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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當前複雜與挑戰兼具的教學情境，本研究整合運用人格特質、心理與環境因素預測

國民教育階段教師，從事教學設計想像力的結構模型。本研究運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探究，

模型建構奠基於教師人格特質、心理與環境影響的相關研究，整合後提出假設進行驗證並獲

得支持。研究結果顯示：一、以能力導向詮釋的教學設計想像力，包含創始、構思與轉造三

種想像能力；二、開放與審慎特質對教學設計想像力主要是透過直接路徑預測，外向、親和

及情緒穩定特質則是透過中介作用間接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三、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可適

切扮演中介角色，帶動部分人格特質、正向情緒、做中悟，與部分環境條件預測教學設計想

像力；四、環境因素順應人格特質差異，對教學設計想像力的預測型態猶有深究的空間。綜

整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實務意涵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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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當前複雜的教學環境，已對教師的教學能力形成重要挑戰。一方面，教師需不斷充實專

業知能，妥切結合環境中的資源將其轉化為有益於學生吸收的學習素材；另一方面，亦需保

持彈性、敏銳的心智，方能迅速判斷複雜訊息，適時正確回應學生的需求（Clandinin & 

Connelly, 1991; Huber, Murphy, & Clandinin, 2003）。在教學現場中，教師每天必須面對的訊息

多元而複雜，係屬高壓力的工作情境（余民寧、陳柏霖、許嘉家，2010；Brouwers & Tomic, 

2000; Thornton, Peltier, & Hill, 2005）。欲成為一名游刃有餘的稱職教師，亟需在教學設計上發

展出高階運思的能力，方能有效面對這些挑戰（Avalos, 2011）。然而，觀察當前探討師資培育

或教師專業的議題，無論是學科知識、課程設計、教材教法，以及教學評量等層面的新知雖

持續累積，然對人才高階運思能力的探討，則多從培養學生想像或創造的角度著眼，能以系

統的觀點探討師資人才高階運思能力，特別是想像力之厚蘊、激發與帶動的研究卻顯為少見

（陳學志、徐芝君，2006；Klassen & Chiu, 2010; Zittoun & Cerchia, 2013）。 

探討心智從事高階運思（higher order thinking）的研究，涵蓋了問題解決、批判與後設思

考、想像與創造等能力（Carruthers, 2011; Montessori, 1917）。早期諸多重要教育學者即已指出

將想像力運用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如Montessori（1917）指出，心智所擁有的想像力與抽象思

維，將引導個體能超越簡單感知，發展出掌握事物隱含規則的能力。對 Montessori 來說，想

像力是一種高層次的心智能力，其讓個體運思得以超越具體層次，並在內心想像那些無法直

接看到的現象或事物，Montessori強調教師需擁有豐沛的想像力，才能夠辨識兒童的精神世界

而適時引導其發展。近代如 Greene（1995）曾在《釋放想像力》（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

一書中論述，厚蘊想像力能啟發教師的人文特質，並矯正其過於狹隘的理性，或過於強調產

品導向的化約式實證思維。對 Egan（1992）而言，教師所展現的教學設計想像力，不僅是浮

現教學設計的意象或描繪已知的現狀，更是能構思各種教學可能性及其具體實施方法的能

力。Egan（2005）亦指出，創造的源頭往往來自豐沛的想像，透過想像持續注入思維的過程，

人們得以轉化現實意識的限制開拓嶄新的思考空間。 

本研究鑑於歷來深入探討教師教學設計想像能力的相關研究較為欠缺，雖有許育齡、梁

朝雲與林志成（2013）運用因素分析，提出創造性與再造性等兩種教學設計想像力；但此研

究所發展出來的研究工具，尚未達到能力測驗之「客觀」及「等距」要求，因此需進一步深

究。本研究所探究的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係指：教師從事教學設計時，在編製課程內容、設

計教學歷程與選擇教學方法時，投入假設、揣摩、預想、模擬等心智活動時，適時融入帶有

新穎、豐富、感受特徵之創始想像（initiating imagination），或運用帶有專注、有效、辯證、

直覺的構思想像（conceiving imagination），或善用具象與轉用特徵的轉造想像（trans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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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on）等三種教學設計想像能力，來產出教學設計的架構、內容與實施歷程，以協助學

習者完成短程、中程，甚至是長程的學習目標。 

本研究主要探討預測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的整合模式。根據文獻所指（如許育齡等，

2013；Karwowski, Gralewski, Lebuda, & Wisniewska, 2007; Klassen & Chiu, 2010），影響教學設

計想像力的因素，可考量教師個人因素（如人格特質與心理之認知、動機、效能感等），以及

教學環境因素（諸如物理條件、組織措施、社會氣氛、校園文化等）（Hernandez-Ramos & 

Giancarlo, 2004; James & McCormick, 2009; Jurasaite-Harbison & Rex, 2010）。另如 Houtz等

（2003）曾指出不同組型的人格特質可能會表現出不同類型的創造作為。而內、外在因素對

想像力的影響，雖已有許育齡等（2013）開發結構穩定的研究工具，針對心理因素（涵蓋認

知、動機、情緒、行為、效能感）與環境因素（涵蓋物理條件、組織措施、社會氣氛、學校

文化），對創造性與再造性的教學設計想像力之影響做過探討；然而，整合探討教師人格特質、

心理，以及教學環境等三大構面，如何帶動教師教學設計之創始、構思與轉造等三種想像能

力的實證研究，於國際間則迄今仍未見。 

此外，欲探討此複雜結構的關係，過往常受限於分析龐大資料時的技術限制，使研究者

無法一次同時探究多個變項對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的影響。近幾年受惠於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統計方法，使教育人員能用更接近教學生態的觀點，同

時考量多個變項對特定變項之影響結構與強度。本研究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參照 Baron 與

Kenny（1986）以及 Frazier、Tix與 Barron（2004）所建議之模型探究程序，探討人格、心理

與環境三大潛在變項對教學設計想像力影響的關係，預期在初步獲致整體影響形貌後，將為

未來有效導入教育資源增能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提供較具整合性的參考架構。 

奠基於既有的研究基礎，本研究有五項研究目的：一、探討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的能力

內涵；二、探討人格特質對教師教學設計三種想像力的預測型態；三、探討教師心理因素對

教師教學設計三種想像力的預測型態；四、探討教學環境對教師教學設計三種想像力的預測

型態；五、探討以人格特質、內在心理與教學環境，透過自我效能及內在動機為中介，預測

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的模型。 

貳、文獻探討 

一、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 

（一）人格特質與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 

國際間論述人格特質的理論與評估工具相當多樣，1990-1999 年間，人格五因素模式

（five-factor model）為最普及的模式之一，且在 2000年以來仍在不同領域間被廣泛應用於探

討人才的特質及其各項表現（McCrae, 2011）。其歸納的人格特質主要包括有五種：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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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ness to experience），通常表現好奇、彈性、樂於接受新經驗、不墨守成規；情緒穩定

（emotional stability），通常較易感到快樂、具善意、適應性、具有較佳的挫折容忍力；外向

（extraversion），通常表現直率、喜社交、尋求刺激、展現自信及合群；親和（agreeableness），

通常較能依循既存的規範、較有同情心而值得信任、謙虛、展現較多助人行為；審慎

（conscientiousness），通常對自己所追求的目標投入、具嚴謹性、勤奮、規律、計畫周詳。以

上五種特質之結構經不同時期的研究者運用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顯示其具有良好

的聚斂與區別效度（如 Biesanz & West, 2004）。而運用五大人格特質理論預測教師相關工作變

項的研究顯示，人格特質能預測諸如師生關係、教學效能感、教學方法偏好與幸福感等（如

de Jong, van Tartwijk, Verloop, Veldman, & Wubbels, 2012; McCrae, 2011; Rushton, Morgan, & 

Richard, 2007），亦能預測教師壓力因應，或工作滿意度（劉宗明、黃德祥，2008）。另有研究

指出，特定的人格特質能在一定程度上預測與教學工作表現的變項，例如：審慎與親和特質

能預測教學效能感（Thornton et al., 2005）；樂於接受新經驗（即具開放特質）對從事創造性教

學的預測力，亦由多數研究所驗證支持（Martinsen, 2011; Yamkovenko & Holton, 2010）。 

關於不同人格特質預測人們高階運思能力（以創造力或相關之成就表現為主）的研究，

亦累積了相當質量的成果，包括：開放特質在歷來研究中均穩定顯示其高預測力，且適用於

各個領域（Batey, 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 2010; Feist, 1998）；審慎特質雖亦能預測創

造性表現，然其預測方向則視領域而定，例如在科學領域具正向預測力，但在藝術領域則顯

示其負向預測力（Batey & Furnham, 2006; Feist, 1998, 2010），若用於預測工作成就或專業效能

感時，即便不同領域，則仍穩定受到支持（Dean, Conte, & Blankenhorn, 2006）。至於外向、親

和與情緒穩定特質的預測型態較為分散，例如在對擴散性思考進行預測的研究中顯示，外向具

正向預測力，親和則顯示負向預測力（Batey, 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 2009; Furnham, 

Batey, Anand, & Manfield, 2008），情緒穩定性則在不同的測量情境下或在不同的學習領域，有

時呈現正向有時則呈現負向的預測力（Batey & Furnham, 2006; Furnham et al., 2008）。 

至於人格特質對想像力預測之研究，除 Liang、Hsu 與 Chang（2013）曾以大學生為研究

對象，顯示開放特質能預測想像力的創造與再造性特徵之外，其他特質如何在整合個人心理

與教學環境影響之下，結構性地預測個體的想像能力猶待深究。本研究慮及後續研究成果能

拓展人格理論論述及想像力學理之探究與應用，並期望研究結果得與國際間接軌，因此採用

國際間研究成果累積豐富的五大人格特質為理論基礎，採用 Thompson（2008）所精鍊發展的

Mini Marks 進行人格評測，後連同心理與環境因素探討三者預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能力的預

測結構。 

（二）心理與環境因素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 

影響教師教學設計想像能力的相關條件，本研究希冀以接近教學真實生態的觀點進行探

討。綜合相關研究後建議，在個體方面可考量人格、認知、動機、情緒、行為等（許育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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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Hsu, Liang, & Chang, 2014）；環境部分則可將物理條件、資源、組織、社會氛圍、學校

文化等納入考量（James & McCormick, 2009; Johnson, Stevens, & Zvoch, 2007; Jurasaite- 

Harbison & Rex, 2010）。 

若欲同時探討認知、動機、情緒與效能感等心理因素，歸納以 Hsu、Liang等（2014）所

研發的研究工具所涵蓋的因素向度較為完整。此外，此工具經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亦

經不同領域測試穩定，沿用此成熟穩定的工具，接續的研究結果將可與既得的成果進一步比

較。Hsu等人歸納了六大影響想像力的心理因素，包括：1.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指

教師對教學設計感到好奇、有趣、投入、能自主發揮等動機的影響評估；2.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指教師對人文與教學之專業知能、熟悉軟硬體工具的程度、自覺能達成教學

目標與標準的影響評估；3.生產認知（generative cognition），指教師運用生活經驗、感官知覺、

聯想、假設、比喻、模擬等方法從事教學設計的影響評估；4.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此

涵蓋教師的愉悅、活力等情緒的影響評估；5.負向情緒（negative emotion），包括挫折、焦躁

與沮喪等情緒的影響評估；6.做中悟（inspiration through action），指教師邊做邊想及在教學設

計歷程中浮現的直覺、靈感，或涉入後設思考檢視與評估自己教學設計的影響評估。值得留

意的是，近年逐漸有研究指出，將特定的心理因素（如內在動機、自我效能，或生產性認知）

作為中介變項（如 Bandura, 2012），是較有效帶動想像或創造的促發模式。 

至於外在環境的影響，則參考 Liang、Hsu、Huang和 Chen（2012）整理學習環境的理論

模式（包含物理模式、組織結構模式、知覺建構模式、群體共同模式），以不同領域的學生族

群為研究對象，經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而建立的環境分類架構為基礎。另參照 Johnson

和 Stevens（2001）以評估教學環境氛圍為主的題項及 Johnson 等（2007）的更新建議，從探

討教學環境對教師發揮想像力的影響出發，重新編製工具。此工具亦經不同對象（包括職前

教師與現職教師）探測其因素結構穩定後，進一步運用於本研究中。歸納教師身處的教學環

境可用五個向度進行探討：1.物理條件（physical component），指校園的生活場域、學校建築、

空間配置、照明與設備材質等條件；2.教學資源（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指環境中的

靜態（如圖書、期刊資源）與動態刺激（如視聽媒體資源），以及設備、支援教學的服務與適

合不同課程使用的專科教室等教學資源；3.組織措施（organizational measure），指學校倡導教

師從事創新活動、針對不同理論執行教學實驗、研發新的方案或課程教材等措施；4.社會氣氛

（social climate），指校園組織中的人群所形成的氛圍，對教師發揮想像力的影響；5.學校文化

（school culture），指學校群體成員，透過長時間逐漸累積出來的共同特質或風氣，其將回頭

影響處於該環境中的個體。 

歷來，因可能影響想像力的內、外在因素眾多，然從事描述性論述者眾，運用結構性驗

證的方法，從事系列探討的研究仍相當有限。本研究因此認為，若能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從事

研究與探討，將有助於逐步釐清複雜因素對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的結構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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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預測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的結構模型 

（一）教學設計想像力 

教師的教學設計想像力內含對特定領域的知識或經驗，以及從事創造、構思或轉用的想

像力，是領域中的生手逐漸成為專家，或成為專家之後須持續更新、轉化甚至是創造的思考

能力（Fogarty & McTighe, 1993; Zittoun & Cerchia, 2013）。歷來針對想像力所做的研究多以學

生為對象，鮮少研究探討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及其影響因素。本研究所探討之能力導向的教

學設計想像力，參考 Hsu、Peng、Wang 與 Liang（2014）所開發的想像力量表（imaginative 

capability scale），而梁朝雲、許育齡與林威聖（2014）曾將此量表以工程及數理領域大學生

為對象，建立具備客觀性與等距特性之研究工具，進而確立了三種想像力的結構。本研究將

此工具以教師從事課程或教學活動設計的脈絡，進行題幹與題意修訂，經領域專家審定內容

效度後，進行因素分析確認了「創造性」、「構思性」與「轉造性」的因素結構仍能在現職教

師群組穩定聚斂後，進而作為探討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的評測架構。 

首先，教師從事具有新穎、生產與感受等特徵的教學設計創始想像時，在新穎的元素上，

顯示其能不斷嘗試有別於傳統的作法、適時從不同的角度來發展想法、能產出與眾不同的想

法；在生產的元素上，則顯示其能擁有豐富多元的想法、能持續提出不同的想法；在感受的

層面，則能在教學設計中投入細膩的情感，並能善用不同的情緒來協助自己從事教學設計想

像（Modell, 2006）。此三項特徵聚斂，顯示教師能對教學設計投入情感與感受，對產出具生產

性與新穎特徵的想像有所幫助，並能展現創始性的教學設計想像力。 

其次，教師從事具有效、辯證、直覺、專注、探索等特徵的教學設計構思時，其運思的

內涵在有效層面，能想出符合教學目標的作法、能依照自己的能力來設定教學目標；在辯證

層面，能對自己的設計仔細推敲矛盾之處、能在不一致的線索中找到連結的方法；在直覺層

面，能從龐雜的訊息中快速整理出重點、能迅速地掌握事情的全貌；在專注的層面，則包括

能排除干擾專心想像，以及能持續思考教學設計直到想法成形；在探索的層面，能針對問題

進行大膽的假設及針對問題分析各種可能的發展（Zittoun & Cerchia, 2013）。此五項特徵凝聚，

反應出內在心智活動呈現諸此醞釀特徵時，將推動教師深入教學設計的本質，並擴展運思廣

度，進而發展出教學設計的構思想像力。 

第三，教師從事帶有具象與轉用等兩項特徵的教學設計轉造想像，其運思的內涵在具象

層面，包含能用生活中的例子來傳達抽象概念、能用大家熟悉的例子來說明陌生的概念，或

能以具體的概念來說明不易表達的想法等。具象特徵幫助學習者運用具體的意象或生活中的

事例來進行想像，進而使問題得以呈現較清晰的圖像（Thomas, 2014）。至於轉用則指教師嘗

試將來自不同經驗所得的想像，加以轉換運用至當前情境中。亦即，教師若能運用具象或轉

用特徵進行運思，將發展出教學設計的轉造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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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探討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的結構模型 

欲發展穩定的預測結構來預測教師的教學設計想像能力，在理論建構、測量技術、不同

專業發展階段人士之特性等都是需要考量的層面。本研究奠基於既有探討心理與環境對想像

力的預測型態（如許育齡等，2013），進一步將人格納入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的理論模型，並

將教學設計想像力由創造性與再造性想像力（兩因素），以能力評測取向充實為創始、構思與

轉造等三種想像力，係基於以下考量：1.開發有助於教師結合人格長項，展現教學設計想像力

的可行途徑；2.教學實務現場是因素複雜交織的現場，整合性地探討人格、心理與環境因素對

人才發揮教學設計想像力的預測模型，對促動教師專業發展及引導資源導入途徑將有所助

益；3.對教師本身而言，探討人格結合心理活動並考量環境資源，將更具體指出教學情境如何

將教師長項特質納入考量，並與心理及環境層面協同運作，以適時協助教師開發教學設計想

像力；4.本研究試圖推進多數哲學論述將想像力區分為創造性與再造性想像的論點，進階發展

出能力取向之創始、構思與轉造特徵的教學設計想像力；欲發展出這樣的能力，相關資源務

須有效結合，預測模型以如何能產出能力的文獻為探討範疇。 

Hennessey（2004, 2010）指出，當代創造力研究多將內在動機納入理論框架。許多接續研

究亦支持，學校環境對教師的支持能帶動其內在動機，而教師的內在動機亦將透過其教學的

實踐表現，進而影響學習者的學習表現（Lam, Cheng, & Choy, 2010; Lipponen & Kumpulainen, 

2011; Pyhältö, Pietarinen, & Soini, 2012）。除了外在環境之外，內在心理亦獲得驗證能引發個體

的內在動機，其中如情緒（Bickhard, 2000）、認知能力（Bickhard, 2003），以及後設認知

（Efklides, 2011）等。Cropley與 Urban（2000）的研究另得知，內在動機與人格特質對創意

表現有顯著的影響。Prabhu、Sutton與 Sauser（2008）驗證心理因素和人格特質對創意的影響

研究中，建構出以內在動機作為中介變項的預測模型，其中又以開放經驗人格的影響最為顯

著。許育齡等（2013）的研究結果亦支持內在動機扮演中介角色，帶動心理及環境因素預測

教學設計想像力的結構模型。也因此，本研究依循過往學術研究累積的基礎，設定內在動機

為中介變項，驗證外在環境、內在心理與人格特質對教學設計想像力的影響型態。 

除了內在動機，新近陸續有學者指出，內在動機聯合自我效能是影響個體投入實際創造

與改變的重要因素（如 Bandura, 2012; Vähäsantanen, Saarinen, & Eteläpelto, 2009）；Bandura

（1989）亦指出自我效能感會影響人們從事想像與心智模擬的活動。另有關學校環境會影響

教師效能的研究，則累積了諸多成果（如 Cockburn & Haydn, 2004; Klassen & Chiu, 2010）；除

了外在環境，亦有多數研究點出個體的情緒狀態、認知能力與後設認知，都會對其自我效能

產生顯著的影響（Klassen & Chiu, 2010）。至於五大人格與自我效能關聯分析的研究，也顯示

有重要關聯存在，例如：Strobel、Tumasjan 與 Spörrle（2011）的研究得知，情緒穩定對個體

自我效能有正向的影響；親和及審慎特質對工作表現的自我效能有顯著影響（Judge, Jackson, 

Shaw, Scott, & Rich, 2007）。Bandura（2012）亦曾綜整指出，以五大特質預測其他相關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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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我效能常穩定地扮演著中介的角色，且適合不同情境需求預測個體的行為。奠基於上

述研究基礎，本研究意欲預測現職教師能力導向的三種教學設計想像能力，因此，將內在動

機與自我效能設定為部分中介變項，以驗證外在環境、內在心理與人格特質透過兩個中介變

項，對教學設計想像能力的影響。本研究建立以下七項假設來考驗預測模型的適切性： 

假設 1：自我效能與內在動機可直接預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 

假設 2：心理之生產認知、正負向情緒、做中悟可透過自我效能與內在動機間接預測三種

教學設計想像力。 

假設 3：心理之生產認知、正負向情緒、做中悟可直接預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 

假設 4：人格特質可透過自我效能與內在動機，間接預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 

假設 5：人格特質可直接預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 

假設 6：環境因素可透過自我效能與內在動機，間接預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 

假設 7：環境因素可直接預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邀集臺灣地區北、中、南、東各區現職國小教師參與調查，並依計量分析探索資

料結構與驗證模型之需求，分為兩個階段進行樣本蒐集。樣本一計 186人（男 49人、女 136

人，遺漏值 1），執行想像力量表的因素分析，建立不同領域運用時的因素結構，確立各研究

工具的因素結構，包括：教學設計想像力量表、五大人格特質量表、心理影響想像力量表及

環境影響想像力量表。樣本二計有 453人（男 117人、女 332人，遺漏值 4），進一步用於建

立模型與驗證假設。兩階段的樣本人口背景資料如表 1所示。 

二、研究工具 

（一）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 

1. 教學設計想像力的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創始、構思與轉造等三種想像能力詮釋教學設計想像力之內涵（梁朝雲等，

2014；Hsu, Peng, et al., 2014），請參與者以從事課程或教學活動設計時的狀況回答各題項。教

學設計想像力量表共計 24 題，其中創始想像八題、構思想像 10 題、轉造想像六題。此量表

另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探測此三種想像能力在教師族群的適用性。分析步驟包括：運用主軸

因子法（principal axis analysis）萃取，並搭配 Promax 轉軸法，因素分析探測後顯示，

Kaiser-Mayer-Olkin（KMO）係數為 0.935，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χ
2
＝3,767.456, df＝

276, p ＜ .001），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4.163%。由 Kaiser’s rule（特徵值大於 1）判斷為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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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兩階段樣本人口背景資料 

因素分析組（N＝186） 模型建構組（N＝453） 
人口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49 26.4 117 25.8 

女 136 73.1 332 73.3 

遺漏值   1  0.5   4  0.9 

學校類型     

大型（49班以上）  39 20.9 100 22.1 

中型（13-48班） 103 55.4 253 55.8 

小型（12班以下）  44 23.7  98 21.6 

遺漏值   0  0.7   2  0.5 

年資     

5年以下  14  7.5  47 10.4 

6-10年  46 24.7 103 22.7 

11-20年  92 49.5 198 43.7 

21年以上  32 17.2  96 21.2 

遺漏值   2  1.1   9  2.0 

擔任職務     

級任教師  87 46.7 206 45.5 

科任教師  18  9.7  58 12.8 

教師兼行政  76 40.9 173 38.2 

遺漏值   5  2.7  16  3.5 

 

其中，創始想像力內含生產、新穎、感受等特徵，各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0.396-0.925 之間；

構思想像力內含直覺、專注、探索、有效與辯證等特徵，各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0.435-1.005

之間；轉用想像力則內含具體與轉用等兩項特徵，各題項因素負荷量則介於 0.674-0.936之間。

本研究將量表轉用於教師族群，感受內含於創始想像，探索則內含於構思想像，與學生樣本

的三種想像力內含略有差異（感受內含於構思想像、探索內含於創始想像），其餘特徵無異。 

此外，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之相關介於 0.637-0.722 之間。至於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檢測結

果，顯示資料適配良好（χ
2
(249)＝539.950, p ＜ .05, df＝249, CFI＝ .980, RMSEA＝ .079, 

SRMR＝ .066, NFI＝ .960, NNFI＝ .980）。此外，各想像力的標準化參數估計值分布，創始想

像力各題項介於 .660- .850之間；構思想像力各題項介於 .700- .800之間；轉造想像力各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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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介於 .750- .910之間。各因素之組合信度分別為 .940、 .930、 .930；各因素之平均變異抽

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ion, AVE）分別為 .640、 .560、 .700。 

2. 影響因素研究工具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另探討教師人格特質、教學環境、內在心理等三大層面對教學設計想像力的預測

力。針對各層面的研究工具，本研究引用信度與效度穩定的量表，並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檢

驗工具結構適用於教師族群的穩定度（各分量表次向度與題數如表 2所示）。 

表 2 

研究工具各題項之標準化參數值、組合信度、平均變異抽取量 

題項／變項 內在心理 人格特質 學校環境 

次向度／ 

標準化參數

估計值 

內
在
動
機

 

自
我
效
能

 

正
向
情
緒

 

負
向
情
緒

 

生
產
認
知

 

做
中
悟

 

外
向

 

開
放

 

情
緒

 

審
慎

 

親
和

 

物
理
環
境

 

教
學
資
源

 

組
織
措
施

 

社
會
氣
氛

 

學
校
文
化

 

1 .85 .84 .62 .78 .74 .88 .90 .70 .74 .76 .77 .84 .82 .71 .86 .76 

2 .89 .81 .93 .91 .76 .90 .95 .78 .80 .82 .72 .85 .84 .74 .93 .87 

3 .88 .82 .77 .88 .90 .88 .75 .86 .87 .97 .78 .91 .87 .87 .93 .82 

4 .84 .88 .93 .88 .88 .91 .80 .77 .53 .84 .71 .82 .86 .89 .80 .90 

5 .81 .83 － － .92 .88 － － － － － .82 .75 .87 .75 .85 

6 .67 － － － .88 .87 － － － － － － － .83 .71 － 

組合信度 .93 .92 .89 .92 .94 .96 .92 .86 .83 .91 .83 .93 .92 .93 .93 .92 

平均變異抽

取量 

.68 .70 .68 .75 .72 .79 .73 .61 .56 .72 .56 .72 .69 .67 .69 .71 

 

人格特質評估工具係採用 Thompson（2008）所精鍊發展的Mini Marks，將其概念進行翻

譯與譯回（Brislin, 1980），亦參考鄧景宜、曾旭民、李怡禎與游朝舜（2011）針對五大人格特

質所修訂的中文量表題意作為評測工具。題目內容以「外向」特質為例，運用五點量表邀請

受測者自評，「我活力充沛」之符合程度。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檢測結果顯示資料適配良好

（χ
2
(160)＝401.390, p ＜ .05, df＝160, CFI＝ .950, RMSEA＝ .073, SRMR＝ .071, NFI

＝ .910, NNFI＝ .950）。 

心理影響評估工具內含六個分量表（Hsu, Liang, et al., 2014），運用六點量表邀請受測者自

評個人在從事教學設計時的概況自評，以內在動機為例，具體題項如「我對設計課程或教學

活動感到好奇」的同意程度。工具經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資料適配良好（χ
2
(419)＝965.590, 

p ＜ .05, df＝419, CFI＝ .990, RMSEA＝ .046, SRMR＝ .057, NFI＝ .970, NNFI＝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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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工具內含五個分量表（Johnson et al., 2007），運用六點量表邀請受測者評估

學校環境對個人從事課程或教學設計時的影響程度；以物理環境為例，題項如「學校提供師

生討論與展示教學成果的空間」的影響程度。評估工具經驗證性因素分析，亦顯示所蒐集資

料適配良好（χ
2
(314)＝967.500, p＜ .05, df＝314, CFI＝ .980, RMSEA＝ .072, SRMR＝ .062, 

NFI＝ .970, NNFI＝ .980）。此外，各變項之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以及變項內題項之

標準化參數估計值如表 2 所示，各向度檢測符合 Bagozzi 與 Yi（1988）、Fornell 與 Larcker

（1981）建議平均變異抽取量應大於 .500；Hair、Black、Babin、Anderson與 Tatham（2006）

建議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至少要達到 .500的低度門檻，以及 Fornell與 Larcker建議指標變數的

因素負荷值在 .700以上之較高的要求水準。整體而言，人格、心理與環境對教學設計想像力

的影響因素，均通過研究工具之信度與效度檢驗，適合於本研究中進行預測結構的分析。 

（二）施測流程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邀請臺灣地區現職教師自評個人的五大特質、個人教學設計想像力，亦請其評估

內在心理與外在教學環境對個人發揮教學設計想像力的影響程度，未填答的選項設定為遺漏

值。問卷回收後以 SPSS for Windows 17.0 版進行資料分析。資料樣態符合多元常態性假定

（Mardia係數：1725.172＜117(117＋2)）（Bollen, 1989）。運用 Lisrel 8.7以最大概似估計法，

分析人格、心理與環境變項，透過教師之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預測教學設計三種想像力之

結構模型。此外，除了以 CFI與 NFI（＞ .900），以及 RMSEA與 RMR（＜ .080）等指標檢

驗模型的初步適配效標（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overall model fit），以及模式

內在結構適配（fit of internal structural of model）等三項指標（Bagozzi & Yi, 1988; Byrne, 2009; 

Hu & Bentler, 1999）之外，針對預測效果，另運用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設定 90%的信賴

區間進行檢定（李茂能，2010；Shrout & Bolger, 2002）。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教學設計想像力與影響因素之描述統計 

表 3 呈現各分量表之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內部一致性，以及相關係數。從平均數與

標準差初步可觀察到資料無明顯偏離常態。相關係數則顯示，創始、構思、轉造等三種想像

力之間具中高度相關，心理因素之間具中度相關，環境因素之間具中低度相關，人格因素之

間具低度相關，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良好（信度係數 α值均達 .700以上）。 

二、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的模型 

本研究探討教師人格特質、教學環境、內在心理三大層面對教學設計想像力的預測力， 



 

80 許育齡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 

 

 



 

 

 

 

 

 

 

許育齡 81 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

依據 Anderson和 Gerbing（1988）建議先檢驗測量模型適配度（χ
2
(4,878)＝9,919.360, p ＜ .001, 

df＝4,878, CFI＝ .876, RMSEA＝ .048, SRMR＝ .049, NFI＝ .784, NNFI＝ .866），顯示測量

模型初步達到基本適配。接續將未達顯著的預測路徑刪除，運用結構方程檢測本研究之假設

模型適配度，顯示資料適配良好（χ
2
(4,453)＝9,346.450, p ＜ .001, df＝4,453, CFI＝ .970, 

RMSEA＝ .054, SRMR＝ .060, NFI＝ .950, NNFI＝ .970）。從圖 1、表 4、表 5可觀察到，透

過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為部分中介，帶動人格、環境與其他心理作用對三種教學設計想像的

預測力，在創始想像達到 56%、構思想像達到 63%、轉造想像達到 54%。 

 

 

 

 

 

 

 

 

 

 

 

 

 

 

 

 

 

 

圖1. 心理、人格與環境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的結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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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潛在變項間的相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正向情緒 
 1             

2. 負向情緒 1-.11  1            

3. 認知生產 1-.69 -.02 1           

4. 做中悟 1-.74 -.02 1.71 1          

5. 外向 1-.15 -.01 1.16 1.24 1         

6. 開放經驗 1-.38 -.10 1.45 1.41 1.26 1        

7. 情緒穩定 1-.13 -.06 1.15 1.18 1.19 -.28 1       

8. 審慎 1-.27 -.09 1.28 1.30 1.14 -.49 1.25 1      

9. 親和 1-.37 -.07 1.40 1.35 1.11 1.29 1.41 1.35 1     

10. 物理環境 1-.51 -.02 1.48 1.54 1.09 -.27 1.15 1.22 1.23 1    

11. 組織措施 1-.57 -.03 1.46 1.53 1.09 -.26 1.05 1.18 1.23 1.55 1   

12. 社會氣氛 1-.56 -.09 1.55 1.61 1.15 -.28 1.02 1.22 1.32 1.55 1.66 1  

13. 學校文化 1-.51 -.04 1.48 1.52 1.18 -.32 1.13 1.16 1.27 1.44 1.73 1.70 1 

 

對照本研究假設，可發現內在動機可直接預測創始、構思與轉造想像，自我效能則能直

接預測構思與轉造想像（假設 1獲得部分支持）。心理之正向情緒與做中悟，兼能透過內在動

機與自我效能為中介，而生產認知僅能透過自我效能為中介預測構思與轉造想像（假設 2 獲

得部分支持）；至於直接效果方面，則有生產認知對轉造想像，以及負向情緒對創始與構思想

像具直接預測力（假設 3獲得部分支持）。人格除親和與審慎可透過自我效能外，其餘特質多

透過內在動機，可間接預測三種想像力（假設 4獲得部分支持）；且開放特質對創始與構思，

審慎對構思與轉造均具高度直接預測力（假設 5獲得部分支持）。至於環境層面，則是物理條

件與學校文化可透過內在動機，社會氣氛亦可透過自我效能間接預測想像力（假設 6 獲得部

分支持）；組織措施與社會氣氛對轉造想像顯示微量直接預測力（假設 7獲得部分支持）。 

進一步分析預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的總效果可發現（參照表 4），創始想像最能為開放

特質及內在動機所預測；構思想像能為多個變項所預測，主為內在動機、自我效能、正負向

情緒、做中悟、開放、審慎；轉造想像，則最能為內在動機、自我效能、正向情緒、生產認

知、做中悟、審慎特質，以及社會氣氛所預測。其次，在間接（中介）效果方面，內在動機

與自我效能的中介角色有些差異，除了正向情緒、做中悟、審慎可透過兩個中介因素預測三

種想像力之外，其餘如外向、開放、情緒穩定、物理條件及學校文化係透過內在動機；生產

認知、親和及社會氣氛則透過自我效能為中介的效果較為明顯。另由拔靴法檢驗中介效果，

顯示除了開放經驗透過內在動機對轉造想像的預測力未達顯著（90%信賴水準），其餘因素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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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內在動機或自我效能為中介，能間接預測三種想像力。第三，對三種想像力的直接預測力

而言，負向情緒、生產認知、人格特質之開放、審慎具明顯的直接效果，而環境層面的組織

措施、社會氣氛亦對轉造想像具直接預測力。 

分析整體趨勢亦發現，預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應重視具直接影響力的因素（如人格

特質之開放與審慎、心理之負向情緒，亦需將環境之組織措施與社會氣氛之影響納入考量）。

此外，可適時將心理資源導向自我效能，人格長項導向內在動機。另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

發現在納入人格為預測變項後，預測教師教學設計想像的趨勢發生有趣的變化，較為明顯的

改變是環境變項的預測型態由較多的間接預測型態，轉變為具有直接預測力，例如：組織措

施轉而對轉造想像有負向的直接預測力，社會氣氛則能直接正向預測轉造想像。深入比對人

格、心理與環境變項的預測型態與既有研究的關係，將於討論乙節中進行。 

三、討論 

本研究以教師具主動性與能動性的觀點，引介有關心智從事想像與創造活動的探討、人

才高階運思能力之培育，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等層面的文獻，探討人格、內在心理與外在環境

如何協同運作預測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並考驗以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為部分中介，帶動預

測三種教學設計想像力的結構模型初步獲得支持。比對研究結果，發現有幾項研究共識逐漸

浮現，另有一些論點未來值得持續深究。 

（一）人格特質的預測型態 

本研究結果顯示，整體來說除了情緒穩定性預測力較低且顯示負向作用之外，不同特質

對想像力互有直接與間接預測力，尤其是開放與審慎兩個特質的直接預測力特別顯著，而透

過內在動機或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偏弱。且開放特質主要對創始與構思想像具直接預測力；

審慎特質則主要對轉造及構思想像具直接預測力，此與人格預測專業人員創造性表現或想像

力的相關研究成果相當一致（如 Batey & Furnham, 2006; Feist, 1998, 2010）。對照 Liang、Chang

與 Hsu（2014）以創作領域人才為研究對象指出，開放特質對想像的直接預測力，亦出現相仿

的預測型態。諸多學者均曾指出，開放特質對個體從事想像或創造活動具預測力的原因在於，

開放特質會引領個體投入、主動、忍受模糊或具幻想或想像能力（如 Kaufman, Pumaccahua, & 

Holt, 2013），此推論於本研究中再次獲得支持。 

至於具審慎特質者，通常表現勤奮規律、能周詳計畫，且做事井井有條，其重視責任感，

秉持深思熟慮的態度，盡力達成所設定的目標。換言之，審慎特質會影響個體對目標的設定

與努力方向，以及注意力資源之配置。本研究結果顯示，現職教師的審慎特質可正向顯著預

測構思與轉造教學設計想像力。比較 Liang等（2014）的研究指出，審慎特質對創作人才的內

在動機具負向預測力，形成了有趣的差異，此結果除呼應審慎特質會因探討領域的不同，可

能出現不同的預測型態之外（如 Batey & Furnham, 2006），也補充了審慎特質在教育領域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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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力的實證研究發現。 

比較歷來探討外向、親和與情緒穩定等特質較為分散的預測型態（Batey et al., 2009; 

Furnham et al., 2008）。本研究結果顯示，外向特質能透過內在動機為中介預測三種想像力。外

向的個體，多半樂於社交、活潑而具主動性、喜好玩樂與表現樂觀，或熱情合群等特質，其

對想像力的預測力是間接的，或許意味著想像力的萌發需要經由內在動機的深化。有趣的是，

情緒穩定對內在動機具低度負向預測力，親和則透過自我效能為中介對三種想像力產生預測

力，此部分呼應了教師的親和特質能預測教學效能感（如劉宗明、黃德祥，2008），但情緒穩

定及親和特質與創造性教學表現的相關程度尚未被明確定位（如鄭博真，2011；Davies et al., 

2014; Rushton et al., 2007），由於情緒穩定者較具善意及傾向適應；親和特質較易依循既有規

範，這樣的特質可能較不容易具備對教學設計產生主動構思、創造，或轉造之想像需求的預

測力。 

本研究初步釐清五大人格特質對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之影響型態，而透過與個體心理與

教學環境影響之聯合探討，則拓展了運用教師人格特質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的預測結構。此

可進一步提供教師善用特質長項，拓展個人教學設計想像力的可行途徑，亦能瞭解非特質因

素協同運作產生的影響結構，以補充目前運用教師人格特質預測相關教學工作變項的研究成

果（Caprara & Cervone, 2003; Fleeson & Noftle, 2009; McCrae, 2011）。 

（二）心理層面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 

本研究發展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為中介的預測模式部分獲得支持。具體而言，內在動機

對能力導向的創始、構思、轉造想像力均具直接預測力，並在人格、心理與環境資源的整合

性預測模型中，可扮演中介角色；其對心理之正向情緒、做中悟、外向、情緒穩定，以及物

理條件與學校文化之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參照表 4）。此結果除與歷來眾多研究強調內在動

機與創造力關係密切的共識吻合之外（Gorozidis & Papaioannou, 2014），亦再度提醒我們，重

視教師運用內在動機及帶動其他內、外在資源開展教學設計想像能力（甚至是展現創造性成

果）的有效路徑。研究結果亦部分支持自我效能的中介角色，此與過往的研究成果相仿（如

Zhao & Seibert, 2005），本研究另顯示其對正向情緒、做中悟、審慎、親和，以及社會氣氛的

中介效果達顯著。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在強調能力導向的想像力背景下，以創始、構思與

轉造等三種類型來詮釋想像能力，分析後顯示自我效能可預測構思與轉造想像，但無法預測

創始想像力。這或許意味著，自我效能感通常來自個體對目標與勝任度的評估；也因此，當

教師具備高度自我效能感，對其運行創始想像未必有益。若要提升自我效能對創始想像的預

測力，或許需協同其他條件的共同作用，才能提高教師對前所未有想法探測的動力，進而提

高其對創始想像的預測力。 

其他心理因素的預測型態則顯示，負向情緒相較於正向情緒，對想像力更具直接預測力，

正向情緒則多透過其他因素為中介（如內在動機或自我效能）而具間接預測力，但是情緒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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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的方向尚未達到穩定。此結果呼應了相關研究在情緒對人們正負向影響兼具的看法（Batey, 

Furnham, & Safiullina, 2010）。歷來有關情緒影響的研究指出，通常人們面對不確定性問題時，

負向的情緒會直接帶動較多的想法產生，然而其對想像的預測方向，也取決於教師面對教學

問題產生情緒時的態度，是趨向品味問題帶動運思，或是陷入苦惱與停滯有關（Cross & Hong, 

2012; Gal, 2011），此現象的深度意涵值得持續探究。 

生產認知對三種想像能力的預測型態，顯示其可直接預測轉造想像，卻對創始與構思想

像不具預測力，但透過自我效能為中介可提升其對構思與轉造想像的預測力。此結果對照

Marsh、Ward 與 Landau（1999）曾探討既有知識對個體生產嶄新想法的阻礙，形成了有趣的

呼應，並意味著教師僅透過假設模擬等方式所生產的想法，若未能搭配內在動機或開放自身

經驗，其想法仍易侷限於熟悉的範圍不易有創新。然而，即便如此，透過將想法導向自我效

能，仍可有效提升教師對教學設計之構思與轉造層面的想像力。至於做中悟，其對三種想像

力雖無直接預測力，但透過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為中介，顯示對三種想像能力具顯著預測力。

此預測型態為探討有效帶動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提供了進一步的建議。亦即，透過實做教學

案例，或引導其運用教學工具為媒介（例如電腦輔助學習之相關素材），帶動教師邊做邊想，

邊設計邊操作的過程，將可有效帶動其教學設計的想像力。 

（三）環境層面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 

環境各因素對想像力的預測型態顯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預測力，相較於其他變項均相

對偏低或不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物理條件、社會氣氛以及學校文化，透過內

在動機或自我效能為中介，對三種想像力顯示出間接預測力；此意味著，外在環境營造若能

與教師內在動機或效能感相互配合，能成功帶動教師的教學設計想像力。此外，社會氣氛對

轉造想像具正向直接預測力，組織措施甚至對轉造想像有負向預測力。比對過往以心理與環

境兩個面向聯合的預測模型，環境因素透過特定心理因素，除能成功預測教師教學設計想像

之運思，組織措施、社會氣氛或文化對創造性或再造性想像特徵，則無明顯直接預測力（如

許育齡等，2013；Liang et al., 2014）。有趣的是，在本研究以三個向度詮釋教學設計想像力，

並納入人格特質為預測變項之後，組織措施顯示對轉造想像有負向的直接預測力，社會氣氛

可正向直接預測轉造想像，物理條件及學校文化，可正向預測教師的內在動機並以其為中介

預測三種想像力。這樣的轉變，似乎意味著有無將人格特質納入變項進行探討，會對環境預

測想像力的型態產生顯著影響。意即，人格特質對教學環境預測教師的教學設計想像力，可

能存在著抑制關係（suppression relation）。換言之，隨著教師的特定人格特質愈明顯，將導致

環境預測教師教學設計想像能力的型態有所轉變（Friedman & Wall, 2005）。以本次研究結果來

看，基於微量的預測表現，尚無法完整說明環境變項預測想像力的型態，對組織措施的負向

預測力之詮釋亦應多做保留，未來，針對諸此議題值得再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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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預測教師從事教學設計想像能力的結構模型，並納入具長程影響的人格特

質，可於短、中程運作改變的心理因素，以及需持續配合短、中、長程目標導入資源的環境

條件整合探討；初步的研究結果獲得支持，但仍需持續在觀點、方法與實務推動上精進，才

能讓此研究成果對理論建構或實務推動有更具體的成果。 

一、結論 

（一）強調能力取向的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可用創始、構思、轉造等三個互有相關但

具不同運思特徵的能力加以詮釋。本研究轉用 Hsu、Peng 等（2014）開發的想像力量表進行

評測仍獲得驗證性支持。一方面顯示教師融入感受、生產與新穎特徵的教學設計運思，能發

展出對教學設計的創始想像力；融入有效、辯證、直覺、專注、探索等特徵，能發展出構思

想像力；融入具象與轉用等兩項特徵，則可發展出轉造想像力。另方面，亦意味著人們的創

始、構思與轉造的想像力，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而隨著專業領域的分化，可進一步深入

發展成與特定專業結合的能力。 

（二）以教師人格特質、內在心理與教學環境，透過自我效能及內在動機為部分中介，

預測三種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之假設獲得部分驗證。而在此預測結構中顯示，部分人格特質

能直接亦能透過中介變項間接預測三種想像力。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能適度扮演中介角色，

帶動部分人格與部分內、外在條件預測三種想像力。其他心理與環境變項（除了教學資源）

亦在此整體預測結構中，發揮其對教學設計想像力高低不等的預測力。 

（三）人格對三種想像力的預測型態，以開放與審慎特質最具預測力，外向特質具微量

預測力，並與情緒穩定及親和特質，可透過內在動機或自我效能為中介，預測三種教學設計

想像力。由於人格特質屬不易短期改變的變項，因此建議教師應多瞭解個人特質，並循發揮

個人長項特質的路徑，配合運作心理與環境資源來強化自身在創始、構思與轉造等不同層面

的教學設計想像力。 

（四）心理因素對三種想像力的預測型態，除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扮演中介角色之外，

負向情緒對教學設計想像力具直接預測力，生產認知除對轉造想像具直接預測力之外，正向

情緒與做中悟均可透過中介變項，提高對三種想像能力的預測度。 

（五）環境因素對三種想像力的預測力多數較低或無預測力，但發現物理條件與學校文

化，若能配合教師的內在動機，將是帶動教學設計想像力展現的有效途徑。同時，值得注意

的是，人格特質是否加入為預測變項，似對環境的預測型態有所影響，亦即人格特質或許對

環境因素存有抑制關係或其他型態關係（如特定人格與環境間具交互作用），其中，針對物理

條件、組織措施，以及社會氣氛的交互影響較為明顯，未來值得進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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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實務推動及研究建議 

教師是教室中將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習素材、教學方法、環境資源等條件揉合成有機組

合的能動者。教師運作教學設計想像力，能帶動自身以較全觀的角度，靈活掌握教學設計的

關鍵要素，因應複雜多變的教學現場進而成為遊刃有餘的勝任教師。為持續促成諸此能力的

發展與落實，本研究提出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的可行途徑與未來研究建議： 

（一）運用此模型於實務推動以提升教師自學能力時，應協助教師累積在教學現場能靈

活運用的能力，引導其結合自身的學科專長，導向內在動機與提升自我效能，後協同其他內

外在條件發揮創始、構思與轉造的教學設計想像力，並在教學實境中持續修正與累積成功經

驗，此將逐步形成教師個人從事教學設計的高階運思及在教學現場落實運用想像的能力。 

（二）運用此模型從事教師增能的方案設計或導入資源時，可結合此結構模式中的各面

向元素（包括人格特質、心理與環境要素）來設計課程並發展評估指標。同時考量，引發內

在動機方面，需著重人們與生所俱的好奇心、興趣等自發性動力；提升教師自我效能方面，

則需結合教師對目標與勝任感的評估，提供適切的設計任務。在整合考量教師特質、心理與

環境影響的結構之下，可有效帶動教師發揮教學設計想像力。 

（三）後續研究需持續整合深究人格、環境與心理各內涵間的協作關係，以營造有益於

蘊育教學設計想像力的有形無形空間。過往，在以心理與環境為預測變項的模型中，環境各

因素雖對想像的預測力不高，但透過特定內在心理因素，仍能預測教師教學設計想像之運思。

今在人格、心理與環境聯合預測模式中，部分教學環境資源可透過中介變項間接預測想像力，

甚至對教學設計想像力有直接作用。此意味著，環境在整體預測教學設計想像力中所扮演的

角色，其與心理及人格之間的相互關係，仍有朝向調節模型或另探究其他競爭模型，並深入

探討不同中介變項的作用效果與路徑（Preacher & Hayes, 2008）。目前初步發現，人為經營的

環境（如組織措施）對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有負向預測力，顯示出有效整合各項資源促成教

師教學設計想像力發展的努力，有持續經營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四）針對本次研究限制，未來亦有值得深究處，包括：由於各變項測量係採自陳量表，

雖通過跨領域測試與統計檢證仍有固有的推論限制存在，後續值得在模式逐漸反覆探測穩定

後另運用其他研究方法（如實驗研究法，或以競爭模型進行比較）以交互驗證結果。此外，

本次首次探討整合模型，在樣本量上稍嫌不足，對於中介效果之解釋亦採保守推論，後續值

得採用更大規模的樣本進行驗證。另透過此次整合的探討後，未來可運用目前累積的研究基

礎，鎖定特定關鍵性的變項，設定更精簡的模型，搭配合適的研究方法（如探討調節作用或

二項次表現，或運用實驗設計執行驗證等），建立特定的研究假設（例如精確考驗不同中介變

項的預測效果與路徑），預期將有更明確的結論。 

（五）後續研究應持續重視教師高階運思能力發展，配合教師在師資養成、領域差異與

專業發展不同階段的需求，推動系統性研究並整合相關資源。教師教學設計想像力之培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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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非一蹴可幾，既需長時間發展，又需內、外在資源的協同整合。因此，未來在本研究的

基礎上，仍需持續釐清不同專業發展階段教師在不同的背景變項差異條件下，其人格、心理、

環境等面向對教學設計想像能力的影響強度及結構關係。例如，比較職前與現職教師、比較

現職教師但具不同年資深淺的教師組群差異、比較擔任不同職務角色差異等系列研究，均將

對釐清諸此議題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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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Design Imagination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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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sponded to the challenging and complex situations faced by teachers by using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o construct a predictive model of the 

imaginative capabilities of teachers as demonstrated in their instructional design.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sych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imaginative capabilities, we conduct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propose a predictive model 

and then validated it.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the imaginative capabilities involved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included initiating imagination, conceiving imagination, and transforming 

imagination; (2)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conscientiousness had strong direct effects on 

imaginative capabilities, whereas extraversion,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agreeableness indirectly 

predicted imaginative capabilities; (3) self-efficacy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displayed mediating 

roles in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sych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predicted imaginative 

capabilities; (4) the means by which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fluence imaginative capabilities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d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structional design imagination, personality traits, psychological 

factors 

                                                        

Corresponding Author: Yuling Hsu, E-mail: eileenhsu2010@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Mar. 5, 2014; Revised: Jan. 23, 2015, Jun. 26, 2015; Accepted: Oct. 2, 2015.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tru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tru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5000440046002800310032003000300064007000690029300D005D002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tru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