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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重點在於瞭解台北地區女大學生收看流行美容

節目的情形與身體意象的相關性，本章包括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步驟、研

究工具、資料分析等五節。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提出本研究之架構如圖3-1，，自變項為收看行

為、流行美容節目內容認同程度，而身體意象則為依變項，包含外表評價、外表

取向、身體部位滿意度，以及外表改變。 

參考過去有關電視收視行為以及認同方面的相關文獻與研究，發展出本研究

之封閉式問卷。本問卷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份為女大學生的基本資料；第二部

份調查女大學生的收視行為；第三部份調查調查女大學生的身體意象；第四部份

調查對流行美容訊節目角色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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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情形： 

收視頻繁程度 

收視專心程度 

收視重視程度 

女大學生了解或吸取流行、美容資訊的習慣情形

女大學生知道流行美容資訊的主要管道為何 

身體意象： 

外表評價 

外表取向 

身體各部份滿意度 

外表改變 

對流行美容節目的認同： 

節目內容與角色認同 

節目中的女體形象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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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問

卷

分析 分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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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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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女大學生收看流行美容資訊節目的情形以及對身

體意象的影響之研究，而大學生的生長背景等來自全國不同地方，只抽台北地區

對研究結果差異影響並不大，所以以台北縣市36所公私立大學四年級學生為研究

母群體。 

二、抽樣設計 

由於母群體的範圍廣且數量多，因此採用叢集隨機取樣（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方式，依照教育部網站中整理出表 3-1 得知台北縣市共有 21

所大學（不含技專院校），依序做籤從中隨機抽取 4 所大學，所抽出大學為政治

大學、淡江大學、世新大學，以及銘傳大學。表 3-2 為各校發放的數量與回收率。 

本研究採取以定點定時發放，在學校餐廳與校園中發放問卷。正式施測後，

共發出問卷 240 份，回收 218 份，回收率為 90%，扣除作答不完整者及「沒有了

解流行美容資訊節目習慣的女大學生」共 14 份，總共回收之有效問卷 20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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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台北地區大學 

1政治大學 台北市 12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台北市 

2台灣大學 台北市 13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台北市 

3陽明大學 台北市 14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台北市 

4國立台北藝術大學 台北市 15台北體育學院 台北市 

5東吳大學 台北市 16台北大學 台北縣 

6世新大學 台北市 17真理大學 台北縣 

7銘傳大學 台北市 18華梵大學 台北縣 

8實踐大學 台北市 19國立台灣藝術大學 台北縣 

9大同大學 台北市 20輔仁大學 台北縣 

10台北醫學大學 台北市 21淡江大學 台北縣 

11文化大學 台北市   

 

表3-2 研究樣本之人數及回收率 

學校 發出份數 回收份數 回收率% 

政治大學 60 51 85 

淡江大學 60 55 91 

世新大學 60 52 83 

銘傳大學 60 60 100 

合計 240 21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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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步驟 
 

 
 
 
 
 
 
 
 
  
 

 

圖3-2 研究架構圖 

 

 

 

 

 

 

 

 

圖 3-2 研究步驟圖 

 

 

 

 

 

確定研究方向與問題 

文獻探討 

建立研究架構 

編制研究工具及預試 

實施問卷調查 

整理分析問卷調查資料 

歸納完成結論與建議 

資料整理及完成正式問卷 

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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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研究方向與問題 

二、文獻探討 

參考書籍資料、期刊資料、相關論文等來源建構問卷內容。 

三、擬定問卷初稿 

根據本研究架構、重要文獻及相關研究工具擬成問卷初稿，包括基本資料、

對節目收視情形、身體意象量表、對節目內容態度量表。 

四、預試 

為了瞭解受試者填答問卷之反應及題目之適切性，並估計施測所需的時

間，以研究對象以外之另一班大學生作為預試樣本。 

五、正式施測 

對台北女大學生進行正式問卷發放，進而根據問卷數據結果，做為研究分

析依據。 

六、資料分析 

根據問卷的數據，進行分析比較。 

七、結論與建議 

由資料分析出各個研究問題的解答與結論，亦可作為日後研究參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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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編製問卷初稿（預試問卷） 

根據研究架構並參考相關文獻，經由指導教授就內容加以修改、指導後編擬

成問卷初稿（附錄一預試問卷）。 

本研究工具為「身體意象量表」、「對流行美容節目收視情形」，以及「流

行美容節目認同程度」，前者主要參考尤嫣嫣（2002）翻譯自Cash （1990）所

編制的「多向度身體和自我關係量表」（Multidimensional Body Self-relations 

Questionnaire,簡稱MBSRQ），採其中有關身體外表的分量表為架構，包括：外

表評價、外表取向、身體各部位滿意度等量表。 

外表評價與外表取向採Likert式五點量表計分，由非常不同意（1分）到非

常同意（5分）。身體部位滿意度，亦採五點計分，由非常不滿意（1分）到非常

滿意（5分），分數愈高，表示愈滿意自己的身體部位。 

流行美容資訊節目收視行為分為，收看頻繁程度、收看的節目多寡、收看

專心程度，以及收看重視程度。收看頻繁程度（第一題）分為，每集都看、經常

收看、偶爾收看、很少收看、幾乎不看，以及不曾收看。收看專心程度（第四題）

分為：.非常不專心、不專心、普通、專心、非常專心；加上「是否會完整的從

一開始看到最後節目結束」（第五題）：從不會、很少會、偶爾會、經常會、一

定會。收看重視程度（第三題）分為：「您收看節目之後會不會和他人討論」：

從來不會、很少會、3.有時候會、經常會、一定會、「流行美容資訊節目是我得

知流行美容訊息的主要管道」：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 

而「流行美容節目角色認同度」主要是了解受試者對節目內容角色（包括

主持人、來賓，以及專家）的「認同度」與「懷疑態度」，加上對於節目中的女

性身材「比較心態」。改編於用王麗瓊（2001）所編制之量表。 

（一）認同度：主要是測量受試者其自覺對流行美容資訊節目中女星身材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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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由非常不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各題分數愈高，表

示受試者對電視明星身材的認同程度愈高。 

（二）批判懷疑：主要是測量受試者其自覺對電視明星之身材的批判懷疑程度。

由非常不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各題分數愈高，表示受試者

對電視偶像明星身材的批判懷疑程度愈高。 

（三）作比較：主要是測量受試者其自覺將自己或同儕與電視明星之身材作比較

的程度。由非常不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5 分），各題分數愈高，表示受試

者將自己或同儕與電視明星之身材作比較的程度愈高。 

二、預試 

為瞭解研究對象對問卷文字內容的理解情形、作答反映及估計施測所需之時

間，所以選取正式施測對象以外之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學生（共20名）進行預試，

並鼓勵學生對問卷內容提出問題或建議，以作為問卷修訂之參考依據。預試問卷

回收後，將資料進行預試樣本之內部一致性考驗，並修改部份內容，最後定稿成

正式問卷。 

三、預試問卷信度考驗 

表3-2 預試問卷信度分析結果 

量表名稱 題數 Cronbachα 

身體意象量表 13 0.649 

身體意象滿意度量表 9 0.664 

對節目內容角色的認同 20 0.666 

四、正式問卷 

本研究依據預試結果分析及受測對象反應，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加上專家效

度（包括學者呂郁女以及張錦華），修改預試問卷部份內容，最後完成正式問卷

（附錄二）。預試問卷修改成正式問卷的過程詳述如下：第一部分背景變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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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給予建議，先了解女大學生是否有「知道流行美容資訊的需

求」以及「知道流行美容資訊的管道比重」，因此在正式問卷之中加入了「是否

了解或吸取流行、美容資訊的習慣」以及「知道流行美容資訊的主要管道為何」二項；第

二部份的「身體意象量表」中，因為想要更進一步了解女大學生改變身體的意圖

與原因，所以增加了「.我認為自己需要身材變更完美」、「我認為自己身材變

完美會更加有自信」、「我認為自己身材變好我會更有異性緣」、「我曾經想過

或是實行過減肥、塑身或是整型計畫」、「我想要減肥、塑身或整型是因為對自

己身材面貌不滿意」；第三部份的「節目認同程度」中，細分為節目內容角色認

同程度以及節目中女體形象認同程度；其餘部分加以修改語意用詞成為正式問

卷。正式問卷施測後，本研究以表3-3進行問卷信度分析結果呈現。 

表3-3 正式問卷信度分析結果 

量表名稱 題數 Cronbachα 

身體意象量表 21 0.726 

外表評價 5 0.696 

外表取向 11 0.88 

 

身材改變、減重意圖 5 0.82 

身體意象滿意度量表 8 0.749 

對節目內容角色的認同 24 0.918 

節目角色認同 11 0.902  

節目女體形象認同 13 0.847 

本研究正式問卷中，將身體意象分為外表評價、外表取向、身體各部位滿意

度與外表改變。「外表評價」是要了解受試者對自己外表的看法，像是覺得自己

長相如何，是否喜歡自己的身體等等；「外表取向」則是要了解受試者對自己外

表重視程度，像是會不會注意自己的服裝、髮型等；「身體各部份滿意度」則要

了解受試者對自己身體各部位(像是大腿、腰部等)滿意程度；「外表改變」是要

了解受試者是否曾經想要改變自身外表，以及是否曾經想過要靠外力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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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 

資料經過收集、編碼、譯碼之過程，使用SPSS 11.0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

分析，依研究目的及變項特性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對於台北女大學生收看流行美容資訊節目的收視情形，以及台北女大學生對

流行美容資訊節目認同情形。回答研究問題一以及問題三。 

二、推論性統計 

（一）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分析「台北女大學生對流行美容資訊節目收視行為」的不同，其「身體意象知覺」、

「身體意象滿意度」與「對節目的認同」是否有顯著差異，以及「流行美容資訊

節目認同程度」不同，之其「身體意象知覺」、「身體意象滿意度」是否有顯著差

異。回答問題2-1、2-2、2-3、2-4、4-1、4-2、5-1、5-2、5-3、5-4。若有顯著差

異，會使用透過雪費（Scheffe）事後比較，出現第二類錯誤時，會使用LSD事後

比較檢定法。 

（二）皮爾森相關係數分析（Pe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分析「台北女大學生收視行為」、「對流行美容資訊節目認同程度」與「身

體意象」彼此之間的相關。回答問題6-1、6-2、6-3、6-4、6-5、6-6、6-7、6-8、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