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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結構方程模

式。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中部地區 767 位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經施以「思

考風格量表」與「人格特質量表」，並以五個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理論模式之驗證。

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 本研究所建構之人格特質、思考風格為潛在外衍變項，學業成就為潛在內

衍變項之結構方程模式中，功能向度(含行政型、立法型、司法型)及傾向向

度(含自由型與保守型)之思考風格模式其適配度獲得支持，並能有效解釋相

關變項間的關聯性。 
二、「功能向度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模式中，人格特質由「外向性」、

「開放性」、「友善性」及「謹慎性」四個觀察變項構成，思考風格由「立法

型」、「行政型」及「司法型」三個觀察變項構成。 
三、「傾向向度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模式中，人格特質由「外向性」、

「開放性」、「友善性」及「謹慎性」四個觀察變項構成，思考風格由「自由

型」及「保守型」二個觀察變項構成，「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有高度

相關，人格特質對學業成就有直接效果，思考風格對學業成就則沒有顯著的

影響。 
    最後，研究者根據文獻資料分析與主要研究結果發現，對如何提升學生學業

成就與後續研究提供各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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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儒家教育的精髓在於「因材施教」與「有教無類」。當代教育心理學也有相

似概念，並特別強調重視「個別差異」的價值，認為在教育情境中並沒有一模一

樣的個體，在同一個班級之中，擁有相同的師資、相同的上課環境、相同的教材，

但是學生卻不一定有相同的學業成就(Ormrod, 2010)。在實務上有些學生有很好

的學業表現，可是有些學生的成就卻總是不如預期，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相同的

學習環境，卻有不同的學業成就？這一直是教育學者與社會各界長期關注的課

題。 
在一般人的想法中，會將學業成就歸因於個人先天能力上的差異。如果智力

可以有效反應學生在校的學習表現，那麼不同智力水準的學生在學業表現上必定

會有所不同，而相同智力水準的學生在學業表現上應該會是一致的。但是實務上

並不是所有高智力水準的學生，學習表現都比其智力水準較低的學生好；而且就

同一位學生來說，在不同科目也有不一致的學業成就，甚至同一科目在不同時間

或不同情境下的表現也可能有所不同。這些現象顯示，單從智力的觀點來判斷或

者預測一個人的學業成就，可能有所不足。 
   影響學業成就表現的非智力相關因素極多，有些因素是學生學習的外在影響

因素，如教師的專業素養、教學模式、學生的學習環境等；有些是屬於學生個人

的內在因素，如人格特質、自我學習動機、自我效能等(Phares & Chaplin, 1997；
Zimmerman, 1995)。近年來學生個人在學習上的偏好(preference)被認為是影響學

生學習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學者就將此種學習上的偏好程度稱之為「智能風格」

(或稱之為智能型態，intellectual styles)(Zhang, 2010; Zhang & Sternberg, 2009)。「智

能風格」也就是一種「個人風格」，是個體習慣於處理或學習事物的方式。至目

前為主，在教育心理學上，總共有三種的智能風格持續受到學界的探究，一是「認

知風格」(cognitive style)，係指個人對「認知資訊」(cognize information)的偏好

程度；其二是「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係指個體在「學習資訊」(learn about 
information)上的偏好；其三是「思考風格」(thinking style)，係指個體在「思考

資訊」(think about information)上的個人偏好程度(Zhang, 2010)。此三者在探究學

習者的個別差異上都頗受重視，值得加以深入探究。 
   事實上，智能發展大師 R. J. Sternberg 早於 1988 年就提出心智自我管理理論

(mental self-government theory)，他利用政府的組織類型來說明個體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表現其思考與行為。Sternberg 認為政府運作類型是人類內心思考風格向外投

射的結果，因此要瞭解思考風格，可以藉由瞭解政府運作的各種機制來分析

(Sternberg, 1997；Sternberg & Grigorenko, 1997；Zhang, 2010)。 
Sternberg 在心智自我管理理論(mental self-government)中提出思考風格的類

型(thinking style)，人類的心智管理模式可分為五個向度，十三種風格類型：(一)
功能向度(function)：包括有行政型、立法型、司法型；(二) 層次向度(level)：包

括有整體型與局部型；(三) 傾向向度(leaning)：包括有自由型與保守型；(四)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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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向度(form)：包括有君主型、階層型、寡頭型、無政府型；(五) 範圍向度(scope)：
包括有外在型與內在型 (Stenberg & Grigorenko,1997；Sternberg & Zhang, 2001)。 
Strenberg 的心智自我管理理論中之十三種思考風格類型摘要如表一。 

表一  心智自我管理理論中之 13 種思考風格類型摘要表 
思考風格 主要特徵 

立法型 (Legislative) 
喜歡以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事情，樂於創造與規劃問題的解決方

式。 

行政型 (Executive) 
喜歡有可供依循的規則，他們擅長照著指示去解決問題，並且

喜愛已組織或架構好的問題。 

司法型 (Judicial) 擅長分析、批判、評估、比較，喜歡對規則與程序做出評價。 

整體型 (Global) 喜歡從事鉅觀且抽象的議是會忽略且不重視小細節。 

局部型 (Local) 喜歡具體及細節的問題，將大部分的心思花在細節的處理上。 

自由型 (Liberal) 
喜歡在既有的規則或程序之外，尋求最大的改變，他們嘗試用

新的方法來做事情。 

保守型(Conservative ) 
喜歡堅持既有的規則和程序，減少變化及避免可能發生之不確

定狀況。 

君主型 (Monarchic) 做事時會全力以赴，心無旁鶩，不喜歡同時進行好幾件事情。 

階層型 (Hierarchic) 習慣將所有待做事項安排優先順序，再循序分配資源去執行。 

寡頭型 (Oligarchic) 喜歡一件做很多事情，卻無法分辨事情的輕重緩急。 

無政府型 (Anarchic) 
喜歡以隨機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不喜歡固守原則，喜歡向傳統

及權威挑戰。 

外在型 (External) 喜歡享受人群，個性外向，喜歡參加與人合作的工作。 

內在型 (Internal) 關注內在事物，喜歡獨處、一個人工作、思考最有效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 Dai & Feldhusen( 1999, p.302 )。 

Sternberg (1997)認為思考風格具有以下幾項特性：(一) 思考風格(thinking 
style)不等同於智力或能力，而是個人運用能力的喜好傾向(a preferred way of 
using one’s abilities)。(二) 大部分的人在每一思考風格向度中會傾向某一類型的

風格，而這些風格的偏好會因不同的情境而有不同的差異。(三) 同一類型思考

風格的人仍具有程度上的偏好差異。(四) 個體的思考風格會隨著個人生活經驗

的增加而改變，思考風格是個體社會化的結果，可以被教導與改變。(五) 思考

風格只是個體對能力使用的偏好程度，沒有好壞之分，只有適不適合所處的情

境。(六) 思考風格與能力相互搭配，個體能有較傑出的表現。Zhang (2010)、Zhang 
& Sternberg (2009)指出，由於思考風格與個體心理社會發展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密切關聯，因此思考風格可能就是個體人格特質與能力的一個「介

面」(interface)，會因不同情境、不同問題而有不同的表現，因而也影響個體的

學習效果及整體心智發展(周玉霜，2001；翁秋玲，1990；黃晴逸，2004)。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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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的真正關係猶待探究。 
人格特質是指個體所特有之行為模式，亦即個體為應付外在環境時，生理及

心理上特有的反應模式，進而影響個體之外在行為與反應(Libert & Libert, 1998)。 
McCrae 和 Costa(1997)曾提出五大因素(big five)的人格特質理論，認為人格特質

主要是由五大成分組合而成的，這五大成分為基本傾向(Basic Tendencies)、獨特

適應(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s)、自我概念(Self-Concept)、客觀傳記(Objective 
Biography)及外在影響(Ectermal Influences)。晚近學者研究人格特質，多以因素

分析的方法來決定人格特質的構成要素，不同的學者對於萃取之因素，依其研究

目的，給予不同之命名。目前多數學者以神經質 (neuroticism)、外向性

(extraversion)、開放性(openness)、友善性(agreeableness)、謹慎性(conscientiousness)
五大因素為人格特質之主要類型 (John, 1990)。如同思考風格一樣，人們在人格

特質的五種類型中，會傾向某種人格特質，但都僅是程度上的差別，亦即在五種

類型中得分之高低來代表個體在此類型之傾向程度。 
Zhang(2002)曾針對五大因素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進行研究，發現某些特定

之思考風格與某些特定的人格特質間有顯著相關：思考風格中之立法型、司法型

及自由型分別與開放性的人格特質有顯著相關；外在型之思考風格與外向性、友

善性的人格特質有正相關；行政型及保守型思考風格與神經質型人格特質與也有

相關。在另外，David 和 Feldhusen (1999)指出，內外控之人格特質與外在型之

思考風格有關，他同時也指出，其他的人格特質類型與其餘之十二種思考風格，

在統計上沒有相關。Fjell & Walhovd (2004)也發現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有密切關

聯。此外，Zhang 針對香港地區之高中及大學學生，探討思考風格之十三種類型

與學業成就的關係，發現保守型，行政型及階層型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有正相

關；立法型及自由型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有負相關(Zhang, 2001a; Zhang & 
Sternberg, 1998)。Zhang(2001b)針對中國及香港學生之研究中，排除智力因素後，

思考風格對學業成就有統計預測力；外在型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有負相關；內在

型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則有正相關。 
針對特定學科之學業成就與思考風格之研究，外在型思考風格與物理科之學

業成就有負相關，且具有預測力；內在型思考風格與英語科之學業成就有顯著正

相關，且具有預測力；局部型思考風格與英語科之學業成就有顯著負相關，且具

有預測力；立法型思考風格與國文科之學業成就有負相關；階層型思考風格與國

文科之學業成就有正相關；君主型及寡頭型思考風格與中國文學之學業成就有顯

著正相關；行政型思考風格與數學科之學業成就有正相關；司法型及階層型思考

風格與社會學科之學業成就有正相關，且具有預測力；保守型及司法型思考風格

與自然學科之學業成就有正相關，且具有預測力(Zhang, 2001a, 2001b, 2004a, 
2004b)。 

在五因素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的研究，許多研究均證實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

有顯著相關(Busato, Prins, Elshout, & Hamaler, 1999; Ridgell & Lounsbury, 2004; 
Zhang, 2002)。Ehrler、Gary 和 Mcghee( 1999)等人研究也指出，擁有愉悅、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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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好爭論和努力不懈的人格特質之學生，較無學習上的問題；相反地，具有

退縮以及衝動的人格特質之學生，有較多之學習問題，Ehrler 等人研究發現愉悅、

審慎特質、與開放性特質均較低的學生易有社會問題、處理不良問題、注意力障

礙以及過動徵兆，具有愉悅與審慎的特質能顯著預測學業成就的優秀表現。

Ridgell 和 Lounsbury(2004)研究中也發現情緒穩定、審慎特質的人格特質均與學

科成績表現有顯著相關。不過國內學生之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關係，尚待驗證。 
基於上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中學生「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

對學業成就的影響，以及「學業成就」「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三者之結構

方程模式。基本上，本研究以人格特質、思考風格為潛在外衍變項，以學業成就

為潛在內衍變項，將思考風格五個向度(含功能、層次、傾向、形態、範圍向度)，
分別與人格特質之五個分量表、學生之學業成績進行結構模式分析，試圖探究「思

考風格」、「人格特質」及「學業成就」三個構念之間的關係，據以發現學生思考

風格與人格特質的影響與作用，作為教師推展適性教學，擴展「因材施教」之理

念的理論支持力量。 
 

貳、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人格特質、思考風格為潛在外衍變項，學業成就為潛在內衍變項，

將思考風格五個向度，分別與人格特質之五個分量表、學業成就之學業成績提出

如圖一至圖五，共五個結構模式架構圖。 

人格特質

思考風格

學業成就 學業成績

0

e13
1 1

z1
1謹慎性e5 11

友善性e4
1

開放性e3
1

外向性e2
1

神經質e1
1

司法型e8 1
1

行政型e7
1

立法型e6
1

 

圖一  「人格特質」、「功能向度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關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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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

思考風格

學業成就 學業成績

0

e13
1 1

z1
1謹慎性e5 11

友善性e4
1

開放性e3
1

外向性e2
1

神經質e1
1

整體型e6
1

局部型e7 1
1

 

圖二  「人格特質」、「層次向度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關聯模式 

人格特質

思考風格

學業成就 學業成績

0

e13
1 1

z1
1謹慎性e5 11

友善性e4
1

開放性e3
1

外向性e2
1

神經質e1
1

自由型e6
1

保守型e7 1
1

 

圖三  「人格特質」、「傾向向度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關聯模式 

人格特質

思考風格

學業成就 學業成績

0

e13
1 1

z1
1謹慎性e5 11

友善性e4
1

開放性e3
1

外向性e2
1

神經質e1
1

君主型e6 1
1

階層型e7
1

寡頭型e8
1

無政府型e9
1

 
圖四  「人格特質」、「形態向度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關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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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

思考風格

學業成就 學業成績

0

e13
1 1

z1
1謹慎性e5 11

友善性e4
1

開放性e3
1

外向性e2
1

神經質e1
1

外在型e6
1

內在型e7 1
1

 
圖五  「人格特質」、「範圍向度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關聯模式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分層便利取樣，第一階段在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及南投縣四縣

市中，依照各縣市可接近母群體人數之比例，再依學校之規模大小，臺中縣抽取

大型、中型及小型各一所學校、臺中市及彰化縣抽取大型及小型各一所學校、南

投縣則抽取一所學校，第二階段則在每所被抽取學校之一、二、三年級各抽取一

班學生為正式樣本，共計 24 個班級、840 位學生進行施測，共取得有效量表 767
份。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選用以下兩項研究工具，即「思考風格量表」及「人格

特質量表」，此外並收集受試者 96 學年度上學期三次段考成績作於依變項，茲說

明如下： 
(一) 思考風格量表 

本量表以 Sternberg-Wagner 在美國發展的「思考風格量表(Thinking Style 
Inventory)」(Sternberg, 1997)為藍本，並參酌翁秋玲(1999)、周玉霜(2000)、黃逸

晴(2004)、張淑玲(2005)在國內針對國高中學生所使用的「思考風格量表」，修訂

成適合本研究受試學生所需之「思考風格量表」共分為五個向度，十三個類型之

分量表。 
(二) 人格特質量表 

本量表以五因素人格特質之理論基礎為依據，參考 Costa 和 McCrae 對五因

素人格特質所作的分類、Barbaranelli, Caprara, Rabasca 和 Pastorelli(2003)五大人

格特質量表、Powers 和 Kaufman(2004)人格特質量表、洪雅雯(2001)、游森期

(2001)、黃靖分(2005)、以及黃惠鈴(2005)等人所對有關人格特質量表之研究，加

以修訂成適合本研究受試學生所需之「人格特質量表」。 
(三) 學生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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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受試學校協助，由學生自填九十六學年度上學期三次段考學科成績，並以

班級為單位，將學生成績以統計軟體，先轉換為 z 分數，再將 z 分數轉換成 T 分
數，作為學生學業成就之指標。 
(四) 預試分析 

預試選取彰化縣立秀水國中、彰泰國中、田中國中三所國中一、二、三年級

各一班學生為預試樣本，共計 9 個班級、315 位學生進行預試，扣除無效量表，

有效量表共 305 份。 
預試問卷整理後，進行 SPSS 統計分析。 
1. 思考風格量表問卷分析 
(1) 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以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法求出各題項的決斷值(critical 
ratio, CR)，刪除決斷值之絕對值小於 1.96(p > .05)之題目。本階段「思考風格預

試量表」中之十三個分量表中(立法型、行政型、司法型、整體型、局部型、自

由型、保守型、君主型、階層型、寡頭型、無政府型、外在型、內在型)中，立

法型、行政型、司法型、整體型、自由型、保守型、君主型、階層型、寡頭型、

無政府型、外在型及內在型的所有題項皆符合選題標準，故全數保留；而局部型

的題項中第 19 題決斷值之絕對值小於 1.96，故 19 題予以刪除。 
(2) 因素分析：以主成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因素，並以最大

變異法(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進行直交轉軸，分析量表的因素結構。

本研究依思考風格的五個向度(功能、層次、傾向、形態、範圍)，以因素負荷量.40
為選題標準，功能向度累積解釋總變異量達 59.712%；層次向度累積解釋總變異

量達 49.490%；傾向向度累積解釋總變異量達 53.322%；形態向度累積解釋總變

異量達 61.710%；範圍向度所累積解釋總變異量達 53.829%。 
(3) 信度分析：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思考風格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功能向

度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 .779；「立法型」、「行政型」與「司法型」三個分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 .722、.683 與 .717。層次向度之 Cronbach α 係數

為 .638；「整體型」與「局部型」二個分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 .650 
與 .620。傾向向度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 .742；「自由型」與「保守型」二個分

量表之 Cronbachα 係數分別為 .656 與 .832。形態向度之 Cronbach α 係數

為 .717 ；「君主型」、「階層型」、「寡頭型」與「無政府型」四個分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 .701 、 .842 、 .672 與 .610。範圍向度之 Cronbach α 係數

為 .655；「外在型」與「內在型」二個分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 .822 
與 .752。根據 Henson 的觀點，編製預試問卷，信度在.50 至.60 已足夠(吳明隆、

涂金堂，2006)。本研究之信度皆大於 .60 顯示量表的信度良好。 
2. 人格特質量表問卷分析 
(1) 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本研究以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法求出各題項的決斷

值，刪除決斷值之絕對值小於 1.96(p > .05)之題目。本階段「人格特質預試量表」

中之題項皆符合選題標準，故全數保留。 
(2) 因素分析：將相關分析、內部一致性刪題後之題項進行因素分析。以因素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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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量.40 為選題標準，刪除未標標準之題項後，所累積解釋總變異量達 45.199%，

且所有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40。 
(3) 信度考驗：人格特質量表總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 .842；分量表中「神經

質」、「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與「謹慎性」五個分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
數分別為 .855 、.728 、.783 、.790 與 .891 ，本研究之信度皆大於 .70 ，顯

示量表的信度良好。 

四、研究程序 
本研究預試量表經修改後，於九十六年三月以中部四縣市國中學生為對象，

正式施測，共計臺中市二所，臺中縣三所，彰化縣二所及南投縣一所，合計八所

國中，24 個班級學生為受試對象。 
本研究採 AMOS7.0 進行統計分析，使用方法如下： 
(一) 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對「人格特質量表」及「思考風格各分量表」(功能、層次、傾向、形態及

範圍)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 RMSEA = 0.08 為標準，進行量表的修飾。將修飾

後量表進一步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二) 結構方程模式(SEM) 

以結構方程模式的潛在變項路徑模式(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對「國

中學生人格特質、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進行驗證，以「人格特質量

表」、「思考風格分量表」及「段考平均 T 分數」為觀察變項，對「人格特質」、「思

考風格」及「學業成就」三個潛在變項，驗證整體模式是否獲得適配。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的潛在變項路徑模式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國中學生

人格質、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進行檢驗。分析結果如下。 

一、各研究變項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對研究變項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以檢驗測量工具的因素結構是否恰當。 
(一) 思考風格各分量表模式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卡方值(χ2)為 175.211( p = .000)，自由度(df=41)，
RMSEA = .065，假設模式與觀察值雖有顯著差異，但卡方值(χ2)檢定會受觀察值

個數影響，當觀察值個數增加時，顯著性有接近 0 的傾向，本研究樣本有 767 個，

因此還要檢查其他適配度指標，思考風格功能向度分量表適配度摘要表如表二，

17 個適配度指標中，只有 5 個未達標準，整體適配度良好。 
思考風格各分量表各題的估計參數中，除了固定參數外，其餘的估計參數都

達顯著水準( p < .05)，此外非標準化參數估計值中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數，且每個

估計參數的標準誤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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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思考風格分量表整體模式適配度摘要表 

統計檢定量 
適配的標準

或臨界值 

檢定結果數據 

功能向度 層次向度 傾向向度 形態向度 範圍向度 

絕對適配度指數       

χ2值 p >.05 175.21 

( p = .000) 

70.71 

( p = .000) 

6.17 

( p = .187 ) 

185.80 

( p = .00) 

205.79 

( p = .000) 

RMR 值 <.05 0.07  0.08  0.02  0.09  0.09  

RMSEA 值 <.08 0.07  0.08  0.03  0.06  0.08  

GFI 值 >.90 以上 0.96  0.98  1.00  0.96  0.95  

AGFI 值 >.90 以上 0.93  0.95  0.99  0.94  0.92  

增值適配度指數         

NFI 值 >.90 以上 0.92  0.89  0.99  0.93  0.91  

RFI 值 >.90 以上 0.89  0.81  0.98  0.90  0.89  

IFI 值 >.90 以上 0.94  0.90  1.00  0.95  0.93  

TLI 值 

(NNFI 值) 

>.90 以上 0.92  0.84  0.99  0.93  0.90  

CFI 值 >.90 以上 0.94  0.90  1.00  0.95  0.93  

簡約適配度指數       

PGFI 值 >.50 以上 .60 .45 .27 .59 .59 

PNFI 值 >.50 以上 .69 .55 .40 .68 .69 

PCFI 值 >.50 以上 .70 .56 .40 .69 .70 

CN 值 >200 249 243 1179 27 181 

χ2自由度比 <2.00 4.27  5.44  1.54  3.87  6.05  

AIC 值 理論模式小

於獨立模式

值，且同時

小時飽和值 

225.21 > 

132.00 

225.21 < 

2191.86 

100.708 > 

56.000 

100.708 < 

626.334 

28.17 < 

30.00 

28.17< 

772.62 

245.80 >  

156.00; 

245.80 < 

2628.15 

247.79 > 

110.00 

247.79 < 

2386.19 

CAIC 值 理論模式小

獨立模式

值，且同時

小於飽和模

式值 

366.27 < 

504.40 

366.27 < 

2253.93 

185.35 < 

213.99 

185.35 < 

665.83 

90.24 < 

114.64 

90.24 < 

800.83 

415.08 <  

596.11; 

415.08 < 

2395.86 

366.29 < 

420.34 

366.29 < 

2442.62 

(二) 人格特質量表模式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卡方值(χ2)為 3926.198 (p = .000)，自由度(df=980)，
RMSEA = .063，利用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MI)進行模式修飾。依 MI 值
的大小依序檢視各題與量表構念之 MI 值。逐步刪除第 26、18、42、21、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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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6、17、40、27、1、29、35、4、46、8、3、6、26、23、33、20 題後

適配度已達良好，17 個適配度指標中，只有 7 個未達標準，整體適配度尚稱良

好。由人格特質量表各題的估計參數中，除了固定參數的五個外，其餘的估計參

數都達顯著水準(p < .05)，非標準化參數估計值中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數，而每個

估計參數的標準誤均很小，表示模式的內在品質佳。 

二、國中學生人格質、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分析 
本研究以思考風格五個向度，分別與人格特質之五個分量表、學業成就之學

業成績進行結構模式分析，試圖在「思考風格」、「人格特質」及「學業成就」三

個構念中尋求之間的關係。 
(一) 常態性檢定與極端值評估 

AMOS 計算出每一個觀察值遠離群體形心(centroid)的 Mahalanobis 
d-squared(Mahanobis d2 )距離，並加以排序。逐步檢視極端值個案。本研究樣本

之偏態係數絕對值為 .043到 .446皆不大於 3、峰度係數值絕對值為 .039到 .614
皆不大於.8，且二者均接近 0，因此樣本符合常態分配的要求。 
(二) 功能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分析 
1. 結構模式路徑 

以功能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如

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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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功能向度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 

2. 違犯估計 
模式中誤差變異數的測量誤差值為 .359 到 1.395，並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存

在；模式中的標準化係數值之絕對值為 .074 到 .760 之間，皆未超過 .95，結果

顯示並未發生有違犯估計之現象，因此可以進行整體模式配適度之檢驗。 
3. 整體適配度檢核 



教育科學期刊 10(1) 

66 

在原始假設模式分析中，在模式適配度檢核方面，卡方值為 357.586，p 
= .000，達到顯著水準，假設模式圖與觀察資料無法契合，因此必須參考報表中

提供之修正指標值進行模式修正。 
4. 模式修正 

檢視程式所輸出的結果表發現，測量指標「神經質」與潛在外衍構念「人格

特質」之非標準化參數估計值未達顯著，潛在構念「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

及「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路徑參數也未達顯著，據余民寧( 2002) 指出，

相關係數的絕對值必須在 .03 以上，才具有實質應用的價值，因此先刪除「人格

特質」對「神經質」之路徑係數，再次進行適配度考驗，重新估計模式，指標的

表現雖有改善，但是依然無法獲得接受，本研究排除智力相關因素，Zhang(2002)
針對五因素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之研究，也認為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有相關，但

解釋量不大(29~41%)，因此再次刪除「思考風格」對「學業成就」之路徑係數後，

所有路徑之非標準化參數估計值均達顯著。 
進一步檢視輸出結果，發現「謹慎性」與「行政型」兩者之間的測量誤殘留

了相當大的 MI(modification index)值( 58.305)，Sternberg (1994,1997)認為思考風

格是個人能力與人格交互作用之結果，Cano-Garica & Hughes(2000)、David & 
Feldhusen(1990) 及 Zhang(2002)等學者的研究，亦證實思考風格與某些人格特質

有關，因此以 MI 值依次釋放「謹慎型」與「行政型」、「友善性」與「立法型」、

「開放性」與「司法型」、「友善性」與「行政型」、「友善性」與「謹慎型」、「立

法型」與「司法型」參數後，整體適配指標的表現已達到可接受的程度，修正後

之非標準化估計值模式路徑圖呈現於圖七，模式參數估計摘要表呈現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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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修飾後之功能向度「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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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修飾後功能向度之模式參數估計摘要表 

參數 
非標準化 

參數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R 2 

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w2 .521 .045 11.558*** .217 .465 

w3 1.073 .096 11.138*** .660 .813 

w4 .502 .045 11.173*** .139 .373 

w5 1.000 --- ---- .279 .528 

w6 .385 .042 9.285*** .255 .505 

w7 .367 .052 7.015*** .137 .370 

w8 1.000 --- ---- 1.285 1.134 

v2 6.897 .370 18.625***   

v3 4.155 .650 6.395***   

v4 10.933 .566 19.329***   

v5 18.147 1.018 17.823***   

v6 5.633 .418 13.474***   

v7 10.958 .574 19.088***   

v8 -2.872 1.595 -1.800      

c1 7.759 .615 12.626***   

c2 7.830 .619 12.641***   

c3 -1.074 .306 -3.508***   

c4 -4.014 .542 -7.411***   

c5 3.069 .428 7.166***   

c6 3.688 .577 6.385***   

c7 -2.611 .623 -4.194***   

*** p < .001. 

修飾後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結構模式之整體適配度

結果，如表四所示。 

表四  功能向度之整體模式適配度摘要表 

統計檢定量 適配的標準或臨界值 
檢定結果數據(原
始) 

修飾後 

絕對適配度指數    

χ2值 p >.05(未達顯著水準) 357.59( p = .00) 63.621( p = .00) 

RMR 值 <.05 1.65 1.00 

RMSEA 值 <.08(若<.05 優良；<.08
良好) 

.13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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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I 值 >.90 以上 .90 .98 

AGFI 值 >.90 以上 .82 .95 

增值適配度指數    

NFI 值 >.90 以上 .77 .96 

RFI 值 >.90 以上 .66 .91 

IFI 值 >.90 以上 .78 .97 

TLI 值(NNFI 值) >.90 以上 .68 .93 

CFI 值 >.90 以上 .78 .97 

簡約適配度指數    

PGFI 值 >.50 以上 .50 .35 

PNFI 值 >.50 以上 .53 .44 

PCFI 值 >.50 以上 .54 .45 

CN 值 >200 81 27 

χ2自由度比 <2.00 14.30 4.89 

AIC 值 理論模式小於獨立模

式值，且同時小時飽和

值 

397.57 > 90.00 
397.59 < 1544.75 

109.62 < 72.00 
109.62 < 1495.56 

CAIC 值 理論模式小獨立模式

值，且同時小於飽和模

式值 

510.28 > 343.56 
510.28< 1595.46 

239.22 < 274.85 
239.62 < 1540.64 

由圖七修飾結果的方程模式圖可見國中學生的人格特質影響思考風格，人格

特質同時也影響學業成就，再由參數可見可以發現人格特質對學業成績有正向影

響，同時人格特質中的「開放性」與「審慎性」兩個因子最具顯著作用，由此可

引申推論，較具豁達、樂觀、慎思、明辨的學生其學業成就較高，此種發現即甚

具教育意義。不過圖七亦可見功能向度之思考風格對學業成就不具影響作用。功

能向度之思考風格屬行政型者，喜歡以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事情，立法型者喜歡有

可供依循的規則，司法行者喜歡對規則與程序做出評價(Dai & Feldhusen, 1999)。
這三型在本研究結果中顯示以司法型者作用最大。 
(三) 層次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分析 
1. 結構模式路徑 

以層次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如

圖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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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層次向度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 

2. 違犯估計 
模式中誤差變異數的測量誤差值為 .039 到 .098，並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存

在；模式中的標準化係數值之絕對值為 .109 到 .812 之間，皆未超過 .95，結果

顯示並未發生有違犯估計之現象，因此可以進行整體模式配適度之檢驗。 
3. 整體適配度檢核 

在原始假設模式分析中，在模式適配度檢核方面，卡方值為 189.830，p 
= .000，達到顯著水準，即假設模式圖與觀察資料無法契合。因此必須參考報表

中提供之修正指標值進行模式修正。 
4. 模式修正 

經 AMOS 操作，陸續刪除所有不顯著之路徑係數及釋放所有 MI 值 > 4 之

參數，在整體模式之適配度考檢依然不佳，因此假設模式無法獲得接受。 
(四) 傾向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分析 
1. 結構模式路徑 

以傾向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如

圖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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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傾向向度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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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犯估計 
模式中誤差變異數的測量誤差值為 .0439 到 .199，並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存

在；模式中的標準化係數值之絕對值為 .061 到 .663 之間，皆未超過 .95，結果

顯示並未發生有違犯估計之現象，因此可以進行整體模式配適度之檢驗。 
3. 整體適配度檢核 

在原始假設模式分析中，在模式適配度檢核方面，卡方值為 187.457，p 
= .000，達到顯著水準，即假設模式圖與觀察資料無法契合，因此必須參考報表

中提供之修正指標值進行模式修正。 
4. 模式修正 

檢視程式所輸出的結果表發現，測量指標「神經質」與潛在外衍構念「人格

特質」之非標準化參數估計值未達顯著，潛在構念「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

及「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路徑參數也未達顯著，因此依序刪除「人格特

質」對「神經質」與「思考風格」對「學業成就」之路徑係數後，所有路徑之非

標準化參數估計值均達顯著。 
進一步檢視輸出結果，以 MI 值依次釋放「謹慎型」與「保守型」、「友善性」

與「謹慎性」、「開放性」與「自由型」、「友善性」與「保守型」、「外向性」與「保

守型」參數後，整體適配指標的表現已達到可接受的程度，修正後非標準化估計

值模式路徑圖呈現於圖十，模式參數估計摘要表呈現為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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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修飾後之傾向向度「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 

表五  修飾後之傾向向度模式參數估計摘要表 

參數 
非標準化 

參數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R 2 

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w2 .507 .055 9.243*** .197 .444 

w3 1.139 .121 9.436*** .714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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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 .515 .055 9.299*** .140 .375 

w5 1.000 --- ---- .269 .518 

w6 3.126 .530 5.898*** .037 .598 

w7 1.000 --- ---- .127 .274 

v2 7.068 .409 17.273***   

v3 3.511 .736 4.768***   

v4 10.974 .601 18.253***   

v5 18.410 1.159 15.883***   

v6 5.324 .607 8.765***   

v7 3.737 .201 18.554***   

c1 1.334 .292 4.573***   

c2 3.589 .367 9.780***   

c3 2.210 .308 7.179***   

c4 3.835 .628 6.103***   

c5 1.186 .252 4.707***   

*** p < .001. 

    修飾後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結構模式之整體適配度

結果，如表六所示。 

表六  傾向向度之整體模式適配度摘要表 
統計檢定量 適配的標準或臨界值 檢定結果數據(原始) 修飾後 

絕對適配度指數    

χ2值 p>.05(未達顯著水準) 187.46(p= .000 < .05) 36.46( p = .000) 

RMR 值 <.05 1.55 1.055 

RMSEA 值 <.08(若<.05 優良；<.08
良好) 

.111 .068 

GFI 值 >.90 以上 .940 .987 

AGFI 值 >.90 以上 .881 .953 

增值適配度指數    

NFI 值 >.90 以上 .820 .963 

RFI 值 >.90 以上 .720 .904 

IFI 值 >.90 以上 .834 .971 

TLI 值(NNFI 值) >.90 以上 .740 .923 

CFI 值 >.90 以上 .833 .971 

簡約適配度指數    

PGFI 值 >.50 以上 .470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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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FI 值 >.50 以上 .527 .367 

PCFI 值 >.50 以上 .535 .370 

CN 值 >200 118 324 

χ2自由度比 <2.00 10.414 4.558 

AIC 值 理論模式小於獨立模

式值，且同時小時飽和

值 

223.46 > 72.000 
223.46 < 1056.10 

76.46 > 56.00 
76.46 < 1010.35 

CAIC 值 理論模式小獨立模式

值，且同時小於飽和模

式值 

324.88 > 274.85 
324.88 < 1101.18 

189.15 < 213.77 
189.15 < 1049.79 

圖十與圖七修飾結果的方程模式有相似之處，圖十可見國中學生的人格特質

影響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再由參數可見可以發現人格特質對學業成績有正向影

響，同時人格特質中的「開放性」與「審慎性」兩個因子一樣最具顯著作用，由

此也可推論，較具開朗、豁達、樂觀、慎思、明辨的學生其學業成就較高，此種

發現即甚具教育意義，涵養學生良好的人格特質可甚於自由或保守型的思考風

格。 
(五) 形態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分析 
1. 結構模式路徑 

以形態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如

圖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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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形態向度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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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犯估計 
模式中誤差變異數的測量誤差值為 .029 到 .077，並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存

在；模式中的標準化係數值之絕對值為 .085 到 .828 之間，皆未超過 .95，結果

顯示並未發生有違犯估計之現象，因此可以進行整體模式配適度之檢驗。 
3. 整體適配度檢核 

在原始假設模式分析中，在模式適配度檢核方面，卡方值為 647.073，p 
= .000，達到顯著水準，應拒絕虛無假設，即假設模式圖與觀察資料無法契合，

因此必須參考報表中提供之修正指標值進行模式修正。 
4. 模式修正 

經 AMOS 操作，陸續刪除所有不顯著之路徑係數及釋放所有 MI 值 > 4 之

參數，在整體模式之適配度考檢依然不佳，因此假設模式無法獲得接受。 
(六) 範圍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分析 
1. 結構模式路徑 

以範圍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如

圖十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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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範圍向度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模式 

2. 違犯估計 
模式中誤差變異數的測量誤差值為 .001 到 .075，並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存

在；但是模式中「內在型」與潛在構念「思考風格」的標準化係數值的絕對值為

21.172，超過 .95，這表示以此模式進行AMOS估計，會得到不合理解(inadmissible)
的情形，因此本模式應予廢止。 
(七) 綜合討論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人格特質」、「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之假設結構

模式中，只有在「功能」與「傾向」向度的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與「學業成

就」潛在變項之結構模式有良好之適配度，其餘三個向度都無法得到良好適配度

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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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的理論，本研究假設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對學業成就有直接效果，

由圖十三之功能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三個潛在變項構成之標準

化估計值模式中，人格特質對學業成就之直接效果為 .373，功能向度之思考風 
格對學業成就則沒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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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功能向度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標準化估計值模式 

由圖十四之傾向向度之思考風格與人格特質、學業成就三個潛在變項構成之

標準化估計值模式中，人格特質對學業成就之直接效果為 .357，功能向度之思

考風格對學業成就則沒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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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傾向向度之「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之標準化估計值模式 



教育科學期刊 10(1) 

75 

本研究根據上述統計結果，建構出以人格特質、思考風格為潛在外衍變項，

學業成就為潛在內衍變項之結構方程模式。該模式中只有功能及傾向向度之思考

風格模式中符合適配度要求之模準，在「功能向度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

就」模式中，人格特質由「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及「謹慎性」四個觀

察變項構成，思考風格由「立法型」、「行政型」及「司法型」三個觀察變項構成，

「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有高度相關，人格特質對學業成就有直接效果，思

考風格對學業成就則沒有顯著的影響；在「傾向向度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

成就」模式中，人格特質由「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及「謹慎性」四個

觀察變項構成，思考風格由「自由型」及「保守型」二個觀察變項構成，「人格

特質」與「思考風格」有高度相關，人格特質對學業成就有直接效果，思考風格

對學業成就則沒有顯著的影響。 
 

肆、結論與建議 

以下依據研究所得結論，研擬結論並提出具體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的結果建構出以人格特質、思考風格為潛在外衍變項，學業成就為潛

在內衍變項之結構方程模式。該模式中只有功能及傾向向度之思考風格模式中符

合適配度要求之標準。 
在「功能向度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模式中，人格特質由「外向

性」、「開放性」、「友善性」及「謹慎性」四個觀察變項構成，思考風格由「立法

型」、「行政型」及「司法型」三個觀察變項構成，「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

有高度相關，人格特質對學業成就有直接效果，思考風格對學業成就則沒有直接

效果。 
在「傾向向度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模式中，人格特質由「外向

性」、「開放性」、「友善性」及「謹慎性」四個觀察變項構成，思考風格由「自由

型」及「保守型」二個觀察變項構成，「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有高度相關，

人格特質對學業成就有直接效果，思考風格對學業成就則沒有直接效果。 

二、建議 
(一) 尊重學生個別差異，提供多元評量方式。 

不同思考風格學生對各種評量方式表現不一，鼓勵教師採用多元評量方式，

可更正確評定學生之潛在能力，同時也藉由多元評量的回饋機制，讓學生獲得成

功經驗，激發學生潛能。 
(二) 瞭解學生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以期在學生輔導上有所助益。 

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沒有好壞之分，在思考風格、人格特質與學業成就的關

聯模式中，某些思考風格類型與某些特定之人格特質有相關，在輔導學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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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藉由瞭解學生人格特質傾向與思考風格的偏好，協助學生適應環境。 
(三) 利用教育環境，培育學生適合的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 

人格特質與思考風格都會隨個體的成長而轉變，在學生時期若能引導學生人

格與風格的發展，讓學生得以在不同情境中發揮其應有的能力，也可以讓學生有

更好發展的機會。 
(四) 後續研究，應增加評量工具之信效度，並能以高中或大學生為對象。 
  本研究雖以嚴謹之過程設計各結構方程模式，但受限於國中學生年齡低，其

思考能力較有限，因而在分類上可能較不適宜，同時產生結構方程模式驗證上較

不適配的現象，後續研究，應增加思考風格量表之信效度考驗。此外，可能以高

中或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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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ables 

of thinking style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ubjects of 767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entral Taiwan completed 
a set of instruments used in the study including “The Thinking Styles Inventory” and 
“The Personality Traits Inventory”. The statistical method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theoretical model constructed in the study coul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in variable tested by SEM. 
2. In the model of function thinking style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nking style were composed of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styles; and personality trait was composed of extraversion, openness,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s in thinking styl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3. In the model of leaning thinking style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nking style were composed of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styles; and 
personality trait was composed of extraversion, openness,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s in thinking styl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There were direct effects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no direct effects of thinking style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schools, teachers, counselors, and further study we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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