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樂觀量表的建立 

壹、緒論 

 

生活中我們常常使用「樂觀」這個字眼，我們都喜歡在陽光的朝氣中生活著。

把「樂觀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丟到平常人的思維中，竟出現意想不到的驚奇。

有人說：「樂觀是天塌下來還有高個兒擋著呢！」；也有人說：「樂觀是在陽光普

照的時候，灰塵也會閃閃發亮。」；更有人說：「樂觀是站起來的次數永遠比跌倒

的次數多一次。」。而當我們還沉浸在憂鬱的當下，樂觀的人已經整裝待發，用

一種開放的心胸，去接受生活中無限的可能性。 

 

那麼「樂觀」究竟是什麼？它所代表的意涵與概念為何？中國人的「快樂

觀」、「樂天」與西方的「Optimism」有何差異？ 

 

辭海把樂觀解釋成：謂人之觀世事一切無不快然自足者。似乎比較像是陶淵

明的悠然自得，也有些許仿效王維的恬淡自適。易經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

幾乎是最早出現「樂天」一詞的古文典籍。宋辛棄疾稼軒詞二水龍吟瓢泉：『樂

天知命，古來誰會。行藏用舍，人不堪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就是在尊

仰顏回的安貧樂道。中國文人的樂觀似乎隱含著能快樂的面對天命，生命自然而

然的就會遠離憂慮。 

 

牛津字典定義樂觀(optimism)：相信事情最後會有好結果，傾向採光明面來

看待事情，並對成功抱持著信心。而最早研究樂觀的 Carver & Scheier (1985)則

認為樂觀的人預期好事將會發生在他們身上。Segerstrom (2001)則認為樂觀是不

管在一般的自然狀態或是特別的情況下個體會做正向的結果預期。西方學者卡貝

爾(Cabell)曾說：『樂觀的人宣稱這個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悲觀的



人卻惟恐這是真的』(The optimist proclaims that we live in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and the pessimist fears that this is true.)。 

 

正向心理學推動者 Seligman最近的一本著作名為「Authenetic Happiness」，

由國內學者洪蘭所譯，名為「真實的快樂」。書中再一次提到過去的心理學偏重

心裡與精神疾病，忽略了生命的快樂與意義，他希望藉由傳遞正向情緒與個人長

處、美德來喚醒大家對真實快樂的追求。也因為正向心理學的蓬勃發展，讓許多

研究也都尾隨其後。而樂觀就是以正向的期望出發來看待事情，這樣正向的力量

可以讓我們在生活中充滿信心與活力。研究者希望從健康快樂的角度來看待人生

中不如意的事，而想要研究樂觀就是想從良善開始，最後也期待研究會有一個圓

滿的結束。 

 

根據研究者在心理與精神病學資料(PSYCINFO)資料庫的統計，有關樂觀的

相關研究從 1990年至 2003年，約有 545篇以樂觀為標題的研究在各大期刊中發

表，另外從西文博碩論文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PQDD)的資料庫中也發現

從 1990年至 2003年約有 160篇以樂觀為標題的學位論文。意味著近 10年來樂

觀在國外已經廣泛的被討論，反觀國內的期刊與學位論文資料相對缺乏，因此引

發本研究之動機。 

 

然而樂觀一直以來無法被客觀的測量，因為樂觀牽涉到情感、主觀的判定、

模糊的構念。就如一般心理測驗一樣，遇到抽象的、主觀的心理概念時，樂觀的

測量不外乎就是自陳量表與投射測驗。而參閱過許多文獻顯示，以 Scheier與

Carver的生活導向量表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最廣為研究者所使用。其中有

一種特別方法是偏向質性研究的量化方法，也就是 Seligman等人所發展的

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tim Explanations(CAVE)口頭解釋內容分析法。還有近年

來極具爭議的問題：樂觀與悲觀到底是多向度的單極或是單向度的兩極，Dember



等人編制的樂觀與悲觀量表 Optimism-Pessimism Scale (OPS)則認為樂觀與悲觀

應該分開測量。除此之外，國內學者胡悅倫與吳柏林利用模糊統計來改良傳統之

LOT，也是樂觀測量的一大突破。 

 

另一方面由於樂觀的測量方式很多，不過因為各方對於樂觀的構念與結構並

不一致。因此到底樂觀是多向度的單極或是單向度的兩極至今尚未有定論。目前

學術研究的樂觀量表做簡單的介紹，自陳量表包括：生活導向量表(LOT)、歸因

風格問卷(ASQ)、Hopelessness Scale、一般性成功預期量表(GESS)、樂觀與悲觀

量表(OPS)、大學生樂觀量表(Optimism about College Life Scale)、口頭解釋內容

分析法(CAVE)，而投射測驗則為主題統覺測驗(TAT)。 

 

據此未來需要努力的包括(Scheier & Carver, 2003)：第一，如果建構一個具

有區別效度的樂觀量表。第二，樂觀該用情境測量、特質測量或是兩者兼併。最

後，期望存在多元層次的抽象概念中，也就是我們所測得的期望，真的是我們要

的結果嗎？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開放問卷，蒐集一般人對於樂觀的信念、樂觀

的特質、樂觀的態度、影響樂觀的情境因素與樂觀的過程等相關資料，編制一套

適合一般人的中文樂觀量表。 

 

貳、 研究方法 

由於目前國內尚無有關樂觀的中文量表，因此本量表的編制先透過開放問卷

蒐集題目，再進行開放問卷與預試問卷兩階段的分析，並篩選題目，茲分別說明

如下： 

 
一、開放問卷 
 
(一)開放問卷編制 

 



本研究首先以開放問卷來進行題目的蒐集。問卷主要的內容包括：以「樂觀

是」與「悲觀是」作為題幹，尋問一般普羅大眾對於樂觀與悲觀的概念；以「樂

觀的原因」與「悲觀的原因」作為題幹，尋問一般普羅大眾造成樂觀或悲觀的原

因；以「樂觀的影響力」與「悲觀的影響力」作為題幹，尋問一般普羅大眾樂觀

或悲觀對其生活造成的影響(見附錄六)。 

 

(二)研究對象與施測 

 

在民國 92年 11月間，首先以研究者的人際網絡進行開放問卷的填答，調查

對象包含：大學生、研究生、實習老師、上班族等等，施測時間沒有限制，共回

收 130份問卷，然後分別就問卷的答題反應加以量化統計並予以排序。 

 
(三)資料分析 
 

首先將回收問卷的答題反應，逐一輸入電腦中，進行第一次統計排序。由於

答題反應內容繁簡不一，所以在針對樂觀傾向、樂觀原因、樂觀影響力加以分類，

再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對各類進行第二階段統計排序，最後排除答題反應次數

過少的類別，作為「樂觀傾向」、「樂觀原因」、「樂觀影響力」三個量表的初步構

想。 

 
(四)結果與討論 
 
1. 樂觀傾向 
 
此部份共有 12子題，各種樂觀傾向的次數統計表與排序如表 1 

 
表 1樂觀傾向之次數統計與排序 
排序 樂觀傾向 次數 

1 看世界的光明面、往好的地方想 66 
2 用快樂的態度對待事情、心情輕鬆愉快、心情好 50 
3 對未來有美好的期待、有夢想，將會實現、明天會更好 43 



4 積極主動、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35 
5 開朗活潑、會心微笑、開懷瘋狂大笑 26 
6 天無絕人之路、事情總是可以解決、天下無難事 24 
7 想的開，看的開、凡事不強求、樂天知命、船到橋頭自然直 20 
8 遇到困難勇於接受、對困難處之泰然、遇困境仍歡喜以對 18 
9 遇挫折繼續奮鬥，不輕言放棄、永不妥協、永不放棄 17 
10 遇挫折也會勇於自我挑戰、不容易被挫折打倒 15 
11 碰到挫折也能很快恢復並為問題找出口、很快就能度過低潮期 11 
12 不鑽牛角尖、面對壓力與困難、不輕易自怨自艾 10 

 
2. 樂觀原因 

 
此部份共有 7個子題，各種樂觀原因的次數統計表與排序如表 2 

 
表 2樂觀原因之次數統計與排序 
排序 樂觀原因 次數 

1 生活環境、家庭教育 23 
2 天性、個性、人格特質 18 
3 想用快樂的心情完成事情、心情開朗 14 
4 朋友的幫助、家人的陪伴與支持 11 
5 過去成功經驗、充滿希望、看到優點 11 
6 事情總是可以解決、別人可以順利度過難關，所以一定有辦法 10 
7 生活習慣培養出來的價值觀 8 

 
3. 樂觀影響力 
 
此部份共有 10個子題，各種樂觀影響力的次數統計表與排序如表 3 

 
表 3樂觀影響力之次數統計與排序 
排序 樂觀影響力 次數 

1 克服挫折、有能力在出發 11 
2 積極進取、積極面對問題 11 
3 看到希望、繼續往目標前進、容易成功 10 

4 
朋友跟我在一起會覺得很輕鬆，我可以給他們力量、對身邊的人

有好處 
5 

5 人緣會不錯、與人相處融洽 5 
6 有勇氣與信心面對困難、有勇氣再站起來走下去 5 



7 身體比較健康 4 
8 工作效率提高、事半功倍 4 
9 敞開心胸接受各種角度的觀點 3 
10 有機會學習成長、生活將充滿無限可能性 3 

 
(五)預試問卷的定稿 
 

根據以上的步驟，分別對樂觀傾向、樂觀原因、樂觀影響力的子題來編制題

目，其中根據樂觀傾向的 12個子題，編制 12題有關樂觀傾向的預試問卷。另外，

在樂觀原因方面，經研究者與指教教授討論過後，決定以樂觀的原因來編制樂觀

信念量表，初步構想以樂觀是否可以改變為目標，根據樂觀原因的 7個子題，另

外加入「我相信一個人的樂觀與否是不能改變的」，一共編制 8題有關樂觀信念

的預試問卷。最後根據樂觀影響力的 10個子題，編制 10題有關樂觀影響力信念

的預試問卷。計有三個量表，共有 30題，其中樂觀傾向量表在預試問卷中化名

為生活導向量表一，而樂觀信念與樂觀影響力在預試問卷中則合併成樂觀信念量

表，詳細內容參見附錄七。茲將三個量表敘述如下： 

 

1. 樂觀傾向量表 

 

共 12題，這些題目均取自開放問卷所得之結果，每一題均代表一般普羅大

眾對樂觀的定義，目的是要了解受試者在樂觀程度上的情況。本量表以 Likert’s

五點量表作答，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況。

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3代表中立的立場，4代表還算同意，5代

表非常同意，計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選「3」給 3分，選

「4」給 4分，選「5」給 5分。 

 

2. 樂觀信念量表 

 



共 8題，這些題目均取自開放問卷所得之結果。樂觀信念中的每一題均代表

一般普羅大眾認為造成樂觀的原因，目的是要了解造成受試者樂觀的原因。本量

表以 Likert’s四點量表作答，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

試者的情況。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3代表還算同意，4代表非常

同意，計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3. 樂觀影響力量表 

 

共 10題，這些題目均取自開放問卷所得之結果。樂觀影響力中每一題均代

表一般普羅大眾認為樂觀對其生活的影響力，目的是要了解造成受試者樂觀的原

因與樂觀對其生活的影響。本量表以 Likert’s四點量表作答，根據受試者對各題

項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況。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

意，3代表還算同意，4代表非常同意，計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二、預試問卷 
 
本研究因屬於探索性研究，因此進一步以預試的過程來篩選題目 
 

(一) 預試對象與施測 
 

本研究之預試樣本，在 92年 12月初以便利抽樣的方式選取。包括政治大學

兩班學生(其中一班為修習「特殊教育」的教育學程學生，另一班修習通識課的

「教育問題探討」的學生)，中央大學修習「普通物理」的資工系學生、「熱力學」

的機械系學生、「計算機概論」大氣系學生與「教育概論」的教育學程學生為預

試對象。施測時間沒有限制，共計回收問卷 223份，其中 13份因漏答題數過多，

視為無效問卷，最後可用問卷為 210份(男生 116份，女生 94份)。 



 
(二) 預試結果與討論 
 
1.樂觀傾向量表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 SPSS統計套裝軟體程式 10.0視窗版，進行統計分析。在預試問卷

的因素分析上，本研究採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

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direct oblimin)進行轉

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3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2~3個因素較為適宜，另

外 KMO值為 .843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析的適切性。 

 

參照因素負荷量與共同性，並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決定保留較具代表性的

題目，包含：第 1.4.5.6.7.11 等題目，重新進行第二次因素分析。同樣以主成分

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

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2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2個因素較為適宜，

另外 KMO值為 .732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析的適切性。第一

個因素命名為「勇於面對挫折」，共計 3題，可解釋 44.62%的結構變異量；第二

個因素命名為「正向結果預期」，共計 3題，可解釋 22.58%的結構變異量。此兩

個因素共可解釋 67.20%的結構變異量。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 

 

表 4樂觀傾向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因素一 ：勇於面對挫折     



6.我遇到挫折時會繼續奮鬥而不輕言放棄。 .849 .738 2.677 
11.我不會被挫折打倒，遇到挫折也會勇於自我挑戰。 .836 .703  
4.在遇到困難時我會勇於接受。 .812 .672  
解釋變異量 =  44.62%    
因素二 ：正向結果預期    
5我會用快樂的態度看待事情，使得心情輕鬆愉快。 .827 .696 1.355 
1.我總是看事情的光明面，往好的地方去想。 .787 .622  
7.我是一個想得開、看得開的人，凡事不強求。 .775 .601  
解釋變異量 =  22.58%    
共可解釋變異量 =  67.20%    

 

(2)信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在預試樣本中，勇

於面對挫折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7801，正向結果預期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7107。顯示其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不錯。信度分析結果如下表 5： 

 

表 5樂觀傾向之信度分析 

題目 刪題後的 α 

因素一：勇於面對挫折   
4.在遇到困難時我會勇於接受。 .7182 
6.我遇到挫折時會繼續奮鬥而不輕言放棄。 .7006 
11.我不會被挫折打倒，遇到挫折也會勇於自我挑戰。 .6897 
Alpha = .7801  

因素二：正向結果預期  
1.我總是看事情的光明面，往好的地方去想。 .6422 
5我會用快樂的態度看待事情，使得心情輕鬆愉快。 .5434 
7.我是一個想得開、看得開的人，凡事不強求。 .6787 
Alpha = .7107  

 

(3)各分量表之內在相關 

本研究發現勇於面對挫折與正向結果預期分量表之相關係數γ= .300 



(p<.01)，顯示兩者間呈現正相關。此處也反應了勇於面對挫折與正向結果預期的

確有些許的關聯。 

 

(4)同時效度分析 

本研究針對 LOT中文版作同時效度的分析發現，以樂觀傾向第 1.4.5.6.7.11

題的總分與 LOT中文版總分的相關係數γ= .399 (p<.01)。另外，針對 LOT中文

版的兩個因素：否極泰來、如己所願，與本研究所發展的樂觀傾向量表中的兩個

因素：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做相關。結果發現，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

果預期與如己所願的相關係數分別為γ=.355 (p<.01)、γ=.588 (p<.01)；正向結果

預期與否極泰來的相關係數為γ=.260 (p<.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發展的樂

觀傾向量表與 LOT中文版有顯著的相關。 

 
 
2.樂觀信念量表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在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以樂觀的原因進行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

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

(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 2 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2

個因素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692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

析的適切性。第一個因素命名為「樂觀增長信念」，共計 4題，可解釋 31.27%的

結構變異量；第二個因素命名為「樂觀固定信念」，共計 4題，可解釋 17.04%的

結構變異量。此兩個因素共可解釋 48.31%的結構變異量。其中第 1題與第 12題

的共同性過低，題目內容將擬由指導教授與研究者做適當的修正。因素分析結果



如表 6： 

 

表 6樂觀信念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因素一 ：樂觀增長信念    
8.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因為他相信有朋友的幫助和親人的陪伴與支持。 .764 .584 2.502 
9.我相信生活環境與家庭教育會影響一個人的樂觀。 .726 .564  
14.我相信樂觀是個人的生活習慣培養出來的價值觀。 .675 .485  
17.我相信一個人所以樂觀是因為過去的成功經驗讓他看到自己的優點、而

且充滿希望。 
.612 .401  

解釋變異量 =  31.27%    
因素二 ：樂觀固定信念    
2.我相信樂觀的人生來就心情好，做什麼事都愉快。 .705 .551 1.363 
18.我相信一個人的樂觀與否是不能改變的。 .701 .610  
12.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他的個性所形成。 .583 .373  
1.我認為樂觀的人本來就相信自己可以解決困難，不是靠後天的影響。 .540 .297  
解釋變異量 =  17.04%    
共可解釋變異量 =  48.31%    

 

 (2)信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在預試樣本中，樂

觀的增長信念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6697，樂觀的固定信念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5302。顯示其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尚可。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7： 

 

表 7樂觀信念信度分析結果 

題目 刪題後的 α 

因素一：樂觀的增長信念  
8.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因為他相信有朋友的幫助和親人的陪伴與支持。 .5618 
9.我相信生活環境與家庭教育會影響一個人的樂觀。 .6149 
14.我相信樂觀是個人的生活習慣培養出來的價值觀。 .5973 
17.我相信一個人所以樂觀是因為過去的成功經驗讓他看到自己的優點、而且

充滿希望。 
.6354 



Alpha = .6697  

因素二：樂觀的固定信念  
1.我認為樂觀的人本來就相信自己可以解決困難，不是靠後天的影響。 .5037 
2.我相信樂觀的人生來就心情好，做什麼事都愉快。 .3279 
12.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他的個性所形成。 .4748 
18.我相信一個人的樂觀與否是不能改變的。 .5006 
Alpha = .5302  

 

 (3)各分量表之內在相關 

本研究發現樂觀增長信念與樂觀固定信念分量表之相關係數γ= .221 

(p< .01)，顯示兩者間呈現微弱正相關，相關性不高。 

 
3.樂觀影響力量表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在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以樂觀的影響力進行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

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

(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1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1

個因素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920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

析的適切性。將此一因素命名為「樂觀影響力」，此一因素可解釋 53.88%的結構

變異量。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8： 

 

表 8樂觀影響力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11.我相信樂觀可以使周圍的朋友感到輕鬆並帶給他們力量。 .795 .632 5.387 
6.我相信樂觀會讓人身心比較健康。 .769 .592  



15.我相信樂觀會讓人積極面對問題。 .756 .572  
10.我相信樂觀會讓人有勇氣與信心面對困難。 .752 .565  
7.我相信樂觀可以提供學習與成長的機會，而使生活充滿無限可能性。 .748 .560  
13.我相信樂觀會讓人在遇到困難時，擁有能力重新出發。 .746 .556  
4.我相信樂觀讓工作效率提高、事半功倍。 .719 .517  
3.我相信樂觀可以讓人敞開心胸接受各種角度的觀點。 .699 .488  
16.我認為樂觀會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 .673 .453  
5.我相信樂觀是：如果看到希望，繼續往目標努力就比較容易成功。 .672 .451  
解釋變異量 = 53.88%    

 

(2)信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樂觀影響力量表的

Cronbach α= .9035。也顯示其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良好。信度分析結果

如表 9： 

 

表 9樂觀影響力之信度分析 

題目 刪題後的 α 
3.我相信樂觀可以讓人敞開心胸接受各種角度的觀點。 .8962 
4.我相信樂觀讓工作效率提高、事半功倍。 .8946 
5.我相信樂觀是：如果看到希望，繼續往目標努力就比較容易成功。 .8983 
6.我相信樂觀會讓人身心比較健康。 .8913 
7.我相信樂觀可以提供學習與成長的機會，而使生活充滿無限可能性。 .8930 
10.我相信樂觀會讓人有勇氣與信心面對困難。 .8924 
11.我相信樂觀可以使周圍的朋友感到輕鬆並帶給他們力量。 .8892 
13.我相信樂觀會讓人在遇到困難時，擁有能力重新出發。 .8929 
15.我相信樂觀會讓人積極面對問題。 .8923 
16.我認為樂觀會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 .8981 
Alpha = .9035  

 

(3)樂觀信念與樂觀影響力量表之相關 

預試結果發現發現樂觀固定信念與樂觀的影響力量表之相關係數γ= .270 



(p< .01)，顯示兩者間呈現微弱正相關，相關性不高。而樂觀增長信念與樂觀的

影響力量表之相關係數γ= .721 (p< .01)，達顯著相關。反應了樂觀的影響力的確

與個體認為樂觀會隨著時間與經驗而改變呈現顯著正相關。 

 

參、 正式量表的定稿 

 

根據上述的步驟後，確定正式問卷的樂觀量表的題數，共計「樂觀傾向」6

題，「樂觀信念」8題，「樂觀影響力」10題。其中樂觀傾向的 6題在文字語意上

沒有做修飾。在樂觀信念方面，除了將「我認為樂觀的人本來就相信自己可以解

決困難，不是靠後天的影響」修改成「我認為樂觀是天生的，後天很難改變」，

也將「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他的個性所形成」修改成「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

他天生個性所形成」。最後，樂觀影響力也未作文字語意上的修改。 

 

另外，在樂觀傾向的計分部分，原預試問卷採以 Likert’s五點量表作答，為

配合本研究中的其他量表在正式問卷時改採四點量表作答，使整份問卷有較佳的

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況。1代表

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3代表還算同意，4代表非常同意，計分標準是

選「1」給 1分，選「2」給 2分，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經過上述修改後，至此樂觀量表正式定稿，包含「樂觀傾向量表」、「樂觀信

念量表」、「樂觀影響力量表」，其中樂觀傾向量表與中文版的 LOT在正式問卷中

合併成為生活導向量表，而樂觀信念量表與樂觀影響力量表在正式問卷中合併成

樂觀信念與影響力量表，詳細內容參見附錄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