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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共分為五節，包括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步驟

和資料處理與分析，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研擬而成，如圖 3-1-1 所示：

控制變項

社會人口學變項

（含就讀學校、學制、性別、年級、家庭社經地位）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吸菸行為

人格特質

（含外向性、神經質、精神病質、社會期許）

生活壓力

（含校園生活壓力、人際互動壓力、兩性情感壓

力、學習壓力、家庭及家人相處壓力、自我期許
壓力、生長發育壓力、經濟壓力）

憂鬱程度

（含情緒憂鬱、生理憂鬱、行為憂鬱、認知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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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母群

本研究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台北市各高級中等學校在學的日間部

之一至三年級的高中職學生為母群體。依據教育部之統計資料，九十六學年

度台北市高中有 50所，學生 78871 人，高職有 17 所，學生 46626 人，總計

學生數共 125497 人。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分層集束隨機抽樣方式抽樣，依據研究統計估算，樣本數為

1082 人。首先，於台北市所有高中職學校，抽取高中六所、高職三所，以

班級為抽樣單位，每所學校再由各年級中抽一班，而被抽中的班級，其全班

的同學都為樣本進行施測，共計二十七個班級（見表 3-2-1）。

表 3-2-1 學校與班級人數一覽表

校名 七年級施測人數 八年級施測人數 九年級施測人數

市立成淵高中 40 38 43

市立百齡高中 38 45 28

私立景文高中 43 42 39

私立大誠中學 37 42 50

國立師大附中 45 44 46

市立萬芳高中 35 44 69

市立南港高工 42 38 29

市立士林高商 38 36 39

私立東方工商 45 30 39

總計 363 359 382

註：N=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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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re survery），研究工具為結構式

問卷，茲將研究工具編製的過程與內容敘述如下：

一、調查問卷之初步擬訂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包括五部份：個人背景資料、人格特質量表、生活壓

力量表、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吸菸行為。各部份內容分別說明之：

（一）個人背景資料

此部分包括就讀學校、學制、性別、年級、家庭社經地位五項。

1.就讀學校：填寫就讀學校名稱。

2.學制：高中/高職。

3.性別：男/女。

4.年級：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5.家庭社經地位：以家長（父或母）的教育程度和職業類別，參照

Hollingshead（1957）的兩因素社會地位指數方法，分別計算得到的家庭

社經地位指數，取其中較高的指數為家庭社經地位指數。若研究對象為單

親家庭，其家庭社經地位指數則採用同住父或母的計算得到指數。若父或

母亡故者，教育程度採亡故前教育程度計算，而職業水準則列最低等級來

計算家庭社經地位指數。計算得到的家庭社經地位指數，再依據林生傳

（2000），將 11~29 分者定義為低家庭社經地位指數、30~40 分者定義為

中家庭社經地位指數、41~55 分者定義為高家庭社經地位指數（見表

3-3-1），以下為教育程度與職業分級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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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國）中、高中、高職、大專肄業。

第Ⅳ級：小學畢業或識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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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Ⅴ級：不識字者。

（2）職業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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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3 4 Ⅲ 7 30~40 Ⅲ 中

Ⅳ 2 4 Ⅳ 7 19~29

Ⅴ 1 4 Ⅴ 7 11~18

Ⅳ

Ⅴ

註：家庭社經地位指標 SES=（教育程度×4）＋（職業等級×7）

（二）人格特質量表

本研究採用由廖靜芳（2001）翻譯之簡短版的艾森克人格量表(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 Short Scale，EPQ-RS)測量，此問卷

共包含 48 個題目，分成 4個分量表：外向性(E)、神經質(N)、精神病質(P)，

以及社會期許(L)，每個分量表各 12 題，屬「外向性」的題目為第 3、7、

11、15、19、23、27、32、、36、41、44、48 題；屬「神經質」的題目為

第 1、5、9、13、17、21、25、30、34、38、42、46 題；屬「精神病質」的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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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為第 2、6、10、14、18、22、26、28、31、35、39、43 題；屬「社會

期許」的題目為第 4、8、12、16、20、24、29、33、37、40、45、47 題。

量表採用是非題的形式，即要求研究對象在「是」、「否」之間做出選擇，回

答「是」記 1分，「否」則記 0分；記分方式為各分量表之各題得分相加，

分數愈高者，分別代表愈具有外向性、神經質、精神病質、社會期許的人格

特質。Francis, Lewis, and Ziebertz（2006）的研究發現，使用艾森克簡

短版人格量表，以德國的大學生為研究樣本，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分別如

下：外向性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85，神經質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81，

精神病質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41，社會期許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63。

而廖靜芳（2001）翻譯該量表 EPQ-RS，外向性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79，

神經質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82，精神病質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32，社

會期許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30。

（三）生活壓力量表

本研究綜合文獻後，採用自行編製而成的「生活壓力量表」，本量表將

高中職學生的生活壓力統整分為八類，分別是學校、學校方面、學校生活、

學校事件、學校生活壓力，稱為校園生活壓力（1-13 題）；人際關係、同儕

情感依賴壓力、同儕、人際相處壓力、溝通及情感依賴壓力、同儕人際關係、

人際交友方面，稱為人際互動壓力（14-21 題）；兩性關係、異性交往事件、

青春期情感壓力、異性關係發展、異性交往方面，稱為兩性情感壓力（22-34

題）；課業、學校教育壓力、學業、學習因素、學業壓力、升學的壓力、學

校教育文化期望壓力，稱為學習壓力（35-49 題）；家庭、家庭方面、家庭

事件、家庭管教壓力、家庭生活壓力、家庭溝通，稱為家庭及家人相處壓力

（50-65 題）；生涯發展、職業前途、未來生涯、自我方面、自我相關部分、

自我期望壓力、自我覺知、自我認同與期許，稱為自我期許壓力（66-81 題）；

青春期壓力、個人生理狀態、生理發育壓力，稱為生長發育壓力（82-89 題）；

經濟稱為經濟壓力（90-95 題）。採用李克特（Likert）四分量表計分方式，

依照「從未困擾」、「偶爾困擾」、「經常困擾」、「總是困擾」之順序，分別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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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1分、2分、3分及 4分。根據研究對象所累積之平均數，判定其生活壓

力之程度，研究對象分數愈高，表示其所感受之生活壓力愈大；反之，分數

愈低，表示其所感受之生活壓力愈小。

（四）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

本研究係採用董氏基金會提供之「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為研究

工具進行測量。此量表將其區分為情緒憂鬱、生理憂鬱、行為憂鬱、認知憂

鬱四個類別。由於黃君瑜及許文耀所編製的 31 題青少年憂鬱情緒量表中的

題目大都集中在情緒憂鬱及認知憂鬱，為了更清楚了解青少年的生理憂鬱及

行為憂鬱，以便擬訂更具體的憂鬱症預防策略，因此，將題目簡化為 20 題，

四個類別的題目平均分佈，每個類別各 5題的簡式量表，以更利於憂鬱症篩

檢之用。

本量表將高於常模平均數一個標準差的分數（12 分）作為嚴重憂鬱的

指標分數，也就是憂鬱症高危險群的臨界分數。研究對象得分若等於或大於

12 分，就表示屬於有可能得憂鬱症的「高危險群」；研究對象得分高於常模

平均數（6分）但低於一個標準差，也就是得分在 6至 11 分之間，是屬於

需要關心的「需關懷群」；低於常模平均數，也就是得分在 5分及 5分以下

屬於「自我紓解群」。

信度方面，本量表分別在台灣的北、中、南、東區各取兩所高中及兩所

國中的一至三年級施測。每個年級分別施測 100 名，其中男女生各半。研究

對象總共 4944 人，其中男生 2266 人、女生 2683 人。全體受試之 Cronbach

α為.87，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效度方面，將本量表區分為情緒憂鬱、生理憂鬱、行為憂鬱、認知憂鬱

四個類別時，與貝克憂鬱量表及原 31 題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的相關

值皆在.55 至.82 之間，且顯著程度皆小於.001。由上述結果可以推論，本

量表有相當好的同時性效標關聯效度，並且，本量表雖只有 20 題，但足已

充分反應原 31 題的青少年憂鬱情緒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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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吸菸行為

本研究將吸菸行為分吸菸者與非吸菸者，吸菸者包括每天吸菸與偶爾

吸菸者；非吸菸者為完全不吸菸，包括已戒菸與從未吸菸者。

二、問卷效度考驗

問卷初稿完成後，為提高問卷內容之正確性、適用性和內容涵蓋層面，

邀請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心理、生死教育與輔導、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專

家等 10 人（見附錄一），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初發函，約經兩週時間回收，

針對自編的生活壓力量表進行內容效度考驗（見附錄三），並請專家提供意

見，再依據專家提供之意見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改問卷的內容及措詞後，完

成預試問卷（見附錄四）。

三、問卷之預試與信度處理

本研究之「生活壓力量表」經综合文獻後，自行編製，故此進行預試。

為了瞭解研究對象填答問卷反應、問卷的適用性、估計施測所需的時間，以

及調查進行中可能發生的問題，在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初，選取一所高中（大

理高中）及一所高職（大安高工），共計 114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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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活壓力量表求出 Cronbach α

為.949（見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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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生活

壓力量表部分修辭，以及刪除第 21、26、38、50、67、81、82题，修訂完

問卷後，生活壓力量表由原先的 82 題，更改為 75 題，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

月中針對六所高中、三所高職進行正式施測。因此，統整正式問卷共包含五

部份（見附錄五），第一部分為吸菸行為；第二部分採用由廖靜芳（2001）

翻譯之簡短版的艾森克人格量表，外向性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839、神經

質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823、精神病質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284、社會

期許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636；第三部分為自編生活壓力量表，量表內部

一致性為.942；第四部份採用董氏基金會提供之青少年憂鬱情緒量表，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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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一致性α為.907（見表 3-3-3、表 3-3-2、表 3-3-4）。

表 3-3-2 生活壓力預試與正式量表分數

Cronbach α量表名稱

預試 正式

校園生活壓力

人際互動壓力

兩性情感壓力

學習壓力

家庭及家人相處壓力

自我期許壓力

生長發育壓力

經濟壓力

生活壓力總分

.794

.663

.773

.853

.879

.896

.636

.821

.949

.733

.684

.754

.819

.845

.872

.650

.769

.942

表 3-3-3 人格特質正式量表分數

量表名稱 Cronbach α

正式

外向性

神經質

精神病質

社會期許

.839

.823

.284

.636

表 3-3-4 憂鬱程度正式量表分數

量表名稱 Cronbach α

正式

情緒憂鬱

生理憂鬱

行為憂鬱

認知憂鬱

憂鬱程度總分

.805

.758

.738

.789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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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一、研究流程

首先，以分層集束隨機抽樣的方式，確定研究對象。其次，經由研究者

同意（見附錄二）後使用廖靜芳（2001）翻譯之簡短版的艾森克人格量表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 Short Scale，EPQ-RS)；

董氏基金會提供的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以及自行編製的生活壓力量

表。在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初進行問卷效度考驗，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初進行

問卷預試與信度處理，並完成「台北市高中職學生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

鬱程度與吸菸行為的相關研究」調查問卷，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中針對六所

高中、三所高職進行正式施測，爾後將資料予以編碼和建檔。最後，進行統

計分析探討研究結果，以及研究問題之檢討與改善（見圖 3-4-1）。

資料收集與文獻探討

向研究者申請 EPQ-RS、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之同意書

「台北市高中職學生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與吸菸行為

的相關研究」之問卷調查進行預試與正式施測

完成論文

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調查問卷資料編碼與建檔

分層集束隨機抽樣的方式，確定研究對象

自行編製生活壓力量表後，進行問卷效度考驗，並完成「台北市高中職學生人格

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與吸菸行為的相關研究」之調查問卷

圖 3-4-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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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收集

問卷的施測分為三階段，說明如下：

（一）行政聯繫

抽樣確定選取的樣本學校，研究生先以電話與受測學校的教務處、健

康與護理老師、教官室、體育室連繫，徵得學校同意，並視學校是否須函送

公文，請予以協助問卷調查事宜，以及約定到校進行施測的日期及時間。

（二）問卷施測

正式問卷施測時間為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一

日。施測方式各校均統一，研究者皆備有書面說明施測時需注意的事項，研

究者親自至教室施測，講解問卷及應注意事項，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

測，施測時間為 30分鐘，鼓勵同學認真作答。

（三）問卷回收及整理

本研究共抽取六所高中，分別為市立成淵高中、市立百齡高中、私立

景文高中、私立大誠中學、國立師大附中、市立萬芳高中；三所高職，分別

為市立南港高工、市立士林高商、私立東方工商，回收問卷共 1104 份，扣

除漏達太多、明顯亂答、部份頁數填寫不全的問卷 42 份，因此，有效問卷

為 1082 份，有效回收率達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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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有關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假設及統計方法，整理於表

3-5-1。資料處理及分析方面，在問卷施測後所蒐集的資料，依序以問卷編

流水號、譯碼、輸入電腦，並使用 SPSS 13.0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依據

研究目的、問題及假設、統計方法予整理於表 3-5-1 外，並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探討有關自變項、依變項的分佈情形。社會人口學變項為類別變項，以

次數分配與百分率描述之；而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為等距變項，

則以平均數、標準差、百分率、眾數、中數來敘述其分佈情形。

二、推論性統計

本研究的推論性統計包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簡單羅

吉斯迴歸（Simple Logistic Regression）、以及多元羅吉斯迴歸分析

(Mu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分別敘述如下：

（一）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考驗研究對象之人格特質、生

活壓力、憂鬱程度與社會人口學變項在不同水準時，是否有顯著差

異；當變異數達到顯著差異時，再進行事後比較（Post Hoc）。組間

變異數同質時，採用薛費氏事後檢定（Scheffes’Posteriori

Comparisson Method）；若組間變異數不同質時，採用 Dunnett’s T3

檢定。另外，以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考驗研究對象的吸菸

行為與社會人口學變項在不同水準時，是否有顯著差異。

（二）以簡單羅吉斯迴歸分析探討研究對象的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

度與吸菸行為在不同水準時，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以多元羅吉斯迴歸分析探討社會人口學變項加以控制之後，研究對象

的人格特質、生活壓力、憂鬱程度對吸菸行為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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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假設及統計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研究假設 統計方法

瞭解研究對象的

「人格特質」、

「生活壓力」、

「憂鬱程度」、

「吸菸行為」之

現況。

1-1 研究對象「人格

特質」、「生活壓

力」、「憂鬱程度」、

「吸菸行為」的現

況為何？

＊次數分配

＊百分率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中數

探討社會人口學

變項與人格特

質、生活壓力、

憂鬱程度、吸菸

行為的關係。

2-1 社會人口學變

項與人格特質是否

有關係？

2-2 社會人口學變

項與生活壓力是否

有關係？

2-3 社會人口學變

項與憂鬱程度是否

有關係？

2-4 社會人口學變

項與吸菸行為是否

有關係？

一、研究對象的人格特

質會因其社會人口學變

項之不同水準而有顯著

差異。

二、研究對象的生活壓

力會因其社會人口學變

項之不同水準而有顯著

差異。

三、研究對象的憂鬱程

度會因其社會人口學變

項之不同水準而有顯著

差異。

四、研究對象的吸菸行

為會因其社會人口學變

項之不同水準而有顯著

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

-薛費氏事後檢定

- Dunnett’s T3

＊卡方檢定

探討研究對象人

格特質、生活壓

力、憂鬱程度與

吸菸行為的關

係。

3-1 研究對象人格

特質與吸菸行為是

否有關係？

3-2 研究對象生活

壓力與吸菸行為是

否有關係？

3-3 研究對象憂鬱

程度與吸菸行為是

否有關係？

五、研究對象的人格特

質與吸菸行為，有顯著

關係。

六、研究對象的生活壓

力與吸菸行為，有顯著

關係。

七、研究對象的憂鬱程

度與吸菸行為，有顯著

關係。

簡單羅吉斯迴歸分

析(Simple

Logistic

Regression)

探討社會人口學

變項加以控制之

後，研究對象之

人格特質、生活

壓力、憂鬱程度

何者最能預測其

吸菸行為。

4-1 社會人口學變

項加以控制之後，

研究對象的人格特

質、生活壓力、憂

鬱程度是否能有效

預測吸菸行為？

八、社會人口學變項加

以控制之後，研究對象

的人格特質、生活壓

力、憂鬱程度能有效預

測吸菸行為。

多元羅吉斯迴歸分

析(Mu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