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章茲針對本研究之架構、研究步驟、樣本、與資料分析方法，進一步做詳 

細說明如下。 

根據前章的文獻評閱，大膽提出本研究的模型圖，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以檢視本研究的核心重點是否符合文獻的核心重點，並方便後續所收集的資料與

本模型適配考驗工作的順利進行。 

    本研究擬議的模型圖為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圖，本研究在經相關的程序後，

經專家效度刪題與信效度考驗後，正式量表約有 20 題題目（x1-x20），這 20 題是

特別針對本研究認知、情緒、身體、人際四個向度（因素）而設計的，在本模型

圖即假設為四個潛在變項認知（ξ1），情緒（ξ2）、身體（ξ3）、人際（ξ4），

而且，在這四個潛在變項背後有一個更中心的因素－憂鬱症，本研究之模型圖擬

以 20 題的題目型態作呈現。 

根據上述，畫出本研究研擬之模型圖，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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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憂鬱症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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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信效度考驗與量表的關係  

本研究以編製新取向的憂鬱量表為主要目標，量表擬分為認知、情緒、身體、

人際四個向度。研究對象擬分為效標組與實驗組，效標組為非憂鬱症者，實驗組

以憂鬱症者為對象，並由醫師診斷為憂鬱症者來填答此量表，以探求效標組、實

驗組與量表的關係是否具備區別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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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信效度考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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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量表以精神科醫師判斷為依據，並同時以流行病學中心所發展的

CES-D 憂鬱量表為效標，進一步求取與本量表之間的相關（即效標關聯效度）。

本研究並計算分量表與總分之相關（即內部一致性分析之相關法），以獲取建構

效度的相關訊息。因素分析，亦是建構效度的一種，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方

法考驗之。信度的部分是以計算內部一致性信度為主，內部一致性信度主要是以

α 係數作為代表。 

 

 

第三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係以編製憂鬱量表為主，研究過程擬分為三大階段，其內容如下：第

一階段包括：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問題之釐清，資料蒐集，文獻探討與量表初

步的編製；第二階段包括：量表的形成、量表施測、專家效度刪題、資料的信效

度考驗；第三階段包括：資料的分析與結果的撰寫和報告。本研究的流程圖，如

圖 3-2 所示。 

 

一、 第一階段 準備階段 
釐清研究動機與目的後，提出研究問題，在廣泛蒐集資料並做文獻探討

後，根據文獻探討並參考在醫院蒐集資料時所觀察到精神科醫師與憂鬱症者 

之間的會談資料，編製成三十七題的原始量表。 

 

二、 第二階段 量表發展與實施階段 
將原始量表對樣本做施測，資料蒐集完成後，進行專家效度分析，並綜

合專家意見做刪題。 

 

三、 第三階段 完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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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資料蒐集完成後，進行信效度的考驗，並根據資料所得結果撰寫研

究結果與報告。信度分析採用 α 係數，效度分析包含分量表與總分之相關、

區別效度、效標關聯效度、驗證性因素分析與多群組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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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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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發展量表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要能區分出憂鬱症者與非憂鬱症者。

因此，將研究樣本分為實驗組與效標組。此量表在經過醫師的篩選後，題數約為

二十題左右，而最佳的樣本數最好是試題數的十倍以上，因此，實驗組與效標組

樣本數各約為兩百人。 

實驗組的研究對象，是以台北市某兩家醫院精神科醫生判斷為憂鬱症者 213

位為量表的實施對象，其中男性 72 人，佔總人數之 33.8％；女生 141 人，佔總

人數之 66.2％，各年齡的分佈摘要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實驗組－年齡人數摘要表 

 20歲(含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以上

人數 20 66 46 49 22 10 

百分比 9.4% 31.0% 21.6% 23.0% 10.3% 4.7% 

 

效標組的研究對象，則以隨機方式抽取國立政治大學的學生 200 位作為對

照；所有填答者均需同時填答本研究之自編憂鬱量表與 CES-D 憂鬱量表。 

效標組男生 79 人，佔總人數之 39.5％；女生 121 人，佔效標組總人數之 60.5

％。學院包含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商學院、教育學院、理學院、其他學院，各

學院人數及其所佔比率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效標組－學院人數摘要表 

 文學院 社會科學院 商學院 教育學院 理學院 其他學院

人數 20 45 54 6 18 57 

百分比 10.0% 22.5% 27% 3.0% 9.0%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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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 

量表的發展，主要重點在於信效度的考驗。以下，即針對信效度的考驗方法

作說明： 

 

一、在信度分析方面 
α 係數是內部一致性信度的一種，適用於多元計分的方式。以 CES-D 憂鬱

量表為例，答「總是如此」得 3 分，「經常如此」2 分，「偶爾如此」1 分，「很少

如此」0 分，類似此種的計分方式，則需採用 α 係數。 

 

二、在效度分析方面 
 

（一）建構效度 
建構效度是指量表能夠測量到理論的構念或特質的程度而言，而獲得建構效

度的分法有數種，本研究是採用其中的內部一致性分析的相關法，亦即計算分量

表與總分相關係數來獲得建構效度。 

 

（二）效標關聯效度 

效標關聯效度是探討量表分數與外在效標的關係，本研究是以 CES-D 憂鬱

量表為外在效標。CES-D 是流行病學中心所發展出來的憂鬱量表，其內部一致

性信度 α 係數與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數均為.90，再測信度為.32（間隔 12 個月）

到.67（間隔 4 週）之間；CES-D 之聚斂效度為.44 至.56，區辨效度則與社會期

許量表之間有一低度負相關（r＝-.18）。本研究之效標關聯效度，即在計算本量

表與 CES-D 憂鬱量表之間的相關係數。 

 

（三）區別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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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由進行區別分析後的正確分類百分比（Hit Ratio）值大小，來考驗

本量表的四個向度是否能明確的區別出實驗組（憂鬱症者）與控制組（非憂鬱症

者）。如果正確分類百分比值愈大，則表示利用此四個向度做為自變項的區別分

析，確實能準確地區別出實驗組與效標組。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方法亦是獲得建構效度的方法之一，本研究擬以 SEM 方法學來驗證各題

是否有效的納入所歸屬的四個向度中。亦即，本研究以 SEM 來驗證本量表的四

向度模式是否可以與所蒐集到的資料適配。 

 

四、多群組的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 
以多群組 SEM 的方法學來檢定實驗組（憂鬱症者）與效標組（非憂鬱症者）

兩組的因素結構是否一樣，並且比較兩組在該量表的四個向度上的潛在平均數是

否有差異。而兩組之因素結構之共變數結構模式相同的意義在於，本量表對實驗

組與效標組都具有相同的四向度結構，則表示本研究所發展之自編憂鬱量表，可

同時適用憂鬱症者與非憂鬱症者。此外，若兩組的潛在平均數結構不同，即表示

本研究自編量表能有效的區別實驗組（憂鬱症者）與效標組（非憂鬱症者）。 

 

 

第六節 模式考驗的方法 

任何模式皆須經過適配度評估，依據余民寧（2006）、邱皓政（2003）、陳正

昌 ＆ 程炳林(2001)的建議，評估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好壞，可從基本適配度指

標、整體模式、比較模式的適配度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度四方面加以考量，以及

針對這四分面加以考驗和作評估。 

 

 39



一、基本適配度考驗 
首先需檢視該模式的路徑方向與向度是否都與文獻探討的結果十分一致，也

未有不合理的參數估計值出現，即所有的標準化估計參數皆在 1 以下，並未出現

大於 1 的不合理情況，即表示這些潛在變項間並無多元共線性的現象，或雖有但

並未發生在選定的模式中。 

根據 Brown & Cudeck(1993)等學者表示，其中，RMSEA（均方近似誤），其

數值涵義是指「用來衡量某個具有未知但適當選定模式參數之模式，被用來適配

母群體共變數矩陣時的適配程度」。因此，當 RMSEA=0，表示模式完全適配母

群體；當 RMSEA 小於 0.05，表示模式具有良好適配；RMSEA 介於 0.05 和 0.08

之間，表示模式合理適配；RMSEA 介於 0.08 和 0.10 之間，表示模式普通適配；

當 RMSEA 大於 0.10，表示模式不良適配（余民寧，2006）。 

依據 Bagozzi & Yi（1988）所提出的基本模式適配標準如下： 

1.不能有負的誤差變異。 

2.誤差變異須達顯著水準。 

3.不可有過大的標準誤。 

4.因素負荷量不能低於.5 或高於.95。 

5.估計參數間的相關絕對值不能太接近 1。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學者都指出，模式的適配程度不能只看少數指標而定，

還須參考其它的指標才能作判斷，不宜單憑一項指標不佳便否定該模式或決定該

模式的適配性，應參照多個指標，再做模式選擇之決定。 

 

二、整體適配度考驗 
整體適配度的考驗一般可從χ2值、適配度指標（goodness-of-fit index，簡寫

GFI）、調整的適配度指標（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簡寫AGFI）、均方根

殘差（root mean square reslidual，簡稱RMR）、標準化均方根殘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lidual，簡稱SRMR）等來討論（余民寧，2006；馬信行，1999；

陳正昌與程炳林，2001）。另外，NC＝χ2/df為理想適配值，NC稱為正規化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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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nomored chi-squred），它的理想適配值域為 1.0 到 3.0 之間（余民寧，2006），

亦是模式考驗參考指標之一。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當樣本很大時，常使得χ2值變得很大，導致p值顯著，

此乃是一般使用卡方檢定常有的現象，這種情形常令學術界頗為頭疼，因此一般

皆建議不能只看少數幾個指標而否定一個模式。 

 

三、比較適配度考驗 
    比較適配度指標包括，正規適配度指標（Normed Fit Index，簡寫 NNFI）、

非正規適配（Non-Normed Fit Index，簡寫 NNFI）、比較適配度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簡寫 CFI）、增值適配度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

簡寫 IFI）、相對非趨中性指標（relative Fit Index，簡寫 RFI），這些值愈接近

1，模式適配性愈好。 

 

四、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 
  內在結構適配度包含三項要求： 

（一）潛在平均數之間的路徑係數之符號，須與研究者所假設期望的方向相

同。 

（二）這些路徑係數的參數估計值，需達顯著水準。 

（三）R2須達顯著水準，其值愈大愈好。 

再者，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度可說是模式的內在品質，也可以從下述幾項標

準來考量（陳正昌與程炳林，2001）： 

（一）個別項目的信度是否在 0.5 以上？ 

（二）潛在變項的平均變異抽取是否在 0.5 以上？ 

（三）潛在變項的成分信度是否在 0.6 以上？  

（四）所估計的參數是否都達顯著水準？ 

（五）標準化殘差值是否都小於 1.96？ 

（六）修正指標是否都小於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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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任一模式，若能通過上述四種模式考驗，即可宣稱是有效或較佳

模式。而且為了避免違反模式的基本假設，最好避免對模式作修正，因為這樣一

來就與原先的假設或模式不同。 

有學者建議可根據 MI 指標，嘗試將某個因素的多個指標變項之誤差變異設

定相關，以增加模式的適配度（如馬信行，1999）；但也有其他學者主張，若要

對模式作修正，須慎重為之，最好是有相關理論做為修正的依據，以避免 SEM

的誤用。一般而言，只要是依照 MI 指標去進行修訂，幾乎可以完全避免違反第

五及第六項標準，但最好有理論依據或其他適當理由的說明才行。 

第四章之驗證性因素分析、多群組共變數結構分析與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

分析皆使用上述四種適配度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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