的變異數平均解釋量 ρv（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在.5 以上，

其計算公式如下： 

ρv=
( )

( ) ( )∑∑
∑
+ θλ
λ

2

2

 

（四）所估計的參數達顯著水準。 

（五）標準化殘差值小於 1.96。 

（六）修正指標小於 3.84。 

 

貳、交叉驗證 

交叉驗證指測量結果能適用到其他樣本或情境的效度證據蒐集過程，其證

據稱為交叉驗證效度（cross-validity）。在 SEM 中，一個理想模型在不同樣本上

重複出現的程度，稱為模型的交叉驗證效度。由於從 SEM 的結果中，無法得

知哪種模式絕對正確，僅能從眾多模式中找出一個最佳模型，因此研究者為能

確定此模型的真實性，須從不同樣本中再次找到此模型為最佳模型的證據，此

為交叉驗證的基本概念。本研究的交叉驗證是從相同母群體，抽取不同樣本驗

證單一模型，因此交叉驗證效度所反應的是模型穩定性（model stability）（余民

寧，2006；邱皓政，2003b；Diamantopoulos & Siguaw, 2000, p.130）。 

由於 SEM 採用共變數結構分析的原理，所以即使不同樣本產生一個不同

的共變數矩陣，SEM 仍然可以將它納入同一個分析架構，此時便需要使用多樣

本結構方程式模型（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評估測量不變性

（measurement invariance），如此不但可以瞭解該項測驗工具應用到不同對象的

不變性，也就是古典測驗理論中對測驗信度的檢驗，還可以藉由同時估計避免

多次比較所帶來統計決策誤差機率膨脹的疑慮（邱皓政，2003b）。 

交叉驗證的方法簡單來說，可以分成三種，由最寬鬆到最嚴格依序如下： 

1. 寬鬆複製策略（loose replication strategy）：建模與驗證樣本有相同因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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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設定，參數全部放寬重新估計。 

2. 適中複製策略（moderate replication strategy）：驗證樣本除具有相同因素結

構外，部分參數數據需設定與建模樣本相同。 

3. 嚴格複製策略（tight replication strategy）：驗證樣本不僅具有相同因素結

構，全部參數數據皆需設定與建模樣本相同。 

因此，本研究進行交叉驗證時，若無法滿足整體矩陣的不變性考驗時，將

會針對矩陣中的特定部份進行檢驗。在不變性考驗方面，研究者除使用卡方適

配統計（χ2），以受限模式的卡方值減較少受限模式的卡方值所獲得之 χ2 值作

為判斷，若 χ2 在 df 之下達顯著水準，即表示推翻不變性假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