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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閱讀策略量表之 
測量恆等性檢驗

洪兆祥a　陳柏霖b　余民寧c*

摘要

本研究透過多樣本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年齡恆等性檢驗，探討國

小、國中與高中職五專學生在網路閱讀策略上的現況及年齡差

異。資料以分層隨機抽樣取自全國共計3,908人，包含國小1,122
人、國中1,601人，及高中職五專1,185人。本測驗為「搜尋與擷
取」、「分析與理解」、「使用與溝通」及「反思與應用」四因素結

構，共計11題的Likert四點量表。研究結果顯示，網路閱讀策略
量表的因素結構符合理論假設，具備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在恆等

性檢驗部分，國小及國中階段具有形貌與因素負荷量恆等，但在

國中及高中職五專、國小及高中職五專僅有形貌恆等。題目的權

重在高中職五專階段出現較大變化。研究結果為網路閱讀策略測

驗強化年齡比較的效度基礎與推廣應用性，並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 網路閱讀策略，測量恆等性，多群組結構方程式模式

緒　論

一份測驗工具需經過恆等性（invariance）的檢驗，確認其跨母群的因素結
構穩定後，才可宣稱擁有相同的比較尺度與基礎（Drasgow & Kanfer, 1985）。換
言之，當測驗工具的潛在變數與外顯變數之間的關係，不受到測量對象或時間

點的差異時，即可稱為具有測量恆等性。以本研究所著重的網路閱讀策略量表

而言，在比較不同母群（例如：年齡、性別、地區等）時，研究者必須能說明

測驗分數之分數與尺度，對不同母群的受試者具有相等的意義，否則即無法直

接比較多群受試者的分數。

測量恆等性之於標準化測驗甚為重要，乃因經常有大規模施測與比較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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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的使用情況。在恆等性未知的情況下，任何分數的差異都無法歸因於究竟

為真實的差異、估計上的偏差或受試者對於外顯變數（測驗題目）有不同反應傾

向所導致（Cheung & Rensvold, 2002），此時貿然進行解釋或相關應用則可能犯
下嚴重的錯誤。

針對紙本的閱讀策略在國內外教育領域皆受到長期重視，也有大型的測驗

（例如：PISA）在評估學生於此方面的能力。近年來因應閱讀的文本逐漸由紙
本轉向網路媒體上（例如：Google搜尋引擎、Wiki百科、Facebook社群及個人
Blog等），而網路文本在本質上與紙本有許多差異，且網路文本的使用時間也
較紙本長許多（低頭族滑手機也可算是一種網路閱讀），故余民寧（2013）主張
針對網路閱讀策略應有專門的測量工具。網路閱讀反映出個體在科技環境處理

問題的能量，是個人參與社會和全球社群的能力，隨著數位產品的普及，自然

而然成為熱門的探討議題（洪碧霞，2011；Zenotz, 2012）。
根據林淑芳（2015）運用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發現，有57%青少年認為在

使用網路時，會比較並評估搜集到的資訊可能較難被信賴（批判素養），而有

64.9%青少年在搜尋網路資訊時，會參考不同的網頁資訊進行資料的統整，但
網路使用時間趨增，網路使用技巧越高，對於批判素養、社會結構素養與工具

素養能力的養成較沒有幫助。Zhang與Duke（2008）針對不同網路閱讀策略的青
少年在三種目的的條件下（求取特定訊息、獲取一般知識及娛樂條件），研究結

果指出，青少年採用不同形式和新的網路閱讀策略，都會隨著他們的目的不同

而有所改變；這些新的策略包括對數位產生疑問、應用先備知識去搜尋網頁，

以及監控個體的閱讀途徑和速度。Coiro（2011）建議未來針對網路閱讀理解能
力和離線閱讀理解能力的相似與相異進行跨樣本及多樣化學習者在開放網路訊

息環境中的互動行為。

由於數位化紀元的青少年經常以電子化媒介作為閱讀的途徑（張貴琳，

2013），目前國內針對各級學生的網路閱讀素養檢測逐漸受到重視（林尹千、洪
碧霞，2010；張貴琳，2013），然而目前缺乏適當的跨年級網路閱讀策略評量
工具，尤其目前此類研究所使用之測驗工具經過年齡恆等性檢驗者，可說微乎

其微，故其效度表現仍有改善空間，這也是本研究擬加以進一步分析的目的所

在。

傳統平均數差異檢定及相關分析，乃基於測驗工具具備完全信度之假設，

游森期與余民寧（2006）認為此一完全無測量誤差的假設既不合理也不符合事
實，故本研究採用多群組結構方程式模型（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
eling, MG-SEM）的恆等性檢驗程序，以檢驗網路閱讀策略的年齡差異。以MG-
SEM分析進行恆等性檢驗，必須使用一系列的巢套模型比較程序，以逐步檢驗
不同層次的恆等性假設。換言之，恆等性的評估不是全有 /全無的統計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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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單一步驟可以完成，乃透過漸進恆等而最後達到完全恆等的檢驗過程（邱

皓政，2011）。在執行上，透過不同就學階段的分組比較，以驗證網路閱讀策
略是否在不同年齡的學生群體間具有外在效度，此一分析將能有助於確認年齡

在網路閱讀策略表現上的真正情況，可供相關教學、研究與政策領域參考。

二、文獻探討

㈠ 網路閱讀的發展現況
閱讀是持續學習，獲得能力的重要途徑。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

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辦理的國際學生評
量計畫（PISA）中，測驗各國之青少年是否具備未來生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而閱讀便是其中一項關鍵的受測能力。然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進展，新科技

相繼被開發（Leu, Kinzer, Coiro, & Cammack, 2004），網路資訊滿足現代人即時
獲取資訊的需求，因此越來越多人習慣從網路獲取資訊（Kurniawan & Zaphiris, 
2001）。網路閱讀屬於電子化閱讀（e-reading）的範疇（電子化閱讀包括線上及非
線上閱讀），係透過個人電腦、電子紙（Electronic Reusable Paper）、個人數位助
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手機等不同介面（Clyde, 2005; Feather & Sturges, 
1997），應用不同軟體於「線上」即時的閱讀活動，使人們徜徉於電子數位化的
閱讀空間，可在多重文本間跳躍的非線性閱讀模式（林珊如，2010；林淑惠、
孟瑛如、吳東光，2006；游仕偉，2000）。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2014）針對我國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情形之調
查發現：五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生，開始經常上網占所有國小學生的比例最高

（26.9%）；而隨著年級愈高，上網非課業使用的時數趨增。至於李彥玫（2015）
針對中學生與銀髮族在線上閱讀歷程進行分析發現，當線上閱讀經驗不足時，

除了面臨「草率閱讀訊息，以致迷失搜尋方向」、「關鍵字運用的能力不足，侷

限搜尋範圍」、「採取負面心態」、「少針對搜尋主題進行客觀思考，多以個人習

性引導閱讀」、「缺乏懷疑資訊的能力，以致訊息來源無所根據」、「缺乏主動思

考能力，僅被動地接收訊息」，及「未真正釐清搜尋目標」的困境，對中學生而

言，也存在著「搜尋方向因個人興趣而偏離主題」之問題。然而，陳世娟與邵

婉卿（2014）調查民眾的網路素養發現，有高達96%的民眾自認為具有判斷網
路資訊可信度的能力，但年齡越大越會依靠直覺判斷網路資訊可信度的能力，

這對於網路閱讀素養是不利的。網路科技的發展，提供隨時上網的便利性，不

同年齡層線上閱讀的能力與困境也有所不同，學生是否有網路閱讀理解策略的

後設覺察，這對於達成有效的網路閱讀是十分重要，本研究擬加以探討。

網路是提供閱讀、寫作與溝通的重要脈絡，但學生使用網路的頻率並不

等於習得網路閱讀的技能（張貴琳，2012）。網路的新素養和其他資訊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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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s）的使用能力，包括
技巧、策略及傾向，都必須成功地反應並適應迅速變化的資訊及傳達科技及脈

絡，以確認重要問題、鎖定正確資訊、分析資訊可用度、整合多元文本資訊及

溝通資訊等（洪碧霞，2011；Cheung & Sit, 2008; Leu et al., 2004）。這些新的素
養能力，使個體能夠使用網路和其他資訊科技去辨識重要的問題、確定訊息、

分析這些資訊的有效性、綜合這些資訊來回答問題，然後與他人溝通答案（Leu 
et al., 2004）。閱讀型態的改變，相對也需要具備新的閱讀素養，方能應付各種
不同型態的閱讀方式，而在這些新閱讀型態中，網路閱讀尤其受到重視（Coiro, 
2006），讀者須在多種表徵的資料蒐集與互動過程中，建構閱讀理解的歷程
（Liu, 2013）。

㈡ 網路閱讀策略的內涵
Prensky（2001）指出：1980年代後所出生者，即可稱為「數位原生代」

（digital natives）。該世代的人們，其成長充斥著新科技所衍生的各種數位化產
品。因此，電腦程式及網路環境的數位語言就如數位原生世代的母語，使用數

位工具進行各種活動的時間，遠勝於花在閱讀的時間。電腦遊戲、電子信箱、

網路、即時通及手機即為數位原生代生活的一部分。整體而言，數位原生代

的學生對訊息的認知特性為：圖像及操作性技能優先、訊息接收仰賴知覺刺激

性、同時多工處理不同訊息及擴散性思考模式以高速激發相近的概念等（柯志

恩、黃一庭，2010；Prensky, 2001）。這個世代在升學考試的壓力下，由於學生
須背誦教材考試範圍，課程內容的規劃上常強調以學科考試導向的學習，往往

忽略考試之外所應涵養的知識與能力，致使學生應具備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有所欠缺，造成在PISA閱讀素養之「擷取與檢索」、「統整與解釋」、「省思與評
鑑」評量較弱（陳木金、許瑋珊，2012）。

有鑑於閱讀型態的改變，相對地，讀者也需要具備新的閱讀能力，才能

應付各種不同型態的閱讀需求，而在這些新興的閱讀型態中，線上閱讀尤其被

受到重視（Coiro, 2006）。過往針對紙本閱讀策略為，個體用來幫助自我理解文
章意義所採用的各種方法，有助於促進閱讀效能，達成閱讀目標，增進閱讀理

解能力（陳柏霖、余民寧，2014）。然而在網路閱讀情境下，新的素養能力，
使我們能夠使用網路和其他資訊與通訊科技，去辨識重要的問題、確定訊息、

分析這些資訊的有效性、綜合這些資訊來回答問題，然後與他人溝通這些答案

（Leu et al., 2004）。
因此，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9）指出，閱讀素養有五個面向，分別為：檢索訊息（retrieving informa-
tion）、形成廣泛的理解（forming a broad understanding）、發展自己的詮釋（devel-
oping and interpretation）、反思和評價文本內容（reflecting on and evalu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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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of a text），與反思和評價文本形式（reflecting on and evaluating the form 
of a text）。考量跨年級與測驗的因素，研究者將這五個面向歸納成四個類別，
包括：1.搜尋和檢索：搜尋和檢索資訊，意味著訊息空間的提供和導航 /瀏覽在
此空間，並去定位和擷取一個或多個可以區別出不同資訊；2.整合和詮釋：即
為文本內部的理解；詮釋係指在一些未被提及的過程中去建構、發現意義，當

閱讀者在解釋時，能夠辨識出文本的弦外之音，即為能夠找出文字隱晦在文本

中的涵義；而整合著重在整篇文本的連貫性，也涉及到各種訊息的連結關係，

無論相似性或差異性，範圍從小段落之間的連接，到能夠理解多個文本之間的

連接；3.反思和評鑑：係指能將超越文本之外的知識、觀念或態度，和個人的
概念或經驗作結合，傳統的印刷文本在出版和編輯過程中，經常採用更嚴格的

審查程序，而在任何人都能夠張貼相關訊息的網路上，學生要能夠評鑑出資訊

和搜索目標的關聯性，並透過反思，將超越文本之外的知識、觀念或態度，

和個人的概念或經驗作結合，統整地建構文本（Henry, 2006; Leu, 2007, OECD, 
2009）；4.使用與溝通：Leu（2007）提出溝通資訊的概念，學生將網路當作新的
溝通管道，使用e-mail、即時通訊、部落格、維基百科等；因此，網路的閱讀
策略內涵也應該包括溝通資訊在其中。

Goldman、Braasch、Wiley、Graesser與Brodowinska（2012）曾指出，好的
學習者的閱讀策略，是能理解、監控和評估多元資源的動態過程，這樣可以

提升閱讀策略。而成功的網路閱讀，經驗需要先備知識、策略和自我調節的閱

讀歷程，並建議閱讀網路內容應是自我導向的內容建構過程，以便解釋網路閱

讀理解的複雜性（Coiro, 2011; Coiro & Dobler, 2011）。後來，Henry、Castek、
O’Byrne與Zawilinski（2012）指出，學生能進一步將閱讀所得進行分享，或得
到新的閱讀策略，將有助於閱讀。如部落格的使用，在小學教室是一種新的教

學實踐，學校需要準備讓學生在進行網路閱讀時，具備所需要的素養（Zawilins-
ki, 2009）。

綜所上述，研究者考量跨年級的網路文本閱讀測驗編製不易，在參酌

OECD（2009）及Leu（2007）等人的概念，重新定義陳柏霖、洪兆祥與余民寧
（2013）所編製的網路閱讀素養量表，考量工具架構與題目，將其命名為網路閱
讀策略量表，包含搜尋與擷取、分析與理解、使用與溝通、反思與應用等四大

面向。

㈢ 網路閱讀策略量表的檢驗
電子文本有許多的技能與紙本是相似的，但電子的閱讀更需要新的要點和

策略去增加閱讀者的技能，個體在網路上的蒐集訊息過程中，需先透過大量材

料的略讀和掃描，且立即地做出評估和批判；因此，批判性思考已成為其中非

常重要的能力，而要克服此種數位化的分別，不僅通往網路閱讀的路徑，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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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個人的整合、評估和信息交流的能力（OECD, 2009）。
目前電子文本的閱讀已整合於OECD（2009）的閱讀素養架構中，透過發展

電子閱讀素養評量較能精確掌握學生的表現；但本研究受限於文本的選材與撰

寫、延伸問題的擬定需考量不同年齡層的學生皆可適用，且能測得學生在不同

難度文本的測驗，並非短時間可完成。是故，本研究參照余民寧（2013）的做
法，以學生所自陳的網路閱讀行為頻率做為此一概念的測量，在命名上亦改為

閱讀策略一詞會更適切。

網路閱讀乃是生活在網路資訊呈倍數擴增、傳播媒體報導多元化的現代人

所應具備的重要日常行為。因此在教育上，如何評估網路閱讀策略之發展乃重

要的實務議題。是故，本研究除了使用傳統的變異數分析比較網路閱讀素養觀

察分數之差異外，亦採用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之多樣本恆等性檢驗（multi-group invariance test）技術，以求更細緻地探究網路
閱讀素養如何地在不同就學階段產生變化，包含改變的時間、改變的項目以及

改變的程度等，這些資訊都有助於教學現場的教師能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學生

提出更適合的教學方向。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㈠	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橫斷面之調查研究，以全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中職學生為

對象，透過分層隨機抽樣，按照校數的比率大小分配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後淘

汰做答不完整、胡亂填答及基本資料有誤的廢卷，獲得有效樣本為12所小學共
1,122位、21所國中共1,601位，12所高中職五專共1,185位，合計3,908位學生。
在年級分布上，五年級學生526位（占13.5%）、六年級學生596位（占15.3%）、
七年級學生500位（占12.8%）、八年級學生564位（占14.4%）、九年級學生537
位（占13.7%）、高一（十年級）學生418位（占10.7%）、高二（十一年級）學生
412位（占10.5%）與高三（十二年級）學生355位（占9.1%）。在性別分布上，
男生1,830位（占46.8%），女生2,078位（占53.2%）。

㈡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陳柏霖等（2013）所編製「網路閱讀策略量表」來測量不同就學

階段學生的網路閱讀策略。網路閱讀策略量表包含四個子因素共11個題項，可
分為「搜尋與擷取」（包含：使用搜尋引擎找到我要的資訊、歸納整理所蒐集到

的資訊、試著將新資訊與之前的資訊相連結）、「分析與理解」（包含：試著牢記

資訊內容、確認資訊內容的真實性、有不理解的地方找額外資料來釐清、反覆

閱讀資訊的前後文）、「使用與溝通」（包含：進行線上註記（含畫線、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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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存成電子檔、與他人分享（轉貼）線上閱讀內容）、「反思與應用」（包含：將

網路閱讀的資訊應用於生活中、利用網路超連結功能進行主題的延伸閱讀）四

個子因素。在填答方式上，受試者依各測量指標之現況，自「從來沒有」到「經

常如此」的作答反應程度，分別給予1至4點方式計分；得分愈高者，即代表該
受試者使用該網路閱讀策略的頻率越高。

在信度與效度方面，其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搜尋與擷取」為 .79、「分
析與理解」為 .89、「使用與溝通」為 .70、「反思與應用」為 .71，全量表 .92。其
一階四因素斜交模式的適配程度良好（χ2＝679.76、df＝38、GFI＝ .97、CFI
＝ .97、NFI＝ .97、RMR＝ .022、RMSEA＝ .066），並與重要的效標變數之間
具有顯著正相關，如：與「網路閱讀態度量表」之相關為 .52，與「網路閱讀行
為量表」之相關為 .69。整體而言，「網路閱讀策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
表現。本研究將以不同就學階段之恆等性比較，進一步驗證網路閱讀策略量表

之外在效度（即跨就學階段之適用性），透過參數的變化解讀網路閱讀策略的現

況，並提出相關的教育政策與教學建議。

㈢ 假設模型之建立
在進行多群組結構方程式模型時，並需建立一個適用於不同樣本的模式，

稱之為基準模式（base-line model）。本研究依據陳柏霖等（2013）的理論架構，
建構一階四因素的斜交模式，先以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分析產生具有良好適配的

模式，以此做為基準模式，再利用多群組程序來探討該模式的跨樣本恆等性，

以判定同一個理論模式在不同群組之間是否成立。在操作上，乃係建立一個階

段性逐步設限的巢套模式，並逐一檢驗不同恆定條件下的模型適配度之變化。

本研究有三個樣本，故以兩兩比較的方式，分別進行國小與國中、國中與高中

職五專、國小與高中職五專的多群組分析，模型設定如圖1。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依Meredith（1993）的建議，提出下列的假設模型

進行分析與比較：

Model 1：基準模式也稱為形貌恆等（configuration invariance）。跨樣本之間
沒有任何參數恆等的假設，僅假設因素數量相等，亦即k1=k2。若通過形貌恆等

檢驗，則可判定網路閱讀素養理論的一階四因素結構可適用在不同的就學階段。

Model 2：因素負荷量恆等模式（factor loadings invariance）。因素數量在
不同樣本間被假設相等，同時，因素負荷量具有跨樣本的恆等設限，亦即

ΛX
1 = ΛX

2 。若通過因素負荷量恆等檢驗，則表示不同就學階段的學生，在題

目與潛在因素之間的相關程度是相等的，也就是具有相同的效度。在實際運用

上，在透過量表計算網路閱讀素養的分數時，可採用相同的加權係數。

Model 3：截距恆等模式（scalar invariance）。此模式建立在因素負荷量恆等

之上，進一步假設潛在變數的截距亦具有跨樣本的恆等性，亦即 τX
1 = τX

2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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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截距恆等檢驗，則顯示本量表的題項對不同就學階段的學生而言並沒有所

謂的系統性反應偏差存在，另一種解釋為不同就學階段的學生在題項上的啟始

點是相同的。

Model 4：測量殘差恆等模式（invariant measurement residual）。此模式
在截距恆等之上，進一步假設測量殘差變異量亦具有跨樣本的恆等性，亦即

Θδ
1 =Θδ

2
。若通過殘差恆等檢驗，則表示題項的信度在不同就學階段都有相同

的表現，不會因就學階段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利用這四個模型，不同層次的因素恆等性即可被逐一檢驗，當越多的參數

被設定為恆等，也就表示測量恆等性越強。在此四個模型中，由於被估計的參

數越來越少，因此自由度越來越大，卡方值也會越來越大，利用卡方值差異考

驗，可以決定新增的設限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達到顯著的卡方值差異考驗，

即不具恆等性。相對的，當卡方值差異考驗未達顯著時，即代表模型之間具有

恆等性。

圖1　網路閱讀策略一階四因素斜交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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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資料分析
本研究根據文獻評析，奠定研究架構與實施抽樣調查。描述統計、相關

分析與變異數分析係採用SPSS 21版，進階統計分析係採用結構方程式模型
來檢驗各測量工具之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並以多群組結構方程式模

型（multi-group SEM）檢驗網路閱讀策略量表在不同就學階段是否具恆等性。
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參數在確認符合常態性假設後，係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
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行估計，並依照Byrne（1994）、Hu與Bentler
（1999）及余民寧（2006）的建議，以GFI、CFI、TLI（以上指標須大於 .90）、
PNFI（較高為佳）、CN（須大於200）及RMSEA（須小於 .08）等六項指標，做為
模型適配度之判準依據。在恆等性檢驗部分，本研究採卡方適配統計量（χ2），

以設限模式之值與不設限模式之值所獲得的卡方值差異考驗，以判斷新增的設

限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若達顯著的卡方值差異考驗，即表示該推翻恆等性的

假設。

四、研究結果

㈠ 描述統計
初步分析在本研究共包含三個重要的步驟：1.檢驗所有外顯變數的描述統

計量；2.檢驗所有外顯變數的單變量常態；3.檢驗整體外顯變數的多變量常態。
由於結構方程式模型大多以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故檢驗多變量常態的過程對

於資料品質的把關甚為重要。本研究共分為三個群組進行量表恆定性比較，故

描述統計部分也以三群組分述如下：在國小樣本部分，11個題項之平均數介於
2.23∼ 3.46，標準差介於0.89∼ 1.01，偏態係數介於–1.59∼ 0.37。所有國小
樣本之相關係數介於 .26∼ .80，所有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p< .001）。國中樣
本的平均數介於2.09∼ 3.53，標準差介於0.78∼ 1.02，偏態係數介於–1.69∼
0.22。所有國中樣本之相關係數介於 .20∼ .73，所有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p< 
.001）。高中職樣本的平均數介於2.22∼ 3.71，標準差介於0.52∼ 0.90，偏態係
數介於–1.59∼ 0.41。所有高中職樣本之相關係數介於 .03∼ .65，除了第1題
與第8題之相關未達顯著水準（p>.05）之外，其餘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p< 
.001）。多變量常態部分，依據Kline（2005）之看法，三個群組的偏態係數並無
嚴重違反常態分配，故可使用最大概似值估計法進行後續的參數估計。本研究

採用多元峰度（Multivariate kurtosis，又稱Mardia係數）做為多變量常態性之檢
驗。分析結果顯示，Mardia係數小於3，數據資料符合最大概似估計法所需的
多變量常態假定。多變量常態考驗及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採用AMOS 20版軟
體進行（Arbuckle, 2011），詳細數據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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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就學階段描述統計與相關矩陣摘要表
國小樣本（N=1,122）

Factor Item Mean SD SK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搜尋與
擷取

X1 3.46 0.89 –1.59 1 　 　 　 　 　 　 　 　 　 　

X2 2.73 1.00 –0.26 .49 1 　 　 　 　 　 　 　 　 　

X3 2.64 1.00 –0.11 .46 .80 1 　 　 　 　 　 　 　 　

分析與
理解

X4 2.70 0.99 –0.21 .45 .73 .77 1 　 　 　 　 　 　 　

X5 2.78 1.01 –0.30 .42 .67 .68 .72 1 　 　 　 　 　 　

X6 2.62 1.04 –0.12 .38 .66 .67 .70 .70 1 　 　 　 　 　

X7 2.52 1.01 0.06 .33 .59 .63 .70 .64 .66 1 　 　 　 　

使用與
溝通

X8 2.23 1.05 0.37 .26 .55 .56 .53 .49 .55 .53 1 　 　 　

X9 2.43 1.11 0.09 .32 .51 .52 .48 .47 .42 .45 .58 1 　 　

反思與
應用

X10 2.65 1.00 –0.12 .41 .64 .67 .67 .63 .60 .61 .56 .54 1 　

X11 2.29 1.09 0.27 .32 .60 .63 .57 .53 .56 .54 .59 .56 .59 1
國中樣本（N=1,601）

Factor Item Mean SD SK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搜尋與
擷取

X1 3.53 0.78 –1.69 1 　 　 　 　 　 　 　 　 　 　

X2 2.70 0.91 –0.17 .49 1 　 　 　 　 　 　 　 　 　

X3 2.68 0.92 –0.13 .43 .72 1 　 　 　 　 　 　 　 　

分析與
理解

X4 2.72 0.88 –0.23 .43 .63 .73 1 　 　 　 　 　 　 　

X5 2.80 0.92 –0.29 .42 .56 .62 .65 1 　 　 　 　 　 　

X6 2.55 0.95 0.04 .37 .60 .65 .61 .64 1 　 　 　 　 　

X7 2.55 0.94 0.03 .35 .54 .60 .63 .55 .62 1 　 　 　 　

使用與
溝通

X8 2.09 0.96 0.52 .20 .45 .45 .40 .39 .47 .46 1 　 　 　

X9 2.53 1.02 –0.05 .32 .41 .43 .40 .38 .40 .43 .45 1 　 　

反思與
應用

X10 2.62 0.90 –0.16 .38 .54 .62 .59 .54 .56 .52 .45 .52 1 　

X11 2.32 1.01 0.22 .29 .47 .53 .47 .44 .50 .48 .50 .47 .55 1
高中職五專樣本（N=1,185）

Factor Item Mean SD SK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搜尋與
擷取

X1 3.71 0.52 –1.59 1 　 　 　 　 　 　 　 　 　 　

X2 3.02 0.75 –0.18 .32 1 　 　 　 　 　 　 　 　 　

X3 3.03 0.72 –0.23 .32 .65 1 　 　 　 　 　 　 　 　

分析與
理解

X4 2.98 0.68 –0.14 .25 .49 .61 1 　 　 　 　 　 　 　

X5 3.00 0.75 –0.24 .21 .47 .54 .53 1 　 　 　 　 　 　

X6 2.85 0.79 –0.11 .21 .56 .59 .53 .58 1 　 　 　 　 　

X7 2.79 0.76 –0.11 .20 .42 .48 .55 .40 .52 1 　 　 　 　

使用與
溝通

X8 2.22 0.90 0.41 .03 .37 .33 .31 .27 .42 .40 1 　 　 　

X9 2.67 0.89 –0.22 .10 .21 .27 .27 .23 .26 .29 .36 1 　 　

反思與
應用

X10 2.91 0.71 –0.17 .22 .45 .54 .48 .45 .50 .44 .34 .41 1 　

X11 2.61 0.89 –0.11 .13 .34 .39 .37 .32 .40 .37 .35 .38 .44 1

註：所有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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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網路閱讀策略量表之測量模式
在進行恆等性檢驗之前，先以個別估計的方式進行三群樣本的測量模式分

析，若三群樣本都能在理論模式上獲得可接受的適配程度，則表示三群樣本已

達到形貌恆等。此部分的分析目的在於透過確認形貌恆等來建立後續恆等性檢

驗的比較基準。

測量模式分析結果顯示三群樣本皆達到良好適配程度，國小樣本

（χ2=195.66***，df=38，χ2/df=5.15，GFI=.97，CFI=.98，TLI=.97，CN=306，
RMSEA=.061）、國中樣本（χ2=333.23***，df=38，χ2/df=8.70，CFI=.97，
TLI=.95，CN=254，RMSEA=.070）、高中職五專樣本（χ2=258.09***，df=38，
χ2/df=6.80，GFI=.96，CFI=.97，TLI=.94，CN=245，RMSEA=.070）。所有標準
化因素負荷量之 t值皆大於1.96，顯示所有指標具有顯著水準，即觀察變數可
以良好地反映其所對應之潛在變數。除高中職五專組在X1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為 .39之外，其餘所有外顯變數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超過 .52，如表2所示。

表2　各就學階段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因素與題目 國小 CR AVE 國中 CR AVE 高中職五專 CR AVE
搜尋與擷取 .83 .62 .80 .58 .73 .50

X1 .52 .54 .39
X2 .88 .81 .76
X3 .91 .89 .87

分析與理解 .89 .68 .87 .62 .81 .51
X4 .88 .83 .74
X5 .82 .77 .69
X6 .82 .79 .77
X7 .77 .75 .66

使用與溝通 .73 .58 .62 .45 .53 .36
X8 .79 .66 .60
X9 .73 .68 .60

反思與應用 .75 .59 .71 .55 .63 .46
X10 .79 .78 .74
X11 .75 .70 .61

註：所有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水準（p< .001）

此外，潛在變數之間皆具有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 .58∼ .84。各個潛
在變數之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介於 .36∼ .68，組
合信度（compositional reliability, CR）介於 .53∼ .89，符合Hair、Black與Babin
（2010）及Fornell與Larcker（1981）建議之標準，測量模式結果顯示本研究工具
具備良好的信度與效度。詳細數據如表3。

針對X1「使用搜尋引擎找到我要的資訊」此一題項具有較低的因素負荷
量。筆者認為乃因高中職五專的樣本在使用搜尋引擎的行為上已經有很高的頻

率，根據描述統計，其平均數為3.71乃各組所有網路閱讀行為最高，其標準差
為0.52，也是各組所有網路閱讀行為最低。顯示此一行為對高中職五專樣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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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已是一般日常行為，故造成此題項的變異程度較低，進而導致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較小。

表3　各就學階段因素間相關係數摘要表
國小 國中 高中職五專

搜尋與擷取 <--> 分析與理解 .91 .94 .89
搜尋與擷取 <--> 使用與溝通 .77 .76 .58
搜尋與擷取 <--> 反思與應用 .92 .87 .80
分析與理解 <--> 使用與溝通 .76 .78 .71
分析與理解 <--> 反思與應用 .92 .89 .87
使用與溝通 <--> 反思與應用 .93 .97 .91

註：所有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p< .001）

㈢ 網路閱讀策略量表之恆等性檢定
本研究以配對比較的方式，檢驗網路閱讀策略量表在不同就學階段之間是

否具有工具的外在效度。從完全未設限的形貌恆等做為比較基準，比較乃以較

多設限的模式減去前一個設限較少的模式取得卡方差異量（∆χ2）與自由度差異

量（∆df），倘若∆χ2未達顯著水準（p>.05），則表示兩群樣本在該設限條件下仍具有
恆等性，反之，則推翻恆等性假設。

分析結果顯示，三群樣本在個別估計時都具有良好適配，故可判定達到

形貌恆等，具有相等的因素結構，顯示網路閱讀策略的一階四因素理論結構可

適用於此三個就學階段。配對比較部份，首先進行國小和國中樣本的恆等性比

較。在設限因素負荷量恆等後，減去基準模式得到的∆χ2為11.98，∆df為7，未
達顯著水準（p>.05），表示國小和國中樣本除了在因素結構上具有恆等性之外，
同時也在因素負荷量上具有恆等性，此結果顯示國小和國中二群樣本在題項效

度上具有相同的表現。且在使用本量表時，為求更精確的網路閱讀策略分數，

在題項的加權上，國小和國中學生可採用相同的加權係數。再者是截距恆等的

檢驗，減去因素負荷量恆等模式之後得到的∆χ2為61.26，∆df為11達顯著水準
（p< .001），顯示國小和國中樣本並未在截距上達到恆等，這代表二群樣本在11
個題項的起始點不一致，經比對後發現，二群樣本在下列三個題目的截距上有

顯著差異：1.我會使用搜尋引擎（如Yahoo、Google）找到我要的資訊、8.我會
進行線上註記 (含畫線、標重點 )並存成電子檔、9.我會與他人分享（轉貼）線
上閱讀的內容。最後，由於國小和國中樣本在截距上並不恆等，多群組分析應

止於此，殘差恆等的分析並沒有實際上的意義，但仍列出完整數據供參考。

接著進行國中與高中職五專樣本的恆等性比較。在設限因素負荷量恆等

後，減去基準模式得到的∆χ2為51.41，∆df為7，達到顯著水準（p< .001），顯
示國中與高中職五專樣本並未在因素負荷量上達到恆等，二群樣本潛在變數的

效度表現上並不一致，因此若要求取網路閱讀策略之分數，應分別以自身的因

素負荷量做加權計算，不可一概而論。也由於僅止於形貌恆等，故後續的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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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殘差恆等檢驗並不需要進行分析，但仍列出完整數據供參考。

最後比較國小及高中職五專樣本的恆等性，在設限因素負荷量恆等後，減

去基準模式得到的∆χ2為49.69，∆df為7，達到顯著水準（p< .001），顯示國小和高
中職五專樣本並未在因素負荷量上達到恆等，僅達到形貌恆等。如同上一個部分

比較國中與高中職五專的分析，二群樣本潛在變數的效度表現上並不一致，因此

若要求取網路閱讀策略之分數，則高中職五專學生樣本應以自身的因素負荷量做

加權計算，不可使用國小或國中樣本之加權係數。也由於僅止於形貌恆等，故後

續的截距及殘差恆等檢驗並不需要進行分析，但仍列出完整數據供參考。詳細數

據如表4所示。
表4　閱讀策略量表因素恆等性檢定摘要表

Model χ2 df ∆χ2 ∆df χ2/df RMSEA TLI PNFI CFI CN
個別估計

國小 195.66 38 5.15 .061 .97 .68 .98 306
國中 333.23 38 8.70 .070 .95 .67 .97 254
高中職五專 258.09 38 6.80 .070 .94 .66 .96 245

恆等比較 國小：國中

基準模式 528.88 76 6.96 .047 .96 .67 .98 502
因素負荷量恆等 540.86 83 11.98ns. 7 6.52 .045 .97 .73 .97 531
截距恆等 602.12 94 61.26*** 11 6.41 .045 .97 .73 .97 533
殘差恆等 691.72 115 89.60*** 21 6.02 .043 .97 .96 .97 556

恆等比較 國中：高中職五專

基準模式 591.33 76 7.78 .050 .95 .66 .96 460
因素負荷量恆等 642.74 83 51.41*** 7 7.74 .049 .95 .72 .96 457
截距恆等 818.68 94 175.94*** 11 8.71 .053 .94 .81 .95 402
殘差恆等 1168.71 115 350.03* 21 10.16 .057 .93 .96 .93 337

恆等比較 國小：高中職五專

基準模式 453.75 76 5.97 .96 .67 .97 496
因素負荷量恆等 503.44 83 49.69** 7 6.07 .046 .96 .73 .97 483
截距恆等 701.53 94 198.09** 11 7.46 .053 .95 .81 .95 388
殘差恆等 1292.23 115 590.71* 21 11.24 .067 .92 .94 .92 253

註：ns. p> 0.5；* p< .05；**p< .01；*** p< .001

整體而言，恆等性檢驗之結果顯示，網路閱讀策略量表在國小及國中二群

樣本上達到因素負荷量恆等，表示對這二群樣本而言，題目在對應潛在變數上

的權重是相等的；換言之，每個外顯行為對於網路閱讀策略概念的重要性是一

致的。而在後續的截距及殘差恆等檢驗上國小及國中樣本並未達到恆等，顯示

在網路閱讀行為的起始點與題目的信度上有所差異。再者，因國小與國中二群

組之間僅具因素負荷量恆等，並未達截距恆等，代表網路閱讀策略量表之各面

向在國小與國中的權重一致，但其觀察分數仍未能用於跨群組的直接比較（Mil-
font & Fischer, 2010），僅可用於各自群組內的學生網路閱讀策略評估。

最不一樣的是，高中職五專樣本與其他二群樣本僅達到形貌恆等；換言

之，雖然可使用同一份工具、套用同一份理論架構，在僅就每個就學階段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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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測量與分析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倘若欲進行跨就學階段學生的網路閱讀策略

之差異比較或合併樣本進行更進階的模型分析時（例如：中介模型或調節模型

的檢定等），就很可能受到測量偏誤的影響，實屬不宜。

㈣ 不同就學階段網路策略素養之比較
在檢驗網路閱讀策略量表的外在效度之外，本研究之目的尚包含檢視各個

就學階段內，個別網路閱讀策略指標之現況。根據學理，四個不同的網路閱讀

策略指標，分別代表了從基本到進階的網路閱讀行為，故分析不同就學階段所

使用之網路閱讀行為是否有所差異，將可進一步檢驗我國學生在網路閱讀策略

的表現。由於在前述的恆等性比較已發現，網路閱讀策略量表只有在國小與國

中樣本之間具有因素負荷量的恆等，而高中職五專組則和其他兩組僅止於形貌

恆等，故在比較部分不應該採取受試者間設計（between-subjects design）的跨就
學階段比較，而應以受試者內設計（within-subjects design）進行每個就學階段內
不同素養指標之比較。描述統計資訊及檢定參數如表5所示。

表5　網路閱讀策略指標在不同就學階段之比較摘要表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國小 1.搜尋與擷取 2.93 .82 405.01*** 1>2, 1>3, 1>4
2.分析與理解 2.64 .88 2>3, 2>4
3.使用與溝通 2.30 .95
4.反思與應用 2.28 .87
total 2.62 .78

國中 1.搜尋與擷取 2.97 .73 815.98*** 1>2, 1>3, 1>4
2.分析與理解 2.65 .78 2>3, 2>4
3.使用與溝通 2.30 .84
4.反思與應用 2.22 .76
total 2.64 .68

高中職 
五專

1.搜尋與擷取 3.25 .53 868.83*** 1>2, 1>3, 1>4
2.分析與理解 2.91 .59 2>3, 2>4
3.使用與溝通 2.44 .74
4.反思與應用 2.48 .66
total 2.89 .50

註：*** p< .001

在國小組部分，四個網路閱讀指標之間的F值為405.01，達顯著水準（p< 
.001），事後比較顯示「搜尋與擷取」顯著高於其他三項較高階的指標，且「分
析與理解」亦顯著高於其他二項較高階的指標，而「使用與溝通」和「反思與

應用」之間則無顯著差異。在國中組部分，四個網路閱讀指標之間的F值為
815.98，達顯著水準（p< .001），事後比較顯示「搜尋與擷取」顯著高於其他三項
較高階的指標，且「分析與理解」亦顯著高於其他二項較高階的指標，而「使用

與溝通」和「反思與應用」之間則無顯著差異。在高中職五專組部分，四個網路

閱讀指標之間的F值為868.83，達顯著水準（p< .001），事後比較顯示「搜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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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顯著地高於其他三項較高階的指標，且「分析與理解」亦顯著地高於其他

二項較高階的指標，而「使用與溝通」和「反思與應用」之間則無顯著差異。

本量表為四點尺度（頻率），故從平均數來看，各組皆在「搜尋與擷取」此

一指標上出現最高的使用頻率，介於2.93∼ 3.25。「分析與理解」次之，平均數
介於2.64∼ 2.91。上述兩個指標在概念上屬於較為基本層級的網路閱讀策略，
故較高的平均數可說明現今學生的網路閱讀策略仍以「搜尋與擷取」及「分析與

理解」為大宗。而較進階的網路閱讀策略則行為頻率較低，「使用與溝通」之平

均數介於2.30∼ 2.44，「反思與應用」之平均數介於2.22∼ 2.48。從分析結果可
看出，所有就學階段在進階的網路閱讀策略行為，均明顯低於整體的網路閱讀

策略行為。

㈤ 綜合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網路閱讀策略量表的因素結構符合理論假設，具備良好的

信度與效度。網路閱讀策略反映出個體在科技環境處理問題的能量，是個人參

與社會和全球社群的能力（洪碧霞，2011；Zenotz, 2012）。數位化紀元的青少年
經常以電子化媒介作為閱讀的途徑（張貴琳，2013），其對訊息的認知以圖像及
操作性技能優先，及擴散性思考模式以高速激發相近的概念等（柯志恩、黃一

庭，2010；Prensky, 2001）。在這樣的情境下，電腦科技對閱讀本身而言，超文
本、多模態與多功能的網頁反而不利於反思與想像的閱讀（鄭宇君，2013）。

網路閱讀策略是一種技巧策略及氣質，強調個體能有效使用網際網路或其

他資訊與通訊科技等科技工具，以搜尋與擷取、分析與理解、使用與溝通、反

思與應用整合多元文本資訊及溝通資訊等；最終的目的在於解決個人與職涯的

問題（洪碧霞，2011；Cheung & Sit, 2008; Leu et al., 2004）。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高中職五專的學生在從事網路閱讀的各種行為上，

皆有較高的行為頻率且變異程度較小；然而對比國小和國中二個階段，高中職

五專階段的網路閱讀策略已漸趨成熟，尤其基本的網路閱讀策略，如搜尋與擷

取、分析與理解等，也就是在國小及國中階段具有形貌與因素負荷量恆等，但

在國中及高中職五專、國小及高中職五專僅有形貌恆等。

本研究使用陳柏霖等（2013）所編製之「網路閱讀策略量表」進行測量恆等
性檢驗，對於教育實務應用上的意義有二：

第一、本工具可分別使用於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和五專學生。然而，若要

就不同就學階段之比較或追蹤，僅限在國小及國中，因符合因素負荷量恆等。

因此，這對於教學實務現場而言，教師若要強化學生網路閱讀策略進行後設認

知教學，本工具是一份具有良好信效度的工具，基於學術分享的概念，教師可

取得本工具做為網路閱讀教學實驗測量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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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研究的重要目標在於釐清網路閱讀策略在何時發生改變，改變的

部分與程度為何？透過恆等性分析與各就學階段內之比較後發現：1.國小國中
的學生在低層次網路閱讀策略上的行為頻率較高，而高層次的行為頻率較低。

2.高中職五專樣本所顯示的策略行為改變，並非只是增加更多的高層次行為頻
率，而是連同低層次行為頻率一同提昇。這表示低層次網路閱讀行為乃是一種

必要的資訊收集手段，唯有在收集更多資訊並加以分析理解後，才會帶動學生

表現出較複雜的使用與溝通、反思與應用等策略，也就是先有量變後而產生質

變的過程。

第三、本研究受限於文本的選材與撰寫、延伸問題的擬定須考量不同年

齡層的學生皆可適用，且能測得學生在不同難度文本的測驗，並非短時間可完

成。是故，並未請學生針對閱讀任務的題目進行填寫，而是直接以自陳的網路

閱讀行為頻率做為此一概念的測量。雖然自陳問卷不全等同於閱讀素養，但本

研究所分析的工具，從閱讀理解策略的工具切入，其研究所得結果與相關實徵

研究結果一致（曾炫鈞，2010；孫劍秋、林孟君，2013；張貴琳，2014），學
生對於更深入的高層次或批判性思考的表現力有未逮，學生得透過策略的學習

了解自己理解以及可後設認知學習的過程，增進閱讀策略的後設認知是改善閱

讀策略的首要途徑。

五、結論與建議

網路閱讀策略是當前線上教育的重要課題，學生能否透過網路閱讀獲取資

訊，進一步建立自我學習、創新思維，其關鍵因素在於能否建立一套具有良好

信效度的測量工具，藉以有效評估學生的網路閱讀策略。本研究以全國中小學

學生為母群體，抽取12所小學共1,122位、21所國中共1,601位，12所高中職
共1,185位，合計3,908位學生之有效樣本，利用多群組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網
路閱讀策略量表的測量恆等性檢驗，以驗證同一個理論模式及工具在跨樣本間

是否具有恆等性。由於抽樣的設計嚴謹及大規模施測，故本研究之樣本極具代

表性，所獲得之結論可做為相關政策、教學及未來研究之參考。茲分述本研究

的重要結論如下：

㈠ 網路閱讀策略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
在測量模式的檢驗中，三群樣本若各自進行分析，則皆能有良好的適配

結果，顯示理論模式與資料之間的誤差程度尚在可接受的範圍，各項信度與效

度資訊皆指出網路閱讀策略量表及其理論模式具有良好的穩定性與正確性。然

而，在後續的恆等性比較時卻顯示，國小組及國中組樣本可通過因素負荷量恆

等的考驗，顯示對此二組而言，每個題項對形成該構念的權重係相同的。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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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職五專組與其他二組只能達到形貌恆等，僅具有同樣的因素結構。

針對此結果，研究者提出在實務上的建議：單純想了解學生網路閱讀策略

現況時，此量表可分別使用於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和五專學生。然而，倘若要

從事不同就學階段之比較或追蹤，依目前之分析結果，只有在國小組及國中組

因符合因素負荷量恆等，故每個題項的權重意義相同。若涉及到高中職五專學

生，則不建議將國小及國中學生的資料合併分析。

㈡ 題項權重在高中職及五專階段有較大變化
本研究發現，網路閱讀策略量表在國小及國中階段具有因素負荷量的恆等

性。然而，高中職五專樣本與其他二組樣本僅達到形貌恆等，其餘恆等性假設

均無法獲得支持。此一結果顯示，高中職五專階段在網路閱讀策略上相較於其

他二組產生了更多變化。從描述統計觀之，可發現高中職五專在各個外顯變數

的平均數上皆高於其他二組，且最重要的現象乃在於標準差的縮小，換言之，

高中職五專的學生在從事網路閱讀的各種行為上，皆有較高的行為頻率且變異

程度較小。這樣的結果顯示，對比國小和國中二個階段，高中職五專階段的網

路閱讀策略已漸趨成熟，尤其基本的網路閱讀策略如搜尋與擷取、分析與理解

等。是故，不論第一線的教學現場或在教育政策上，推動網路閱讀策略教育應

將焦點集中在國小及國中階段，透過課程設計投注教學資源讓網路閱讀策略及

早紮根，對於後續就學階段及更長遠的未來學習規劃上，都能有更大且更持續

的助益。

㈢ 在所有就學階段，高階網路閱讀策略仍待加強
高階的網路閱讀策略如使用與溝通、反思與應用，乃數位時代工作的重要

基本技能，若能及早養成對未來就業有莫大優勢。經比較後發現，所有就學階

段的學生，都在較高階的網路閱讀策略上表現較為不足。研究者認為，在當今

的數位時代，大多數學生自小即習慣使用搜尋引擎來收集資料以完成學業上的

任務，故基本的網路閱讀策略大致是具備的。然而，較高階的網路閱讀策略卻

不是自然發生的，必須透過有系統地教學才能有效地提昇全體學生的高階網路

閱讀策略。在操作上，教師可以創設網路討論園地，除了由教師提供想法外，

也鼓勵學生張貼有興趣的素材，透過討論區或協作系統（如Google doc），並由
教師帶領針對特定主題進行一系列活動：蒐集資料、過濾資料、討論、分享、

延伸閱讀、應用在生活中等等。網路的本質不只是資訊的豐富程度，也有著強

烈的互動內容，透過實作來加強學生團隊工作的技巧，並應用網路閱讀學習的

更多、更快且更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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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n 
E-Reading Strategy Scale

Chao-Hsiang Hunga  Po-Lin Chenb  Min-Ning Yuc*

Abstract
The study tested age invariance of the E-Reading Strategy Scale (ERSS) 
with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G-SEM) to compare age 
differences among the pupils,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tudents in terms 
of e-reading strategy status.  Data collected from Taiwan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whose final sample size was 3,908, including 1,122 pupils, 1,601 
junior high students, and 1,185 senior high studen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ERSS was a four-factor structure (searching and capturing,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using and communicating, reflecting and applying) with 11 
Likert’s scale ite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RSS had good fit index, 
acceptab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the tests of invariance, there was factor 
loading invariance existed between pupils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owever, just configuration invariance was existed betwee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between pupil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weights of item changed a lot o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verall, 
all level student performance well on basic e-reading strategy, but still had 
much room to improve on advanced e-reading strateg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creased the validity of age comparisons of ERSS and its applications.  
Further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and proposed.

Keywords: E-reading strategy, Measurement invariance,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UMMARY
Printed text reading strategies have been valued and studied for a long time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ducational fields, involving large-scale tests, such 
as PISA, to evaluate students’ abilities of using reading strategi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 shift of reading preferences from print materials to digital platforms (such 
as Google, Wiki, Facebook and blogs), but digital reading differs a lot in essence 
from printed text reading, and the time amount of using digital texts is much 
more than printed text reading, so Yu (2013) asserts to develop evaluation tools 
exclusively for investigating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Digital reading ref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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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ilities of individuals’ problem solving in digital environments, as well as the 
abilities of individuals’ participating in societies and global communities.  With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products, digital reading has naturally become a hot issue 
worth investigating.

Measurement Invariance (MI) is very important to standardized testing, 
because it usually involves large-scale testing and comparison of score 
differences.  Without knowing MI, any score differences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exact causes, including real differences, estimation differences, or tested subjects’ 
different response patterns to manifest variables (test questions).  A careless 
explanation or attribution might cause serious errors.  In this study,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G-SEM) is adopted for the MI testing procedure 
to investigate the age differences of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A series of nested 
models of comparison is adopted in the estimation procedure to examine step by 
step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MI hypotheses.  In another word, MI estimation is not 
a matter of all-or-none statistical decision-making, and not to be completed in one 
single step; it involves a testing procedure from gradually identical to completely 
identical (Chiu, 2011).  Through comparisons of group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it is to test 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ages.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collection approach is adopted in this study, aiming 
at Taiwanese students at levels of elementary,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s well 
as vocational schools.  Stratified sampling is involved, and surveys are delivered 
according to percentages of school numbers.  After omitting invalid surveys, the 
total valid surveys include 1,122 ones from 12 elementary schools, 1,601 from 
21 middle schools, and 1,185 from 12 high and vocational schools, with a total 
of 3,908 students.  As to the gender distribution, 1,830 males (46.8%) and 2,078 
females (53.2%) consists of the picture.

The scale of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includes four factors and eleven 
items, with factors of “search and retrieval”,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on”, “use 
and communication”, and “reflection and application”.  The tested participants 
are asked to rate the items with responses ranging from “never” to “usually so”, 
which are then given with points of one to four.  The higher scores mean that the 
tested participant has a higher frequency of using that digital reading strategy.

The version of SPSS 21 is adopted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ationship 
analysis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SEM is adopted for advanced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scale’s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and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and MG-SEM is used to examine if the digital reading strategy 
scale has an identical rel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The results of MI test reveals that the digital reading strategy scale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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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loadings invariance in the sampled groups of both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levels, meaning that to these two sampled groups, the weighting of items 
in latent variable is identical.  In another word, every manifest behavior has 
an identical importance to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In the subsequent testing 
of scalar invariance and invariant measurement residual, there is no iden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groups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levels, meaning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tercept of 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and 
the item reliability.  In addition, since there is only factor loadings invariance but 
no invariant measurement residual between the sampled groups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levels, it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n identical weighting of every 
facet of the digital reading strategy scale, but the observed scores cannot be used 
for direct cross-group comparison, only good for evaluation of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among students in the same sampled group.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at, the sampled group of high and vocational school has only achieved 
configuration invariance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In another word, although the 
same tool and the sam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applied, it has no problem for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amples at the same educational level, but it might 
be affected by measurement bias if used for cross-group comparison of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of students at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or advanced analysis 
involving combined samples.  It is advised not to do tha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with students at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levels,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have relatively 
more mature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especially for basic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The comparisons reveal that students at all educational levels have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abilities for advanced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Advanced 
digital reading strategies are essential for working in a digital era, and should be 
developed as early as possible for landing on ideal job positions.  Internet is full of 
not only abundant information, but also highly interactive content.  It is suggested 
to develop students’ teamwork skills and digital read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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