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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填表說明：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5 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

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

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請填入教育部「大學院校課程資源網」或「技專院校課程資源網」之「課程大綱」欄

位，且能有效連結閱覽。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學校名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開課期間：＿107＿學年度＿2＿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專題研究  

2.  課程英文名稱  Special Topic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系所:技職教育研究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劉威德 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14.  每週上課時數 (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3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12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臺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https://elearning.yuntech.edu.tw/learn/index.php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webapp.yuntech.edu.tw/dLearning/1072/1072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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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又稱為共變異數結

構分析、共變數結構分析、共變異數構造分析(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共變數結構模式、共變異數結構模式(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潛在變數分析(latent variableanalysis)、潛

在變項結構模式(latent variable structural modeling)、線性結構關

係模式(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 model)、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結構方程式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使用於分析因

果關係模式的統計方法，亦可以進行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PA)、因

素分析、迴歸分析和變異數分析。結構方程式模式能夠同時處理多組變

數之間的關係，提供研究者從探索性分析(exploratory analysis)轉成

驗證性分析(confirmatory analysis)的機會。 

本課程設計一系列刊元課程，期能達成下列四項教學目標： 

1.能具備 SEM的理論基礎。 

2.能熟鍊操作 AMOS和 LISREL 統計軟體。 

3.能應用 SEM方法於掌握技職教育相關領域的研究趨勢、研究方法、熟

悉研究流程。 

4.藉由以上基礎，採取實用導向，期能著手進行論文研究及發表。 

二  適合修習對象 研究所碩博士生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結構方程模式概說  

Introduction of SEM  
V 

  

2 

結構方程模式的資料準備 

Preparation data and software 

for SEM  

V 

  

3 
模式界定與辨識 Identification 

models for SEM  
V 

  

4 參數估計 Parameter of estimation  V  

5 
模型評鑑與修飾 Model evaluation 

and modification 
 

V  

6 
LISREL 的概念與技術 Principles 

and operation of Lisrel 
 

V  

7 SIMPLIS 的概念與技術 Principle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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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peration of SIMPLIS 

8 
AMOS 的概念與技術 Principles and 

Operation of AMOS 
 

V  

9 期中考試週 Midterm V   

10 
結構方程模式的操作 Conducting a 

SEM Modeling 
 

V  

11 
因素分析 CFA -測驗工具之檢驗 -理

論模型之檢驗 -高階因素效度檢驗 
 

V  

12 

路徑分析 PATH ANALYSIS -觀察變項

路徑分析 -調節行之路徑分析 -中介

模型之路徑分析 

 

V  

13 

多樣本結構方程模式 Multiple 

groups SEM -因素恆等性檢驗之應用 

-複核效化檢驗之應用 

 

V  

14 

平均數結構分析 Structure 

analysis of Means -平均數結構驗

證性因素分析 -平均數 PA-LA路徑分

析 -成長曲線模型分析之應用 

 

V  

15 
可逆模式與相等化限制之結構模式分

析-Equalty analysis for SEM 
 

V  

16 模式的解釋-Explaination of SEM  V  

17 
SEM 論文撰寫-Essay writing of 

SEM 
V 

  

18 期末評量-Final V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6次，總時數：18＿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12次，總時數：36＿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http://ace.moe.edu.tw/


檔案下載網址 http://ace.moe.edu.tw/                                                   105 學年度起適用本表 

5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包括教師時間、E-mail信箱、對應窗口等) 

Office Hours 

liuwt@yuntech.edu.tw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4.線上測驗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  成績評量方式 1.課堂實作練習。Performance in class.20% 

2.課後作業。Homework after class.20% 

3.期中評量。Middle examination.20% 

4.期末評量。Final examination.30% 

5.學習態度。Attitude.10%   
九  上課注意事項 教學科技應用與多變量統計方法，國際學生的共同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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