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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4.1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產業競爭力是建立在異質性知識之上，知識傳遞行為起因於資源缺口

出現，所接續引發包括在組織內部和外部一連串的知識移轉行為。在組織

內部的知識移轉，也就是從知識取得到知識產出之間，根據 Kline（1986）

確實是存在正向影響，但是不同特性組織的知識取得方式應該也會有所差

異，像是知識創造者與知識應用者獲取知識的方式，應會有著重於研發取

得或透過市場交易不同的取得方式。 

在相關理論中提及，知識傳遞活動會受到地理鄰近性和網絡關係的影

響。地理鄰近性可以刺激創新活動的發生，促進知識交換和互動學習，減

少交易成本和避免不確定風險存在，更能夠促進隱性知識的傳遞。而網絡

關係則是透過包括企業廠商、政府研究機構和大學，這些個體間的連結互

動交流，觸發知識技術的移轉。本研究除了實證這兩個因素個別對於知識

取得的影響之外，基於過去討論到地理鄰近性與網絡關係，均是個別進行

探討其對於知識傳遞活動的影響，但並未觀察當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時，

是否會有互補或替代的關係？或是和不同組織的接近，像是廠商或大學、

研發機構、產業協會等不同屬性特質的組織，是不是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關係？ 

另外，研究對象的不同對於知識傳遞的過程也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傳遞

路徑結果。本文在研究對象上因為政府是由政府建立的研究機構為代表，

則研究機構與大學均為從事研究發展活動，屬於知識的生產者，具有較高

同質性，本研究即將政府建立研究機構與大學視為同一觀察群體。所以對

於不同特性的研究對象，在知識傳遞路徑的形成上會有什麼差異存在，而

這些差異所代表的意義。本研究試圖分別探討在廠商及學研機構的知識傳

遞路徑，從不同部門的知識傳遞路徑觀察差異進行分析。 

根據前述想法，可歸納出下列研究假設，概念如圖 4.1 所示： 

一、在廠商和學研機構知識傳遞過程中，個別因素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進而有先後路徑順序的產生。 

二、不同部門的知識取得方式是否會有所差異，像是學研機構會特別重視

經由創新研發活動取得知識的方式，而較少透過市場交易機制取得。 

三、地理鄰近性會影響知識取得，而且不同的組織特性可能在地理鄰近因

素形成差異，像是與廠商或產業協會、展示設施等具知識應用特性為主的

組織鄰近，和具知識創造為特性的研究機構或大學的接近，在知識傳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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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能會有不同的影響產生。鄰近知識創造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可能要

透過周邊地區知識應用者以及網絡關係形成知識移轉的機制而間接影響知

識取得，但是和知識應用為特性的廠商、產業協會等組織，則可能是直接

帶動知識取得的發生。欲探討地理鄰近性會否受到鄰近對象性質而產生差

異，進而影響知識傳遞路徑的分佈。 

四、鄰近廠商和網絡關係個別對於知識傳遞活動中知識取得的影響程度為

何？是會直接影響到知識傳遞活動，還是必須要透過其他因素為媒介才能

對知識取得間接產生影響？若同時存在影響時，鄰近廠商和網絡關係彼此

之間為互補亦或是替代關係。 

五、綜合觀察廠商和學研機構所建構出知識傳遞模型的差異，了解不同部

門對於知識傳遞活動的需求為何，像是注重知識創造的學研機構是否只重

視與其他學研機構聚集所產生知識創造的效益？是否透過和廠商的鄰近以

及網絡的形成，更有助於學研機構獲得知識生產中不同的回饋？那麼在廠

商知識傳遞路徑模型中又為何？ 

 

圖 4.1 基本假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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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研究變數說明研究變數說明研究變數說明研究變數說明 

綜合過去理論文獻研究分析結果，加上對於台灣地區生物科技產業現

況，初步歸納並界定影響生物科技廠商、研究機構和大學間知識傳遞的各

項選擇因素，擬定影響創新行動者進行知識傳遞活動的變數。 

4.2.1 外生變數部分 

4.2.1.1 地理鄰近性 

生技產業多以研究發展為主要活動，最關鍵的發展因素並非是廠房條

件等傳統的影響因素，而是需要大量研究人力的投入，所以鄰近於研究發

展及人才培育活動活躍的學校、研究機構及醫院等知識密集區域為生技產

業發展的優勢。從歐美各國發展生物科技產業的經驗為觀察，生技廠商高

度地理集中可以減少因距離所帶來在互動及溝通上的處理和加強協調統合

的工作，不只減少交易成本和風險，更提供了獲得知識的途徑。 

McSheehy 在 2001 年也透過觀察發現生物技術具研發型產業的特質，

生技公司多希望接近技術、人才，由大學或研究機構帶動形成，以降低共

同設施成本，吸引人才，透過公司相互合作與競爭創造發展機會（江淑貞，

2003）。且生技產業依賴大學、研究機構、政府實驗室等公部門的基礎研究

成果，透過科學研究的產生，訓練高品質的研究人力、加上所衍生出的相

關知識技術、新穎想法、專業人員與廠商以及研究基金的提供及分配，正

是使生技廠商座落於學校及研究機構附近的主要原因(Leibovitz，2004)。 

所以有關生技產業行動者地理鄰近性之衡量變數應包括：鄰近同業廠

商、鄰近異業廠商、鄰近產業聯誼組織或產業公會或以產業交流為目的的

相關協會、鄰近大學院校、鄰近研究機構(包括育成中心)、鄰近會議廳或展

覽中心等展示設施。 

4.2.1.2 網絡關係 

以美國及歐洲各國發展生物科技產業為例，由於生技產業涵蓋範圍廣

大，各公司資源有限，因此企業聯盟與交互授權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吃

重的角色，廠商都與學術機構間具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利用產業分工、合

作研發、技術移轉及組成策略聯盟方式，為歐美生技產業的特色。在行動

者間頻繁的交流觸發了資訊和知識技術交換，彼此間的合作與互動會擴展

共同與個別的知識經驗基礎，促進共同學習及降低不確定性（林佳樺，

2002），使網絡內的個體可以獲得網絡外個體所沒有的競爭優勢。方世杰

（2001）將網絡關係整理為：產學研機構間合作、上下游關係、人員流動

與合作授權，透過不同的表現形式，如合資、轉包、併購、轉投資、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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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研發或技術合作與策略聯盟等方式，利用這些管道增加企業內部結

構的研發或為取得其他組織的外部資訊與技術等。 

綜合上述，歸納網絡的衡量變數包括：內部員工與其他單位的人才交

流、與其他單位的保持長期契約關係、與其他單位協議各種的策略聯盟、

透過子公司或轉投資延伸研發成果。 

4.2.1.3 知識獲取方式 

知識獲取，主要分為市場配置與非市場配置兩種主要的方式。市場配

置，是透過市場價格機制，尋求並取得符合需求之知識來源，主要又可區

分為專利、技術購買與高階勞務僱用關係。而非市場配置則是著重於獲取

隱性知識，透過與其他公司或是與其他組織，如研發機構或大學之間的合

作；其次則是利用自行研發方式。 

這些獲取知識的方式，有助於產業界快速取得新技術並加以商品化，

並能降低不確定性，提升產業競爭能力，及加速研究設備之升級與研究人

才之投入。 

有關生技產業行動者知識獲取來源的衡量變數應包括：透過技術引

進、專利購買、產學研合作研發、內部技術與產品自行研發或高階勞務聘

僱為主要知識與技術來源。 

4.2.2 內生變數部分 

有關影響生技產業行動者知識創新產出型態之衡量變數包括：專利、

新產品開發或技術移轉、研究報告、論文或期刊發表。 

4.2.3 問卷題項研擬與問卷測量尺度之確認 

以前述所建立對於生技產業選擇知識傳遞路徑影響因素，可得知影響

變數初步擬定計有 18 項影響變數。因此，整份問卷約可分為四部分進行研

擬，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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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問卷變數題項初擬 

  變數名稱 

鄰近同業廠商 

鄰近異業廠商 

鄰近產業公會或以產業交流為目的的相關協會 

鄰近大學院校 

鄰近研究機構(包括育成中心) 

地理鄰近性 

鄰近會議廳或展覽中心展示設施 

內部員工與其他單位的人才交流 

與其他單位的保持長期契約關係 

與其他單位協議各種的策略聯盟 
網絡關係 

子公司或轉投資延伸研發成果 

技術引進 

專利購買 

產學研合作研發 

內部技術與產品自行研發 

外生

變數 

知識獲取方式 

高階勞務聘僱 

專利 

新產品開發 

技術移轉 

內生 

變數 
知識產出方式 

研究報告、論文或期刊發表 

至於問卷測量尺度之決定，由於本問卷在擬定問項預設之填答方式，

在於了解填答者對於該問題敘述之同意程度。所以，在問卷測量尺度上，

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點式尺度，讓填答者進行程度上的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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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 

4.3.1 研究對象的選取 

由於本研究主題為探討地理鄰近性和網絡關係對於生物科技產業中政

府、大學和產業之間知識傳遞活動所形成的影響，並且建構出知識傳遞路

徑模型。所以研究對象為生技產業廠商、相關大學系所，政府的部分則是

以政府所建立的研究機構為對象。由於國內政府產業政策對於生技產業採

取支持且積極推動的態度，推動建立相關研發體系以及多項技術交流平

台，許多政府政策的執行與設備資源的提供均是經由研究機構進行，所以

在本研究中，即將政府部門設立的研究機構視為是政府產業政策意涵，代

表政府在生技產業知識傳遞活動中的功能。 

本研究的問卷對象，是以經濟部工業局 2004 年台灣生技產業新興生技

公司名錄中所表列之 208 家生技廠商、86 家生物科技產業相關研究機構和

92 家設立相關系所之大學院校為調查對象，進行問卷調查。 

4.3.2 資料收集方式 

初級資料為本研究主要資料來源，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在問卷回

收方面，回收份數分別為生技廠商 100 份，相關研究機構與大學院校則為

77 份；在回收比例上，生技廠商佔 48.1％，相關研究機構與大學院校為 43.3

％。 

問卷份數的限制上黃芳銘提出由Marsh & Hau等學者證實Boomsma的

建議，如果觀察變數與潛在變數的比值是 3 或 4，則樣本數至少應為 100，

若比值超過 6，則 50 的小樣本也為足夠的。主要是因為樣本數和觀察變數

與潛在變數的比值間存在互補性的效果，為了維持估計的精確性和確保其

代表性。依此建議，則本研究問卷回收份數由觀察變數與潛在變數比值來

看，應要回收超過 100 份問卷。但於本研究中，因為母體樣本數數量僅有

生技廠商 208 家及學研機構 178 家，回收問卷的比例也都高於 40％。雖然

並未達到建議的回收問卷份數，但建議目標份數的目的在於確保估計的精

確性和代表性，以回收比例來看，似可認為具相當代表性代表目前台灣地

區生技產業的發展，而可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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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實證研究方法介紹實證研究方法介紹實證研究方法介紹實證研究方法介紹 

由於因素分析主要功能即將為數眾多的觀測變數，萃取出少數潛在變

數，而這些變數對原來的問題仍具有相當高的解釋能力，減少在分析問題

或評估方案上的複雜度與計算困難度。因此，可利用本法將影響知識傳遞

行動者路徑選擇之觀測變數(manifest variables)進行因子歸類，以簡化因果

關係；且從本法篩選出因子分類後，並與先前所歸納之相關理論歸納作一

對照配合，擬定研究假設，以配合結構方程模式中，驗證 SEM 中結構模式

之部分(measurement model)。 

SEM 之特點可以處理多重應變數，並且可幫助研究者，從因素分析所

得之潛在變數與觀察變數之間，找出彼此在影響上之關係，將數學式所展

現自變數與應變數關係，轉為以路徑圖之方式展現。而本研究重點即在驗

證知識傳遞行動者間互動模式影響架構，應用本研究方法可以幫助從因素

分析所得之潛在變數與觀察變數之間，找出影響上之關係進而整體呈現影

響路徑選擇之模式。 

4.4.1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是指自為數眾多的 K 個觀測變數中，萃取出 J 個潛在變數的

統計方法（K > J），可以協助研究者將測量的內容簡化成幾個特定的同質性

類別。主要的目的包括：潛在因素命名、潛在結構分析、因素相關分析及

因素分數產生等。因素命名以因素結構矩陣為基礎，先找出與個別潛在因

素顯著相關之觀測變數，再以這些變數之交集特質為個別潛在因素賦予意

義命名；潛在結構分析則以因素組型矩陣為基礎，先估計數個觀測變數對

少數潛在變數之迴歸關係，再藉由其間關係推演潛在結構（周文賢，2002）。 

因素分析抽取的方法依研究目的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探索性因素

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另一類是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其中，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功能為可

將雜亂無章的變項理出頭緒，此種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功能有助於建立新的

假設，發展新的理論，因此稱為 EFA（邱皓政，2005）。EFA 主要利用變異

互變異矩陣來計算，從複雜之各種現象中，找出少數潛在因子（latent factors）

來說明；因此，當研究者要在一堆資料中，找出潛在的因子結構，則 EFA

會是適當的方法。 

4.4.1.1 統計模式 

一、因素模式 

因素分析以少數的潛在因素（Yj）和獨特因素（ek）之線性組合，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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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觀測變數（Xk），稱為因素模式，數學模式如下： 

X1 = f11Y1 + f12Y2 +……+ f1j Yj + e1 

X2 = f21Y1 + f22Y2 +……+ f2j Yj + e2 

M  

Xk = fk1Y1 + fk2Y2 +……+ fkj Yj + ek 

其中 Xk=第 k 個觀測變數，數值由觀察而得 

 fkj=組型負荷量，相當於第 k 個行為變數對第 j 個潛在變數之迴歸

係數  

 Yj=第 j 個潛在變數，無法直接觀察必須經由因素分析產生 

 ek=第 k 個行為變數對應之獨特因素 

二、共同性與獨特性 

由上式可知，個別觀測變數是由共同因素（潛在因素）和獨特因素所

構成，總變異也是由共同性和獨特性所所組成。共同性（Communality）指

的是總變異中的潛在因素可被觀測變數解釋的部分，也就是可解釋變異。

而獨特性（Uniqueness）平方則是總變異裡無法被解釋的部分，也就是不可

解釋變異。總變異分解為共同性（hk
2）與獨特性（ek

2）可進一步簡化如下： 

hk
2
=fk1

2
+fk2

2
+….+fkj

2
 

ek
2
=1− hk

2 

因此第 k 個觀測變數之共同性（hk
2）是該條因素模式之組型負荷量（fkj）

的平方和；獨特性平方（ek
2）是 1 減去共同性。獨特性係數（ek）常用於

衡量行為變數無法被潛在變數替代之程度。獨特性越高的行為變數，越不

容易被潛在變數解釋或代表，所以研究者可以考慮刪去獨特性高的觀測變

數，可提高潛在因素的解釋能力，以及因素模式之配適程度。 

4.4.1.2 潛在因素 

一、潛在因素之萃取 

因素分析中萃取潛在因素的方式包括，主軸法、重心法及最大概似法

等。主軸法，其萃取的原則為以潛在因素對總共同性之貢獻極大化；重心

法則是以觀測變數之相關係數矩陣計算組型負荷量；最大概似法則需先假

定潛在變數的個數，再反覆估計組型負荷量。實務上多應用主軸法為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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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本研究也採取主軸法為應用，以下即為主軸法之概念。 

主軸法是以萃取出潛在變數對總共同性的貢獻最大化為原則，透過拉

氏方程式進行。首先萃取第一個潛在變數（Y1），然後依次萃取第 2 個（Y2），

第三個（Y3）….，一直到第 K 個潛在變數（Yk）。其中，1 對總共同性的

貢獻最大，2 貢獻次之，Yk的貢獻則最小。 

拉氏方程式的目標函數為潛在因素對總共同性的貢獻最大化，以第一

個潛在因素（Y1）為例，總共同性（V）與 Y1貢獻的共同性（V1）如下所

示：
=V













+…++=

+…++=

+…++=

2

kj

2

k2

2

k1

2

k

2

2j

2

22

2

21

2

2

2

1j

2

12

2

11

2

1

1

f .  f   f   h

             

 f .  f   f   h

 f .  f   f   h

V          

MM

 

因此，拉氏方程式的目標函數為： 

max V1 = f11
2
 + f21

2
 +…fk1

2 

之後再對於拉氏方程式進行偏微分後，取得拉氏乘數及組型負荷量，

而拉氏乘數即為特徵值，則此特徵值 λ1即為第一個潛在變數對於總共同性

之貢獻，亦即： 

λ1  ＝ V1 = f11
2
 + f21

2
 +…fk1

2
 

二、特徵值 

特徵值（λj，Eigenvalue）為個別潛在變數對總共同性的貢獻程度，K

個觀測變數最多可萃取出 K 個潛在變數，所以存在 K 個特徵值。又根據因

素萃取過程，可知特徵值存在 λ1>λ2>…>λk的關係，所以第一個潛在因素的

代表能力最強，第二個潛在因素次之，第 k 個代表能力最差。 

三、因素個數之決定 

因素個數的決定是為了確保在變數減縮的過程中，因素模式的配適程

度。實務主要採取 Kaiser 法與陡坡檢定，本研究以較為常用的 Kaiser 法為

決定因素個數的方式。 

Kaiser 法是由 Kaiser 在 1960 年提出，他認為潛在因素對總共同性的貢

獻，必須要大於一個以上觀測變數的總變異。而其中潛在變數的痛線就是

以特徵值為判別，而觀測變數的總變異為 1，所以潛在變數的特徵值就必須

大於 1，才是具有相當代表性。所以此方法是以潛在因素的特徵值（λj）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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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保留特徵值大於 1（λj >1）的潛在因素，其他予以刪除。 

4.4.1.3 因素結構矩陣 

因素結構矩陣的目的在為潛在變數命名，因為經由因素分析所產生的

潛在因素本身並不具有任何意義，必須經過因素命名的程序，才能夠賦予

個別潛在因素在策略上的意義，進一步探討潛在結構。在因素結構矩陣中，

第 j 個縱行的 k 個相關系數，是第 j 個潛在變數（Yj）和 k 個觀測變數之相

關程度，如下式所示： 





















…

…

…

=

kjk2k1

2j2221

1j1211

rr  r

rr  r

rr  r

M
xyR  

在此結構矩陣中關係顯著的觀測變數，交集的特質就是潛在因素命名

的根據。在實務上只要相關係數絕對值大於 0.4，即認為關係顯著，而可以

此為命名之依據。 

4.4.1.4 因素轉軸 

因素轉軸（Factor Rotation）是指在不改變共同性之前提，旋轉 J 個因

素軸，將組型負荷量調整成接近 1 或 0 的數值，使觀測變數和潛在變數之

間的關係更為明顯。加上於先前萃取潛在因素時，利用主軸法所估計出的

組型負荷量，正負值皆有，不易看出觀測變數和潛在變數間的關係，而利

用因素轉軸正可以調整組型負荷量，使關係更為突顯。 

因素轉軸又可區分為直交轉軸與斜交轉軸兩種方式，直交轉軸是因素

軸間維持 90 度直角，而斜交轉軸則是認為潛在因素間有某種關係存在，所

以對於各因素軸間不限制保持直交。在直交轉軸中存在一明顯的缺點即是

假定因素和因素間彼此獨立，但是事實上潛在因素間通常存在著某種程度

的關係，且引含一定的策略意涵，所以利用直交轉軸可能會出現與事實不

符的情況，所以實務上多以斜交轉軸為改善方法。本研究即以斜交轉軸中

的目標轉軸法找出觀測變數和潛在變數間的關係。 

4.4.1.5 因素分析之檢定 

因素分析通常會利用 Kaiser-Meyer-Olkin(KMO)統計量、Bartlett 球型檢

定對於整體進行檢定，及對於所萃取的潛在變數利用信度進行檢定。 

Kaiser-Meyer-Olkin(KMO)統計量，又稱為取樣適切性量數，代表該變

項有關的所有相關係數與淨相關係數的比較值，該係數越大，則表示相關



產業知識傳遞與空間外溢之研究 

—以台灣地區生物科技產業為例 

 

 

51 

情形良好。而 Bartlett 球型檢定則是用來檢驗相關係數不同且大於 0，顯著

的球型檢定表示相關係數足以作為因素分析抽取因素之用。 

信度檢定主要是檢定潛在因素的一致性程度，當一致性越高，則信度

越高；也可以從誤差的多寡來進行定義，當誤差越小，則信度也會越高。

而 Cronbach’s α 信度是最常被使用的信度指標，當 α 係數越高，表示該組

變項間越有一致性與系統性。通常，信度係數在 0.9 以上是『優秀的』；0.8

左右為『非常好』；0.7 則是『適中』；0.5 以上可以接受，低於 0.5 表示至少

有一半的觀察變異來自於隨機誤差，所以信度不足，不應當被接受。 

4.4.2 結構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結構方程式（SEM）是用來檢定關於觀察變數（observed variables）和

潛在變數(latent variables)之間的假設關係，而此假設關係是依據先前健全理

論或概念來建構。在結構方程式中包括隨機變項（random variables）、結構

參數（structural parameters），有時更包括了非隨機變項（nonrandom 

variables）。而隨機變項則包含了觀察變數、潛在變數及誤差變數（error 

variables）。 

潛在變數是理論或假設的建構，通常無法直接由觀察取得資料，必須

透過觀察變數加以建構。而結構參數則是呈現變數與變數間的連結關係，

可以提供觀察變數間、觀察變數與潛在變數間以及潛在變數間的關係。而

上述變數間又可組成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兩個次體系。 

4.4.2.1 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 

測量模式是利用觀察變數建構潛在變數的模式，用於評鑑觀察變數可

以定義潛在變數的程度，可界定為外因（exogenous）觀察變數，以 X 變項

命名，或以 Y 命名的內因（endogenous）觀察變數兩類。由 X 變項所反映

的潛在變數稱為外因潛在變數，以 ξ(Xi)代表，由外因觀察變數和外因潛在

變數間所形成的結構參數則是以 Λx(lambda x)表示之，測量誤則是 δ

（delta）。以迴歸方程式的表示如下： 

X = Λx ξ + δ 

由 Y 變項所反映的潛在變數為內因潛在變數（endogenous latent 

variables）以 η(eta)為表示，測量誤則為 ε（epsilon）為表示。而在構成內

因觀察變數與內因潛在變數間的結構參數則是以 Λy(lambda y)表示之。其迴

歸方程式則為： 

Y = Λy η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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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模式主要則是建立潛在變數間的關係，涉及的變數包括外因潛在

變數（ξ）、內因潛在變數（η）以及潛在干擾 ζ（zeta）。在內因潛在變數與

內因潛在變數間的結構參數以 β（beta）表示，而外因潛在變數與內因潛在

變數間則以 γ（gamma）表示其結構參數。常用的結構模式有數種形式，如

一個外因潛在變數預測一個內因潛在變數（如圖 4.2）；兩個外因潛在變數

共同預測一個內因潛在變數（如圖 4.3）；以及一個外因潛在變數預測一個

內因潛在變數，此內因潛在變數在預測第三個潛在變數（如圖 4.4）等形式。 

外因潛在變數
(ξ1)

內因潛在變數

(η1)

干擾

(ζ1)

Γ11

 

圖 4.2 一個外因潛在變數預測一個內因潛在變數 

上圖之迴歸方程式如下： 

η1 ＝ γ11ξ1 ＋ ζ1 

外因潛在變數
(ξ1)

內因潛在變數

(η1)

干擾

(ζ1)

Γ11

外因潛在變數

(ξ2)
Γ12

 

圖 4.3 兩個外因潛在變數共同預測一個內因潛在變數 

圖 4.3 之迴歸方程式為： 

η1 ＝ γ11ξ1 ＋ γ12ξ2 ＋ ζ1 

外因潛在變數
(ξ1)

內因潛在變數

(η1)

干擾
(ζ1)

Γ11 內因潛在變數

(η2)

干擾
(ζ2)

Β21

 

圖 4.4 外因潛在變數預測內因潛在變數，再預測第三個潛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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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之迴歸方程式如下： 

η1 ＝ γ11ξ1 ＋ ζ1 

η2 ＝ β21η1 ＋ ζ1 

而一個完整的結構方程模式涵蓋了一個測量模式以及一個完全的結構

模式，可以下列方程式為表示： 

X = Λx ξ + δ 

Y = Λy η + ε 

η ＝ βη ＋ γξ ＋ ζ 

4.4.2.2 結構方程模式之評估 

評估結構方程模式主要是針對模式適配度進行評鑑，適配度是假設模

式與觀察資料間一致性的程度。近年來學者將整體適配度指標區分為三

類：絕對適配量測（absolute fit measures）、增值適配量測（incremental fit 

measures）以及簡效適配量測（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以下即以此三類

方式加以說明。 

一、絕對適配量測 

用以決定理論的整體模式能夠預測觀察共變數的程度，也就是再製樣

本資料的程度。常用以評鑑整體適配的絕對適配量測有：1.概度比率卡方考

驗值（Likelihood-ratio χ
2），2.適配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GFI），3.

漸進誤差均方根（root mw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ztion，RESEA）等三種。 

（一）概度比率卡方考驗值（Likelihood-ratio χ
2） 

對 SEM 而言，χ
2統計是一種差性適配（badness-of-fit measure）的指標，

在某種自由度之下獲得一個顯著的 χ
2值，代表觀察資料和理論估計模式之

間是不適配的。因此就必須獲得不顯著的 χ
2值，才表示模式與觀察資料相

適配。 

（二）適配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GFI） 

由 Jöreskog & Sörbom(1981)所提出的檢定值，相當於迴歸中的 R
2，也

就是說，從 GFI 可以看出理論模式的變異數和共變數能夠解釋觀察資料變

異數和共變數的程度。所以此種指標也可以顯現整體適配的程度。其範圍

大小介於 0～1 之間，0 代表差勁的適配，1 則為完美的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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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漸進誤差均方根（root mw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ztion，

RESEA） 

此指標近年來受到相當的重視，許多研究認為，RMSEA 在評鑑適合度

時表現的比許多其他指標還要好。RMSEA 是看理論模式與母群體的適配程

度，利用對於母群體近似誤的概念，因為沒有一個模式是可以完全和母群

體適配，所以 RMSEA 是找出最接近實體的那一個模式。 

當 RMSEA 等於或小於 0.05，表示理論模式可以被接受，通常認為是

『良好適配』；0.05～0.1 被視為是灰色區域；而大於 0.10 則為不良適配。 

二、增值適配量測 

增值適配量測的目的在於用一個比較嚴格的底線模式1來和理論模式

進行比較，測量其適配改進比率的程度。常用的評鑑指標為：1.調整後適配

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2.規範適配指標（normed fit 

index，NFI）與 3.比較適配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一）調整後適配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 

目的在於利用自由度和變數個數之比率來調整 GFI，較不受到樣本大

小的影響。其範圍為 0～1 之間，值越大，表示該模式越適合數據。 

（二）規範適配指標（normed fit index，NFI） 

NFI 值越接近 1 表示理論模式對底線模式的改進越大，接近 0 則表示

理論模式和底線模式相較並沒有比較好，所以 NFI 值越大可以判斷模式的

適配越好。但是此指標會受到樣本數量的影響，當樣本數在 1000 以下，有

可能會拒絕真實的模式，而以下的 CFI 指標即可克服此缺點。 

（三）比較適配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黃芳銘（2002）引述 Bentler 認為即使是小樣本，CFI 對模式適合度的

估計表現仍相當好。CFI 值應介於 0～1 之間，值越大表示模式適配越好。 

三、簡效適配量測 

簡效適配量測的主要目的是更正模式任何可能過度適配的情況。尤其

SEM 是以理論為基礎進行估計，而一個好的理論是具備相當強的解釋能力

以及簡單性，所以學者認為在判斷數個近似的模式適配資料時，應該選擇

最簡單的模式，而簡效模式即為此。簡效適配量測是作為選擇替代模式的

                                                 

1
 底線模式是指假設所有的觀察變數間是沒有相關、相互獨立的，又可稱為獨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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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標準，通常會利用：1.Akaike 訊息標準指標（Akau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及 2.Browne-Cudeck 基準（BCC）。 

AIC 與 BCC 在判斷模式可否接受時，通常採用理論模式的值必須比飽

和模式或底線模式小，若作為選擇替代模式，則值越小越好。 

從上述測量模式之兩條式子中，可知如何利用觀察變數來間接推測潛

在變數。總體看來，SEM 乃是路徑分析與因素分析的一種整合技術，它可

用於處理路徑分析的統計，也可以處理因素分析的統計。其由一組變項間

相互關係形成數學模式，而此模式的假設關係乃是依據先前所具備的健全

理論或概念建立。因此，一般使用 SEM 時，研究者多是作確認性的工作，

但 SEM 也可以應用在探測性的研究（黃芳銘，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