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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編製一份適合國小高年級學童的學習思考風格量表，以瞭解學生

的個別差異，提供教師教學參考之依據。 
全量表包含「功能層面」與「層次層面」，共有五個分量表，34 題。正式

量表經施測獲有效樣本 977 份，信度考驗結果顯示，在功能層面：自主型α＝

0.772、程序型α＝0.765、評析型α＝0.728；在層次層面：鉅觀型α＝0.807、微

觀型α＝0.731；總量表α＝0.849，顯示本量表內部一性很高。在效度考驗方面，

以結構方程模式作為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本量表評量構面與各題目的模式適配

度。驗證結果顯示，GFI (.915)、AGFI (.902)、PNFI (.762)、PCFI (.809)、RMR  
(.042)、RMSEA (.045)與 CMIN/DF (2.946) 等適配指標皆達到理想值的標準，本

量表所建立的模式之整體適配度良好。整體而言，本量表的效度與信度頗佳。 
 
關鍵字：學習風格、思考風格、學習思考風格、量表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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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 Learning and Think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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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construct an inventory to measure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inking styles in elementary school. A total of 977 valid samples was 
tested the reliabilit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formal inventory showed that Independence 
(α＝0.772), Procedure (α＝0.765), Analytic (α＝0.728), Macro (α＝0.807), and 
Micro (α＝0.73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is very goo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is adopted to execute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model suitability and fitness of the dimensions and items. The 
validity test showed that the indices of GFI (.915), AGFI (.902), RMR (.042), 
RMSEA (.045), PNFI (.762), PCFI (.809) and CMIN/DF (2.946) attain the standard, 
which indicate the fitness of the model is good. This inventory shows high reliability 
and adequate validity. 
 

Keywords: Learning Style, Thinking Style, Learning and Thinking Style, Inventor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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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文化多元的 21 世紀社會，一元化的教育已無法培育出多維思考的人，而

填鴨式的教學更無法培養獨立思考的現代國民。在社會民主化的激勵下，強調包

容差異、欣賞多元、尊重個殊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已逐漸進入社會與校園，取代

原有的權威概念（陳美玉，1998）。因此，教育的大環境近年已從所謂的教師教

學本位，逐漸地朝向學生學習本位方向發展。而呼籲重視學生的個別差異，提供

因材施教，已成為現代教育改革的方向與目的（王金國，2000；林寶山，1990）。
過去幾十年來，許多教育心理學家也相信只要妥善處理學生在認知上的個別差

異，就可促進學生的學習（Gustafsson & Undbeim, 1995），因此了解學生的個別

差異已成為現代改革教育的首要工作。 
為了瞭解學生的個別差異，國內外許多學者分別從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

和思考風格（thinking style）來探討（王淑芬，2003；李穎純，1999；周玉霜，

2001；翁秋玲，2000；黃玉枝，1993；彭文松，2005；鄭英耀，2000；Bernardo, 
Zhang & Callueng, 2002; Collinson, 2000; Francisco & Elaine, 2000; Grigorenko & 
Sternberg, 1997; Jaouen, 1990）。Keefe (1982) 認為個人的學習風格，就是其知覺

與學習環境的互動，及對學習環境反應的一種穩定指標，我們評量學習者的學習

風格，即可了解學生在學習環境中所表現的行為。Sternberg (1997) 認為學生往

往會以自己偏好的思考風格來尋找適合自己的學習活動，而影響成功的重大因

素，除了天資能力之外，就是思考風格了。所以有關學習風格或思考風格的研究，

即是現今教育界注重個別差異趨勢下的產物。 
許多實徵研究結果顯示，學習風格會影響學習成效（吳百薰，1998；邱怡倩，

2005；陳育民，2003；黃奕禎，2003；黃國倫，2003；劉香，2004；蔡淑薇，2004；
鐘培齊，2003；Chou & Wang, 1999; Collinson, 2000），而思考風格同樣也會影響

學習成效（Bernardo et al., 2002; Betoret, 2007; Francisco & Elaine, 2000; 
Grigorenko & Sternberg, 1997）。 

綜合上述可知，認識學生的學習風格和思考風格，不但可以瞭解學生的個別

差異，若能針對不同的風格適配教學，對學生的學習成效也有直接的影響；亦即，

學習風格和思考風格二者皆扮演瞭解學生的個別差異和影響學習成效不可或缺

的重要角色。而本研究發現目前在國內學術界鮮少有研究者同時針對學習風格和

思考風格二個層面編製量表，因此本研究以編製一份可了解學生的學習風格和思

考風格的「學習思考風格量表」為主要的研究目的。 
 
二、研究目的 
（一）編製「國小學童學習思考風格量表」。 
（二）建構「國小學童學習思考風格量表」的信、效度。 
（三）考驗「國小學童學習思考風格量表」的信、效度。 
 
三、名詞釋義 
（一）學習風格 

學習風格是指個人在學習過程中或學習情境中，對多方面的刺激所表現出的

獨特學習方式或產生的學習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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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考風格 
根據 Sternberg (1997) 的定義，思考風格是指個人偏好的做事或是思考方

式，是個人面對問題情境與工作時所喜歡用的方式。 
（三）學習思考風格 

綜合上述學習風格和思考風格之定義，本研究之學習思考風格（learning and 
thinking styles）意指個人在面對問題情境或工作時，會透過大腦的支配系統，形

成個人特有的思考偏好，並進而產生獨特的學習方式，作為解決問題或學習事物

的慣用方式。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建構一份能適用於評量國小學童學習思考風格之工具，為達此目

的，首先針對學習風格和思考風格、相關實證研究等進行文獻整理與分析。 
 

一、學習風格 
學習風格的研究源自早期實驗心理學上對於認知風格的研究，最初有關認知

風格的研究僅著重於解釋個人在認知方面的一些特質（例如：知覺、記憶或訊息

處理方式等）的差別，但是這方面的研究很明顯具有教育上的應用價值，因此逐

漸擴充演變，而在 1970 年前後遂有學習風格一詞出現（郭重吉，1987b）。 
Gregorc (1979) 指出學習風格中所謂的風格，是個人透過先天的訊息譯碼系

統、周圍的文化環境以及內在主觀的因素，所形成的一種對環境適應方式的偏

好；它不隨時間、場合、目的或內容而有所改變，是一般特質的行為表現，這種

風格會隨由個人本性所好而表現出來，並使人有舒適美好的感受（郭重吉，

1987a；蔡翠華，1996）。 
（一）學習風格的內涵 

國內外學者皆對學習風格有廣泛討論與研究。吳百薰（1998）曾將國內外學

者對於學習風格的定義歸納整理，區分為五個取向，包含學習情境、行為模式、

策略、情意、多元等五個取向。 
另外，蘇輝明（2004）針對學習風格歸納出以下主要的概念： 

1. 學習風格是學習者在面對學習及問題時所採取的一種策略或偏好，因人而

異，故具有獨特性。 
2. 學習風格可以看出學習者的獨特學習偏好或傾向，而學習風格沒有固定的好

壞標準，會因時間與場合不同，所得到的評價也不同。 
3. 就學習風格形成的時間而論，它是經過較長時間日積月累而成的，在短時間

內其改變是很少的，故學習風格具有一致性及穩定性。 
4. 學習風格是受到個人、認知、情意、社會和環境等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 

Dunn 和 Dunn (1992) 的學習風格理論基礎，源自於認知風格理論與腦側化

理論。認知風格理論認為每個人處理資訊的偏好都是不同的，在腦側化理論方

面，則以法國神經學者 Paul Braco 對人類左、右腦不同功能的研究為其立論的基

礎。Dunn 和 Dunn 認為學習風格是指學習者對於環境、情緒、社會、生理與心

理等五項刺激所產生的集中、處理、內化、記憶等學習偏好方式（Dunn & Dunn, 
1999）。 

由於學習風格對每位學生而言，具有獨特性、差異性，因此 Dunn 和 Dunn 
(1992) 採用較為寬廣的研究取向來發展學習風格理論。Dunn 和 Dunn 將學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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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模式分為五項基本刺激，共 21 個元素（Dunn & Dunn, 1992），並研發三種適

合不同年齡層（幼稚園至二年級兒童、三至十二年級學生、成人）的學習風格量

表（Dunn, Denig & Lovelace, 2001），其中適合三至十二年級學生的學習風格量表

（LSI）是採 Likert 五點量表型式，共有 104 題，作答需三、四十分鐘，均採受

試者自陳的方式。 
Vos 和 Dryden (1994) 曾指出「目前辨認個人學習風格特質的方式大約有二

十種，其中由 Dunn 和 Dunn 所做的研究，應該是最為完整的一個」（林麗寬譯，

1997）。而美國 Ohio 州立大學的「職業教育國際研究中心」曾診斷有關學習風格

的評量工具，其研究報告證實 Dunn, Dunn 和 Price 的學習風格量表，具有極佳的

信度與表面及構念效度（Dunn & Dunn, 1992）。 
Dunn 和 Dunn 學習風格模式的五個刺激向度與二十一個元素包括（Dunn & 

Dunn, 1992, 1999）： 
1. 環境向度：聲音、光線、溫度、座位規劃。 
2. 情緒向度：動機、持續性、責任、結構。 
3. 社會向度：獨自、成對、同儕、小組、大人督導、變化的。 
4. 生理向度：知覺的、食物需求、時間、移動性。 
5. 心理向度：知覺的、食物需求、時間、移動性。 

Dunn 和 Dunn (1992) 的學習風格理論，理論基礎良好，定義明確，理論內

容未涵蓋認知風格，不易與其他心理領域概念混淆；具有極佳的信度與效度；在

風格類型的分析上，運用的刺激因素有五項，共 21 個因素，所包涵之層面廣；

適用多種年齡層次的學習者，至少包含三大層面：幼稚園至二年級兒童、三至十

二年級學生與成人。缺點則是：較著重於瞭解學習者的學習型態，缺乏診斷處理

的層面；分析的刺激變項較廣，易迷失焦點；且量表題目高達百題，不利施測。 
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編製一份可了解學習風格和思考風格的「學習思考風

格量表」。因此，需要一個當今較廣為使用、具有良好的理論基礎以及與思考風

格理論有高關聯的學習風格理論，作為本研究編製量表的主要參考理論依據。 
Dunn 和 Dunn 的學習風格理論除了有良好的理論基礎以及量表具有極佳的信度

和效度之外，亦是當今較廣使用的學習風格量表之一，並且與 Sternberg 的思考

風格理論之間的關聯度最高（彭文松，2005），所以本研究採 Dunn 和 Dunn 的學

習風格量表為編製量表的主要參考依據之一。 
（二）學習風格的相關研究 

Gregorc (1979) 研究指出當教師的教學能配合學習者的學習風格時，學習者

的能力會明顯的表現出來，且較不會抗拒學習，但當教師的教學不能配合學習者

的學習風格時，學習者所表現的能力會隨困難與挫折的程度有所改變。Martini 
(1986) 使用 Dunn 和 Dunn (1984) 的學習風格量表，針對國高中及成人施測並分

類，且利用不同類型的教具進行教學，以探討不同學習風格的學生的學習成就。

結果發現，如果教學方式能與其學習風格配合的話，則可以提高學習成就的分數。 
Orsak (1990) 對於數學低成就、自我效能差的學生施行學習風格的教學策

略，教師為動覺型的學生設計動手操作的活動，為聽覺型學生備有重要概念的錄

音帶，經過六週的教學，三十四位學生中，有三十二位通過數學測驗。Swisher 
(1994) 的研究指出學習風格會影響教學者教學，教學環境若能針對不同學習風

格的學習者來設計發展，將有助於學習的效率與效果。教學者也該審慎思考如何

引導學習者學習，並使用不同教學策略以配合不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引自管怡

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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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百薰（1998）採 Dunn, Dunn 和 Price 學習風格量表研究學習風格是否能有

效預測學生的學業成就，結果顯示國小學童的觸覺型、責任性、時間、大人督導、

動機、堅持性六種學習風格能有效預測學生的學業成就。Collinson (2000) 以美

國加州公立小學三到五年級的學生共110位為研究對象，採用Dunn, Dunn和Price 
(1996) 的學習風格量表，探討學習風格的偏好與學習成就是否有顯著相關，研

究結果顯示學業成就高與學業成就低的學生，在學習風格上，有明顯差異，亦即

學習風格與學業成就有關。Burke 和 Dunn (2002) 指出教師配合學生之學習風格

教學時，其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提升。黃玟瑜（2003）探討多感官音樂欣賞教學，

及其與知覺學習風格（聽覺、視覺、動覺）對學童音樂欣賞學習成就和音樂欣賞

學習態度之影響，但是結果並未發現有顯著差異。黃國倫（2003）採 Dunn, Dunn
和 Price 學習風格量表研究學習風格對學業成就是否有預測學生的力，結果顯示

國小學童的衝動/沉思、責任性、大人督導、動機、堅持性共五種學習風格對學

業成就有預測力。 
綜合以上之實徵研究發現，每位學習者均有其獨特的學習風格，順應學習者

的學習風格給予適合的學習環境或教學策略，學習者除了會有較正面、積極的學

習態度外，還會提昇其學習成效。簡言之，學習風格對學習成效的影響力是不容

輕忽，教學應考慮學習者的個別差異進行因材施教，以提高學習效能。 
 

二、思考風格 
（一）思考風格之內涵 

「思考」是指個體為要解決問題或探討新知，應用其智慧能力從事系列探

索、選擇的過程（張玉成，1998）。而「風格」為個體之習性或作風，風格的意

義和能力不同，能力通常具有高低之分，風格則無，主要強調不同而已。風格並

非天生自成，而是由環境中培養、發展而來，因此，一個人風格可能隨著情境而

改變，影響因素包含文化、性別、年齡、親職影響與學校教育，它並不是固定不

變的（薛絢譯，2000）。Sternberg (1997) 認為思考風格是個人面對生活事件、處

理問題時，所展現的一種思考偏好方式。也就是說思考風格不是智力或能力，而

是個人使用、發揮才智的方式，每個人的思考風格會影響到他的處事方式（田耐

青，1999）。 
Sternberg (1997) 在心智自我管理理論中將思考風格分為五大層面，十三種

類型，茲分述如下： 
1. 思考風格之功能層面 
（1）立法型：這一類型的人喜歡自己設定做事的方法與流程，運用自己的規定

來行事，也喜好處理非預設立場的問題。 
（2）行政型：這一類型的人喜歡遵守一定的作業流程來工作，願意接受別人的

指示做事，也比較喜歡處理預設立場、假設性或結構性的問題，不喜歡創

新、願意依照現有的規定做事，是一個實踐家。 
（3）司法型：司法型的人喜歡評估作業規則與流程，喜歡分析問題及對現有的

問題或意見進行評估。 
2. 思考風格之型態層面 
（1）君主型：君主型的人通常會積極的完成一件事情，態度是專一、急切的，

對於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強烈的行動力，不會受到外在事物的干擾，因此

他們是可以委以重任的。 
（2）階層型：階層型的人通常會將目標的輕重緩急做排序，以漸進式的完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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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標，因為知道哪些目標是可行或是優先的，因此可以將資源依據目標

的先後順序有效分配到目標上。 
（3）齊頭型：齊頭型的人會想要在同一個時間下處理多件事情，但是齊頭型的

人常常因為無法分辨事件的先後順序，所以會把所有事情看的都一樣重

要，而無法將資源有效運用分配，以致常常會有資源不足或時間不夠的感

覺。 
（4）無預設立場型：無預設立場型的人面對問題時會採取隨機的方式處理。他

們不喜歡制度、系統，不喜歡遵守原則，喜歡向權威挑戰。 
3. 思考風格之層次層面 
（1）整體型：整體型的人喜歡用巨觀的角度看事情，喜歡處理抽象、議題寬廣

的問題，對於瑣碎、重視細節的小事感到不屑，也因此容易因小細節的疏

忽而導致失敗。這類人往往會有「見林不見樹」的毛病。 
（2）局部型：局部型的人喜歡處理瑣碎或枝微末節的小事，處事態度務實，喜

歡就事論事，但是往往會因為太重視細節而未能達成目標，因此會有「見

樹不見林」的缺點。 
4. 思考風格之範疇層面 
（1）內向型：內向型的人喜歡關心內在的事物、個性內向、不擅長於社交活動

屬於工作取向，喜歡利用自己已知的知識獨自處理問題或事物。 
（2）外向型：外向型的人喜歡社交活動，個性爽朗、外向，喜歡和他人一起工

作，在團體中的表現會優於單獨表現。 
5. 思考風格之趨向層面 
（1）自由型：自由型的人喜歡超越既有的規定、步驟、流程，喜歡變化、可以

接受模稜兩可的情境、愛追求刺激，生活或工作上喜歡接觸新奇感的事物，

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當熟悉之後就會變得興致缺缺，所以往往做事只有

五分鐘的熱度。 
（2）保守型：保守型的人喜歡遵循一定的作業流程、盡量不要改變、不喜歡變

化、比較無法容忍模稜兩可的事物、會固守自己熟悉的領域、喜歡較有結

構性可預測的情境中工作。 
由上述可知，人的思考風格不是單面的，而是多面的；思考風格會隨情境而

變；即使思考風格類型相同，也會有程度上的差異；在某一場所很有效用的作風，

換到另一場所可能不靈光（薛絢譯，2000）。 
（二）思考風格的相關實徵性研究 
1. 思考風格與學習成就相關之實徵研究 

Grigorenko 與 Sternberg (1997) 以 199 名資賦優異的耶魯大學生為對象，以

Sternberg 的思考風格量表及學業成就測驗對這些學生施測，結果發現在控制能力

水平之後，思考風格顯著地預測學業表現。Francisco 與 Elaine (2000) 以西班牙

210 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試著去瞭解學習風格和思考風格是否能有效的預測學

習成效，研究顯示思考風格能有效地預測學業成就，那些偏好獨立作業，不喜歡

創造、規劃、與對解決問題有事先計劃的學生，以及堅持現存規則與常規的學生

（指行政型的學生），有較佳的學習成果。Bernardo et al. (2002) 以 429 位菲律賓

大學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司法型思考風格與學業成就呈現顯著相關。 
綜合以上之研究結果，發現雖然研究的對象、文化背景、國家大為不同，但

其結果大多相同，表示不同學習者的思考風格會影響其學習成就，亦即每個人會

因個別差異而擁有不同的思考風格進而影響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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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考風格與學習風格的相關之實徵研究 
Cano-Garcia 與 Hughes (2000) 以 210 名西班牙心理系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

討學習風格與思考風格的關係，其中學習風格以 Kolb (1984) 的學習風格量表為

工具，思考風格量表則是以 Sternberg (1997) 所發展的思考風格量表為研究工

具，研究結果發現思考風格與學習風格有中度相關。彭文松（2005）以 312 名台

灣新竹縣市高中生為研究對象，檢視學習風格與思考風格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

Kolb 經驗學習論述、Dunn 和 Dunn 的學習風格、Sternberg 思考風格論述三者的

構念操作皆有或多或少的重疊性；也就是說學習風格與思考風格的一致性較高。 
研究者發現雖然探討思考風格與學習風格相關性之實證議題極少，但其研究

結果卻很一致，皆顯示思考風格和學習風格有顯著的相關。 
 
三、思考風格與其他變項可能的關係 

根據上述許多有關學習風格以及思考風格之實徵研究，研究者發現幾個關聯

現象；思考風格在「教師」身上會形成其「教學風格」（吳佳鈴，2006），不同的

教學風格則會產生不同的教學行為（翁秋玲，2000），而教師的教學行為又會影

響到學生的學業成效（林生傳，1999），因此，可見教師的思考風格、教學風格、

教學行為與學生的學習成就，四者間彼此相互影響。 
另外，思考風格在「學生」身上會形成其「學習風格」，不同的學習風格會

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若教師的教學風格能適時與學生的學習風格相互配合，則

可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我們發現學生的思考風格、學習風格、教師教學

風格與學生的學習成就，四者間也存在著相互影響之關係。思考風格與其他變項

可能的關係如圖一。 
 
 
 
 
 
 
 
 
 

圖一 思考風格與其他變項可能之關係 

 
綜合上述之文獻探討，由於 Dunn 和 Dunn (1992) 的學習風格理論，理論基

礎良好，定義明確，理論內容未涵蓋認知風格，而思考風格以 Sternberg (1997) 較
廣為人知，故本研究以 Dunn 和 Dunn 的學習風格與 Sternberg 的思考風格作為編

製題目的依據，編製一份可了解學生的學習風格和思考風格的「學習思考風格量

表」。 
在 Sternberg 思考風格模式的 13 個類型中，只有七個是國內國人慣用的類

型，根據裘友善、高淑芳、王振世、吳錦釵（2003）修訂的教師教學風格量表測

得立法型、行政型、司法型、整體型、局部型、自由型、保守型共七個慣用思考

風格類型。而又依據翁秋玲（2000）、周玉霜（2001）、 吳佳鈴（2006）研究分

析指出，思考風格的立法型與自由型、行政型與保守型皆呈高相關，所以這七個

慣用思考風格類型可縮減成五個慣用思考風格類型（立法型、行政型、司法型、

整體型、局部型）。因此，本研究選取 Sternberg 思考風格模式的五個類型與 Du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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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unn 學習風格相關聯的元素之區塊（如表 1），以進行量表的題目編製。簡而

言之，本研究針對國人慣用的五個思考風格類型與 Dunn 和 Dunn 學習風格相關

聯的元素之部分，作為「學習思考風格量表」編製題目之依據。 
另外，本量表評量構面之擬定，是根據國人慣用的五個思考風格類型分別歸

屬 Sternberg 思考風格模式中的二個層面（功能層面和層次層面）而來的，因此

本量表有二個評量主構面（功能層面和層次層面）。 
 
表 1 Sternberg 思考風格類型與 Dunn & Dunn 學習風格元素之關聯摘要表 

Sternberg 的思考風格 

層面 類型 
相關聯 Dunn & Dunn 學習風格元素 

立法型 ←→ 
動機、結構、聽覺型、觸覺型、動覺型、

時間 

行政型 ←→ 
光線、設計、動機、堅持性、責任性、結

構、視覺型、觸覺型、沉思/衝動 

功 
能 
層 
面 

司法型 ←→ 動機 
整體型 ←→ 動覺型、沉思/衝動 層 

次 
層 
面 

局部型 ←→ 
光線、動機、堅持性、責任性、結構、聽

覺型、觸覺型、動覺型、視覺型 

(資料來源：彭文松，2005)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發展之國小高年級學習思考風格量表係以國小高年級學生為主要

研究對象，經由發展題目、進行預試及項目分析訂並進行信效度考驗等步驟，編

製量表，作為瞭解國小高年級學生學習思考風格之有效評量工具。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發展國小高年級學童學習思考風格量表。預試是採紙本施測方式，

並採立意抽樣法抽取研究樣本，對 622 名台灣北中南部國小高年級學生（北部

108 人，中部 409 人，南部 105 人）進行問卷施測，計回收 602 份，回收率為 96.78
％，剔除回答題不全問卷後，獲得有效問卷 487 份。正式量表是採電腦線上施測

方式，以國小高年級學童為施測對象，採立意抽樣法抽取研究樣本。線上受測的

國小高年級的學童共有 1,011 位（北部 185 人，中部 412 人，南部 414 人），剔

除有固定順序填答情形的樣本，得有效樣本計有 977 份。 
 

二、編製過程 
（一）預試量表 
1. 量表內容及形式 

量表分二部份；第一部份為指導語及填答者的基本資料，第二部份為量表的

題項，其中填答者的基本資料只設計性別的選項。 
2. 量表計分方式 

本量表採用李克特氏（Likert）四點量表的形式，其選項從「非常符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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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不符合」、「非常不符合」，計有四個選項，依序分別給予 4、3、2、1 分，

分數代表受試者在學習思考時的偏好情形，得分愈高表示愈偏向某一類型的學習

或思考風格。 
3. 內容效度 

本研究所編製的學習思考風格量表之內容效度係以專家效度為主。研究者將

初步編製完成之量表初稿，先請四十位高年級小朋友看過題目，並以訪問方式將

他們看不懂的詞彙或文句一一做記錄及統計。之後再請二位學者專家和四位現職

國小教師以會議方式共同討論，參考先前訪問四十位小朋友的結果，就每一題目

內容與歸屬的構面作內容效度與適切性評析。若遇某題內容不甚適切，則在會議

上將會提出用字遣詞及增列或刪減題目之修正意見，以建立量表之內容效度。經

反覆討論修正，將初稿題目逐一修正用詞，以不失原本測量本意，用字遺詞儘量

淺顯易懂以符合國小高年級語文程度。 
4. 資料處理與分析 

預試後所得的資料以 SPSS 12.0 進行信度與效度探討。在效度方面是進行探

索性因素分析，以萃取共同因素、刪除解釋力不佳的題目來建構量表的效度。信

度方面則進行 Cronbanch’s α係數分析。本研究將預試量表分為二個構面，第一

個構面（功能層面）設計 24 題，第二個構面（層次層面）設計 16 題，全量表共

為 40 題。在進行因素分析時，樣本數最好能是題數之 6 至 10 倍，所得相關矩陣

才會趨於穩定，而本研究的預試有效樣本數為 487，符合此條件。 
Comrey 和 Lee (1992) 建議使用下列準則以確定該題目是否納入某一因素

中：因素負荷量在.45 至.55 為尚可，.55 至.63 為良好，.63 至.71 為非常好，.71
以上為特優（李茂能，2006）。Hair, Anderson, Tatham 和 Black (1998) 認為一個

題目是否納入因素的標準，主要取決於樣本大小。樣本要大於 350 才能以.30 做

為取決標準，認定其負荷量係非隨機所造成，並達到統計上.05 的顯著水準。本

研究以因素負荷量大於.45 做為題目是否納入因素的標準。此外，根據李茂能

（2006）建議若題目在多個因素上的因素負荷量同時大於.4，則該題應刪除，如

此才能使題目在每個共同因素間的因素負荷量之差距變大，題目的歸屬與分類才

愈容易。故本量表若某一題同時在二個（含）以上的因素負荷量均大於.4 時，則

予以刪除。 
本研究之因素分析以主成份分析來萃取共同因素，並限定因子個數作為選取

共同因素個數的原則，再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 solution）進行共同因素正交轉

軸處理，之後判斷轉軸後的結果，若有題目在所有因素上的負荷量小於.45，或

題目在多個因素上具有大於.40 的負荷量者，予以刪除。反覆以上過程直至不需

刪題為止，使轉軸後每一共同因素內各題目的因素負荷量皆大於 0.45 且大小相

差盡量達到最大，以利於共同因素的辨認與命名。如表 2～表 4。 

功能層面的 KMO 值達.896 (p＜.05)，且 Bartlett 球形檢定( 2 ＝2819.957，p
＜.05) 也達顯著水準，表示資料非常適合進行因素分析。第一次因素分析，刪除

因素負荷量未達到.45 之題目（item9、item26、item36 和 item38），以及在多個

因素上同時具有大於.40 負荷量之題目（item1、itme4），共計 6 題。功能層面在

刪除6題後的KMO值達.879 (p＜.05)，且Bartlett球形檢定( 2 ＝2199.021，p＜.05) 
也達顯著水準，表示資料非常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功能層面刪除 6 題後，再經一次的因素轉軸之結果，各題的因素負荷量皆

在.45 以上，且無在多個因素上同時具有大於.40 負荷量之題目出現，如表 2。表

中顯示歸屬因子 1 的題目有 item23、item18、item31、item13、item2、item1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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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29，命名為程序型；歸屬因子 2 的題目有 item21、item30、item33、item32、
item12 和 item40，命名為評析型；歸屬因子 3 的題目有 item28、item35、item11、
item3 和 item15，命名為自主型。 
 

     表 2 功能層面刪題後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題目 因子 

 1 2 3 

item23 .764 .089 .051 

item18 .748 .101 .063 

item31 .722 .112 .053 

item13 .643 .148 .091 

item2 .544 .290 .055 

item14 .485 .282 .120 

item29 .456 .060 .286 

item21 .031 .706 .193 

item30 .055 .678 .115 

item33 .145 .642 .256 

item32 .204 .582 .173 

item12 .272 .563 .075 

item40 .340 .546 .069 

item28 .147 .201 .730 

item35 .096 .172 .721 

item11 .054 .083 .720 

item3 .092 .133 .632 

item15 .073 .143 .601 
 

層次層面的 KMO 值達.833 (p＜.05)，且 Bartlett 球形檢定( 2 ＝1573.671，p
＜.05) 也達顯著水準，表示資料非常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表 3 顯示各題的因素負荷量皆在.45 以上，且無在多個因素上同時具有大

於.40 負荷量之題目出現。表中顯示歸屬因子 4 的題目有 item37、item20、item24、
item8、item5 和 item34，命名為鉅觀型；歸屬因子 5 的題目有 item27、item10、
item16、item25、item7、item17、item6、item22、item39 和 item19，命名為微觀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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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層次層面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題目 因子 

 4 5 

item37 .798 -.139 

item20 .783 -.140 

item24 .730 -.052 

item8 .658 -.119 

item5 .575 .184 

item34 .521 .081 

item27 -.121 .659 

item10 -.356 .598 

item16 -.081 .586 

item25 -.099 .557 

item7 -.024 .544 

item17 -.179 .531 

item6 .042 .501 

item22 .130 .486 

item39 .054 .483 

item19 .183 .462 
 
功能層面和層次層面之解釋總變異量分別為 46.608％、38.222％，如表 4。 

 
       表 4 主構面之解釋總變異量 

主構面 因子個數 解釋總變異量

功能層面 3 46.608％ 
層次層面 2 38.222％ 

 
預試量表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功能層面的題數由原本的 24 題刪減成 18

題，層次層面的題數仍保留 16 題，全量表剩下 34 題。正式量表，總計二個主構

面，五個子構面，三十四個題目。 
本量表信度之建構採 Cronbach's  檢驗其內部一致性，如表 5 所示，各構

面 Cronbach's  係數分別為自主型（.749)、程序型（.782）、評析型（.746）、

鉅觀型（.776）、微觀型（.737），總量表的 α 係數為.848。一份信度係數佳的

量表，其總量表的信度係數最好在.80 以上，而分量表其信度係數最好在.70 以

上，若是在.60 至.70 之間，還可以接受使用（Henson, 2001；吳明隆，2006），

本量表的總量表信度係數在.8 以上，而各構面的信度係數皆在.7 以上，可見本量

表建構完成的內部一致性大致符合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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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學習思考風格量表之 Cronbach's α 
主構面 子構面 Cronbach's   

自主型 .749 
程序型 .782 功能層面

評析型 .746 
鉅觀型 .776 

層次層面
微觀型 .737 

總量表 .848 
 
二、正式量表 

正式量表共包含二個主構面（功能層面、層次層面），五個子構面（自主型、

程序型、評析型、鉅觀型、微觀型），三十四個題目。其中第 1 題～第 18 題是

屬於功能層面，主要描述學生之學習風格；第 19 題～第 34 題是屬於層次層面，

主要描述學生思考風格，各分量表之題目舉例如表 6。正式施測後進行量表信度

與效度的驗証。在信度的方面是採 SPSS 12.0 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行 Cronbanch’s 
 係數分析，以考驗量表內部一致性水準。在效度方面以結構方程式軟體－Amos
進行多因素驗證性因素分析，以考驗本量表所建構的模式之適配度是否良好。 
 
     表 6 正式量表各評量構面與題目舉例 

主構面 子構面 量表題目 
我喜歡目標清楚、有一定順序的工作。 

程序型 
我喜歡有規則可以照著做的學習環境。 
我喜歡分析、比較不同事物的工作。 

評析型 
我喜歡比較不同的觀點和想法。 
我喜歡能讓我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的問題。 

功 
能 
層 
面 

自主型 
剛開始做一件事，我喜歡以自己的想法去做。 
我喜歡構想事情的大方向，而不是去規劃細節。 

鉅觀型 
做事時，我只想趕快把它完成，不要求精緻。 
我喜歡記一些生活中發生的小事情。 

層 
次 
層 
面 

微觀型 
我喜歡把問題分成很多小部份來一一解決。 

 

肆、研究結果 

一、量表的信度分析 
本量表的信度考驗採 Cronbach's  內部一致性係數。而各構面的 Cronbach's 

 係數陳列於表 7。從表中可看出五個子構面（程序型、評析型、自主型、鉅觀

型、微觀型）之 Cronbach's  係數分別為 0.765、0.728、0.772、0.807 和 0.731
均在 0.7 以上，且總量表 Cronbach's  係數為.849，皆符合 Henson (2001) 和吳

明隆（2006）所建議－若以發展測量工具為目的時，信度係數應在 0.7 以上，顯

示本量表內部一致性水準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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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各構面之 Cronbach’s  係數 
主構面 子構面 Cronbach’s α 

程序型 0.765 
評析型 0.728 功能層面 
自主型 0.772 
鉅觀型 0.807 

層次層面 
微觀型 0.731 

總量表 0.849 
 
二、量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量表使用 Amos 7.0 版以最大概似法進行參數估計，進而進行模式適配度

的考驗。一般在模式評鑑時，會以三大適配指標來探討模式之適配度，分別為絕

對適配指標（包括： 2 、GFI、RMSEA、RMR）、增量適配指標（包括：AGFI、
NFI、TLI、CFI）、精簡適配指標（包括：PNFI、PCFI、CMIN/DF）（王保進，

2004；李茂能，2006）。此外，在進行模式評鑑前 Hair, Anderson, Tatham 和 Black 
(1998) 認為需先檢驗模式是否出現違犯估計的情形，亦即需進行威脅到估計值

精確性的問題評估，並且提出評估準則，一是不能有負的誤差變異，如果誤差變

異估計值是負值，那麼個別項目的信度就會超過 1，顯然不合理。其二是誤差變

異都應達顯著水準。 
故本量表先檢驗模式是否出現違犯估計情形作為模式基本適配的評估標

準，續以絕對適配指標、增量適配指標及精簡適配指標作為模式整體適配度的評

鑑標準。 
（一）學生學習思考風格理論模式的基本適配標準評鑑結果 

本研究在繪學生學習思考風格理論模式徑路圖前，有一個假設前提，認為模

式中的五個類型彼此是相關的，因此以關聯線將類型倆倆連接起來。其結果如圖

二顯示，除鉅觀型和微觀型、程序型與鉅觀型無顯著相關外，其餘皆有顯著相關。

另外，圖中也清楚顯示各題誤差變異估計值皆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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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學生學習思考風格理論模式徑路圖及標準化估計值 

 
從表 8 表示所有誤差變異估計值，都沒有負的估計值，且皆達 0.01 的顯著

水準，因此本模式並未違反模式的基本適配標準，可以繼續評鑑整體模式的適配

度。 

item20 e20 

.60 
.66* 

item21 e21 
.81 .67* 

item22 e22 
.82 

.28* 
item23 e23 .53 

.54* 
item24 e24 .74 

微觀 

.08* 
item25 e25 

.27 

.23* 
item26 e26 

.48 
.32* 

item27 e27 

.56 .32* 
item28 e28 .57 

.32* 
item29 e29 .57 

.17* 
item30 e30 

.42 

.20* 
item31 e31 

.16* 
item32 e32 

.21* 
item33 e33 

.19* 
item34 e34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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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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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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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1 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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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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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自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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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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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16 e16 
.60 

.38* 
item15 e15 .62 

.42* 
item14 e14 

.65 

程序 

.38* 
item7 e7 

.6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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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32* 
item5 e5 

.56 

.25* 
item4 e4 

.5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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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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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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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學生學習思考風格理論模式的基本適配標準評鑑結果 
評鑑項目 評鑑結果 

是否沒有負的誤差變異 是 
誤差變異是否都達顯著水準 是，均達 0.01 顯著水準 

 
（二）學生學習思考風格理論模式的整體適配標準評鑑結果 

在整體模式適配評鑑指標中， 2 值若達顯著通常會被誤認為學習思考風格

理論模式和實際觀察資料不適配，但在研究（黃芳銘，2002；邱皓政，2003；李

茂能，2006；Joreskog & Sorbom, 1993; Kline, 1998）指出模式適配度考驗的卡方

值會隨著樣本數而波動，所以評鑑模式適配度時，可改採 CMIN/DF ( 2 值比率) 
替代。另外，適配度指標（GFI）、調整後適配度指標（AGFI），其數值若能達.90
以上，就表示模式適配性極佳（吳坤璋、黃台珠、吳裕益，2006；李茂能，2006）。
而精簡規範適配指標（PNFI）和精簡適配度指標（PGFI）其數值若大於.50，則

表示模式適配性極佳，至於均方根殘餘（RMR）和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

其數值若小於.05，亦表示模式適配性極佳（李茂能，2006）。本研究的學習思

考風格理論模式之 GFI、AGFI、PNFI、PCFI、RMR、RMSEA、CMIN/DF ( 2 值

比率) 等適配評鑑指標皆達到理想值的標準，表示整體適配度極佳（如表 9）。 
 

     表 9 學生學習思考風格理論模式的整體適配標準評鑑結果 
評鑑指標 適配標準 評鑑結果 
GFI 大於.90，極佳 極佳，GFI＝.915 
RMR 小於.05，極佳 極佳，RMR＝.042 
RMSEA .05 以下優良，.05～.08 良好 優良，RMSEA＝.045 
AGFI 大於.90，極佳 極佳，AGFI＝.902 

PNFI 大於.50，極佳 極佳，PNFI＝.762 

PCFI 大於.50，極佳 極佳，PCFI＝.809 

CMIN/DF 介於 1～3 間，極佳 極佳，CMIN/DF＝2.946 
 

伍、結論與建議 

有關學習風格或思考風格的理論與研究散見於各種文獻中，對於風格特性的

衡量，因為各研究對象不盡相同，所發展出來的量表亦各異其趣。本研究以編製

一份信、效度佳的學生學習思考風格量表為主要任務，综合研究發現提出結論，

最後提出建議，以供日後研究之參考。 
 
一、結論 

本研究量表經過嚴謹的發展過程，即預試量表的信度、效度建構與正式量表

的信度、效度考驗。經由內部一致性分析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等方法驗證了量表二

個主構面、五個子構面及三十四個題目的模式適配度，結果均驗證了本量表具有

良好的效度與信度。 
（一）評量構面與題項 

初步研擬二個評量構面及四十個題目。經預試量表施測回收有效樣本（N＝

487），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刪除解釋力較低的題目有六題，並取得五個共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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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作為子構面，總計量表有二個主構面，分別為功能層面與層次層面，五個子構

面，分別為自主型（α＝0.749）、程序型（α＝0.782）、評析型（α＝0.746）、

鉅觀型（α＝0.776）、微觀型（α＝0.737），合計三十四題。 
（二）量表信度的考驗 

本量表信度考驗採 Cronbach'sα係數來驗證量表內部一致性的程度。正式量

表經施測後以回收有效樣本（N＝977）作內部一致性分析，並計算 Cronbach's
α係數。 

各評量子構面，其 Cronbach's α值依序為「程序型＝0.765」、「評析型＝

0.728」、「自主型＝0.772」、「鉅觀型＝0.807」、「微觀型＝0.731」，從數據

顯示本量表之五個子構面信度不但符合在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研究時的 0.7以上

標準，亦符合 Henson (2001) 與吳明隆（2006）所建議 Cronbach's α值應在 0.7
以上的標準，可見本量表具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 
（三）量表效度的考驗 
1. 內容效度 

本量表初稿經由二位專家及四位現職國小教師對於評量構面與題目的適切

度作嚴謹的評定，以不失測量指標本意而用字遣詞能配合國小高年級國語程度，

並落實量表設計原則，使本量表有良好的內容效度。 
2. 建構效度 

本量表在建構效度方面以結構方程模式作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本量表五個

子構面與三十四個題目的模式適配度。本項以正式施測的所有回收有效樣本（N
＝977）來進行考驗。 

驗證性因素分析採最大概似法估計。估計結果在模式的基本適配度評鑑，各

誤差變異估計值皆為正值且皆達 0.01 的顯著水準，所以符合評鑑標準。在整體

模式適配度，GFI (.915)、AGFI (.902)、PNFI (.762)、PCFI (.809)、RMR (.042)、 
RMSEA (.045)與 CMIN/DF (2.946)等適配指標皆達到理想值的標準，所以整體模

式適配度良好。 
本量表從初稿研擬至完成信度與效度的考驗，以各種嚴謹的研究方法驗證結

果，皆發現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是值得信賴的有效測量工具。 
 
二、建議 

對本量表之後續應用，提出幾點建議： 
（一）可協助教學者快速認識學習者的個別差異 

在實際的教學現場，接新的班級是國小級任教師每一、二年會遇見的事，是

教師重新帶領一群新的學習者之時刻，同時這也表示教師又要重新花好長的時間

來了解每位學生的學習與思考偏好（即個別差異），因此帶一個新班級，師生的

磨合期通常不會太短。但若教師能善用本研究所發展的學生學習思考風格量表，

讓教師快速了解學生的個別差異，如此，不僅可縮短新班級所需的師生磨合期，

還可作為日後補救教學或提升學習成效的參考依據。 
（二）可與教師的教學思考風格進行師生配對教學實驗 

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除了個別差異是主因外，教師的教學風格亦是因素之

一，若能將教師的教學思考風格與學生的學習思考風格作適當的配對，並找出最

佳的配對組合模式，則將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所幫助。而目前已開始有研究者朝

這個方向去作探討，如：陳慧如（2009）的教學思考風格電腦化量表編製與師生

配對教學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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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探索不同的學生學習思考風格類型在各學科上易出現哪些錯誤類型 
若可以找出各種學習思考風格類型在各學科上較易出現的錯誤類型，則有助

於教學者在教學上或補救教學上的進行，亦可事先預防，以減少學生錯誤類型的

發生，進而提高學習效果。而目前已開始有研究者朝這個方向去作探討，如：楊

淑菁（2009）的以知識結構與貝氏網路為基礎之數位教材與評量研發-以六年級

柱體體積單元為例、陳慧君（2009）的國小五年級分數的除法單元線上學習系統

與數位教材研發、許逸偉（2009）的電腦適性測驗與資訊輔助補救教學融入教學

之研究—以國小柱體與錐體單元為例、洪祥堯（2009）的資訊科技融入國小六年

級圓形圖單元教學與評量之行動研究、林美秀（2009）的數位教材與電腦適性診

斷測驗融入教學之探討－以國小六年級數學「放大縮小比例尺」單元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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