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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這兩種調查方式是否有所差異，問卷內容是採用國際

間廣泛使用的 CES-D 憂鬱量表。 2400 位樣本分層隨機取自台灣中小學教師，其中共有 1141

位教師在 20 題 CES-D 量表上作答，包括 535 位網路組及 606 位紙本組教師。本研究藉由單

參數試題反應理論軟體 ConQuest 開發的多向度潛在回歸模組來比較網路問卷組與紙本問卷

組在問卷內容上的差異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儘管網路問卷回收率稍低於紙本問卷，但並未

導致兩組受試者在背景變項上有所差異。在問卷內容的比較上，雖然網路問卷組在問卷內容

的潛在平均數顯著地低於紙本問卷組，但是並無實質上的重要差異，亦即問卷組另 IJ變項對

CES-D 量表各因素的解釋力趨近於 0 0 本研究認為仍有必要持續進行調查方式的比較研究，

以確認網路問卷是否可取代紙本問卷，以減 Jj，研究及社會成本 o

關躍詞:多向度潛在固歸、流行摘學研究中心薑鬱量表、評定量尺模式、試題反應

理論

傳統的問卷調查方式不外乎以郵寄紙本問卷調查、電話訪談、面對面訪談方式為主，其中以面

對面訪談及電話訪談的回收率較高，但是所耗費的成本太高，較不適合一般有經費限制的學術研

究，因此，郵寄紙本問卷成為最節省研究成本及人力的資料收集方式，故最常被揖用來作為收集研

究資料之用。然而，自從美國國防部在上世紀九 O 年代，將網際網路的技術對民間開放以來，網路

的普及率不斷上升，使用網際網路問卷來進行調查研究亦逐漸興盛，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即是其研究

成本更低於郵寄 (Tourangeau ， 2004) ;除了單獨使用外，也時常與其他問卷調查方式搭配來提高問

卷的回收率 (Goho， 2002) 。不過，不同調查方式之間所收集到的資料是否具有調查方式效果(mode

effects) 差異的研究，卻一直未停止過(如Aquilino， 1994 ; Carini, Hay吐， K曲， Kennedy, & Ouimet,

2003 ; Chan, Orlando , Ghosh-Dastid缸， Duan, & Sherbourn巴， 2004 ; Greenfield, Midanik, & Rogers , 2000

; McCabe , Boyd, Young , Crawford , & Pope , 2005 ; McCa恤， Couper, Cranford , & Boyd, 2006 ; Wright,

Aquilino, & Supple, 1998) 。所謂問卷調查方式放果的差異，是指受試者作答反應在不同的問卷調查

方式上有所不同，受試者可能會因為對不同調查方式所持的態度、感受或認知方式的不同，包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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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度 (confidentiality) 及隱私匿名性 (anonymity) 程度等，而有社會期許放應 (social desirability

distortion) 產生 (Aquilino， 1994 ; Lautenschlager & Fl他erty ， 1990 ; Schwarz, Strack, Hippl缸， & Bishop,

1991 ; Wrig恤， Aquilino, & Supple, 1998) 。調查方式效果差異的研究之所以重要，乃因為調查研究結果

的推論不應該受到不同調查方式的影響，否則研究本身便無信效度可言。因此，調查方式放果差異程

度關係著許多利用調查方式進行的研究，其結果甚至會影響國家政策的擬定。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探討

網路問卷與傳統郵寄紙本問卷這兩種調查方式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是等價的，以網路問卷取代紙本問卷

是否可行，特別是針對個體心理取向的問卷(如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量表，

簡稱 CES-D) 在特定母群上的調查方式之比較。

對於網路(或電腦)問卷與紙本問卷是否具有調查方式效果差異的研究而言，學術界目前雖

然尚未有定論，但根據筆者評閱相關文獻所獲得的心得指出，有較高比例的研究結論認為兩種調

查方式在問卷內容的比較上並無實質的差異 (Carini， Hay仗， K帥， Kennedy , & Ouimet, 2003 ; Lay肘，

DeCristoforo, & McGin旬， 1999; McCa恤， 2004; Peal仗， Weiler, Pigg, Miller, & Dorman, 20仙; Tomsic,

Hendel, & Matro鈍， 2000) ，但從樣本回收率來看，儘管回收率並非很高，有些研究發現網路問卷的

回收率高於紙本問卷 (McCabe ， 2004 ; McCa恤， Boyd, Couper, Crawford, & D' Arcy, 2002 ; Pealer et al.,

2001) .但也有些研究則獲得相反的結果(Goho， 2002 ; Kwak & Radler, 2002) 。以下將針對影響調查

效果的幾個因素進行探討，包括社會期許效應及匿名性、母群體背景變項對網路(或電腦)問卷與紙

本問卷調查方式的影響，並針對本研究所界定的母群加以論述。此外，將進一步針對本研究問卷使用

的 CES-D 量表進行因素結構的探討，以利後續研究的進行。

一、社會期許效應及匿名性的影響

當調查研究的受試者認為隱私不會暴露時， ~IJ問卷的匿名性較高，此時受試者較不會往社會期詐

的方向上填答問卷，反之，當某種調查方式讓受試者感受到隱私被威脅時，問卷的匿名效果較差，

受試者傾向往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填答，通常是出現較多社會期許的態度或行為表現。而 Richman，

Kiesler, Weisband 和 Drasgow (1999) 的後設分析結果發現，調節社會期許效應與問卷調查方式效果

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受試者知覺到的問卷匿名性( anonymity) 0 Richman 等人針對電腦問卷、紙本

問卷及面對面訪談進行後設分析，結果指出，以社會期許放應為依變項時，電腦化問卷與紙本問卷的

社會期許性鼓應差異在 581 個效果量分析中的平均妓果量只有 O.肘，即電腦問卷的社會期許放應較紙

本問卷稍高;而電腦問卷與面對面訪談的社會期許性鼓應差異在 92 個妓果量分析中的平均效果量則

有 -0.19 0 整體而言，受試者的社會期許性效應在電腦問卷與紙本問卷上並無差異，但在電腦問卷與

面對面訪談上則有較大的差異存在，且電腦問卷的社會期許效應低於面對面訪談，儘管如此，就效果

量的標準而言，上述的效果量都屬於低妓果 (Cohen， 1988, 1992) ，但電腦問卷與紙本問卷之間的差

異似乎是比電腦問卷與面對面訪談之間的差異來得更低。這結果說明了社會期許性效應基本上對電腦

與紙本問卷兩種調查方式的影響力相似。在匿名性上，雖然在電腦問卷與紙本問卷的比較或是電腦問

卷與面對面訪談的比較上，可能是因為效果量間的變異量太小，Richman等人發現，匿名與否對社會

期許性的效果量變異並無解釋力，但當以各種量尺測量工具(除認知測驗外的其它測驗，包括人格、

行為、態度測驗)的得分為依變項時，匿名與否對電腦問卷與紙本問卷在這些量尺測量工具上的差異

效果量之變異則具有顯著的解釋力。這說明了對心理類量尺問卷而言，匿名與否對電腦問卷與紙本問

卷兩種調查方式仍有不等的影響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兩種問卷調查方式的匿名性相似，會

使兩種調查方式在心理頓量尺的研究結果更為可信。此外，這裡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雖然本文並不刻

意區分電腦問卷與網路問卷的不同，但Richman等人後設分析所蒐集的研究報告年代幾乎都在1995

年網際網路開始興起前，因此，匿名性對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影響力的差異將可能較電腦問卷與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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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的差異來得更小，理由誠如 Richman 等人所說的，當電腦問卷的受試者處在單獨、匿名的情境

時，其社會期許效應在各種測量量尺上將更小。而本研究將進行的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的差異研究

中，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都是以郵寄方式通知(研究程序詳見研究方法一節) ，而非一般電腦問卷大

都必須很清楚地確認個體在某個電腦教室或實驗室中接受問卷調查。故本研究中的網路問卷與紙本問

卷在匿名性及社會期許效應上將更為一致。

此外，匿名性因素可能會透過問卷議題與調查方式之間的交互作用，而導致社會期許效應，造成

不同調查方式下所獲得的問卷調查結果產生差異。過去一些研究指出，在敏感議題或問卷工具的使用

上確實會使不同的調查方式之間產生差異，例如，非法藥物的使用、具風險的性行為、及潛在令人尷

尬的主題等，對於這些議題的調查而言，電話訪談相對於面對面訪談的匿名性較高，因此受試者可能

更願意吐露真相 (Cz句a， 1987 ; Greenfield et aI., 2000 ; Schwarz et 泣， 1991) ;然而相反的情形也可能發

生，面對面訪談較電話訪談更易使受試者與訪員建立起融洽關係 (rapport) ，因而使受試者更願意表

達他們真實的困難，此時，受試者視面對面訪談是一種獲取同情或社會支持的機會 (Henson ， Cannell,

& Roth, 1978 ; Holbrook, Green, & Krosnick, 2003) 。而 Newman， Des Jar1ais et aI., (2002) 使用勝算比

(odds ratios) 的方式分析 1417 位藥物注射使用者參與電腦問卷(688 人)與面對面訪談 (729 人)

在三種議題上的反應情形，結果發現，對於羞恥，性的問題(愛滋病風險行為)而言，電腦問卷較面對

面訪談獲得更高頻率的報告，其勝算比達顯著水準，暗示匿名性相較於尋求社會支持而言有較高的重

要性;對於中性問題而言，電腦問卷與面對面訪談兩者之間報告的頻率並無差異;而對有關心理困擾

或憂鬱的情感問題而言，面對面訪談則較電腦問卷獲得較高的頗率報告，其勝算比亦達顯著水準，此

時，個體尋求社會支持的意願似乎高於個人隱私的要求。這個研究不僅指出調查研究收集資料的方式

與調查的主題有交互作用，更進一步指出涉及隱私的匿名性效應與尋求社會支持的動機有著裡雜的

心理需求競爭。另外，Chan等人 (2004) 使用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在電話訪談

與郵寄紙本問卷上針對 278 位憂鬱患者進行 CES-D 量表的試題差異功能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峙，

DIF) 檢定，結果發現紙本問巷的匿名性較電話訪談高，接受電話訪談的受試者會傾向社會期許性的

方向回答。

綜合上述，整體而言雖然電腦問卷與紙本問卷調查方式的差異不明顯，但也很可能因問卷調查主

題而有調查方式效果存在，以筆者將進行的問卷調查主題而言，是屬於憂鬱傾向的問卷調查(CES-D

量尺) ，儘管尚未有研究比較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調查方式在憂鬱量表上的差異效果，但由本節的文

獻探討可推論得知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的匿名性將較電腦問卷與紙本問卷更為一致，因此，網路問卷

與紙本問卷即使有調查方式效果差異，也應該不會有實質意義，其理由亦如同Tourangeau (2004) 對

不同調查方式的比較所提供的分析及推論。他提出三個影響調查模式效果的關鍵變1頁，分別是調查方

式所提供的匿名性、合法性、及調查方式對受試者加諸的認知負荷量。就匿名性而言，郵寄紙本問卷

與網路問卷所提供的匿名性最高也最為接近，而面對面訪談必須近距離與受訪者接觸，電話訪談則有

聲音上的接觸，這兩者都不免令受訪者提高警覺或與受訪者產生交互作用而可能影響問卷的真實性;

就合法性來說，面對面訪談有較多的機會讓受訪者獲悉資料蒐集合法性的證據，例如提供照片、背章

或身份等可供查詢的線索，另外幾種調查方式則在此點上相對較為吃虧;而就認知負荷量來說，電話

訪談的認知負荷最高，受訪者必須記住每一題問卷選項才能適當表達意見，這對受訪者而言是一種折

磨，可能剛開始幾題還會認真配合，至IJ後來可能就會分心而隨意應付。就上述推論而言，相較於其他

調查方式的配對比較，本研究欲進行的郵寄紙本問卷與網路問卷在匿名性、合法性及認知負荷量上最

為接近。因此，在匿名性相似的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調查方式下，儘管是憂鬱傾向的調查，也可能較

不會出現實質的調查方式效果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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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母群背景的影響

調查方式與所調查的母群之間也可能有交互作用的效果產生，不同年齡層或不同社經地位背景的

母群體對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的使用經驗或信任程度會影響調查結果。然而，儘管青少年對電腦問卷

的正向態度及熟悉度較年長者高，導致青少年( 12-18 歲)在電腦問卷上的作答比例較紙本問卷高;

但就整體樣本而言( 12-34 歲) ，電腦問卷則與紙本問卷調查的反應情形仍然是相似的 (Wright ， et 泣，

1998) 0 Couper 和 Rowe (1996) 及 Wright 等人(1998 )認為，隨著時代的進步，對電腦的熟悉及信

任度的提高，不同年齡世代 (cohort )所產生的調查方式效果會減低。

在其他背景變項上，由於受試者的低教育水準及中士經地位會影響其對電腦或網路的熟悉度，相

較下，紙本問卷反而較易受到信任，導致使用電腦或網路問卷調查的結果之效度受到質疑 (Aquilino ，

1994 ; Couper & Rowe , 1996 ; Pridemore, Damphousse, & Moore, 2005) 0 Shaw 和 Davis (1996) 研究發

現，擁有個人電腦、較常使用電子郵件的受試者有較多的電子科技經驗，導致電子問卷與紙本問卷有

不同的調查結果。 Bandil1a ， Bos吋ak*日 Altdorfer (2003) 使用兩種不同的母群進行網路問卷與紙本問

卷的比較，儘管有調查方式效果存在，但在控制兩種母群的社經背景後，受試者在網路問卷與紙本問

卷的作答情形則沒有差異。 Hayslett *日 Wildemuth (2004) 審慎地選擇 300 位背景相似的圖書館員為

受試者，比較郵寄紙本問卷、紙本郵寄上網填答通知、電子郵寄上網填答通知三種調查方式後發現，

三者在問卷內容上幾乎沒有任何差異存在。因此，有效地控制樣本的背景變項會使調查方式的比較具

有可信的結果，即使調查的主題具有風險或令人難以啟齒，控制為中士經背景一致的受試者在不同調查

方式上的比較結果也較為可信。 McCabe (2004) 以自陳報告方式調查 7.000 名大學生非法藥物使用的

經驗，研究中以隨機分派的方式控制學生的背景變項，結果發現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的作答有相似的

藥物使用經驗。 Huang (2006) 以背景變項作為配對方式，比較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在適應性問題、

敏感性問題及開放性問題上的差異，研究結果也顯示，兩組在這些問題上幾乎沒有差異。 Denscombe

( 2006) 刻意選用同質性高的 IS 歲美國中學生為樣本，比較網路及紙本問卷調查結果在青少年健康

行為上的作答情形，結果在 23 題中也只有 1 題出現明顯差異。綜上所述，本研究擬選用社經背景相

當一致的中小學教師作為研究的母群，調查其憂鬱傾向，並比較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在憂鬱傾向的問

卷內容上是否有不同的調查方式效果存在。

就本研究所關心的中小學教師母群體來說，教師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是值得關心的主題

(Bul1ough, 2005) ，教師必須面對的壓力來源包括來自外在的教育當局政策與學校或家長要求相衝突

所產生的矛盾壓力，內在的壓力源包括個人能力的限制以及面對學生的拒絕等不舒服的感覺等等。

長期處於這些壓力狀態，將產生Brouwers *日 Tomic (2000) 所謂的情緒耗弱 (emotional exhaustion)

現象，導致教師自我效能的降低以及教室管理能力的下降。長期的壓力不可避免地將導致憂鬱症狀

的產生，過去已有一些研究指出教師族群與憂鬱症狀(depressive symptoms) 的關聯性，研究發現教

師的低工作滿意度及高工作壓力與憂鬱症狀有關，女性教師在CES-D 上的得分高於臨界點 16 分的人

數是男性的 2 倍，而 41 ~50 歲這個年齡層的教師在CES-D 得分高於 16 分的人數也多於其他年齡

層，另外，有高達53.2%教師在 CES-D 得分高於 16 分者希望轉行 (Jurado et a!. , 2005) ;另外，工作

環境與憂鬱症狀有高度的相關存在，偶發事件壓力源(episodic stressors) 以及現況壓力源 (ongoi月

stressors) 都與 CES-D量表分數有顯著的負相關 (Schonfeld， 2000) 。以台灣來說，台北市教師會曾於

民國 90 年針對台北市五十所國中小學教師進行抽樣調查，有效問卷回收九百一十七份，問卷由長庚

醫院精神科設計，研究結果指出台北市國中小學教師有近二成八患有潛在憂鬱症，其中約有一成三老

師有憂鬱症傾向，一成七必須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解決壓力(彭駕辟，2001) 。故本研究使用中小學

教師作為取樣的來源，除了研究上的目的外，也有進一步想瞭解全台灣中小學教師憂鬱傾向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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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兩節的探討可知，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控制研究母群的社經背景地位所產生的干擾，並推論網

路問卷與紙本問卷兩種調查方式具有相似的匿名性及其它條件下，進行兩種問卷調查方式效果之比

較。

三、 CES-D.表的因素結構

自從 Radloff (1977) 在團隊組織的合作下，發展出提供十分完整信效度訊息的 CES-D 量表用來

測量憂鬱傾向後，學術界每年不斷地有新研究報告針對 C郎-D 量表的應用提出實徵性的研究結果，

其中討論較多的是 CES岳重表的因素結構問題。 Radloff (1977) 在美國樣本上獲得四因素的結構:

即「憂鬱情緒 J (depressed affect) 、「正向情感J (positive affect) 、「身體症狀J (somatic and retarded

activity) 、「人際問題J (interpersonal) 。但在國際問使用多年來，不同的族群中所獲得的因素分析結

果並非十分一致，從三個因素到七個因素結構的情形，都曾出現過 (Boisvert， McCreary, Wright, &

Asmundson, 2003 )。

Spijker 等人 (2004) 以移民至荷蘭的第一代勞工移民 (330 位來自土耳其及 299 位來自摩洛哥)

及 330 位當地荷蘭人為研究對象，年齡皆在 55-74 歲之間，進行 C郎-D 量尺因素結構的探索比較，

結果發現，當地荷蘭人在 CES-D 量表上出現五個因素、來自土耳其的移民則出現四個因素，而來自

摩洛哥的移民則出現三因素的結構;特別地是其中「正向情感」及「人際問題」兩個因素在三種族

群樣本中都被穩定的被分離出來。此外， Miller. Markides 和 Black (1997) 以年老的墨西哥裔美國人

為樣本，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並根據特徵值大於 1 的標準來決定因素個數，在不同次群體下獲得四

個因素或三個因素的結構，然而他們發現有太多的題目具有跨因素的情形出現，顯然地，這暗示著

有過多的因素需要被合併，因此，進一步使用 MIMIC 模式 (multiple indicators, multiple causes CFA

models)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在考慮了其他人口變項的影響後，驗證了二因素結構具有較佳的適配

度。此二因素結構清楚地將「正向情感」因素與其他三個因素明顯區分開來，就一階因素分析而言，

這似乎暗示了CES-D 量表事實上所包含的是一正一負兩個主要的情緒構念。Edman等人 (1999)

使用 243 位夏威夷的菲律賓裔美國青少年為樣本，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亦獲得一正一負的二因素結

構，進一步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此二因素結構的適配度優於Radloff (1977) 提出的四因素結

構。然而， Cheung和 Bagley (1998) 以香港地區 138 對夫妻為研究對象的結果指出，香港地區華人

的 CES-D 量表以「憂鬱症狀J (depressive symptoms) 及「人際問題J (interpersonal problems) 二因

素結構的適配度較佳，也就是將人際問題外的其它題目都歸屬在同一個因素下，因此，他們雖獲得

與一般研究二因素結構不同的結果，但相同的是憂鬱情緒與身體症狀的題目在CES-D 上都可被歸為

同一個因素。以筆者的研究為例，也發現台灣中小學教師的憂鬱情緒與身體症狀因素無法區分的現

象，其 CES-D 量表各試題得分經由主軸法萃取共同性，並以斜交轉軸後的因素分析顯示，屬於「身

體症狀」的題目均與「憂鬱情緒」題目被歸屬在同一因素之下。比較特別的是，在本研究中.r人際

問題」亦與「身體症狀」及「憂鬱情緒」被歸屬在同一因素下，因素負荷量在0.31 ~ 0.81 之間，而

另外 4 題「正向情感」試題則分屬另外兩個因素，其中第8 、 12 、 16 題屬於第二個因素，因素負荷量

在 0.69 ~ 0.80 之間，第四題單獨成為一個因素，但因素負荷量不到0.13 '幾乎可以忽略，因此，本

研究結果也十分接近二因素的結構。

由於 CES-D 量表的因素結構有所歧異，因此，本研究在使用試題反應理論進行網路問卷與紙本

問卷的比較時，考慮採用兩種二因素結構，包括「憂鬱症狀J (depressive symptoms) 及「人際問題」

(interpersonal problems) 二因素結構、以及一正一負的二因素結構、另外也將Radloff的四因素結

構、前文暗示的三因素結構(即正向情感、人際問題、及憂鬱情緒+身體症狀卜以及一因素結構納

入研究中處理。之所以特別將一因素結構列入考量，主要是因為Radloff (1977) 編製 CES-D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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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著眼於憂鬱傾向的測量，它的計分方式仍採用 20 題分數相加而得的總分概念，因此，不

論該量表在各族群初始因素個數為何，其背後必定可以合理假設有一個潛在的共同因素(即憂鬱)

存在，實徵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研究也指出 CES-D 具有一個高階的憂鬱因素，且在年老男女樣本中

皆存在 (O'Rourke ， 2005) ，縱貫性研究的資料也顯示出此二階的憂鬱因素穩定地存在於青少年樣本

中 (Motl， Dishman, Birnbaum, & Lytl巴， 2005) ;而游森期、余民寧 (2006) 已使用結構方程式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對 CES-D 量表進行驗證性二階因素分析，而獲得一個共同的潛在

憂鬱因素存在的適配結果。因此，將一因素結構的情形列入兩種調查方式差異效果的比較仍有其必要

性。

方法

一、研究犧本

本研究使用的樣本取自台灣地區的中小學教師母群體，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首先由教育部公

布的網頁中獲得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園中、國小學校的名冊及網址，將上述各級學校依台灣地區

北、中、南、東四大區域學校數的比例，進行分層隨機抽取學校的抽樣工作，國小共抽得 205 所，

其中北部 60 所、中部 64 所、南部 61 所、東部 20 所;國中共抽得 57 所，其中北部 20 所、中部的

所、南部的所、東部 6所;高中共抽 25 所，其中北部 11 所、中部 6 所、南部 7 所、東部 1 所;高

職共抽得 13 所，其中北部 4 所、中部 3 所、南部 5 所、東部 1 所。全部共計 300 所學校，每所學校

隨機抽取 8 位教師，包括 4 男 4 女，因此，全台灣地區共抽得教師 2400 人，然後，隨機分派成網路

問卷組與紙本問卷組，每組各 1200 人。

本研究在 2004 年 12 月 13 日第一次寄出紙本邀請國1.200 份給網路組，以及 1 ，200 份紙本問卷給

紙本組，並且在三週之後進行第一次催收，六週之後再進行第二次催收。兩組樣本的回收狀況如表 1

所示:

表 1 問卷回收摘要表

問卷回收數量

初次回收 第一次催收 第二次催收 累積次數 有效問卷

網路組 311 195 35 541 535

紙本組 401 173 57 631 606

由於網路組回收樣本有 6 份遺漏值，紙本組回收樣本有 25 份有遺漏{霞，因此，本研究將之刪

除，網路組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44.58% '紙本組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50.50% '有效的總回收樣本 1141

份(總回收率為 47.54% )。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 Radloff (1977) 所編製的「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量表 J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包括屬於「憂鬱情緒J (depressed affect) 的第 3，6，9 ， 10 ， 14， 17 ， 18

題、屬於「正向情感J (positive affect) 的第 4，8 ， 12 ， 16 題、屬於「身體症狀J (somatic and retarded

activity) 的第 1 ，2 ，5 ，7 ， 11 ， 13 ，20 題、屬於「人際問題J (interpersonal) 的第 1日9 題，共 20 題。本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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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棋據臨床個案所表現出來的症狀編製而成，但並卻不是為了臨床診斷的目的而編製的，反而比

較適用於一骰性樣本來測量其憂鬱傾向之用 (Radloff， 1977) ，因此也適合本研究的教師樣本。本量

表採 Likert 式的四點計分法，要求受試者在20 題的 CES-D 量表中，針對每題所描述的情況勾選其每

週出現頻率的選項。每題選項皆分為「很少如此(每週少於1 天 )J 、「偶爾如此(每週有1-2 天 )J 、

「經常如此(每週有3-4 天 )J 、「總是如此(每週有5 天以上)J 。根據出現憂鬱症狀的頻率，分別給

予 0 分(很少如此)到3 分(總是如此)不等;但是，其中的第4'8 、 12 、 16 題等四題是屬於反向

計分題。將受試者在這20 題上的作答分數力日總起來，即構成受試者在該量表上的總分，總分的值域

界於 0 分到 60 分，分數愈高表示憂鬱傾向愈高;得分若超過16 分以上，即被列為憂鬱症高危險群的

人口。

本量表的 α 內部一致性信度在0.85 ~ 0.90 之間，憂鬱病人組較一般正常人組稍高。一般正常

人組在 2~8週的再測信度(以郵寄問卷方式實施再演Ij)約為 0.51 ~ 0.67 之間， 3~ 12 月的再演Ij

信度(以面談方式實施再測)約在0.32 ~ 0 日之間;而病人組在經四週的療程後之再測信度為0.53

(Radloff, 1977) 。

本量表在眾斂效度方面，憂鬱病人組的樣本顯示本量表和臨床醫師及護士評定的 Hamilton

Clinician' s Rating 量表及 Raskin Rating 量表之相關為 0.44~0.蹈，經四週的療程後，相關更高達

0.69 ~ 0.75 ;若以自陳報告作為效標，一般正常人組之CES-D 量表與其他憂鬱有關的量表之相關在

0.51 ~ 0.61 '病人組則在 0.55 ~ 0.72 之間。在區辨效度方面，本量表對於精神病患和普通人具有良

好的區分能力，病人組 16 分以上的比例為 70% .而一般正常人組 16 分以上的只有 21 % (Radio缸，

1977) 。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紙本組樣本以傳統的郵寄印刷問卷方式通知受試者。問卷合指導語、 5 題背景資料、及

20 題的 CES-D 量表題目，並且附上回郵，請受試者填答後寄回。網路組樣本所收到的郵件之中，

則只有邀請函，邀請受試者上網填答。網路問卷則暫時建置在國立政治大學的教育測驗與評量網站

(http://edutest.nccu.edu.tw) .受試者依據邀請函所載明的網址以及代碼，上網填答。該網站在完成資

料收集目的後隨即拆除。

本研究為了避免網路問卷可能的重複填答問題，每份網路組的邀請函中給予一組身份代碼，必須

輸入正確的代碼，才能夠進行填答，而且只能填寫一次。此外，為了與紙本組一致，網路問卷並未設

計強制填答所有問卷題目後傳回。

在問卷的催收方面，不管是網路組或紙本組仍然依據傳統郵寄的方式，寄至受試者所任教的學校

進行催收，網路組仍然是只寄邀請函，紙本組也仍然是寄出紙本問卷並附上回郵信封。本研究不採用

更節省成本的電子郵件催收方式，其原因乃是考量到本研究無法獲得每位教師常用的電子信箱號碼，

即使能夠獲得電子信箱的訊息，所寄出的催收通知也可能被伺服器視為垃圾郵件而被攔截下來，這種

情形將使影響回收率的因素無法獲得控制，因此，本研究仍然採用傳統郵寄問卷的方式來通知受試者

與進行催收。

四、賣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是藉由ConQuest軟體 (Wu， Adams, & Wilson, 1998) 中的評定量尺模式 (rating scale

model) 來適配所蒐集到的資料，該模式一般最常用來處理採用季克特氏計分的量表。評定量尺模

式所估計的參數包括個體能力參數、位置參數 (location parameter ，)、及頓別交叉參數(category

intersection parameter) ;位置參數反映出特定題目的相對難度，每一題有一位置參數;但所有試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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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組相同的類別交叉參數值，其數目為試題的類別數減 l 個 (Embretson & Reise, 2000) 。值得注意

的是，類別交叉參數在這裡並不是指兩兩相鄰類別反應曲線的交叉點之橫座標值，而是指交叉點與位

置參數的差值，因此，位置參數加上類別交叉參數才是相鄰類別反應曲線的交叉點之值，故試題中的

類別交叉參數之和為 O 。此外，每一題的位置參數可以由該題所有兩兩相鄰的類別反應曲線交叉點的

平均求得。

ConQuest 是應用單參數試題反應理論發展出來的統計套裝軟體，除了可以將次序量尺轉換為具

有等臣量尺的邏輯斯 (Iogits) 單位之功能外，更具有處理多向度或多因素資料的功能，而不侷限於

單向度的假設，因此，有助於時常使用多因素量表之教育或心理學研究。本研究藉由其提供的「多向

度潛在回歸J (multidimensional latent regression) 模組進行網路問卷組與紙本問卷組在各因素上的平

均數差異檢定，即以網路問卷組為參照組之二元問卷組別預測變項，分別對各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在

ConQuest 中，將「潛在回歸」定義為由試題反應資料直接進行回歸模式的估計工作，而不需要先估

計出個體的潛在能力後再利用一般統計軟體進行回歸分析等多道繁雜的手續。對於兩組母群平均數差

異的檢定而言，使用潛在回歸在功能上與t 檢定一致，但比 t 檢定優越的是「潛在回歸」是針對潛在

變項或因素進行組別間平均數的比較而非一般t 檢定針對觀察變項來進行比較。

結果與討論

本節將針對受試者背景資料進行描述以及網路組與紙本組在CES-D 量表上的差異進行分析，除

了提供相關憂鬱研究的討論外，進一步比較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在調查研究上相互取代的可能性。

一、背景資料描述統計

由表 2 可知，網路組問卷與紙本組問卷的回收樣本數有差異存在，紙本問卷回收量較網路問卷

高，顯示郵寄問卷方式仍然是一種較受歡迎的調查方式。在其他背景變項的分析上顯示，性別、學

歷、年齡在問卷調查方式之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表示這兩種調查方式不受該等背景變項的影響。此

外，值得注意的是，問卷調查方式與憂鬱傾向(以受試者在CES-D 總分 16 分以上者為判定標準)之

間也無顯著關聯，這也初步暗示這兩種問卷並無顯著的調查方式效果差異存在。以上結果顯示，雖然

紙本問卷回收率較高，但基本上其樣本組成特性與網路問卷回收的樣本組成特性並無差異，網路問卷

似乎可以視為紙本問卷調查方式外的另一種選擇，甚至是可以合併使用。

另外，在 CES-D 量表分數的描述統計上，由於CES-D 量表在全球的使用情形十分頻繁，為方便

日後相關研究對台灣地區特定母群研究的參考，本研究也列出台灣中小學教師在其他各種背景變項下

潛在憂鬱症的盛行率。如表 3 所示，男女性教師潛在憂鬱症的盛行率約在二成五左右，其中男性教師

略高於女性教師;就學歷而言，潛在憂鬱症的盛行率在二成到二成五之間，其中以大學學歷者較高;

就年齡層而言，潛在憂鬱症的盛行率分佈較廣，約在一成四到三成之間，以26 ~ 35 歲這個年齡層的

教師最高，佔 30.0% '其次則是 25 歲以下的 21.8% '最低的則是 46 ~ 55 歲這個年齡層的 14.0% ;

另外，可看出 45 歲以下的潛在憂鬱症盛行率遠高於 46 歲以上的中小學教師。

Cheung 和 Bagley (1998) 調查香港華人在 CES-D 平均數為 12.訓，標準差約為 6.74 '而本研究

中的台灣中小學教師紙本組樣本的 CES-D 之平均數為 12.15 '標準差為 8.01 ;此外，香港華人樣本

在 CES-D 量表的總分高於 16 分者佔 25.0% '而本研究的中小學教師樣本在 CES-D 量表上的總分高

於 16 分者佔 24.5% '雖然使用的樣本不同，但兩個研究的結果十分接近，差異較大的是 Cheung 和

Bagley 使用的樣本人數是 138 對已婚夫妻。而 Schonfeld (1990) 也會使用 CES-D 量表調查紐約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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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網路與紙本問卷回收樣本之背景分析

問卷調查方式

網路問卷 紙本問卷

(n=535) (n=606)

卡方檢定

29 .

性別(%)

男 48.2 47.0

女 51.8 53.0

學歷(%)

專科 2.2 3.7

大學 75.3 76.8

研究所以上 22 .4 19.5

年齡(%)

25 歲以下 5.0 3.9

26~35 歲 43.7 50.1

36~45 歲 35.3 28.1

46~55 歲 14.6 15.7

56 歲以上 1.3 2.2

CES-D 總分(%)

15 分以下 77.8 73 .4

的分以上 22.2 26.6

x 2 = 0.16' df=1 • P = 0.687

x' = 3.31' df=2' P = 0.192

x' = 9.40' df=4' P = 0.052

x' = 2.87' df=1 ' P = 0.090

性別(%)

學歷(%)

年齡(%)

表 3 不同背景變I買下的中小學教師潛在軍鬱症盛行率

背景變項 CES-DI6 分以上 有效人數

男 26.7 543

女 22.6 598

專科 20.6 34

大學 25.3 857

研究所以上 22.6 235

25 歲以下 24.0 50

26 ~35 歲 30.0 533

36~45 歲 21.8 357

46~55 歲 14.0 172

56 歲以上 15.0 20

位中小學及幼兒教師的憂鬱傾向· CES-D 的平均分數是 13.03 '標準差為 1 1.03 .有 35%的教師得分

超過 16 分。就樣本相似性而言. Schonfeld 的研究顯示，紐約市中小學及幼兒教師的憂鬱傾向似乎較

台灣中小學教師嚴重。此外，本研究與彭駕辟 (2001)所引述的台北市中小學教師約 28%具有潛在

憂鬱症傾向的結果相比較，以台灣中小學教師為母群的本研究樣本結果，其憂鬱傾向似乎較台北市稍

低，或許因為台北市是台灣教育政策的首衝之區，因此教師所背負的壓力亦較全台灣其他地區教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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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所致。

二、問卷內容的差異檢定

由文獻探討一節可知， CES-D量表在國際問研究及應用極為廣泛，其因素結構在實務應用上雖

非重點，但一直被廣為討論。因此，本研究將針對較常出現的因素結構進行網路與紙本問卷調查方式

在各因素平均數上的差異檢定，以呈現網路與紙本問卷在心理類量尺的差異情形。

在進行網路與紙本組別對各因素的潛在回歸分析前，必須先討論CES-D 各題與多向度(因素)

評定量尺模式的適配，情形，以四向度為例的語法如附錄一所示，如此後續的研究結果較為可信，之後

才繼續進行正式的潛在回歸分析，其語法如附錄二所示。以四向度為例，各題都有一個位置參數估計

值及其估計標準誤，但其中會有四題沒有估計標準誤，原因在於一般試題反應模式都假設每一向度

下所屬試題之難度(位置參數)之和為0' 因此，就四向度的資料而言，會有四題被限制以使所屬試

題的位置參數之和為0' 也就是不需要進行估計，故這四題沒有提供估計標準誤，也無適配指標。另

外，在顆別交叉參數的情形也是大同小異，以CES-D 四點量表而言，應該會有3 個所有試題共同享

有的類別交叉參數值;在ConQuest軟體的設計上，會限制最後一個類別交叉參數值不估計，使3 個

頗別交叉參數值的和為0 。

在適配指標上， ConQuest軟體提供未加權(unweighted) 及加權(weighted) 兩種適配指標

MNSQ (mean squares) 值，並藉由Wilson-Hilferty轉換法將MNSQ轉換為近似常態化t 分配值以利

檢視; MNSQ值是模式預期值與觀察值(即受試者在量表上圈選的點數)相減後之標準化殘差平方

和之平均值，遵循卡方分配的形式，其範圍從O 到正無窮，期望值是1 (Bond & Fox, 2001 )。根據

Linacre (2006) 對 MNSQ合理範圓的建議，MNSQ>2表示該題將扭曲或破壞測量系統;MNSQ在

1.5 ~ 2 之間表示該題對測量的建構雖不具生產性，但也不具破壞性。 MNSQ 在 0.5 ~ 1.5 之間表示

該題對測量具生產性; MNSQ<0.5 表示該題對測量有較少生產性。

(一)四因素 CES-D 結構

由表 4 可知，以 Radloff (1977) 所提的四因素 CES-D 結構與模式適配情形的指標來看， MNSQ

值都大於0.5 以上，並無超過2 的值出現，因此適配情形良好。不過由T 值來看，出現較多絕對值過

高的 T 值，一般而言'T 值的絕對值在2 或 3 以內是較佳的，然而根據Linacre (2006) 的建議，如

果 MNSQ值是可接受的，貝IJT 值可以被忽略。

由表 5 的潛在回歸分析可知，以網路與紙本為問卷組別預測變項分別對四因素進行簡單回歸分

析，以 p = 0.01 的顯著性為標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ConQuest 軟體對於各項參數估計值均未提供

確實的顯著性 p 值，本研究僅以一個星號 (p<O.OI )的方式註明該參數估計值的顯著性。結果可看出

對「憂鬱情緒」及「正向情感」兩個因素而言，組別變項的回歸係數並不顯著，表示網路組與紙本組

受試者在 CES-D 量表上對有關這兩個因素的試題反應並無差別;但對「身體症狀」及「人際問題」

這兩個因素而言，組別變項的回歸係數達 0.01 顯著水準，表示網路組與紙本組受試者在 CES-D 量表

上對有關這兩個因素的試題反應有統計考驗上的不同。然而，從實用的角度而言，可以發現組別變項

在這四個因素上的解釋力 (R 平方)都非常小，因此，可以推論組別變項回歸係數顯著的原因很可能

是大樣本造成的結果。此外，就此四因素的變異量來看，正向情感的變異情形較小，顯示受試者間的

正向情感特質變化不大，此外，這可能也暗示該因素所屬題目在區辨受試者正向情感的能力上較差，

屬於較不好的題項，可供以後重新命題的參考;而人際問題及憂鬱情緒兩因素上的變異情形較大，表

示受試者間對人際問題及憂鬱情緒上的感受有較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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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四因素 CES-D 結構之各題與評定量尺模式適配情形

位置參數估計值(標準誤)
unweighted fit weighted fit

MNSQ T MNSQ T

λl -0.510 (0.037) 0.95 -1.3 0.96 -0.9

λ2 1.168 (0.043) 0.85 -3.8 0.99 -0.1

λ3 -0.228 (0.047) 0.70 -8.0 0.82 -3.3

λ4 -0.547 (0.028) 1.76 14.9 1.72 14.7

λ5 0.092 (0.039) 0.84 -4.2 0.84 -3.5

λ6 -0.893 (0.044) 0.72 -7.3 0.72 -5.8

λ7 -0 .415 (0.037) 0.71 -7.8 0.74 -6.1

λ 自 0 .1 82 (0.029) 0.72 -7.5 。 70 -8.0

λ9 0.672 (0.052) 0.73 -7.0 0.82 -3.0

λ10 -0.094 (0.048) 0.78 -5.6 。 78 -4.1

λ11 0.071 (0.039) 0.95 -1.3 1.01 0.2

λ12 0.319 (0.029) 0.57 -12.1 0.56 -12.7

λ13 -0.402 (0.037) 1.06 1.4 1.05 1.0

λ14 -0.822 (0.044) 0.73 -7.1 。 76 -4.8

λ15 0.086 (0.051) 0.70 -7.9 0.64 -6.7

λ16 0.046

λ17 1.242 (0.055) 0.63 -10.3 0.72 -4.9

λ18 0.123

λ19 -0.086

λ 四 0.005、'

類別交叉參數估計值(標準誤)

-1.7 12 (0.017) 1.83 15.9 1.83 15 .4

0.392 (0.025) 1.28 6.1 1.60 9.6

1.320

註:一表示該題限制，使同屬某一因素的各題之參數估計值平均為0' 故無法提供標準誤及適配檢定。此

外，位置參數估計值的測量單位為邏輯斯(logit)。

表 5 以四因素為位變I~之潛在回歸分析

四因素 CES-D 結構
回歸變數

憂鬱情緒 正向情感 身體症狀 人際問題

常數項 -3.835* (0.192) -0.542* (0.083) -2.762* (0.11 7) -4.512* (0 .1 98

問卷組別變項 0.234 (0.120) 0.092 (0.051) 0.301* (0.073) 0 .429* (0 .1 23

因素之變異量 4.028 0.749 1.538 4.413

R 平方(%) 0.00% 0.26% 2.54% 2.24%

註:小括號內為估計標準誤。此外，常數項及問卷組別變項之回歸係數的測量單位皆為邏輯斯(logit)。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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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種二因素 CES-D 結構

一正一負三因素結構及「憂鬱症狀」與「人際問題」二因素結構曾在文獻探討中提及，因此，這

裡亦針對兩種二因素結構與評定量尺模式的適配情形加以描述。由表 6 及表 7 可知，除了表 7 第 4 題

及憂鬱與人際二因素結構下的第一個類別交叉參數估計值之 MNSQ 值稍微高於 2 外，所有 MNSQ 值

都在 0.5 ~2 之間。整體而言，各題在一正一負二因素結構及在憂鬱與人際二因素結構的適配情形相

去不遠。

表 6 一正一負二因素 CES-D 結構之各題與評定量尺模式適配情形

位置參數估計值 o票準誤)
unweighted fit weighted fit

MNSQ T MNSQ T

λl -0.927 (0.037) 1.09 2.0 0.99 -0.2

λ2 0.808 (0.044) 1.02 0.5 1.02 0.4

λ3 0.050 (0.041) 0.83 -4.3 0.87 -2.7

λ4 0.538 (0.028) 1.74 14.6 1.70 14.5

λ5 -0.307 (0.039) 0.90 -2.4 0.87 -2.8

λ6 航552 (0.039) 0.62 -10.6 0.64 -8 .4

λ7 -0.830 (0.038) 。.82 -4.6 0.76 -5.3

λ8 。.179 (0.029) 0.71 -7.8 0.69 -8.3

λ9 0.863 (0.044) 0.80 -5.2 0.85 -3.0

λ10 0.167 (0.041) 0.78 -5.8 0.80 -4.3

λII -0.333 (0.039) 1.05 1.3 1.04 0.8

λ12 0.313 (0.029) 0.56 -12.5 0.55 -13.0

λ13 -0.820 (0.038) 1.08 2.0 1.08 1.6

λ14 -0 .492 (0.039) 0.77 -6.0 0.77 -5.0

λ15 0.590 (0.043) 0.83 -4 .4 0.92 -1.6

λ16 0.045

λ17 1.383 (0.047) 0.88 -2.9 0.95 -0.9

九 18 0.365 (0.042) 0.69 -8 .4 0.74 -5.7

λ19 0.441 (0.043) 0.78 -5.8 0.81 -3.9

九叩 -0.408

類別交叉參數估計值(標準誤)

°1 -1.667 (0.016) 1.78 15.1 1.77 14.6

°2 0.374 (0.025) 1.26 5.8 1.60 9.6

°3 1.293

由表 8 潛在回歸分析的結果可知，在問卷組別變項的回歸係數上，除了一正一負二因素結構下的

「正向情感」因素未達顯著外，其餘三個因素都達 0.01 的顯著水準。而由問卷組別變項的解釋力來

看，在憂鬱與人際二因素結構下的「人際問題」因素上 'R 平方的值異常的大，達到 17.8% '而其餘

三個因素的解釋力都不真實用價值。至於，造成「人際問題」因素的異常高解釋力可能是因為憂鬱與

人際二因素結構的適配情形不佳，使結果較不穩定，導致犯第一頓型錯誤的機率上升，因此有可能偶

然出現異常偏高之值。據此，本研究試著在憂鬱與人際二因素結構下將適配不佳的第四題刪除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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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薑鬱症狀與人際問題二因素CES-D結構之各題與評定量尺模式適配情形

位置參數估計值(標準誤)
unweighted fit weighted fit

MNSQ T MNSQ T

λl -0.328 (0.036) 0.90 -2.5 0.91 -2.1

λ2 1.256 (0.042) 0.86 -3.5 0.95 l 仇U

λ3 0.562 (0.039) 0.73 -7.1 0.80 -4.4

λ4 自2.139 (0.032) 2.19 21.4 2.05 19.6

λ5 0.235 (0.038) 0.80 司5.0 0.80 -4.7

λ6 0.012 (0.037) 0.57 -12 .4 0.59 -10.4

λ7 -0.240 (0.036) 0.70 -7.9 0.70 -7 .4

λ8 -1.398 (0.033) 0.93 -1.7 0.91 -2.1

λ9 1.310 (0.043) 0.71 -7.6 0.79 -4.6

λ10 0.672 (0.040) 0.66 -9.1 0.73 -6.1

λII 0.216 (0.038) 0.91 -2.2 0.96 -0.9

λ12 -1.261 (0.033) 0.76 -6.2 0.74 -6.7

λ13 -0.228 (0.036) 0.98 -0.5 0.99 -0.3

λ14 0.071 (0.037) 0.66 -9.3 0.71 -6.9

λIS 0.083 (0.050) 。.80 -5.0 0.66 -6.3

λ16 -1.535 (0.032) 1.03 0.8 1.01 0.3

λ17 1.795 (0.045) 0.85 -3.9 0.89 -2.3

λIS 0.854 (0.040) 0.62 -10.5 。.67 -7.6

λ19 -0.083

λ20 0.146

類別交叉參數估計值({票準誤)

°1 -1.588 (0.016) 2.01 18.8 2.1 0 19.9

°2 0.255 (0.025) 1.38 8.1 1.76 11.9

°3 1.333

卷組別變項的 R 平方在二因素上的解釋力則都在1.1 0%以下。此外，憂鬱與人際二因素結構的討論

是根據 Cheung 和 Bagley (1998) 調查香港華人的研究而來，就筆者評閱其他相關研究的結果顯示，

大部分二因素 CES-D 結構還是以一正一負二因素結構佔絕大多數。

由一般簡單回歸分析的概念可知，二元的問卷組別變項之回歸係數恰巧是網路組與紙本組在依變

項平均數上的差異大小，以一正一負二因素結構為例，網路組在「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兩個因

素的平均數都明顯低於紙本組問卷，儘管我們仍可用非常低的 R 平方解釋力概念來理解此結果的實

用價值不大，也即是該結果很可能是大樣本對細微差異的過度檢測所造成的;然而，在仔細檢視本研

究的流程後，筆者發現很可能是研究團隊一個不經意的小作法造成此細微差異被大樣本統計偵測出;

亦即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雖然網路問卷的邀請函及紙本問卷在寄出的信封上都有打上收件人姓名，

但紙本問卷內容上不再出現受試者姓名，可是網路問卷邀請函的接受人在依規定點入網路問卷的網址

後，卻可以發現其姓名就出現在問候語中，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本想讓網路問卷受試者感到親切友善

的作法反而造成網路問卷受試者感到被監控，而導致網路問卷回收率較低以及對問卷內容的作答有所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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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以兩種二因素為怯變頂之潛在固歸分析

回歸變數

常數項

問卷組別變項

因素之變異量

R 平方(%)

一正一負二因素 CES-D 結構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0.550* (0.081) -3.226* (0.140)

0.098 (0.050) 0.274* (0.087)

。 721 2.188

0.14% 1.23%

憂鬱與人際二因素CES-D 結構

憂鬱症狀 人際問題

-2.290* (0.102) -4.106* (0 .1 66)

0.175* (0.063) 0.370* (0.103)

1.144 3.692

0.00% 17.8%

註:小括號內為估計標準誤。 * P <0.01 。

(三)三因素與一因素 CES品結構

表 9 及表 10 分別是三因素結構及一因素 CES-D 結構與模式的適配情形，除了表 10 中一因素

結構下第 4 題的 MNSQ 值以及第一個類別交叉參數 MNSQ 值稍微高於 2 外，其餘 MNSQ 值也都

在 0.5 ~2 之間。整體而言，各試題在三因素 CES-D 結構下的適配程度較一因素 CES-D 結構時為理

想，但相去不遠。

表 9 =因棄 CES-D 結構之各題與評定量尺模式適配情形

位置參數估計值(標準誤)
unweighted fit weighted fit

MNSQ T MNSQ T

λl -0.864 (0.037) 1.07 1.7 l 仇00 仇0.0

λ2 0.889 (0.044) 1.00 0.1 1.03 0.6

λ3 0.121 (0.041) 0.82 -4.5 0.89 -2 .4

λ4 -0.540 (0.028) 1.74 14.5 1.70 14.5

λ5 時0.238 (0.040) 0.92 -2.1 0.88 -2.6

λ6 -0.485 (0.039) 0.65 -9.6 0.65 8.3

λ7 -0.765 (0.038) 0.78 -5.5 0.77 -5.2

λ8 0.180 (0.029) 0.70 -8.0 0.70 -8.2

λ9 0.950 (0.045) 0.80 -5.2 0.87 -2.7

λ10 0.244 (0.042) 0.75 -6.5 0.81 -4.1

λ11 -0.261 (0.040) 0.98 -0.5 1.05 I 仇U

λ12 0.314 (0.029) 0.56 -12.5 0.56 -12.9

λ13 -0.752 (0.038) 1.1 1 2.6 1.09 1.8

λ14 -0 .420 (0.039) 0.75 -6.5 0.78 -4.8

λ15 0.081 (0.050) 0.63 -10.2 0.62 -7.5

λ16 0.046

λ17 1.478 (0.047) 0.88 -2.9 0.96 -0.8

λ18 0.443 (0.042) 0.68 -8.6 0.75 -5 .4

λ19 -0.081

λ20 -0.340

類別父叉參數估計值(標準誤)

°1 -1.696 (0.017) 1.85 16.4 1.85 15.8

°2 0.388 (0.025) 1.29 6.4 1.63 l仇0.1

0 ,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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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一因素 CES-D結構之苦題與評定量尺模式適配情形

位置參數估計值(標準誤)
unweighted fit weighted fit

MNSQ T MNSQ T

λ1 -0 .429 (0.036) 0.92 -1.9 0.90 -2.3

λ2 1.1 61 (0.042) 0.86 3.6 0.95 -1.1

λ3 0.464 (0.039) 0.72 -7.5 0.80 -4.5

λ4 -2.244 (0.032) 2.16 2 1.0 2.05 19.7

λ5 0.137 (0.038) 0.78 -5.7 0.79 -4.8

λ 的 -0.087 (0.037) 0.54 -13 .4 0.59 -10.5

λ7 -0.340 (0.036) 0.68 -8.7 0.69 -7.5

λ8 -1.501 (0.033) 0.92 -2.0 0.91 -2 .1

λ9 1.215 (0.043) 0.70 -8.0 0.79 -4.6

λ10 0.574 (0.040) 0.64 -9.8 0.73 -6.3

λII 0.1 16 (0 .D38) 0.87 -3.2 0.95 -1.1

λ12 自 1.363 (0.033) 0.75 -6.5 0.74 6.6

λ13 -0.329 (0.036) 0.96 1.0 0.98 -0 .4

λ14 -0.029 (0.037) 0.67 -8.9 0.71 -7.0

λ15 。.964 (0.041) 0.75 6.4 0.84 -3.3

λ16 -1.638 (0.033) 1.03 。.8 1.02 0.4

λ17 1.701 (0.045) 0.78 -5.7 0.89 -2.3

λ18 0.756 (0.040) 0.60 -1 1.3 0.67 -7.7

λ19 0.826 (0.041) 。.69 -8.3 0.75 -5.6

λ20 0.047

類別交叉參數估計值(標準誤)

δl -1.578 (0.016) 2.11 20.3 2.19 2 1.2

δ2 0.231 (0 .D25) 1.43 9.1 1.71 11.2

δ3 1.347

由表 11 可知，除了三因素結構下的「正向情感」因素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皆達0.01 顯著水

準。但以 R 平方來看，問卷組別變項對所有因素的解釋力都非常小，不具實用性。

表 11 分別以三因素及一因素為怯變I頁之潛在回歸分析

回歸變數
三因素 CES-D 結構

憂鬱情緒+身體症狀 正向情感

常數項 -3.182* (0.143) -0.530* (0.082)

問卷組別變項 0.270* (0.089) 0.089 (0.051)

因素之變異量 2.252 0.703

R 平方(%) 0.00% 0.00%

註:小括號內為估計標準誤。 * P <0.01 。

人際問題

-4.082* (0.167)

0.353* (0.104)

3.161

2.90%

一因素 CES-D 結構

憂鬱

-2 .402* (0.104)

。 181* (0.065)

1.199

1.00%

從上述五種CES-D量表的因素結構適配度情形來看，以MNSQ的適配標準而言，四因素結構、

一正一負二因素結構及三因素結構的適配情形較佳，而憂鬱與人際二因素結構及一因素結構的適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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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稍微不佳，其關鍵都在於測量正向情感的第 4題及第一個類別交叉參數之 MNSQ>2 。不過要注意

的是，本研究的日的並不在決定哪一種 CES-D 量表的因素結構較佳，而是在各種因素結構所屬的題

項皆處於可接受的適配情形下，去誼明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的調查結果在實質上是無差異的。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了促進網路問卷在未來調查研究中的使用，以減少相關的研究及社會成本，因此，在經

過文獻探討後，合理推論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之間在匿名性、社會期許效應、合法性、認知負荷量上

的相似性，並融入研究程序中小心地控制兩種調查方式流程的一致性，此外，亦對可能影響兩種調查

方式差異放果的母群社經背景變項加以控制，然後進行網路問卷與常用的紙本問卷這兩種調查方式的

比較，而獲得如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由樣本回收的情形來看，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的回收率都達到 5 成左右，雖然網路問卷的回收

率較紙本問卷稍低，但其差異並非不可接受。特別在一些基本背景變項的比較上，回收率的些許差異

並未導致網路與紙本問卷的受試者在背景變項的檢查上出現差異，表示所回收的樣本組成基本上是符

合原先預期的同質性，亦即接受網路或紙本問卷的中小學教師在背景變項上並無不同。

2. 在問卷內容的比較上，由於 CES-D 量表在國際間廣泛的使用性，因此，本研究不厭其煩地針

對感興趣的因素結構，進行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在不同因素上的平均數差異比較，亦即以潛在回歸的

方式探討問卷組別變項在各因素上的影響力。雖然統計考驗的結果大都顯示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在平

均數上達到顯著差異，但可以由決定係數 (R 平方)看出，問卷組別變項的解釋力大都趨近 0' 也就

是在實用性上，這些差異沒有實質的意義。

二、建鸝

1.儘管本研究團隊對匿名性的重要性作了文獻探討，但仍在匿名性細節的控制上出現了一個小疏

忽，導致網路問卷組不管在回收率或在問卷內容的回答上，其統計檢定的結果都明顯低於紙本問卷

組，特別是問卷調查內容涉及個人憂鬱傾向的隱私性問題，使得兩種調查方式之人為疏忽的細小匿名

差異被放大。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不可在網路問卷上讓受試者姓名出現，不可因為要使受試者感到

網路問卷介面的友善性而與紙本組作法有差異。

2. 本研究採用 CES且D 量表作為問卷主要內容的優點在於其廣泛的使用性，使得跨文化、母群或

國際的調查方式效果之比較更具有研究比較上的意義。此外，儘管目前使用潛在變項作為主要差異檢

定的研究仍然少之又少，但使用潛在變項能有效減少一般觀察變項不考慮測量誤差所帶來的研究可信

度問題，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仍應以潛在變項為主，使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

3. 關於問卷調查的議題可能對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造成的差異影響，憂鬱傾向以外的其他類型議

題仍待更多的研究。余民寧、李仁豪 (2006) 曾經使用較為中性的問卷議題來比較網路與紙本問卷的

差異，獲得無差異的結論。另外，余民寧、李仁豪 (2008 出版中)也曾經使用時事性價值評判的問

卷議題來比較網路與紙本問卷的差異，同樣獲得兩種調查方式無差異的結果。儘管單憑本研究及上述

文獻的結果，仍無法十分肯定地告訴未來研究者可以完全使用較少成本的網路問卷來取代紙本問卷，

但藉由相關研究及本研究的研究過程，未來的研究仍可以繼續改進相關缺失，並持續進行相關調查方

式比較的研究，相信對未來學術或公私立機構在調查作業上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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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investigat巴d whether differenc巴s 巴xist betw巴巴n Int巴met and pap巴r qu巴stionnaires in surv巴y mod巴，

wh巴r巴 th巴 lilt巴rnational1y- and wid巴ly-us巴d “C巴nt巴r for Epid巴miological Studi的 D巴pression" (CES-D)

scale was adopt巴d as cont巴nt of th巴 qu巴stionnair巴. Of 2400 primary and s巴cond訂Y school t巴ach巴rs stratifi巴d

and sampled randomly from Taiwan , 1141 teach巴rs r巴sponded to th巴 20一item CES-D Scale, including 535

t巴achers in th巴 Internet group , and 606 t巴ach巴rs in th巴 paper group. This r巴search us巴d multidimensional

lat巴nt regression module d巴V巴loped by ConQu巴st softwar巴. Using on巴-param巴t巴r it巴m respons巴 th巴O句， w巴

compared th巴 diff，巴rences betw巴巴n the Int巴met and pap巴r qu巴stionnaire groups. Th巴 r巴suits of this study

show巴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巴 betw巴巴nth巴 two groups in background variabl巴s; non巴thel巴ss ， r巴spons巴

rat巴 in th巴 Internet group was low巴r than that in th巴 pap巴r group. As for comp紅isons betw巴巴n content of

qu巴stlOnnaIr郎， although the lat巴nt m巴ans of th巴 Int巴met group w巴r巴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巴

paper group, thes巴 differenc的 had no substantial m巴anings. The group variable of surv巴y mode 巴xplain巴d

clos巴 to z巴ro vananc巴 in factors of the CES-D Scal巴 To examin巴 wheth巴r Int巴met qu巴stionnaire surv巴y can

be used to substitute for pap巴r survey in ord巴r to reduc巴 res巴紅ch and administration cost, we 巴ncourage more

comp訂isons b巴tween th巴 two survey modes.

KEY WORDS: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CES-D) scale, item response theory,
multidimensionallatent regression, rating scale model



以 IRT 分析 CES-D 的調查方式效果

附錄一

datafile CESD2007.dat;

format group 6 responses 7-26 !tasks(20);

model tasks+step;

score (0 ,1,2,3) (0 ,1,2,3) () () ()! tasks (3 ,6,9,10,14,17 ,18);

score (0,1,2,3) () (0,1,2,3) () () ! tasks (4,8,12,16);

score (0,1,2,3) () () (0 ,1,2,3) () ! tasks (1,2,5,7,11,13,20);

score (0,1,2,3) () () () (0,1,2,3) ! tasks (1 5,19);

export reg30efficient » CESd4.reg;

export covariance » CESd4.cov;

export parameters» CESd4.prm;

set update=y郎，wamings=no;

estimate!fit=凹，method=montecarlo，nodes=400，conv=.0 I;

reset:

datafile CESD2007.d前，

format group 6 responses 7-26 !tasks(20);

model tasks+step;

score (0,1,2,3) (0 ,1,2,3) () () ()! tasks (3 ,6,9,10,14,17,18);

score (0,1,2,3) () (0,1,2,3) () () ! tasks (4,8,12,16);

score (0,1,2,3) () () (0,1,2,3) () ! tasks (1,2,5,7,11 ,13 ,20);

score (0,1,2,3) () () () (0 ,1,2,3) ! tasks (1 5,19);

export parameters » CESd4.p口n;

import iniCreg30efficient « CESd4.reg;

、 import iniCcovariance « CESd4.cov;

import inicparameters « CESd4.p口n;

set update=yes ,wamings=no;

的timate !method=montecarlo,nodes= 1000,conv=.002;

show !tables=1 :2:3 :4:5 »CESd4.shw;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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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歸二

datafile CESD2007.dat;

fonnat group 6 responses 7-26 !tasks(20);

regressIOn group;

model tasks+step;

score (0 ,1,2,3) (0,1,2,3) () () ()! tasks (3 ,6,9,10,14,17,18);

score (0,1,2,3) ( ) (0,1,2,3) ( ) ( ) ! tasks (4,8,12,16);

score (0,1,2,3) () () (0,1,2,3) () ! tasks (1,2,5,7,11 ,13,20);

score (0 ,1,2,3) () () () (0 ,1,2,3) ! tasks (1 5,19);

import anchocparameters « CESd4.pnn;

import iniCcovariance « CESd4.cov;

estimate!method=montecar1o,nodes=1000,conv=.003;

show !tables=1 :2:3:4:5 »CESdreg4.shw;

qU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