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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橫斷式問卷調查法進行資料收集，茲就研究架構、研究對

象、研究工具、研究步驟及資料處理與分析等五節，分別說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中，將參考國內外文獻依研究者之需求修訂調查問卷，以

探討護生的不同人口學變項對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和憂鬱程度的關係，並

檢測社會支持和生活壓力是否為預測憂鬱程度的顯著變項。變項的關係如

下圖 3-1-1： 

 

 

 

 

 

 

 

 

 

 

 

 

  

 

圖 3-1-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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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口學變項 

1. 性別 

2. 學制 

3. 自我健康狀況 

4. 父母健康狀況 

5. 居住狀況 

6. 父母婚姻狀況 

7. 家庭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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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母群體 

本研究群體為九十四學年北部地區（含基隆市、台北市、台北縣、桃

園縣、新竹市、新竹縣）的普通大學護理系三、四年級、與技職體系護理

系三、四年級。依據教育部之統計資料，符合上述調查研究對象條件的護

理學校共有 7所（包括台灣大學、陽明大學、輔仁大學、台北醫學院、長

庚大學、台北護理學院、元培技術學院）；如表 3-2-1。本研究母群體中，

以每班 50人為單位，估計母群體約 1400人（28班，每班 50人估算）。 

 

二、 研究樣本 

（一）決定樣本數 

參考抽樣曲線標準（Krejcie＆Morgan,1970）按抽樣曲線，當母群體為

1400人時，其樣本數為 302人及足夠，但因考慮到學生填寫資料不完全等

因素，故預計抽取 400人。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用分層集束抽樣的方式選取樣本，先以學制區分年級，在以

年級區分班級數，抽中學校以班為最小的單位進行施測。依照分層集束抽

樣普通大學與技職體系護理系比約 3：2，普通大學護理系三、四年級應共

抽 5班，故製作各代表此五所普通大學共八個班級之八張籤，再以隨機抽

樣的方式抽出三年級 3班與四年級 2班作為研究樣本。技職體系護理系三 

、四年級共二所學校，故製作代表此二所學校六個班之六張籤，同樣以隨

機的方式，分別抽出三年級 2班與四年級 1班（如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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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北部地區護理學校班級數 

學制 年級 班級數 學校名稱及班級數 

三年級 8 
台大（1）、陽明（1）、輔仁（2）、 

北醫（2）、長庚大（2） 
普通大學護理系 

四年級 8 
台大（1）、陽明（1）、輔仁（2）、 

北醫（2）、長庚大（2） 

小計                          16 

學制 年級 班級數 學校名稱及班級數 

三年級 6 台北護理學院（4）、元培技術學院（2）
技職體系護理系 

四年級 6 台北護理學院（4）、元培技術學院（2）

小計                          12 

合計                          28 

 

表 3-2-2抽取研究樣本數 

學制 年級 班級數 樣本班級數 

三年級 8 3 
普通大學護理系

四年級 8 2 

三年級 6 2 
技職體系護理系

四年級 6 1 

合計                2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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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為結構式問卷，以下為研究工具編

製內容： 

一、 研究工具之初步擬定 

量表包含（一）社會人口學變項（二）生活壓力量表（三）社會支持

量表（四）Beck憂鬱量表 

（一）社會人口學變項 

根據研究目的、架構與文獻探討，擬定之社會人口學變項包括下列數

項： 

1.性別：分成男性、女性。 

2.學制：分成普通大學護理系、技職體系四技護理系學生。 

3.自我健康狀況：分成良好、好、普通、差、很差。 

4.父母健康狀況：分成良好、好、普通、差、很差。   

5.居住狀況：與父母同住、只與父或母同住、與親戚同住、單獨租屋、住

宿舍、其他。  

6.父母婚姻狀況：（1）父母共同生活（2）父母分居或離婚（3）父母有一

方去世（4）其他。資料歸類時，將父母親共同生活歸為「父母婚姻完

整」；父母分居或離婚、父母有一方去世、其他歸為「父母婚姻不完整」。 

7.家庭社經地位：包含家長的教育程度和職業類別，並參照 Hollingshead

的兩因素社會地位指數方法，將教育指數乘以 4，加上職業指數乘以 7，

而得社經地位指數，共區分為Ⅰ～Ⅴ等級。社經地位指數愈高，表示社

經地位愈高（見表 3-3-1）。所得之社經地位指數以父母親中較高者為代

表，兩指數的分類等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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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育程度分級： 

      第Ⅰ級：研究所畢業，獲得碩士、博士學位者。 

      第Ⅱ級：大學、專科畢業。 

      第Ⅲ級：高中、初（國）中、高職、大專肄業。 

      第Ⅳ級：小學畢業或識字者。 

      第Ⅴ級：不識字者。 

（2）職業等級 

     依據職業所具有的專業性質、技術性質、就業準備、報酬及地位等

標準，區分為五級。 

     第Ⅰ級：高級專業人員、高級行政人員。 

     第Ⅱ級：專業人員、中級行政人員。 

     第Ⅲ級：半專業人員、一般性公務人員。 

     第Ⅳ級：技術性工人。 

     第Ⅴ級：半技術、非技術性工人及無業。 

 

表 3-3-1家庭社經地位等級表 
 

教育等級 教育指數 加權 職業指數 加權 社經地位指數 社經地位 等級

Ⅰ 5 4 Ⅰ 7 52~55 
Ⅱ 4 4 Ⅱ 7 41~51 

Ⅰ 
Ⅱ 

高 

Ⅲ 3 4 Ⅲ 7 30~40 Ⅲ 中 
Ⅳ 2 4 Ⅳ 7 19~29 Ⅳ 
Ⅴ 1 4 Ⅴ 7 11~18 Ⅴ 

低 

 
 

註：社經地位指標 SES=（教育程度×4）＋（職業等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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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壓力量表 

本量表由研究者自編，內容將參考 Gadzelle（1994）編制的學生生活 

壓力量表（student-life stress inventory）、陳婷婷（1995）編製的醫學院學

生生活壓力量表、許淑蓮等（1997）護生實習壓力量表、何雪珍（1998）

編製護生一般生活壓力量表，並針對研究對象的特性需求，作適度的修

改；採用 Likert五點量表計分，分為「沒有困擾」--1分、「很少困擾」--2

分、「有些困擾」--3分、「很困擾」--4分、「非常困擾」--5分。  

（三）社會支持量表 

本量表將參考 Sarson,Levine＆Basham（1983）、邱瓊慧（1988）何雪

珍（1997）、李欣瑩（2001）、李金治（2003）所編的社會支持量表而修訂，

自編「社會支持量表」其予以分成兩個部分：（1）社會支持類型：包括情

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等（2）社會支持來源包括：家人、

同學或朋友、師長，預計採 Likert四點量表計分，表示其所獲得支持的量 

；「從未如此」--1分、「有時如此」--2分、「經常如此」--3分、「總是如此 

」--4分。 

（四）憂鬱量表 

引用貝克憂鬱量表第二版（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Ⅱ；BDI-Ⅱ）

作為本研究了解研究對象憂鬱程度之指標。該量表於 1961 年發展，並於

1979 年訂為貝克憂鬱量表第一 A版（BDI-IA），因該量表已使用三十多年，

配合臨床觀察結果與相關研究成果，於 1996 年再將 BDI-IA修訂為 BDI-Ⅱ 

，其主要目的是使貝克憂鬱量表之內容更吻合美國精神醫療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出版的精神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Ⅳ）

中所列舉診斷憂鬱疾病的各項準則。而 BDI-Ⅱ，共包含 21題其中有 12題

是屬於身體-情感向度，有 9題是屬認知向度。該量表是讓研究對象自我評

估最近兩週來的情況，以四點計分，依照症狀的嚴重度分為 0到 3級，總

分從 0到 63分，並將量表得分分成四個等級，總分 0-13分者為「正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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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14-19分者屬於「輕度憂鬱」、20-28分者為「中度憂鬱」、29-63分者

為「重度憂鬱」。而 BDI-Ⅱ在精神病人為對象之研究發現，其平均內部一

致性 α係數十分接近.90，其研究工具也曾用於 500名門診病人樣本所得 α

係數.92，及 120 名大學生樣本所得到的 α 係數.93，可見其研究工具有很

高的內部一致性。（陳心怡，2000） 

二、 內容效度的處理 

問卷初稿確定後函請教育、心理、衛生各界學者共十一位（附錄一），

就問卷內評估其適切性，和進行量表內容效度之測量，提供修改意見，並

於民國九十四年三月底發函，約經三週時間回收，綜合各專家意見與指導

教授討論，修改問卷的內容及用詞後，完成預試問卷。 

三、 預試與信度處理 

預試問卷（附錄二）共有 81題，內容包括五個部分：（一）生活壓力

量表：共有 45 題，包括課業壓力、實習壓力、人際壓力、感情壓力、家

庭壓力、環境壓力、經濟壓力、前途壓力等（二）社會支持量表：共有 15

題，包括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等（三）憂鬱量表：共有

21題，包含身體-情感、認知等（四）社會人口學變項：包含性別、學制、

自我身體狀況、父親身體狀況、母親身體狀況、居住狀況、父母婚姻狀況、

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父親職業、母親職業等。 

為了瞭解研究對象填答問卷反應以及問卷的適用性及估計施測所需

的時間和調查進行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故於民國九十四年十一月底，選取

同樣具有護理背景護理系非本樣本學生共計 60 名，以進行問卷預試，了

解學生答題狀況。預試問卷內部一致性分析：求出 Cronbachα係數。生活

壓力量表，其內容一致性 α為.94，社會支持量表，其量表一致性 α為.95。

（表 3-3-2、表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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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正式問卷 

依據受試者對問卷所提的建議及統計結果與指導教授討論後修訂量

表部分修辭，而得正式問卷。修訂完問卷維持原題數（附錄三），共包含

五部分，其生活壓力量表，量表內部一致性 α為.92；社會支持量表，其量

表內部一致性 α為.94；憂鬱量表，其量表內部一致性 α.為 92（表 3-3-2、

表 3-3-3、表 3-3-4）。 

 

表 3-3-2生活壓力預試與正式量表分數 

量表名稱 Cronbach α 
預試             正式 

課業壓力    .81           .71 
實習壓力    .91     .90 
人際壓力    .84    .79 
感情壓力    .84     .71 
家庭壓力    .88     .82 
環境壓力    .79     .72 
經濟壓力    .84     .83 
前途壓力     .87     .87 
生活壓力總分 .94 .92 

表 3-3-3社會支持預試與正式量表分數 

項目 
Cronbach α 

預試       正式 
情緒性支持 .91 .91 
訊息性支持 .89 .88 
工具性支持 .75 .73 
社會性支持總分 .95     .94 

表 3-3-4憂鬱正式量表分數 

項目 Cronbach α 
憂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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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一、 研究流程 

步驟一，以分層集束抽樣的方式選取樣本，先以學制區分年級，在以

年級區分班級數，抽中學校以班為最小的單位進行施測。步驟二，根據文

獻探討結果，參考國內外相關文獻擬定「生活壓力量表」」、「社會支持量

表」，而憂鬱量表則採用 1996 年發展的「貝克憂鬱量表第二版」。步驟三，

針對研發出之量表進行專家內容效度檢定。步驟四，進行問卷的預試與修

改。步驟五， 針對北部地區普通大學護理系、技職體系護理系三、四年

級學生進行施測。步驟六，相關資料的編碼與建檔。最後，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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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步驟流程圖 

                   

                  

 

                     

圖 3-4-1研究流程圖 

 

資料收集與文獻探討 

擬定計畫並決定研究對象 

設計研究所需工具（問卷） 

專家問卷內容效度檢驗 

問卷預試及修改 

完成正式問卷 

問卷施測 

資料整理與分析 

            結果與討論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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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收集 

  （一）行政聯繫 

本研究徵求各校系辦的同意與協助，以研究生進行研究論文之名義發

文至各校以茲同意，並填寫各項申請的單據與附上研究計畫書一份，在安

排適當時間前往各校進行施測。 

（二）問卷施測 

本問卷施測為提高施測的一致性，研究者親自至各抽樣班及施測，採

集合方式，先說明研究之目的後徵求抽樣對象之同意，並於問卷填答完畢

後，致贈一份小禮物以示感謝之意。 

  （三）問卷回收及整理 

本研究共抽取 5所學校，包括台北醫學院、長庚醫學院、輔仁大學、

元培技術學院、台北護理學院等，共發出 400份問卷，回收 375份問卷，

回抽率 93.8％，扣除廢卷 6份包含；部分頁數填寫不完全，實得有效問卷

367份，問卷之有效作答率為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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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和分析 

將所回收的有效問卷以編碼、譯碼、數入電腦，然後以 spss12.0視窗

版統計套裝軟體，依研究目的及變相進行統計分析。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統計方法如表 3-5-1： 

表 3-5-1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統計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統計方法 

 
瞭解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生活

壓力、社會支持與憂鬱程度的分

佈情形。 

 
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生活壓

力、社會支持與憂鬱程度的分

佈情形如何？ 
 

 

百分率、平均數、 

標準差、最大值 

及最小值 

 
探討研究對象人口學變項與生活

壓力、社會支持、憂鬱程度之關

係。 
 

 
研究對象生活壓力、社會支

持、憂鬱程度是否會受到各社

會人口學變項的不同水準而有

差異？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薛費氏事後考驗 

 
探討研究對象社會支持、生活壓

力與憂鬱程度之間的關係。 
 

 

研究對象不同程度社會支持與生

活壓力是否有顯著差異？ 

 

皮爾森積差相關 

 
探討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

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對憂鬱程度 
之預測力。 
 

 
研究對象的社會人口學變項、

生活壓力、社會支持是否能有

效的預測其憂鬱程度？ 

 

複迴歸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