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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利用模擬實徵資料闡釋SEM適配度指標的潛藏迷思，文中透過幾個

理論模式，具體說明「A good fit ≠ A good model」及「A good fit ≠ A causal link」，
以呼籲研究者切勿過份依賴適配度指標去判定測量或結構模式之優劣及因果關

係；文末並說明為何不佳之測量指標會扭曲結構參數之估計，因而測量模式的評

鑑應先於結構模式。 
 
關鍵字：SEM、PLS、模式適配度、對等模式、原因指標、效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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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al misconceptions or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ssessment of model fit in 

SEM are exemplified using simulated data and models. The author strongly argues 
that “A good fit ≠ A good model or a good fit ≠ A causal link” and the assessment of 
measurement models should precede the assessment of structural models to avoid 
inflated structural parameter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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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SEM 經常被視為目前國內研究生進行因果性徑路分析或測驗編製的最佳利

器。有鑒於相關統計軟體（PROC CALIS、AMOS、LISREL、MPLUS、EQS 等）

之普及與視窗化，使得過去被視為高深莫測的數理統計方法亦隨之普及至人文社

會科學的政治學、經濟學、心理學、管理學、醫學、公共行政、教育學等領域。

因之，許多非數理領域的研究生得以輕易利用 SEM 驗證理論模式與進行測驗工

具信、效度之考驗；但在模式之評鑑及 SEM 報表的解釋上，卻常出現不少困惑

與謬誤，當中有些迷思一代傳一代，因而累積了一些不必要之誤用與誤解。根據

筆者論文審查之經驗，這些誤用與誤解主要不在於統計軟體之操作，而在於 SEM
分析結果的評鑑與解釋上。爰此，本文將只針對 SEM 適配度指標的潛藏問題與

限制，透過實徵矩陣資料的具體說明，以釐清問題之癥結。 
 

貳、SEM 潛藏問題與限制 

SEM 雖是一種全功能的統計模式，可以處理線性、非線性與交互作用，但

亦非萬能的統計分析方法，SEM 亦有其應用上之限制與缺陷，一般使用者可能

失察。Cliff (1983) 即曾提出不少 SEM 的爭論性議題與限制，例如：利用相關性

資料無法建立變項的因果關係、未知更佳對等模式（equivalent models）的存在、

違反 SEM 基本假設、模式修正的濫用、與偏重模式指標的評估而忽略實質理論

的考量。Tomarken 與 Waller (2003，2005) 亦指出 SEM 具有以下幾個限制：SEM
無法證實一個模式為真、即使是一個完全適配之模式，其相關之參數估計值亦可

能是偏差的（例如，預測效果值過小不具應用價值、理論方向與預期相反）、即

使是一個完全適配之模式，亦可能忽略了重要的變項。從 SEM 結構模式之理論

設計來看，SEM 之「適配度考驗」及「適配度指標」僅在評估隱含共變數矩陣

與樣本共變數矩陣之間吻合程度，而未考慮到潛在變項間之預測力與因果關係之

方向性。如從 SEM 測量模式之理論設計來看，SEM 在校正測量誤差亦有其應用

上之缺陷，而且適配度指標亦無法正確反應測量模式的良窳。另外，SEM 並無

法證實一個理論模式是否為最佳，充其量 SEM 只能排除不佳之模式。因此，當

一個理論模式適配度佳時，研究者不能立即說該理論模式為最佳，研究者尚須警

覺到可能尚有不少相同或更佳之競爭模式存在（Cliff, 1983；江哲光、侯杰泰，

1997；Chin, 1998）。以上的這些 SEM 基本結構限制或缺陷，易導致以下幾個潛

藏迷思或誤用。 
一、認為適配度佳之模式即為好模式或具有因果關係。 
二、未知或忽視對等模式的存在。 
三、遺漏重要變項或指標而包含不重要變項或指標。 
四、結構係數因測量誤差之修正而過度膨脹。 
五、測量模式界定錯誤。 

上述幾個潛藏之問題，大致起因於測量模式界定錯誤、結構模式界定錯誤、

測量指標信度不佳，與對等模式的忽視。其中對等模式又與其他起因具有密切關

係，因而欲正確了解前述之潛藏問題，需先釐清對等模式（equivalent models）
的定義與內涵。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競爭模式（competing models），Stelzl (1986) 將
它定義為：當您無法使用 2χ 及適配度指標去區辨兩個模式時，這兩個模式即稱

為對等模式。如用統計的術語來說，當兩個模式之隱含共變數矩陣相同（有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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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受限）時，這兩個模式即為對等模式，最明顯的例子就是預測變項與效標的

對換。 
假如隱含共變數矩陣相同，其極小化函數值便相同，因而導致完全相同的 2χ

值與適配度（Tomarken & Waller, 2003）。根據以上之定義，研究者不難發現一個

提議模式（a proposed model）或多或少都有適配度相同的對等模式。MacCallum
等人（1993）即指出在其查驗的53篇論文中，對等模式的中位數是12，其中90%
的SEM論文至少有一對等模式，50%的SEM論文至少有16個對等模式。不過一般

研究者卻未察覺他們的存在。Tomarken & Waller (2003) 列舉實例說明了對等模

式可能是（1）結構模式的對等，或（2）測量模式的對等，請分別參見圖一與圖

二之實例。 
 

 
圖一 對等結構模式 

 
圖一說明了三個因果關係不同但屬於模式對等的結構模式，它們在隱含的共

變數矩陣上均有如公式（1）或公式（2）之相同限制。 
0Z)]Cov(Y,Y)[Cov(X,-])Y(Var)Z,X([Cov =××      （1） 

假如將變項標準化，公式（1）即變成為（2）： 
0Z)]Corr(YY),[Corr(X-Z),Corr(X =× ,        （2） 

由公式（2）可以看出，這個公式是變項X 與Z之淨相關（排除Y ）的分子

部分。由此觀之，結構模式等同之條件乃是模式中相關變項之淨相關為0，但這

三個模式之實質意義卻不同。 
圖二則說明了三個測量模式等同的因素分析模式，它們在隱含的共變數矩陣

上均有如公式（3）之相同限制： 
0)]3x,2Cov(x)4x,1x([Cov-)]4x,2Cov(x)3x,1x([Cov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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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對等測量模式 

 

參、虛擬實例解說 

為了具體闡釋前述之五個疑惑及可能誤用等情境，筆者採用 Popper (1902～
1994) 否證論的觀點：只要有一反例，即能駁斥一個理論是否為真。乃以下面的

四個 IQ 與 EQ 之虛構的不同相關矩陣資料（其中 R1～R3，N 均設定為 226），
設計相關之理論模式逐一論述為何（1）因果關係不正確，但卻幾乎完全適配，（2）
測量指標信度不好，但卻完全適配，（3）遺漏重要變項，但卻完全適配，（4）結

構係數過度虛胖，與（5）測量模式界定錯誤。避開深奧的數學推演，透過這些

具體的相關矩陣，一般 SEM 的讀者或使用者當能親自動手利用 SEM 軟體（像

Amos、EQS 或 LISREL），實際加以驗證之，相信印象會更深刻。 
 

ㄧ、A good fit ≠ A causal Link 的驗證：結構模式不佳 
茲以 R1 資料矩陣為例，設計了三個因果關係不同的模式（參見圖三中 a, b, 

c），解說為何因果結構關係不當或不佳，仍有可能產生極佳的適配度。為凸顯模

式中因果關係甚為薄弱，特將 R1 相關矩陣中各因素上之指標變項相關係數全部

設定為.10。換言之，R1 之前三個觀察變項間彼此具有相關，後三個觀察變項間

彼此亦具有相關，但潛在變相間之相關並不高。 
R1＝{1.0, .74, .66, .10, .10, .10;  

.74, 1.0, .51, .10, .10, .10;  

.66, .51,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69, .76;  

.10, .10, .10, .69, 1.0, .85;  

.10, .10, .10, .76, .8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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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圖三 模式一IQ與EQ的徑路模式與分析結果（標準化） 
 

筆者利用 AMOS 進行模式一中（a）～（c）之資料分析，其 SEM 分析結果

完全相同： 2χ =.976，df=8，p=.998，RMR=.016，AGFI=.996，GFI=.999，
RMSER=0.00。依照前述之定義，均係為對等模式，如利用 2χ 及適配度指標去論

斷。由圖三模式中之徑路係數知，模式一中（a）～（c）的 IQ 與 EQ 之結構關

係，不管 IQ 與 EQ 的因果關係的方向如何改變（EQ → IQ）或產生共變

（EQ↔ IQ），他們的 2χ 及與適配度指標均完全相同，因此這些模式互為對等模

式。有興趣之讀者可以修正本模式中 IQ 與 EQ 之結構關係，執行 SEM 分析即能

得到具體之驗證。此項特性說明了 SEM 無法證實提議模式中潛在變間之因果關

係，因果關係需靠「研究設計」去控制，模式之適配度指標並無法充分反映模式

中因果關係之正確性。SEM 對於因果關係之正確方向的判斷可說是「全盲的」。

換言之，SEM 的使用者極易忽視結構模式界定錯誤的問題。因此，將 SEM 稱為

「causal modeling」可能是 SEM 迷思的根源之一。另外，等同模式應在研究之初

即應一一從邏輯上或理論上加以篩選，以期能提出理論上最有可能為真而又務實

的最佳提議模式（an optimal model）。因此，筆者強烈建議慎選提議模式，而且

除了查看適配度之外，還要檢驗結構係數之大小，這些標準化結構係數最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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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 以上（Chin, 1998）。 
 

二、A good fit ≠ A good model 的驗證：測量指標不佳 
茲另以 R2 資料矩陣為例，設計了與模式一相同的圖四徑路模式，解說為何

測量指標之信度不佳，仍有可能產生極佳的適配度。為凸顯模式中因果關係完全

不存在，特將 R1 資料矩陣中各因素間的指標變項相關係數全部設定為 0。 
R2＝{1.0, .24, .36, .0, .0, .0;  

.24, 1.0, .31, .0, .0, .0;  

.36, .31, 1.0, .0, .0, .0;  

.0, .0, .0, 1.0, .69, .76;  

.0, .0, .0, .69, 1.0, .85; 

.0, .0, .0, .76, .85, 1.0}. 
 

   
                 （a）                         （b） 

圖四 模式二IQ與EQ的徑路關係與結果（a：未標準化，b：標準化） 
 

筆者利用 AMOS 進行模式二之資料分析，其 SEM 分析結果為： 2χ =0，df=8，
p=1.0，RMR=0，AGFI=1，GFI=1，RMSER=0，模式與資料完全適配。由圖四中

模式二（b）之標準化係數知，本模式卻隱藏著不佳之測量模式（IQ 之指標信度

分別為 R2 =.28, .21, .47）。由此可推知，SEM 適配度指標並無法反應測量指標或

測量模式之好壞。因此，筆者強烈建議除了查看適配度之外，還要檢驗測量指標

之信度，這些測量指標之信度最好要在.50（標準化係數在.70 以上）以上。 
 
三、遺漏重要變項或包含不重要變項問題 

茲以 R3 資料矩陣為例，設計了另一個對等模式，解說遺漏重要測量指標而

包含不重要之指標，仍有可能產生極佳的適配度。 
R3＝{1.0, .24, .66, .0, .0, .0; 

 .24, 1.0, .31, .0, .0, .0; 
.66, .31, 1.0, .0, .0, .0; 
.0, .0, .0, 1.0, .69, .76; 
.0, .0, .0, .69, 1.0, .85;  
.0, .0, .0, .76, .8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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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五 模式三IQ與EQ的徑路關係與結果（a：未標準化，b：標準化） 
 

筆者利用 AMOS 進行模式三之資料分析，其 SEM 分析結果為： 2χ =0，df=8，
p=1.0，RMR=0，AGFI=1，GFI=1，RMSER=0，模式與資料亦完全適配。由圖五

模式三（b）知，第 2 個指標之信度不佳（R2 =.11），係一不恰當之測量變項，但

本模式之適配度卻與其它對等模式都達到完全適配。把不重要的變項納入您的模

式中或把重要變項的遺漏了，通常會導致不正確的參數估計值與標準誤。因此，

只有在您所界定的模式正確時，這些參數估計值與標準誤才是正確的（Tomarken 
& Waller, 2005）。 
 
四、測量指標信度與結構係數校正上之問題 

在討論此問題核心之前，容我先提及另一新進統計分析模式 partial least 
square（簡稱 PLS），它是 SEM 的另一替代分析模式。PLS 迴歸結合了主成份分

析與多元迴歸分析的特色。Chin & Newsted (1999) 曾撰文闡釋有哪些時機 PLS
結構方程模式優於 LISREL 結構方程模式：PLS 特別適用於預測變項甚為龐大、

非常態性資料、樣本較小時、具有多元共線性、指標為原因指標及欲檢驗測量指

標是否有效時。因此，PLS 與 LISREL 具有互補的功能，且 PLS 特別適合於 SEM
的前導探索式分析。PLS 模式可能一般讀者較陌生，但它是後起之秀，它與

LISREL具有相類似之模式結構與統計分析功能，但有別於共變數導向的LISREL
模式。PLS 旨在極大化依變項中能為自變項所解釋的變異量（使用變異數估計模

式中之參數），而不在於極小化樣本共變數矩陣與隱含共變數矩陣間之差距（使

用共變數估計模式中參數）。簡言之，PLS 的參數估計過程可分為三階段。第一

階段：在估計各觀察變項在相對應潛在變項上的加權量，第二階段：利用第一階

的各測量變項的平均加權量，估計各受試者在各潛在變項上的分數，第三階段：

利用各受試者在各潛在變項上的分數，進行預測變項與效標間結構係數的估計

（Haenlein & Kaplan, 2004）。對於 PLS 有興趣而又沒有經費預算的讀者，可心

存感激地到以下網站（http：//www2.kuas.edu.tw/prof/fred/vpls）下載免費軟體一

窺究竟。目前常見之 SEM 軟體所跑出來的結構係數會因測量誤差之過度修正而

產生不合理的結構係數，一般研究者常因軟體使用之便利性而不察。茲舉例說明

下：今設有一 1x , x2 , y1與 y2之相關矩陣：R4（N=200，SD 均設定為 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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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1.000, .087, .140, .152; 
.087, 1.00, .080, .143; 
.140, .080, 1.00, .272; 
.152, .143, .272, 1.0}.  

 
本相關矩陣取自於Chin & Newsted（1999）的文章，其中 x1與 x2假定是IQ

之測量指標，分別為語文智商與操作智商；而 y1與 y2假定是EQ之測量指標，分

別為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他們的徑路關係圖與SEM分析結果如圖六所示。表1
則係利用VPLS (Visual PLS，係一視窗介面的統計分析軟體) 所跑出來的分析結

果。由表1分析結果知，VPLS提供許多重要之統計量，諸如：因素負荷量（factor 
laoding）、迴歸加權量（weight）、R2、建構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Cronbach
與因素分數等。利用表1的迴歸加權量可以計算各個受試者在各潛在變項上的因

素分數。以第一位受試者為例，其IQ之因素分數等於：.7535×（-2.23）+.5949×
（-.32）＝-1.8707（括弧內的數字係第一位之 x1與 x2的原始z分數），與表1中第

一位受試IQ之因素分數-1.8709相當接近，係割捨誤差所致。 
 
     表1 VPLS的各項分析統計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另外，研究者可以利用表1的因素負荷量資料與潛在結構間之關係，可繪製

如圖七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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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SEM 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結果（標準化係數） 

 
圖七 VPLS 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結果 

 
由圖六知，IQ 與 EQ 各指標的信度皆不佳（介於.07～.35），SEM 為了校正

測量指標之測量誤差而修正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數（correction for attenuation，
相關公式請參見 p.157, Bollen, 1989），導致結構係數大量提升。筆者試著利用 IQ
與 EQ 的建構信度（分別為.1603 與.4336），以及利用原始資料再製技術求得 IQ
與 EQ 的第一個典型相關（.225），亦得到相當接近.83 的標準化結構係數（.225/
（ .4336.1603 ）=.853）。由此測量校正公式觀之，當測量指標的信度過低時，

就可能導致過度高估結構係數，似乎不太合乎常理。由圖六之標準化係數知，EQ
與 IQ 的結構係數高達.83，但由原來的相關矩陣中各指標變項間之相關（.08
～.152）看來，得到此結果實在令人難以接納；反而，圖七中之 PLS 分析值.224
似乎較能反映真相，但其測量模式中的因素負荷量似乎高估了許多。Haenlein & 
Kaplan（2004）曾討論到 PLS 在樣本及各潛在變項之指標數目不是很大時，PLS
會低估潛在變項之關係及高估測量模式上之因素負荷量（因為所有變異量均被視

為有用的變異量，類似於主成分析與主因素分析的關係），有興趣讀者請參閱該

文章。由此可知，測量指標不能充分反映潛在建構時，就不能再進行其後結構模

式的考驗，而使用 PLS 去分析亦可能隱藏者參數高低估的類似問題。 
 

五、測量模式界定錯誤問題：原因指標與效果指標的混淆 
最後，特別提出圖六之另一對等模式（參見圖八），以說明指標特性分辨之

重要性，注意其 SEM 分析結果兩者之模式適配度完全相同： 2χ =.2656，df=1，
p=.6063，RMR=.0095，AGFI/GFI=.9933，RMSEA=0.0000。依照 MacCallum & 
Browne (1993) 的定義，圖八中的 IQ 係指標之組合變項（composite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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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 則係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不過，請注意本模式中 IQ 為 x1與 x2之效標，

x1與 x2係原因指標（causal / formative indicators），而圖六中之模式的 x1與 x2變
項係 IQ 之效果指標（effect / reflective indicators），為潛在變項與誤差的線性函

數。這兩種不同性質之指標變項，研究者須分辨清楚，勿混為一談而導致徑路圖

的設計錯誤。 
就單一向度而言，效果指標重視指標間之內部一致性，而原因指標的內部一

致性則不重要，重要的是不能漏掉任何重要的原因指標。因此，傳統的項目分析

方法不適用於此類原因指標的篩選（Bollen & Lennox, 1991）。依照 Jarvis, 
Mackenzie & Podsakoff（2003）的定義，原因指標應符合以下七大條件：（1）建

構的特徵靠指標的界定，（2）指標的改變會造成建構的改變，（3）建構的改變不

會造成指標的改變，（4）指標間不一定要含涉於共同主題之下，（5）某一指標值

的改變並不一定會造成其他指標值之的改變，（6）刪除一個指標可能會導致建構

範疇的更動，與（7）指標不需有相同的前提與後果。 
由此觀之，圖六中 x1與 x2均係測量 IQ 的效果指標，x1與 x2必然具有共變

關係，且均在測同一潛在特質 IQ，因而 x1、 x2與 IQ 具有線性回歸關係；而圖

八中 x1與 x2指標則係形成組合變項 IQ 之因，所以是原因指標，因為 IQ 是 x1與
x2之線性組合，因而 x1與 x2不必然具有共變關係，可能為正相關、負相關或零

相關。譬如，當您使用父親之智商（ x1）與母親之智商（ x2）代表小孩的 IQ
指標時，x1與 x2即為原因指標，因為父母親的智商會影響子女之 IQ，但反之則

不然。因此，指標與潛在特質的關係，研究者須分辨清楚，以免設計出不正確之

徑路圖。注意具有原因指標的 SEM 模式，需將圖八中 R1 之變異數設定為 1 及

將指標之一的徑路係數設定為 1，才能使方程式得到辨識。前述之測量模式界定

錯誤的情形屢見不鮮，根據 Jarvis, Mackenzie & Podsakoff （2003）調查 1977～
2000 年間四種著名行銷雜誌中有關 SEM 的論文，發現就有 29%的論文把原因指

標或效果指標與建構之關係弄反了，此種錯誤值得其它領域之研究者警惕。此種

測量模式界定錯誤（measurement model misspecification）的問題可能會犯第一類

型或第二類型錯誤（Jarvis, Mackenzie, & Podsakoff, 2003）。 
圖九中的徑路係數係圖八徑路模式之分析結果：IQ 對 EQ 之預測力為.39，

顯示出 IQ 對 EQ 之預測力與圖六之 IQ 對 EQ 之預測力（.83）有顯著不同。從圖

九中 x1與 x2之預測力（R2 =.74）來看，其預測效度尚佳，因此 IQ 對 EQ 之回歸

標準化係數（.39），較接近實際資料所呈現出來的關係強度。由以上之解說知，

測量指標信度的好壞與測量模式界定的正確性會嚴重影響到最適模式的選擇與

結構係數估計值之正確性，SEM 研究者不能等閒視之。 

 
圖八 效果與原因指標並存的徑路模式 



SEM 適配度指標的潛藏問題：最佳模式難求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六輯 

  28 

 
圖九 效果與原因指標之分析結果（標準化係數） 

 

肆、結語與解決之道 

共變數導向的 SEM 分析雖然功能強大，但亦有其本質上與應用上的限制因

而潛藏著一些陷阱，使用者常不察亦導致誤用。事實證明了：單靠 SEM 適配度

佳並無法分辨該提議模式為最適模式（A good fit ≠ A good model），單靠適配度

指標亦無法確認測量模式是有效的或證實該模式中的因果關係（A good fit ≠ A 
causal link）。SEM 只能排除不佳模式，無法證實一個理論模式為真（Bollen, 1989; 
Tomarken & Waller, 2005），也無法檢驗因果關係是否為真或反應測量指標之好

壞。另外，有些常用之適配度指標的慣用臨界值不是帶有條件的，就是太寬鬆，

且其對於模式界定錯誤也不夠敏感的，研究者切勿過份依賴適配度指標（Hu & 
Bentler, 1995, 1999; Tomarken & Waller, 2005），尚需注意測量指標的徑路係數與

因果關係的結構係數之大小，並遵守以下兩大 SEM 應用準則。 
一、 理論模式未定或發展尚未成熟，勿進行 SEM 分析，以避免模式界定錯誤

（model misspecifications，尤其重要變項之遺漏、原因指標與效果指標之混

淆及因果關係顛倒），亦即邏輯分析/實質理論建立應先於 SEM 統計分析。 
二、 嚴格採取二階段 SEM 模式之評鑑（Anderson & Gerbing, 1988）： 
（一）測量模式（含測量指標信度與特性）之評估：R2 與因素負荷量之分析。 
（二）結構模式之評估（含對等模式存在的問題）：R2 與結構係數之分析。 

測量模式（含測量指標信度）之評估為進行 SEM 分析的首要任務，滿足前

述信度之最低要求後，再進行結構模式之評析，結構模式的評估亦應注意因果關

係的正確性。當測量模式不當時（如指標的信度<.5 時），即應重新尋找或增加更

有預測力的指標變項後，再進行結構模式之分析，否則可能會導致離譜的結構關

係，此時變異數導向的 PLS 分析似乎可以取而代之。在結構模式之評估時，亦

應再慎重考慮有無比提議模式更貼近實質理論的對等或最適模式存在。SEM 不

是統計萬靈丹，它亦有本身結構上之限制或缺陷，最適配的理論模式通常是需要

經歷多次之修正與實徵檢驗才能獲得。因此，研究者初次獲得一個適配模式時，

僅能作暫時性的結論，尚須進行效度覆核，以檢驗其正確性、實用性與推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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