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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了解大學生靈性安適、社會興趣與幸福感的關係，先藉由文獻探討

靈性安適、社會興趣與幸福感的相關理論與研究，形成研究的理論基礎，然後確

定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依序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研究進行程序及資料處理與分析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動機、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架構如圖3-1-1，說明如下： 

一、依據靈性安適相關的文獻及研究者的研究興趣，選擇了人口學變項中的性

別、年級、自覺健康狀況、家庭社經地位及宗教信仰等變項，探討這些不同

的人口學變項之大學生在靈性安適量表總分及各分量表上之得分有顯著差

異。 

二、依據社會興趣相關的文獻及研究者的研究興趣，選擇了人口學變項中的性

別、年級、自覺家庭氣氛及出生序等變項，探討這些不同的人口學變項之大

學生在社會興趣量表上之得分有顯著差異。 

三、依據幸福感相關的文獻及研究者的研究興趣，選擇了性別、年級、自覺健康

狀況、主要參與社團性質、主要從事休閒活動性質、自覺家庭氣氛及家庭社

經地位等變項，探討這些不同的人口學變項之大學生在社會興趣量表上之得

分有顯著差異。 

四、靈性安適各分量表得分可以有效預測社會興趣量表得分及幸福感各分量表

得分；靈性安適各分量表得分及社會興趣量表得分可同時有效預測幸福感

各分量表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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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研究架構圖 

社會興趣 

靈性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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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台灣北部（台北縣市、宜蘭縣、桃園縣及新竹市）之大專院校

大一至大四之學生，包括預試及正式兩個階段，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預試研究對象 

    正式施測之前，為量表編製需要及了解編製量表之適切性，研究者抽取台北

縣市大專院校大一到大四學生共220人填寫預試量表，共得到204份有效量表，

接著做資料分析及題目之刪減，並以此發展正式量表。 

二、正式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正式研究對象為台灣北部（台北縣市、宜蘭縣、桃園縣及新竹市）

之大專院校大一至大四之學生，共發出700份量表，回收問份數為620份，剔除

廢卷，共得617份有效量表，有效量表回收率為88.14﹪。正式研究對象之基本

資料如表3-2-1。 

表 3-2-1 正式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分析表 

變項 組別 樣本數 樣本百分比 

年齡 17 1 .2 
 18 79 12.8 
 19 153 24.8 
 20 126 20.4 
 21 99 16.0 
 22 92 14.9 
 23 45 7.3 
 24 10 1.6 
 25 6 1.0 
 26 4 .6 
 28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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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正式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分析表（續） 
變項 組別 樣本數 樣本百分比 

性別 男 255 41.3 
 女 362 58.7 
年級 一 211 34.2 
 二 147 23.8 
 三 129 20.9 
 四 130 21.1 
宗教信仰 基督教 38 6.2 
 天主教 14 2.3 
 道教 81 13.1 
 佛教 106 17.2 
 民間信仰 127 20.6 
 無 251 40.7 
自覺健康狀況 很差 6 1.0 
 差 81 13.1 
 普通 302 48.9 
 好 177 28.7 
 很好 51 8.3 
主要參與社團性質 未參加 279 45.2 
 學藝性 93 15.1 
 服務性 106 17.2 
 體育性 70 11.3 
 聯誼性 21 3.4 
 宗教性 8 1.3 
 綜合性 13 2.1 
 康樂性 27 4.4 
主要休閒活動性質 運動冒險 125 20.3 
 知識藝術 120 19.4 
 社交服務 50 8.1 
 娛樂遊憩 290 47.0 
 居家閒意 32 5.2 
出生序 長子女 292 47.3 
 中間子女 129 20.9 
 么子女 165 26.7 
 獨生子女 3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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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正式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分析表（續） 
變項 組別 樣本數 樣本百分比 

自覺家庭氣氛 非常不融洽 8 1.3 
 不融洽 54 8.8 
 融洽 419 67.9 
 非常融洽 136 22.0 
家庭社經地位 等級一 69 11.2 
 等級二 168 27.2 
 等級三 248 40.2 
 等級四 119 19.3 
 等級五 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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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依據研究目的及架構，本研究使用之研究工具包括以下四個部分：靈性安適

量表、社會興趣量表、幸福感量表及基本資料表。茲將各項研究工具內容說明如

下： 

一、靈性安適量表 

本量表之目的在評量大學生靈性安適的狀態，主要改編自蕭雅竹（民92）

編製的「靈性健康量表」，並參考靈性安適相關文獻，修訂成本研究中的靈性安

適量表。 

（一）原量表簡介 

「靈性健康量表」乃蕭雅竹（民92）參考Paloutizan 及 Ellison（1982）

編訂的靈性安適量表、Howden（1992）編訂的靈性評估量表、Vella-Brodrick 

和Allen（1995）編製的精神、身體與靈性三合一安適量表中的靈性安適部分、

Hungelmann等（1996）編訂的JAREL靈性安適量表、Hatch等（1998）編訂的

靈性信念量表，加上訪談學生所得資料及徵詢專家意見後所編訂而成的。 

原量表共有47題，含有五個分量表，分別為「與人締結」、「宗教寄託」、

「明己心性」、「活出意義」及「超越逆境」。全量表的Cronbach α值為.9373，

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介於.7757~.9127之間，全量表在三週後的再測信度

為.766（p＜.00），各分量表的再測信度則介於.576~.804之間；效標關聯效

度為.653（p＜.01）（蕭雅竹，民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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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靈性安適量表修訂過程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對靈性安適的定義，除修改蕭雅竹（民92）編製的「靈

性健康量表」部分項目，同時參考文獻增加量表題目並進行預試。接著對資料

做項目分析、Cronbach α值分析及因素分析，編製過程說明如下： 

研究者修改量表語句及題目後，商請兩位大學生就量表題目之陳述及理解

提供意見，修改後送請指導教授審核，形成預試量表（見附錄一），共41題，

接著抽取台北縣市大專院校大一到大四學生共220人填寫預試量表，共得到

204份有效量表。 

採因素分析確定因素結構，並刪除會影響量表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的題

目。量表回收後，採用主軸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斜交轉軸（Direct 

Oblimin）分析量表題項，選取四個因素（因素分析結果見附錄四），因素負荷

量未達.40者先加以刪除。在此過程中，計有一題（第16題）因素負荷量小

於.40先被刪除。接著進行項目分析及信度分析。本研究採用極端組比較法（CR

值）及同質性檢驗法來進行項目分析，選取之題目需同時滿足兩項原則： CR

值大於3；項目與總分之相關大於.40。此外，刪除該題後的Cronbach α值若

提高或不變，則該題將予以刪除（項目分析結果見附錄五）。項目分析結果發

現，若刪除第18及41題，該分量表之Cronbach α會提高，故將之刪除。 

將四個因素分別命名為「追尋生命意義」、「樂於涵養心靈」、「面對挫

折無常」及「寄身宗教信仰」。「追尋生命意義」分量表修訂自蕭雅竹（民92）

的「靈性健康量表」中的「活出意義」分量表，含有看重並願意追尋個人生命

意義之意涵；「樂於涵養心靈」分量表意指個體願意不斷的自我成長，並且接

觸美的事物；「面對挫折無常」分量表則修訂自蕭雅竹（民92）的「靈性健

康量表」中的「超越逆境」分量表，用來了解個體面對生命中的無常所抱持的

態度；「寄身宗教信仰」分量表則修訂自蕭雅竹（民92）的「靈性健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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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宗教寄託」分量表，藉此了解個體對宗教或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及依賴。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從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值來看，其介於.838~.929之

間，各題項在其所屬的因素層面因素負荷量均達.40以上，具有良好之信、效

度。因此，本研究編製的「靈性安適量表」應可有效的測量大學生在靈性安適

四個層面上之狀態。 

（三）「靈性安適量表」正式量表 

本量表採用Likert七點量表形式作答，1為非常不符合，7為非常符合，

填答者根據自己實際的狀況，圈選出符合該狀況的數字即可。全量表共38題，

分為四個分量表。「追尋生命意義」分量表共14題，包括第1、2、3、4、5、

6、7、9、10、11、12、13、14、15題；「樂於涵養心靈」分量表共8題，包

括第8、16、33、34、35、36、37、38題；「面對挫折無常」分量表共10題，

包括第17、18、19、20、21、22、23、24、25、26題；「寄身宗教信仰」分

量表共6題，包括第27、28、29、30、31、32題。量表之計分從非常符合給

予7分，到非常不符合給予1分，將各分量表題目的分數累加起來，即為填答

者在各分量表上之得分。填答者在各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表示於該向度上之靈

性安適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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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興趣量表 

本量表之目的在評量大學生社會興趣發展狀態，主要改編自許維素（民81）

編製的「兒童社會興趣量表」，同時參考吳淑禎（民80）和林昀嫈（民92）分別

編製的「社會興趣量表」題目，編訂成本研究中的社會興趣量表。 

（一）原量表簡介 

許維素（民81）根據Crandall（1975）編訂的Social Interest Scale、

Greever，Tseng 和 Friendland（1973）編訂的Social Interest Index、Harry 

和 Gottesfeld（1991）編訂的Group Psychotherapy Social Interest Scale，

及黃堅厚（民74）所修訂的「社會興趣量表」，進而編訂「兒童社會興趣量表」。

原量表採Likert 四點量表形式,共有30題，其中有7題為反向計分題。填答

者在量表上得分越高，其社會興趣程度越高。「兒童社會興趣量表」的Cronbach 

α值為.90，間隔四週後的重測信度為.84（p＜.001）；效標關聯效度為.40（許

維素，民81）。 

（二）社會興趣量表修訂過程 

研究者除了修改許維素（民81）的「兒童社會興趣量表」部分語句，同

時分別參考吳淑禎（民80）和林昀嫈（民92）研究中的「社會興趣量表」題

目，進行預試，並對資料做項目分析及Cronbach α值分析，編製過程說明如

下： 

研究者修改量表語句後，商請兩位大學生就量表題目之陳述及理解提供意

見，修改後送請指導教授審核，形成預試量表（見附錄二），共40題，接著抽

取台北縣市大專院校大一到大四學生共220人填寫預試量表，共得到204份有

效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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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回收後，進行項目分析及信度分析。本研究採用極端組比較法（CR

值）及同質性檢驗法來進行項目分析，選取之題目需同時滿足兩項原則：CR

值大於3，項目與總分之相關大於.40。此外，刪除該題後的Cronbach α值若

提高或不變，則該題將予以刪除。依據項目分析結果（見附錄六），未達選題

標準者有第12、15、26、27題。接著，考量到題目數量及作答時間，加上第

5、30題之相關係數較低，且刪除後的Cronbach α值和整個量表的Cronbach 

α值沒有差異，故和指導教授討論後，將第5、30題題目予以排除。根據資料

分析結果，本研究編製的「社會興趣量表」應可有效的測量大學生的社會興趣

程度。 

（三）社會興趣量表正式量表 

本量表採用Likert七點量表形式作答，1為非常不符合，7為非常符合，

填答者根據自己實際的狀況，圈選出符合該狀況的數字即可。全量表共34題，

其中，第11及20題為反向題。正向題從非常符合給予7分，到非常不符合給

予1分，反向題則反之。將各題分數累加起來，即為填答者在此量表上之得分。

填答者在社會興趣量表上得分越高，表示其社會興趣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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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福感量表 

本量表之目的在評量大學生的幸福感，主要參考簡晉龍（民92）編製的幸

福感量表、廖梓辰（民91）的「個人生活感受測量」量表及陳鈺萍（民93）「教

師幸福感量表」，修訂成本研究中的幸福感量表。 

（一）幸福感量表修訂過程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對幸福感的定義，除修改簡晉龍（民92）編製的幸福

感量表、廖梓辰（民 91）的「個人生活感受測量」量表及陳鈺萍（民93）「教

師幸福感量表」的部分題目，同時參考文獻增加量表題目並進行預試。接著對

資料做項目分析、Cronbach α值分析及因素分析，編製過程說明如下： 

研究者修改量表語句及題目後，商請兩位大學生就量表題目之陳述及理解

提供意見，修改後送請指導教授審核，形成預試量表（見附錄三），共22題，

接著抽取台北縣市大專院校大一到大四學生共220人填寫預試量表，共得到

204份有效量表。 

採因素分析確定因素結構，並刪除會影響量表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的題

目。量表回收後，採用主軸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斜交轉軸（Direct 

Oblimin）分析量表題項，選取兩個因素（因素分析結果見附錄七），因素負荷

量未達.40者先加以刪除。接著進行項目分析及信度分析。本研究採用極端組

比較法（CR值）及同質性檢驗法來進行項目分析，選取之題目需同時滿足兩

項原則： CR值大於3；項目與總分之相關大於.40。此外，刪除該題後的

Cronbach α值若提高或不變，則該題將予以刪除（項目分析結果見附錄八）。

項目分析結果發現，若刪除第17及18題，該分量表之Cronbach α會提高，

故將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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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知足喜樂」及「憂煩無力」。「知足喜樂」分量

表主要在測量正向的認知與情緒，包括對生活的滿足感、快樂及充實感等；「憂

煩無力」分量表主要測量負向的認知與情緒，包括對認為生活是困難的、感到

疲勞及無趣等。根據資料分析結果，從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值來看，其介

於.836~.884之間，各題項在其所屬的因素層面因素負荷量均達.40以上，具

有良好之信、效度。因此，本研究編製的「幸福感量表」應可有效的測量大學

生在幸福感兩個層面上之狀態。 

（二）「幸福感量表」正式量表 

本量表採用Likert七點量表形式作答，1為非常不符合，7為非常符合，

填答者根據自己實際的狀況，圈選出符合該狀況的數字即可。全量表，共20

題，分為兩個分量表。「知足喜樂」分量表共10題，包括第1、2、3、6、10、

12、13、14、15、19題；「憂煩無力」分量表共10題，包括第4、5、7、8、9、

11、16、18、19、20題。量表之記分從非常符合給予7分，到非常不符合給

予1分，將各分量表題目的分數累加起來，即為填答者在各分量表上之得分。

填答者在各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表示於該向度上之程度越高。 

四、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包括實足年齡、宗教信仰類別、性別、自覺健康狀況、

自覺家庭氣氛、就讀年級、主要參與社團性質、主要休閒活動性質、家中排行、

家庭社經地位。 

    綜合各量表預試分析結果，加上個人的基本資料部份，編訂成為本研究之正

式量表（見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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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進行程序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靈性安適、社會興趣和幸福感的相關，有關本研究進行

程序茲說明如下： 

一、文獻探討 

    利用資料庫檢索，蒐集國內外靈性安適、社會興趣及幸福感相關文獻資料，

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並規劃研究內容及架構。 

二、篩選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主要變項包括靈性安適、社會興趣及幸福感。依據之前蒐集的文獻

及其所使用的相關量表，篩選出較適合本研究目的的研究工具。同時，依照量表

引用程序，和原量表作者聯繫，並取得量表修改同意書（附錄十、十一）。 

三、確定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目的，修訂各量表之題目及語句，進行預試，回收之量表資料運用 

SPSS 12.0英文版之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因素分析、項目分析及信度分析，確認量

表的信、效度，並形成正式量表。 

四、量表施測 

    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針對台灣北部（台北縣市、宜蘭縣、桃園縣及新竹市）

之大專院校大一至大四之學生，發放正式量表。對於外縣市的大學，商請該校學

生或老師協助發放量表，並書面說明作答方式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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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量表回收 

除研究者親自施測之量表，待協助施測者將完成之量表寄回後，彙整回收份

數為620份，剔除廢卷，共得617份有效量表。 

六、資料分析與撰寫研究報告 

    將回收之有效量表編碼並建檔，並進行資料核對與校正，確認資料無誤後進

行統計分析。根據資料分析結果及相關文獻，進行研究書面資料之撰寫。 



 

 49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問卷回收並進行檢查後，依照研究問題與假設，採用適合的統計方法加以分

析利用SPSS 12.0進行資料分析： 

一、量表部份 

（一）因素分析 

      將預試量表之結果進行因素分析，利用主軸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抽取因素，以斜交轉軸（Direct Oblimin）法進行轉軸，並對抽

取出之因素加以命名。 

（二）項目分析 

      根據因素分析結果，運用CR值及積差相關值加以考驗題目和量表的相

關，作為選題之依據。 

（三）內部一致性分析 

以Cronbach α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信度，作為題目篩選的依據。 

二、研究樣本部份 

（一）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來呈現研究對象之人口學特性及各

量表上之得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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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立樣本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獨立樣本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驗研究假設1-1到1-5、2-1到

2-4、3-1到3-7，用來比較各人口學變項在靈性安適各分量表、社會興趣及幸

福感量表之得分差異情形。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部份，若達到.05的顯著水

準則進行事後比較。 

（三）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以多元逐步回歸考驗研究假設4-1及4-2，用來了解靈性安適各分量表、

社會興趣量表及幸福感各分量表得分間的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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