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釐清變項之間的關係，試圖對上述變項

作一完整的研究，即針對台南市地區社區居民，檢證個人的性別、教育程

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以及社區的居民社區整合、不文明符

號、監督系統、硬體設備，對社區的犯罪被害恐懼感之關聯。故本章共分

五節加以介紹本研究進行之資料蒐集過程及分析方法程序。第一節說明整

個研究分析架構；第二節提出研究問題及研究假設；第三節介紹樣本來源

及特性；第四節說明變項測量與研究工具；第五節討論資料處理與統計分

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分析架構 

 

    根據上一章的文獻探討，研究者發現，國內對於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鮮少以較完整模式做為探討方式；而國外關於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研究也大

都沒有完整的理論架構加以解釋。據此，本研究除了探討當前個人對日益

嚴重的犯罪問題之犯罪被害恐懼感外，亦試圖結合社會學習理論、社會支

持、犯罪機會理論、生活方式暴露理論與 Maslow 需求層次理論等五個理

論予以建構出較佳的解釋模式。以上述的理論為依據，本研究共歸納出「性

別」、「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社區整合」、「不

文明符號」、「監督系統」以及「硬體設備」等八個變項，並將所得之影響

變項區分為：個人層面因素及社區環境層面因素。個人層面因素則涵蓋性

別、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社區環境層面因素則包括

了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硬體設備。總括而言，本研究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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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包括個人層面因素及社區環境層面因素共八個變項，而依變項則為

「個人之犯罪被害恐懼感」。 

綜合上述考量，研究者擬出本研究的架構（如圖 3-1-1）進行巢式迴歸

分析（nested regression analysis），以建立符合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解釋

模型。 

 

 

 

 

 

   

 

      

 

 

 

 

 

 

 

自變項 
個人層面因素 

․性別 
․教育程度 
․直接被害經驗 
․間接被害經驗 

  
 
 

自變項 
社區環境層面因素 
․社區整合 
․不文明符號 
․監督系統 
․硬體設備 

 

依變項 

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圖 3-1-1：巢式迴歸分析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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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及研究假設 

 

  依研究分析架構，本研究擬透過量化分析探討問題如下： 

壹、台南市之居民其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之程度為何？ 

貳、就個人層面因素而言，性別、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 

驗等四個變項是否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有關？  

參、就社區環境層面因素而言，整合程度、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硬體

設備等四個變項是否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有關？  

肆、同時考量個人層面因素及社區環境層面因素時，各層面之因素與個人

犯罪被害恐懼感的相關性是否存在著影響性？ 

    依據上述四個問題，可分別提出研究假設。首先，由問題貳發展出假

設一至四，包含： 

一、女性有較高的犯罪被害恐懼感。 

二、教育程度愈高，有較高的犯罪被害恐懼感。 

三、個人愈多直接被害經驗，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 

四、個人愈多間接被害經驗，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 

由問題參發展出研究假設五至八，如下： 

五、社區整合程度愈低，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 

六、社區不文明符號愈多，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 

七、社區監督系統愈差，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 

八、社區硬體設備愈差，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 

由問題肆發展出研究假設九至十六，如下： 

九、加入社區環境層面後，個人層面因素之「性別」與「個人犯罪被害恐

懼感」仍有相關性 。 

十、加入社區環境層面後，個人層面因素之「教育程度」與「個人犯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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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恐懼感」仍有相關性 。 

十一、加入社區環境層面後，個人層面因素之「直接被害經驗」與「個人

犯罪被害恐懼感」仍有相關性 。 

十二、加入社區環境層面後，個人層面因素之「間接被害經驗」與「個人

犯罪被害恐懼感」仍有相關性 。 

十三、加入個人層面後，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社區整合」與「個人犯罪

被害恐懼感」仍有相關性 。 

十四、加入個人層面後，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不文明符號」與「個人犯

罪被害恐懼感」仍有相關性 。 

十五、加入個人層面後，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監督系統」與「個人犯罪

被害恐懼感」仍有相關性 。 

十六、加入個人層面後，社區環境層面因素之「硬體設備」與「個人犯罪

被害恐懼感」仍有相關性 。 

 

第三節  樣本來源及特性 

 

    本研究利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資料，並以九十四學年度就讀台南市

公立國中及國小學生之父母為對象。為顧及樣本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採

分層叢聚隨機抽樣方式，將台南市區依行政區作一劃分，並於各行政區中

選定一所國中及國小作為抽樣對象。 

    首先，依據台南市所劃分的六個行政區，並於各區中選出兩所學校，

亦即於東區選出兩所學校、南區選出兩所學校、北區選出兩所學校、中西

區選出兩所學校、安南區選出兩所學校及安平區選出兩所學校等十二所學

校。每一區的兩所學校，其中一所為國中，另一所為國小，東區學校為崇

明國中、勝利國小；南區學校為大成國中、日新國小；北區學校為成功國

 27



中、大港國小；中西區為建興國中、進學國小；安南區為安南國中、海佃

國小；安平區為安平國中、億載國小。再對每一所被選取的國中及國小隨

機抽出兩個班級，一班級請男家長填寫問卷，另外一班級請女家長填寫問

卷，即為本研究之樣本。本研究總計於施測範圍中分層抽出十二所國中與

國小，回收 1,006份，有效問卷 995份。各校問卷回收及有效情況如表 3-3-1。 

 

表 3-3-1：研究對象的來源與數量 

 

性質    學校名稱    回收問卷   有效問卷 百分比（﹪） 

             東區   崇明國中       84          84      8.4 

勝利國小       96          96      9.6 

南區   大成國中       72          68      6.8 

   日新國小       90          90      9.0 

台南市       北區   成功國中       58          56      5.6 

                    大港國小       88          86      8.6 

       中西區 建興國中       85          85      8.5 

            進學國小       86          83      8.3 

             安南區 安南國中       77          77      7.7 

                    海佃國小       90          90      9.0 

             安平區 安平國中       84          84      8.4 

                    億載國小       96          96      9.6 

總計 十二所學校     1006         9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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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項測量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變項包括有依變項「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自變項包含「性

別」、「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社區整合」、「不

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硬體設備」等八個變項，而對各個變項的測量，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earch），以

自陳量表為工具，對社區居民施測，以蒐集相關資料。問卷之設計參考學

者李素馨（2000）、賴雅琦（2002）、謝靜琪（2000）、Ferraro（1996）、

Schweitzer,Kim與Mackin（1999）及 Zani,Cicognani與 Albanesi（2001）

等人之問卷，擷取適合本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的題目，彙整而成，自編而

成本研究之「社區居民生活問卷」，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料」，第二部

分為「個人的經驗」，第三部分為「他人的經驗」，第四部分為「社區整合

程度」，第五部分為「社區環境」，第六部分為「居住狀況」，第七部分為

「對犯罪的反應」。本節分別說明上述變項之資料處理方法、測量方式及

所代表的意義。 

 

壹、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測量時主要修訂賴雅琦

（2002）之研究以及實務上社區居民較常出現的犯罪被害恐懼感，此部份

共 15題，採四點量表的方式進行，依序為「非常符合」、「符合」、「不符

合」、「非常不符合」，計分方式予以 4分、3分、2分、1分。 

    本量表的題目包括：1.「我擔心自己的物品及錢財被偷走」；2.「我擔

心自己的物品或錢財被搶走」；3.「我擔心被他人以言語或武力威脅做一些

事」；4.「我擔心被他人羞辱」；5.「我擔心被他人謾罵」；6.「我擔心被他

人故意破壞物品，如汽機車」；7.「我擔心在夜間的社區獨自行走」；8.「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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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成為武力攻擊行為下的受害者」；9.「我擔心被他人恐嚇勒索」；10.「我

擔心社區的犯罪預防工作，沒有做的很好」；11.「我不放心把重要的貴重

物品放在家裡」；12.「我擔心自己成為社區犯罪的受害者」；13.「我擔心

上當受騙」；14.「我擔心被綁架」；15.「我擔心被強暴」。 

    建構「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 15個犯罪被害

恐懼感項目所取的平均值表示，其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1。即個人犯罪

被害恐懼感變項所取的值愈高，表示其犯罪被害恐懼感程度愈高。由表

3-4-2可知，此 15個項目建構之「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指標測得內部一

致性信度（Alpha）為.96。 

 

壹、 自變項：包括：性別、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 

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硬體設備等八個變項，茲分述之： 

一、 性別 

由研究對象自行勾選性別，「男」取值為 1，「女」取值為 0。 

二、教育程度 

由研究對象自行勾選教育程度，選項包括「未受教育、國小畢業」取

值為 1，「國中畢業」取值為 2，「高中或高職」取值為 3，「專科或大學畢

業」取值為 4，「研究所畢業」取值為 5。所得值愈大，代表其教育程度愈

高。 

三、直接被害經驗 

    本變項的測量工具，主要修訂賴雅琦（2002）的量表，此部份共 10

題，採四點量表的方式進行，依序為「經常」、「偶爾」、「很少」、「從未發

生」，計分方式予以 4分、3分、2分、1分。 

    本量表的題目包括：1.「曾被偷走物品及錢財」；2.「曾被搶走物品或

錢財」；3.「曾被他人以言語或武力威脅做一些事情」；4.「曾被他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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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被他人謾罵」；6.「曾被他人故意破壞物品」；7.「曾被他人性騷擾」；

8.「曾被他人以暴力攻擊」；9.「曾被詐欺」；10.「曾被他人恐嚇勒索」。 

    建構「直接被害經驗」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 10個直接被害經驗項

目所取的平均值表示，其最大值為 3，最小值為 1。即分數愈高表示其直

接被害經驗愈多。由表 3-4-2可知，此 10個項目建構之「直接被害經驗」

指標測得內部一致性信度（Alpha）為.82。 

四、間接被害經驗 

    本變項的測量工具，主要修訂謝靜琪（2000）、Ferraro（1996）的量表，

此部份共 12題，採四點量表的方式進行，依序為「經常」、「偶爾」、「很

少」、「從未發生」，計分方式予以 4分、3分、2分、1分。 

    本量表的題目包括：1.「曾聽聞社區居民的物品或錢財被偷走」；2.「曾

聽聞社區居民的物品或錢財被搶走」；3.「曾聽聞社區居民被他人以言語或

武力威脅去做一些事情」；4.「曾聽聞社區居民被他人羞辱」；5.「曾聽聞

社區居民被他人謾罵」；6.「曾聽聞社區居民被他人故意破壞物品」；7.「曾

聽聞社區居民被他人性騷擾」；8.「曾聽聞社區居民被他人以暴力攻擊」；

9.「曾聽聞社區居民被詐欺」；10.「曾聽聞社區居民被他人恐嚇勒索」。11.

「曾聽聞社區居民被謀殺」；12「曾聽聞社區居民被強暴」。 

    建構「間接被害經驗」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 12個間接被害經驗項

目所取的平均值表示，其最大值為 3.42，最小值為 1。即分數愈高表示其

間接被害經驗愈多。由表 3-4-2可知，此 12個項目建構之「間接被害經驗」

指標測得內部一致性信度（Alpha）為.91。 

五、社區整合 

本變項的測量工具，主要修訂 Schweitzer,Kim與Mackin（1999）及

Zani,Cicognani與 Albanesi（2001）的量表，此部份共 12題，採四點量表

的方式進行，依序為「非常符合」、「符合」、「不符合」、「非常不符合」，

計分方式予以 4分、3分、2分、1分。 

 31



     本量表的題目包括：1.「我常與鄰居閒話家常」；2.「我認識大部分

的鄰居」；3.「整體而言，我會信任鄰居及其他居民」；4.「我能提供鄰居

一些建議與意見」；5.「我會照顧其他鄰居的小孩」；6.「我常常與鄰居一

起活動，如爬山、買菜、唱歌、跳舞」；7.「若有需要，我願意幫鄰居解決

問題」；8.「整體而言，我和社區鄰居很親近」；9.「我需要幫助時，鄰居

都會伸出援手」；10.「當鄰居發生不愉快的事情，我的心理也不好受」。11.

「整體而言，我居住地區的居民都能相互幫助」；12.「社區會定期舉辦居

民活動」。建構「社區整合」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 12個社區整合項目所

取的平均值表示，其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1。即獲得分數愈高表示社區

居民整合程度愈高。由表 3-4-2可知，此 12個項目建構之「社區整合」指

標測得內部一致性信度（Alpha）為.88。 

六、不文明符號 

  本變項的測量工具，主要修訂 Ferraro（1996）、賴雅琦（2002）的量

表，此部份共 7題，採四點量表的方式進行，依序為「非常符合」、「符合」、

「不符合」、「非常不符合」，計分方式予以 4分、3分、2分、1分。 

    本量表的題目包括：1.「我住的地方附近有亂倒垃圾的現象」；2.「我

住的地方附近有噪音擾人的現象」；3.「我住的地方附近有喧擾的年輕人」；

4.「我住的地方附近之建築物有塗鴉的現象」；5.「我住的地方附近有酒醉

及嗑藥者出現或遊蕩」；6.「我住的地方附近有棄置的廢棄車輛」；7.「我

住的地方附近有缺乏公德心及會干擾的鄰居」。 

    建構「不文明符號」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 7個社區不文明符號項目

所取的平均值表示，其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1。即分數愈高表示社區不

文明符號愈嚴重。由表 3-4-2可知，此 7個項目建構之「不文明符號」指

標測得內部一致性信度（Alpha）為.85。 

七、監督系統及硬體設備 

  監督系統及硬體設備變項的測量工具，主要修訂李素馨（2000）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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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環境量表，此部份共 13 題，採四點量表的方式進行，依序為「非常同

意」、「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計分方式予以 4分、3分、2分、

1分。 

在因素分析方面，本分量表以主軸法抽取因素，其題目相關之絕對值

約為.19至.69之間，故採最小斜交法(direct oblimin)進行斜交轉軸。因素分

析後抽出二個與原分量表結構一致的因素，如表 3-4-1 所示，分別為因素

一的監督系統（10 題）、因素二的硬體設備（3 題）。本量表的 13 個題目

轉軸後的因素組型負荷量之絕對值介於.52 至.90 之間；共同性則介於.37

至.83。二個因素可解釋全量表 13個題目總變異的 53.64%。在信度分析上，

分量表監督系統、硬體設備二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依序是.93及.73。 

 

表 3-4-1：監督系統及硬體設備量表之因素分析與信度考驗結果 

 斜交轉軸後之組型負荷量   

題號 
因素一 

(監督系統) 
因素二 

(硬體設備) 
共同性 

內部一致性信

度(α) 
E2 .652  .461  
E4 .818  .674  
E6 .819  .691  
E9 .698  .533  
E10 .655  .433 .93 
E11 .800  .643  
E12 .849  .723  
E13 .901  .829  
E14 .770  .594  
E17 .617  .381  
E1  .665 .472  
E5  .520 .461 .73 
E7  .644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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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因素分析之結果，監督系統量表的題目包括：1.「社區的公

共空間（如公園、停車場）設有緊急救援裝置」；2.「入夜後，社區一些特

定的出入口有保全人員」；3.我居住的大廈、社區有保全人員」；4.「整體

而言，社區的預防犯罪工作，做的很好」；5.「外人進入社區或大樓時，容

易被發現」；6.「社區有足夠的監視系統設備，如監視器；7.「社區張貼與

保全聯繫的警戒標誌」；8.「社區的出入口及通道設計有安全性的設施（如

管理員監視、守望亭）」。9.「我覺得社區的設施有妥善的維護管理」；10.

「社區有巡守隊的設置」。 

    建構「監督系統」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 10個監督系統項目所取的

平均值表示，其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1。即分數愈高表示其社區監督系

統愈健全。由表 3-4-2可知，此 10個項目建構之「監督系統」指標測得內

部一致性信度（Alpha）為.93。 

另外，硬體設備量表的題目包括：1.「社區的預防犯罪工作，做的很好」；

2.「我覺得外人進入社區或大樓時會容易被注意」；3.「社區角落的照明系

統做的很好」。建構「硬體設備」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 3個硬體設備項

目所取的平均值表示，其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1。分數愈高表示其社區

硬體設備愈完善。由表 3-4-2可知，此 3個項目建構之「硬體設備」指標

測得內部一致性信度（Alpha）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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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各量表之信度分析 

變項                    量表變項               信度 

依變項                  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96 

自變項                  直接被害經驗           .82 

                        間接被害經驗           .91 

                        社區整合               .88 

                        不文明符號             .85 

                        監督系統               .93 

                        硬體設備               .73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方法主要採用巢式迴歸模型（Nested regression model），

自變項為性別、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社區整合、不

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硬體設備，進行影響「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探

討。此項設計優點在於：一、在同一時間能夠測量出二個或以上的自變項

對依變項的影響。二、在整個多元迴歸分析中，每一個自變項對相互之間

的影響也考慮在內，檢驗假性相關，更能真實呈現事實真相。此一研究設

計將可避免研究進行單一分析層級所面臨的限制。在最適合統計方法的應

用下，將可有效鑑別出不同分析層級變項之間的差異影響。 

 

壹、分析策略 

    本研究之分析策略可區分為下列幾項步驟： 

一、陳列各種變項之基本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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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各自變項與依變項在統計上的相關。 

三、探討各自變項與依變項的迴歸分析結果。 

 

貳、資料處理 

本研究係利用 SPSS/Window10.0版統計套裝軟體處理資料，以驗證本

研究之所有假設，並主要以巢式迴歸模式（Nested Regression Model）來探

討個人層面因素和社區環境層面因素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之間的關

係。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分析為： 

一、次數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 

    以次數分配、百分比以及平均數等頻率分析之統計方法來描述各變 

項之現況，以了解其分布情形，作為進一步處理資料的基礎。 

二、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相關分析是分析二個變項或多個變項關係的方向與相關程度的統計 

方法。本研究利用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性別」、「教育程度」、

「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經驗」、「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

系統」、「硬體設備」這些變項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之間的相互關聯 

程度。 

三、巢式迴歸分析（Nested regression analysis） 

多元迴歸分析是探討有二個以上自變項時，自變項如何影響依變項的 

問題，並經由一個統計量來簡化多個自變項與一個依變項的關係。多元迴 

歸分析是以積差相關係數（r）為基礎，其統計量由 0至 1，表示相關的強 

弱，而平方值（R2）稱為決定係數（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R2 

即表示在依變項的總變異中，由自變項所解釋的變異百分比。故本研究採 

多元迴歸分析，分析「性別」、「教育程度」、「直接被害經驗」、「間接被害

經驗」、「社區整合」、「不文明符號」、「監督系統」、「硬體設備」此八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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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之解釋力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此依變項解釋力，並藉以了解各不同

分析層級變項之差異影響。 

    此外，在多元迴歸分析過程中，為求資料之精確，本研究採 listwise 

的方式過濾遺漏值，即完全排除遺漏資料。在處理完遺漏值之後，本研究

即以巢式迴歸模型分析各層面之因素與個人對犯罪事件之犯罪被害恐懼

感之關係。據此，本研究共包括三組模型（見表 3-5-1）。首先，模型一則

探討個人層面因素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關聯；模型二探討社區環境層

面因素與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關聯；在模型三中，同時納入個人層面因

素與社區環境層面因素，探討是否對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的影響有所改

變。此模型程序主要在於檢視自變項與依變項間是否存在假性相關

（spurious relation），進而提供一較為精確的相關模型。 

 

 

表 3-5-1：巢式迴歸各模型變項表 

依變項             模型       變項 

   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       一    個人層面因素 

                            二    社區環境層面因素 

                            三    個人層面因素、社區環境層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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