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五個部分，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

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程序；第五節為資料處理與統計方法。

各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目的以及待答問題，提出以下之研究架構以進

行研究，如圖 3-1-1 所示。本研究主要探討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之生活目

標、配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間的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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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生活目標、配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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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研究架構說明如下： 

一、 受試者的背景變項與幸福感有關。 

二、 受試者的背景變項與生活目標有關。 

三、 受試者的配偶依附風格與生活目標有關。 

四、 受試者的生活目標和幸福感有關。 

五、 受試者的配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有關。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國內通勤家庭的未通勤婦女，採取立意抽樣方式進行抽

樣，抽樣對象的條件為居住於本國境內且仍維繫通勤婚姻關係之未通勤婦

女。樣本來源主要透過研究者在工、商、軍、警、教等各業界之朋友以滾

雪球的方式發放問卷，並盡可能包含因先生職業而造成不同類別之通勤家

庭例如台商家庭、軍警家庭等。總共發出 530 份問卷，回收 307 份，回收

率 57.92％，剔除非通勤家庭者、回答不完整及明顯反應心向等無效問卷

23 份，得有效樣本數共 284 份。為建立本研究「生活目標量表」之信、效

度，本研究另外針對一般家庭婦女施測「已婚婦女生活目標量表」，總共

發出 202 份，回收 130 份，回收率 64.36％，剔除回答不完整及明顯反應

心向等無效問卷 6份，得有效樣本數共 124 份，一般家庭婦女的樣本年齡

大部分介於 40～49 歲之間，佔有效樣本之 40.8％；教育程度多分佈在大

學（含專科）程度，約佔 49.2％；有 80.8％的人為職業婦女、89.1％的

人有生育小孩。本研究最後可供「生活目標量表」信、效度分析之有效樣

本數為 408 份，包含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 284 份及一般家庭婦女 124 份。 

表 3-2-1 為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之有效樣本背景變項的分配情形，由

表可知本研究的對象年齡多介於 30～39 歲之間，佔有效樣本之 42.6％。

教育程度多分佈在大學（含專科）程度，約佔 56.7％。在就業情形方面，



職業婦女為最多，佔有效樣本之 77.8％。有 78.9％的婦女有生育子女、

有 66.9％的婦女認為「單純因先生工作之需，我們必須分開居住」是造成

夫妻分開居住的主要原因，其次有 20.4％的婦女認為是「為了整個家庭，

無法隨著先生遷移」，而有 12.3％的婦女則認為是「為了我的工作，無法

隨著先生遷移」。先生的通勤年數在 3年以下者最多，佔 51.4％。先生的

通勤間距以 1週以內為最多，有 44.4％，其次是 1個月以上～半年內返家

1次，約佔 28.2％。先生的工作地點以國內居多，佔 70.4％，其次為大陸，約

有 24.3％。 

表 3-2-1 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背景變項的次數分配表 

背景變項 各層面 人數（人） 百分比（％）

年齡 

30 歲以下 

30-39 歲 

40-49 歲 

50 歲以上 

77 

121 

45 

41 

27.1 

42.6 

15.8 

14.4 

教育程度 

國（初）中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研究所 

16 

93 

161 

13 

5.6 

32.7 

56.7 

4.6 

就業情形 
職業婦女 

家庭主婦 

221 

56 

77.8 

19.7 

有無子女 
有孩子 

無孩子 

224 

60 

78.9 

21.1 

分離主因 

為了我的工作，無法隨著先生遷移

為了整個家庭，無法隨著先生遷移

單純因先生工作之需，我們必須分

開居住 

35 

58 

190 

12.3 

20.4 

66.9 

先生通勤年數 

3 年以下 

4-9 年 

10 年以上 

146 

102 

36 

51.4 

35.9 

12.7 

先生通勤間距 

1 週以內 

1 週以上-1 個月內 

1 個月以上-半年內 

126 

71 

80 

44.4 

25.0 

28.2 

先生工作地點 

國內 

大陸 

國外 

200 

69 

15 

70.4 

24.3 

5.3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為收集資料的工具，針對研究需要和目的，除個人基本

背景資料外，尚使用三個量表：「已婚婦女生活目標量表」、「親密關係體

驗量表」及「中國人幸福感量表」。茲將研究工具的內容、信度、效度、

及計分方法說明如下： 

一、已婚婦女生活目標量表 

本量表主要根據曾艷秋（2001）編制的「已婚婦女生活目標量表」修

訂而成。茲將原量表的概況、本量表修訂過程及信效度分析說明如下： 

（一）、主要參考量表的內容與形式 

曾艷秋（2001）編制的「已婚婦女生活目標量表」係以 Buhler 的「生

活目標基本趨向理論」為主要依據，並參考 Terman 資優生縱貫研究

1981-82 年問卷（Holahan & Sears, 1995）第二十六題有關生活目標之內

容、黃素菲（1984）修訂 Buhler 所編製的「生活目標調查表」（Life Goal 

Inventory）及中國心理學會（1979）所發表之「大專學生對當前生活環

境的看法研究報告」其中之一題「十六項個人生活目標的好惡程度」。整

份量表共 41 題、四個分量表，題項皆為正向題，主要在瞭解受試者對各

生活目標的追求程度，四個分量表分別為「需求的滿足」13 題；「自我限

制的適應」6題；「創造性的擴張」14題；及「內在秩序的維持」8題。採

五點量表，填答選項由「無此目標」0分，到「非常重要」四分，由受試

者根據自己的想法圈選最符合的答案。各生活目標分量表 Cronbach α值

介於 .6812 與 .8674 之間；曾艷秋並以內容效度和建構效度進行效度考

驗，結果顯示該量表尚有不錯的效度。 

 

（二）、「生活目標量表」修訂過程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生活狀況，希望透過其生活



目標取向瞭解這群婦女的生活方向及重心，因此即以曾艷秋（2001）編制

的「已婚婦女生活目標量表」作為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生活目標之測量工

具，並進行修訂。本量表之計分方式與試題篩選說明如下： 

1.量表計分方式 

原量表為五點量表，反應方式以「重要程度」來測量受試者的目標追

求程度，但研究者認為生活目標的「重要程度」與「追求程度」在概念上

是有差的，有的人可以對每個生活目標都認為很重要，但在實際追求程度

上即有落差，所以本研究將原量表的填答選項改為「目標追求的程度」。

並為了避免受試者的趨中反應（Hood & Johnson, 2002/2003）以及避免

受試者需注意整份問卷填答反應範圍變化的不便，亦將原五點量表轉換成

四點量表，故本研究之填答選項改為「非常符合」、「大部分符合」、「有些

符合」、「無此目標」，採 Likert 四點計分方式，得分依序為 3、2、1、0 分，

由受試者在各分量表得分之高低瞭解其生活目標取向，得分越高之分量

表，顯示受試者越偏向追求此生活目標。 

2.試題篩選 

本量表可分析之樣本數共 408 人，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套裝軟

體進行統計分析。本研究以項目分析之描述性統計檢測（包括平均數、標

準差）及同質性檢驗（包括項目總分相關及因素負荷值）等四項指標來做

為篩選題目的依據，若有兩項指標不符標準，即予以刪除。 

描述統計檢驗中，過高或過低的平均數代表偏態或不良試題，無法反

映題目的集中趨勢；而變異量太小，表示受試者的填答趨於一致，題目鑑

別度低。本研究個別試題的檢驗標準為項目平均數不超過全量表平均數的

正負 1 個標準差（即項目平均數介於 1.32 到 2.21 間），且標準差需高於

0.75 者。同質性檢驗中，個別試題的檢驗標準為項目總分相關需高於

0.4；而因素負荷量未達 0.4 者則一律予以刪除。根據以上四項指標，未

達標準的題目如表 3-3-1 所示，第 16 題有 2 項指標未達標準，故刪除之；



第 1、37 及 42 題之因素負荷量未達 .04 亦予以刪除。 

表 3-3-1 「已婚婦女生活目標量表」未達試題檢驗指標的題目 

題目 平均數 標準差 相關 因素負荷量

1.保持良好身材。    V 

16.盡快償清各種貸款與債務 。   V V 

37.避免冒險性的投資 。    V 

42.注重儀表打扮 。    V 

 

（三）、信效度分析 

1.效度分析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來建立建構效度。在因素分析方面，採用斜交轉

軸、主成份分析法之最大變異法來抽取共同因素，因素數目考量與挑選標

準為避免過多因素進行轉軸產生因素分歧，先選取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

同時並參考陡坡考驗(Cattell’s Scree Test) ，以因素陡坡圖判斷因素個

數及選取因素負荷量大於 .40 之題目，並刪除所包含題目數不足 5 之因

素和同時在三個因素以上之因素負荷量大於 .40 及因素不明的題目。從因

素陡坡圖亦可看出第五個因素以後坡度甚為平坦，故底端的因素不具重要

性可捨棄不用。因素分析的結果，共萃取四個因素，依序命名為「追求自

我的充實與成長」、「基本生活品質的維持」、「追求生命的統整」、「追求社

會影響力」。其結果詳見附錄一，由附錄一可知四個因素的解釋力達 47.92

﹪，表示本量表的建構效度尚可。 

2.信度分析 

本研究在信度分析方面，以內部一致性法，針對經過項目分析和因素

分析所保留的題目，求得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 Cronbach α值，以進

行信度考驗，了解各分量表的一致性。各分量表之題數與 Cronbach α值



可見附錄一。各分量表 Cronbach α值介於 .923 與 .701 之間，顯示本量

表的穩定性雖有改進的空間，但仍可接受。 

    經過試題篩選與信、效度分析後，本研究在生活目標的構念上得到「基

本生活品質的維持」、「追求社會影響力」、「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與「追

求生命的統整」四個生活目標取向。但本研究得到的四個生活目標取向和

曾艷秋（2001）依據 Buhler 的生活目標基本趨向理論所編制的量表在構

念上有部分差異，其不同之處在於本研究「基本生活品質的維持」生活目

標取向融合了原量表的「自我限制性的適應」與「需求的滿足」兩生活目

標，且原量表「創造性的擴張」生活目標在本研究則區分成「追求社會影

響力」與「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兩生活目標取向；而原量表「內在秩

序的維持」生活目標中，和身心平衡、提升生命意義有關的題目在本研究

中則被歸為「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目標取向。Buhler 的生活目

標基本趨向理論主張，隨著年齡的成長，個體的生活目標趨向會往更高層

次提升，所以生活目標具有階層性，本研究得到的四個生活目標取向亦呈

現出目標的階層性，最低層次、最基本的生活目標為「基本生活品質的維

持」，其次依序為「追求社會影響力」、「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最高層

次的生活目標為「追求生命的統整」。 

 

二．親密關係體驗量表 

（一）、量表內容與形式 

本研究採用林佳玲（2000）修訂 Brennan, Clark & Shaver（1998）

所編制的「親密關係體驗量表」來測量未通勤婦女對配偶的依附風格。原

林佳玲之量表主要測量夫妻在「愛情關係」中的感受，且該量表題目所稱

的「伴侶」並不限於有婚姻關係之配偶，基於本研究目的之考量，將諸如

此類詞彙改為「配偶」、「夫妻親密關係」，以避免受試者的混淆。本量表



共有 36 題，分為「焦慮」與「逃避」兩個分量表，偶數題號為焦慮分量

表之題目，奇數題號為逃避分量表之題目；各分量表的得分越低，表示知

覺到的配偶依附關係越安全。本研究並以「焦慮」與「逃避」兩個依附向

度進行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將全體受試者區分成四種依附風

格，以瞭解未通勤婦女在配偶依附風格上的分佈情形。四種配偶依附風格

其意義分述如下： 

1.安全依附型(secure attachment)：對自己與他人都是正向表徵，認為

自己有價值，值得被愛，別人則是可親近、有回應的。在「親密關係體驗

量表」中「焦慮」與「逃避」兩個分量表上的得分均低。 

2.焦慮依附型(preoccupied attachment)：對自己為負向表徵，認為自己

沒有價值，不值得被愛，害怕被拋棄，但對他人為正向表徵，會尋求他人

的支持與接納。在「親密關係體驗量表」中，「焦慮」分量表得分高，「逃

避」分量表得分低。 

3.害怕依附型(fearful attachment)：對自己與他人都是負向表徵，認為

自己沒價值，不值得被愛，害怕被拋棄，認為他人是不可信任且拒絕的，

因此逃避和別人親近，以保護自己不受拒絕所帶來的傷害。在「親密關係

體驗量表」中「焦慮」與「逃避」兩個分量表上的得分均高。 

4.逃避依附型(dismissing attachment)：對自己是正向表徵，認為自己

有價值，不擔心被拋棄，但認為他人是不可信任且拒絕的，因此逃避和別

人親近以避免失望。在「親密關係體驗量表」中，「焦慮」分量表得分低，

「逃避」分量表得分高。 

 

（二）、計分方式 

原量表採用 Likert 式的七點量表，但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其轉換

成四點量表，主要有以下幾點考量：1.為避免受試者的趨中反應（Hood & 

Johnson, 2002/2003），將奇數點計分（七點）改為偶數點計分（四點）。



2.為使本問卷在填答方式一致性更高，且盡量避免受試者需注意填答反應

範圍變化的不便。研究者基於上述考量，將量表計分由七點轉換成四點，

反應方式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從 1到 4

分，由受試者圈選出最能代表自己真實感受的選項。在計分方面，除 3、

15、19、22、25、27、29、31、33、35 為反向計分，其餘均採正向計分。 

 

（三）、信效度分析 

依據林佳玲（2000）之研究，分別介紹「親密關係體驗量表」之信、

效度： 

1.信度：在內部一致性分析方面，「逃避」分量表 Cronbach α係數

為 .8889；「焦慮」分量表 Cronbach α係數為 .8546，皆達顯著水準，顯

示量表具有良好信度。 

2.效度：本量表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本量表的建構效度，「逃避」與「焦

慮」兩個分量表得因素負荷量介於 .31 至 .74，所有因素負荷量皆達顯

著，表示量表具有良好之建構效度。 

 

三、中國人幸福感量表 

（一）、量表內容與形式 

本研究採用陸洛（1996）所編製之「中國人幸福感量表」（簡短版）

做為測量未通勤婦女整體主觀幸福感的量表。本量表共 20 題，以正偏態

形式評量正、負向情感及整體生活滿意度。 

 

（二）、計分方式 

此量表填答採四點計分方式，分別為 0、1、2、3 分。所得總分代表



個人的幸福感指數，總分越高者，表示個人整體幸福感越高。全量表共有

20 題，總分在 20 分以上者（亦即每單題平均得分在 1分以上者），即表

示對幸福感有正向態度；總分在40 分以上者（亦即每單題平均得分在2 分

以上者），則表示對幸福感有較強程度的正面態度。 

 

（三）、信效度分析 

依據陸洛（1996）之研究，分別介紹「中國人幸福感量表」之信、效

度： 

1.信度：內部一致性信度 Cronbach α值大於 .90，再測信度達 .001 顯

著相關，可見此量表亦有跨時間點的穩定性。 

2.效度：該量表與「中國人幸福感量表-完整版」之相關達 .97，呈現一

個高相關。 

 

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過程可分為文獻評閱、研究工具的選擇、研究對象

的確認及問卷調查實施等四個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評閱 

    研究者自民國九十四年九月開始進行蒐集與閱讀通勤家庭相關文

獻，並加以整理和分析，至該年十一月初確定研究主題及研究架構，並著

手進行研究工具的規劃與編定，同時在指導教授的指導與建議下，修正研

究計畫欠缺之處，最後完成研究計畫定稿。 

 

二、研究工具的選擇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共計四種，其中除了「個人基本資料」為研



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自編外，其他「已婚婦女生活目標量表」、「親密關係體

驗量表」及「中國人幸福感量表」皆為已具有信、效度之量表。 

 

三、研究對象的確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來源為立意取樣方式，委請研究者在工、商、軍、

警、教等各業界之朋友以滾雪球的方式發放問卷，調查對象為國內通勤家

庭的未通勤婦女。 

 

四、問卷調查實施 

    本研究問卷調查時間擬訂於民國九十五年二月底開始發放問卷，並於

四月底將問卷全數收回。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經由問卷調查的方式所收集到的資料，首先剔除有明顯反應心

向、作答不全等無效問卷，將有效問卷進行資料編碼、整理及輸入電腦建

檔工作，再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套裝軟體程式進行統計分析。針對

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本研究進行資料處理分析時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如

下： 

一、描述統計 

先以描述統計了解未通勤婦女個人基本資料的分佈情形，並分析「親

密關係體驗量表」、「已婚婦女生活目標量表」、「中國人幸福感量表」各分

量表之平均數和標準差。 

 



二、變異數分析 

（一）、以單因子單變項變異數分析的統計方法，了解不同背景變項之未

通勤婦女在幸福感上的差異情形。 

（二）、以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的統計方法，了解不同背景變項之未

通勤婦女在生活目標各層面的差異情形，如 Wilks’λ值達到顯著，則續以

單因子單變項變異數分析加以考驗，以探究不同組別在生活目標每個層面

的差異情形。 

（三）、為考驗不同配偶依附風格者在生活目標各層面的差異情形，先以

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加以考驗，若 Wilks’λ值達顯著，則續以單因子

單變項變異數分析加以考驗，以探究不同配偶依附風格者在生活目標每個

層面的差異情形。 

（四）、以單因子單變項變異數分析的統計方法，了解不同配偶依附風格

在幸福感上是否有差異存在。  

 

三、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 

了解未通勤婦女的生活目標與幸福感間的相關強弱，是否有顯著相

關。 

 

四、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法，分析未通勤婦女的背景變項、生活目標各層

面、配偶依附風格對幸福感的預測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