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量表的發展過程 

量表的發展首重信效度的考驗，本研究以專家效度作為刪題的依據，並使用

SEM（8.72 版）與 SPSS（12.0 版）作為信效度的考驗方法，並以嚴謹的方法與

審慎的態度來建構發展本研究之自編憂鬱量表。 

 

一、建立構念 
    本研究的原始題目為 37 題（參見附錄一），是依據文獻與觀察精神科醫師與

患者會談所得資料編製而成。本研究即在既有傳統研究的各個向度上，加入一個

人際的新向度，嘗試從新的取向，建立一個不同於以往取向的新量表。原來既有

的量表不是用在憂鬱症患者，就是用在一般人身上作為簡略的指數用途。本研究

也嘗試建立一個，同時能夠適用於憂鬱症患者與一般人的憂鬱量表。 

     

本研究即假設在憂鬱症的一些外在特質，例如負向的想法表達、情緒低落的

顯現、睡眠、飲食的狀況不佳、不太想出門等行為特質，這些外顯狀態的背後，

皆有一些看不見的潛在特質，即為「構念」（construct）。本研究依據文獻，分為

認知、情緒、身體、人際等四個潛在特質，而在四個潛在特質的背後，又有一個

共同的潛在特質，那就是「憂鬱症」（depressive disorder），以形成一個分析研

究架構，如圖 4-1 所示，並以 SEM 方法學驗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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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自編憂鬱量表構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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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量表的建立 
驗組 213 人，效標組 200 人，合計總共 413 人。因

的自編憂鬱量表分為「認知」、「情緒」、「身體」與「人際」四個向度，

其使

憂鬱量表是採用三位不同資歷階段的精神科醫師的專家意

見， 題

4-1  刪題說明摘要表 

說明 

    本研究實際施測樣本為實

為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即期待本研究之自編量表，可以同時適用在實驗組與效

標組。因此，無論在信效度的考驗或是模式的檢定上，均以合併組的人數作為分

析對象。 

本研究

用性與精神科醫學實務非常相關，基於考慮其將來實際使用的可行性，亦即

實務的診斷與病人的實際狀況，因此在量表的發展過程中決定採用專家效度來作

為刪題的依據。 

本研究自編的

將題目刪減為 22 題的憂鬱量表，「認知」六題，「情緒」六題，「身體」六

與「人際」四題。綜合這三位醫師的建議，其刪題的意見如表 4-1 所示，並將正

式憂鬱量表的題目重新依向度排序編號如表 4-3 所示，用語可修改的如表 4-2 所

示： 

 

表

刪掉的 Item 

4.人生是痛

苦、無意義的 定義不夠明確/特定（nonspecific）。而且無力感，人生是痛苦無意

義與自殺這三題，是程度上的不同，可取其輕重做為代表，中間

去掉。 

找不到人生方向的人就會這樣覺得，是屬於宗教、人生的議題，

8.沮喪 、29 這三題意思有醫師認為意思相同，保留第 20 題（心第 8、20

情低落），除了容易理解之外，用語上也比較有專業性。有醫師認

為第 20、29 題有點不太一樣，不見得到心情低落但也會覺得不快

樂，但也認同取就這三題第 20 題較貼切。而且，DSM-IV 採用第

20 題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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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無助 也是無力感的呈現方式之一，建議刪除此題。 與 25 語意相近，

23.在乎別人

的眼光 

第 23、24 題是個性的問題。本題不與憂鬱症有特別的關係，是別

的問題，在精神醫學有關係妄想的人也會有這樣的問題，或人格

方面問題的人，會因為在乎而表現得特別好，比較傾向是焦慮的

範圍。  

24.人際關係 ial impairment 的問題，亦即 adjustment ，如果無障礙，

不佳 

本題是 soc

就不算是憂鬱症，因為怕假陽性，非症狀的診斷，但是 criteria 的

一部份。 

26.憂慮 心、煩惱」，正好與第 12 題相同，因此刪除此題。 可改成「擔

而且，「憂慮」這個用語不見得大家都可以理解。 

27.找不到人 rder）的問題。

說心事 

是環境的因素，也是屬於人格偏差（personality diso

有些人在人群中也會覺得孤單。憂鬱症已者無動機再去找他人說

什麼。第 27 題的解釋也較兩極化，也一些憂鬱症者覺得太多人關

心，反而會有壓力。建議可保留第 27 題，因為找不到人說是因為

找不到可以放心講得人，或是說會被別人笑或被宣傳，當然，到

非常嚴重的 pychomotor retardtion 的憂鬱症者，就無動力再去找

別人說什麼。在考慮憂鬱症輕重者的適用一致性上，因此，刪除

此題。 

28.多愁善感 家這類行業的人，都會呈現這種性格，也是人格問題，詩人、作

這對某些職業類別的人來說是好的，也頗有少年不識愁滋味的味

道。多愁善感不見得是病態的呈現，較不明確，第 9 題（往壞的

方向想）較明確，題目的測量敏感度（sensitivity）不夠。 

29.不快樂 同第 8 題所示。 

30.孤單 並非是憂鬱症特有之症狀。 

32.緊張 會被人格（personality）因素所擾，因為有人天生就是緊張大師，

求好心切，是屬於人格問題的測試，與憂鬱症較無特別關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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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入測量焦慮症的題目。 

33.胡思亂想 會有這樣的問題，躁症（mania）的人

mptom），可用操心（worry）這個

傾向於哲學性思考的人，也

也比較容易如此。亦不見得是憂鬱症特有，想法較多不見得是負

面的，要加入說明，這其實應該是想到壞的方向去，定義不夠明

確，所以可以用第 9 題取代。 

這也是焦慮的症狀（Anxiety sy

字眼來描述，但是此種 worry 是無法控制的。 

34.對心事物 屬於人際敏感

小心翼翼 

本題是偏向 A 型性格的問題，這類的人格型態是

型，通常具有戲劇性人格、完美主義的傾向。 

35 沒有人關

懷 

屬於邊緣性人格（Borderline）的題目，定義也過於廣泛性

的外

發生，所以心情不好。 

離。 

（overgenlization）。本題有兩種不一樣的狀態，可由憂鬱症

因性與內因性來解釋： 

外因性：因為有一些事情

內因性：因為憂鬱症者不斷地抱怨，久了，人都遠

而且針對憂鬱症而言，此題的定意義亦不夠明確 

37.手發抖 他的精神疾病因為手發抖的原因太多，吃藥、停藥、喝酒以及其

例如，巴金氏症（Parkinson’s disease）、恐慌症（panic）也為引起

手發抖，因為引發的原因太多，因此建議刪題。 

 

4-2  修改題幹用語摘要表 

修改後題幹用語 

 

表

Item 原題幹用語 

1 胃口不好 胃口不好或暴飲暴食（這樣暴飲暴食的

部分，才可計分。） 

21 少說話 不太愛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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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保留的題目及其重新排序編號摘要表 

變項代號 圖形的代號 

表

保留的題目與原題號 重新排序的題號

3.自殺的意念 1 x1 CO1

6.對什麼事都失去興趣 2 x2 CO2

9.往壞的方向想 3 x3 CO3

10.罪惡感 4 x4 CO4

14.自己沒用 5 x5 CO5

25.無力感 6 x6 CO6

31.有壓力發 7 x7 EM1

7.脾氣、生氣 8 x8 EM2

12.擔心、煩惱 9 x9 EM3

16.害怕、恐懼 10 x10 EM4

19.想哭 11 x11 EM5

20.心情低落 12 x12 EM6

1.胃口不好 13 x13 PH1

2.睡眠狀況不佳 14 x14 PH2

11.身體疲憊 15 x15 PH3

13.無法專心做事 16 x16 PH4

17.身體不舒服 17 x17 PH5

18.記憶力不好 18 x18 PH6

5.不想與他人往來 19 x19 IN1

21.少說話 20 x20 IN2

22.不想出門 21 x21 IN3

36.生活圈小 22 x22 I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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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量表的描述統計 

一、資料的檢視 
    資料的類型上，本研究的自編憂鬱量表是採用李克特式的四點量表，共有四

種反應型態，將其視作連續變項的計分方式，答「總是如此」得 3 分，「經常如

此」2 分，「偶爾如此」1 分，「很少或沒有」0 分。 

   由表 4-4 的內容可知，各題的平均數介於.66 至 1.59 之間，標準差介於.935

至 1.157 之間，偏態(skewness)介於.011 與 1.263 之間，峰度(kurtosis)介於-1.423

與.408 之間。 

 

二、資料的分配與估計方法的採用 
    本研究主要採用 SEM 的方法分析資料與模式，而 SEM 主要是依據常態理論

所設計的一種的估計方法。學者 Kline 在 SEM ，對偏態與峰度的判斷，

是採用「絕對分數判斷原則」，當偏態係數的絕對值大於 3，峰度係數絕對值大

於 10，即被視為非常態（摘自邱皓政，2003）。Curran, West, & Finch 在 1996

年根據蒙地卡羅(Monte Carlo)模擬方法的研究，認為偏態係數介於 2.00 至 3.00

之間，且峰度係數介於 7.00 至 21.00 間之間，資料是中等偏離常態分配；再者，

若偏態係數大於 3.00 以上，且峰度係數大於 21.00 以上，則資料被視為嚴重地偏

離常態分配（摘自余民寧，2006）。根據以上所述，本研究之偏態(skewness)介

於.011 與 1.263 之間，峰度(kurtosis)介於-1.423 與.408 之間，明顯並未偏離常態

分配，因此，均可採用符合常態分配的估計分法。 

 

 

 

 

 

的應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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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觀察變項描述統計摘要表 

Item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偏態 峰度 

表

x1 413 .66 .953 1.263 .408 

1.013 

1.006 

.973 

.985 

.997 

.935 

.970 

.954 

.991 

1.013 

1.022 

1.057 

1.157 

.969 

.937 

1.015 

.967 

.990 

1.017 

1.037 

.998 

.614 

.360 

.764 

.616 

.320 

.147 

.516 

.130 

.612 

.684 

.256 

.744 

.155 

.011 

.329 

.419 

.404 

.679 

.508 

.465 

.406 

-.806 

-.935 

-.481 

-.672 

-.946 

-.955 

-.716 

-.911 

-.717 

-.650 

-1.047 

-.729 

-1.423 

-.974 

-.662 

-.942 

-.784 

-.583 

-.913 

-.961 

-.902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20 

x21 

x22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413 

1.00 

1.26 

.92 

1.03 

1.26 

1.59 

1.10 

1.57 

1.02 

1.02 

1.34 

.97 

1.40 

1.53 

1.29 

1.17 

1.21 

1.01 

1.07 

1.1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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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量表的t考驗 

為了與後面第四節之潛在平均數考驗有所區別，特列本節以傳統考驗方式進

行明顯變項的t檢定。 

依表4-5所示各分量表平均數在實驗組為9.84至11.62之間，在效標組為1.87

至3.84之間；標準差在實驗組為2.777至3.882之間，在效標組為1.690至2.225之

間。總量表平均數在實驗組為39.86，在效標組為11.72；標準差在實驗組為

11.536，在效標組為5.840。 

 

表 4-5 自編憂鬱量表之分量表與總量表平均數差異檢定摘要表 

*** p＜.001； ：認知 M：情緒， 身體，IN：人際 

題目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Sig. (2-tailed) 

1 9.84 3.882 

CO ，E PH：

CO 2 2.21 1.820 25.806*** .000 

1 11.62 3.410 EM 2 3.84 2.225 27.338*** .000 

1 11.54 3.427 PH 2 3.80 2.185 27.819*** .000 

1 6.87 2.777 IN 2 1.87 1.690 22.248*** .000 

1 39.86 11.536 
總量表 

2 11.72 5.840 31.558*** .000 

 

依表 4-6 所示各單題平均數在實驗組為 1.10 至 2.33 之間，在效標組為.08 至

1.04 之間；標準差在實驗組為.738 至 1.027 之間，在效標組為.374 至.770 之間。

在明顯變項上的 t 考驗值如表所示各題雙尾檢定，實驗組與效標之間的差異皆

達.001 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自編量表的各單題皆能有效區別實驗組與效標組。 

因此，無論是分量表或總量表從t考驗值在實驗組與效標組之間的差異皆

達.001顯著水準，表示從分量表或總量表來看皆能有效區別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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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自編憂鬱量表之各題平均數差異檢定摘要表 
 

題目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Sig. (2-tailed) 

1 1.10 .964 
x1 2 .08 .374 14.388*** .000 

1 1.76 839 
x2 2 .24 .473 22.790*** .000 

1 1.94 .861 
x3 2 .62 .655 17.710*** .000 

1 1.40 .974 
x4 2 .35 .556 13.545*** .000 

1 1.63 .935 
x5 2 .41 .559 16.320*** .000 

1 2.00 .768 
x6 2 .53 .567 22.169*** .000 

1 2.21 .769 
x7 2 1.04 .664 16.594*** .000 

1 1.63 .955 
x8 2 .56 .624 13.670*** .000 

1 2.25 .745 
x9 2 .97 .645 18.750*** .000 

1 1.69 .873 
x10 2 .30 .457 20.520*** .000 

1 1.62 1.006 
x11 2 .42 .578 14.976*** .000 

1 2.14 .758 
x12 2 .57 .545 24.298*** .000 

1 1.58 1.027 
x13 2 .28 .522 16.378*** .000 

1 2.33 .839 
x14 2 .58 .668 23.565*** .000 

1 2.21 .738 
x15 2 1.00 .754 16.567*** .000 

1 1.87 .853 
x16 2 .75 .648 15.061*** .000 

1 1.83 .913 
x17 2 .54 .649 16.650*** .000 

1 1.80 864 
x18 2 .66 .712 14.643*** .000 

1 1.64 .929 
x19 2 .36 .510 17.610*** .000 

1 1.70 .865 
x20 2 .36 .601 18.434*** .000 

1 1.82 .930 
x21 2 .49 .634 17.161*** .000 

1 1.70 .948 x22 
2 .68 .770 12.149*** .000 

*** 01；  1：實驗 13 人 ，2：控制組 200 人

 
p＜.0 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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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量表的信效度考驗 

一份量表的好壞，信效度的考驗是重要的部分，因此本研究從驗證性因素分

析、

一、CFA 模式適配度評估 
體模式、比較模式的適配度與模式內在結構

適配

（一） CFA 基本適配度考驗 

素分析）路徑模式如圖 4-2 所示，估計後

發現

的適配程度不能只看少數指標而定，為使模式中的各種參數來源清

楚，

 

 

建構效度、效標關連效度、區別效度與內部一致性信度各方面，考驗本研究

所編製的量表。 

 

以下即針對基本適配度指標、整

度這四個方面加以考驗和評估。 

 

自編憂鬱量表之 CFA（驗證性因

，該模式的路徑方向與向度都與文獻探討的結果十分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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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模式

茲列其所有標準化估計參數及顯著性考驗結果列於表 4-7，其它更多適配度

指標請見附錄六。模式所需估計的參數共有 50 個，如表 4-7 所示，觀察變項有

22 個，故自由度為 203，即 df＝﹝（22）（22＋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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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CFA 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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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之參數估計、完全標準化參數估計及顯著性考驗 
摘要表 

參數 

 

估計值 

 

完全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參數

 

估計值

 

完全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x11 .63 .70 .04 16.02 φ23 .96 .96 .01 90.18

λx 21 .88 .86 .04 21.77 φ24 .89 .89 .01 51.45

λx 31 .82 .81 .04 19.86 φ33 1.00 1.00 -- -- 

λx 41 .67 .70 .04 16.24 φ34 .90 .90 .02 54.37

λx 51 .78 .79 .04 18.93 φ44 1.00 1.00 -- -- 

λx 61 .86 .86 .04 21.77 δ1 .42 .51 .03 13.78

λx 72 .68 .73 .04 17.10 δ2 .27 .26 .02 12.52

λx 82 .65 .67 .04 15.52 δ3 .35 .34 .03 13.15

λx 92 .77 .82 .04 19.99 δ4 .46 .50 .03 13.76

λx 10.2 .81 .82 .04 20.25 δ5 .37 .38 .03 13.36

λx 11.2 .75 .73 .04 17.03 δ6 .26 .26 .02 12.54

λx 12.2 .91 .89 .04 22.77 δ7 .40 .46 .03 13.61

λx 13.3 .70 .67 .05 15.07 δ8 .53 .55 .04 13.84

λx 14.3 .92 .79 .05 19.04 δ9 .30 .34 .02 13.04

λx 15.3 .74 .77 .04 18.27 δ10 .32 .32 .02 12.96

λx 16.3 .72 .76 .04 17.97 δ11 .49 .47 .04 13.62

λx 17.3 .81 .79 .04 18.94 δ12 .23 .22 .02 11.82

λx 18.3 .69 .70 .04 16.03 δ13 .61 .55 .04 13.63

λx 19.4 .84 .85 .04 20.88 δ14 .50 .37 .04 12.79

λx 20.4 .84 .83 .04 20.37 δ15 .38 .41 .03 13.01

λx 21.4 .86 .82 .04 19.99 δ16 .37 .42 .03 13.09

λx 22.4 .64 .63 .05 13.87 δ17 .39 .38 .03 12.82

φ11 1.00 1.00 -- -- δ18 .48 .51 .04 13.48

φ21 .98 .98 .01 120.79 δ19 .28 .28 .02 11.24

φ31 .94 .94 .01 78.90 δ20 .31 .31 03 11.57

φ41 .93 .93 .01 68.39 δ21 .35 .32 03 11.79

φ22 1.00 1.00 -- -- δ22 .61 .60 04 13.57

註：虛線表示該參數對應的觀察變項作為參照指標，故無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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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 CFA 模式在 Bagozzi & Yi（1988）所提出的五項基本模式適配標

準上完全符合。如圖 4-2 及表 4-7 所示，所有誤差變異數皆為正值，符合第一項

標準；所有誤差變異數皆達 0.05 的顯著水準，符合第二項標準；所有估計參數

的標準誤都很小，符合第三項標準；各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間的因素負荷量都在

0.5 以上、0.95 以下，符合第四項標準；至於估計參數間的相關也都非常小，幾

乎都為 0，符合第五項標準，但這四個潛在依變項（ξ）之間的相關，有 2 個大

於等於 0.95；若是以二階 CFA 來執行程式，則四個潛在依變項間的相關和與

DPRE 間的相關有 6 個大於等於 0.95，如表 4-8 所示，這是稍有美中不足之處。 

 

表4-8  CFA四個潛在變項間的相關摘要表 

 C0 EM PH IN DPRE 

C0 1.00     

EM 0.98 1.00    

PH 0.96 0.95 1.00   

IN 0.92 0.91 0.89 1.00  

DPRE 0.99 0.99 0.97 0.92 1.00 

註：英文符號的意義；CO：認知，EM：情緒，PH：身體，IN：人際，DPRE：

憂鬱症 

 

（二） CFA 整體適配度考驗 
本模式的χ2值為 571.87，自由度為 203，p值為 0.00，雖未能獲得預期的不

顯著結果（即p >0.05），但由表 4-9 可知，RMSEA＝.066，模式是合理適配的；

GFI 與AGFI期待大於 0.9 以上的標準，本研究之GFI ＝.89、AGFI＝.86 雖稍差

強人意，但也很接近 0.9；RMR＝.031、SRMR＝.032 皆小於.05，表示模式有良

好的適配程度。 

另外，NC（正規化卡方值）＝χ2/df＝2.81，小於 3，在理想適配值 1.0 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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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 

 

表 4-9  CFA 整體模式適配度各項考驗指標摘要表 

χ2 df NC RMSEA GFI AGFI RMR SRMR

571.87 203 2.81 .066 .89 .86 .031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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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總樣本人數為 413 是適中樣本，雖然不會如樣本很大

時，出現χ2值變得很大而導致p值顯著的情況，但仍須多方參考其他指標，才能

正確地判斷模式的適配程度。 

 

（三） CFA 比較適配度指標考驗 
 本研究之正規適配度指標（NNFI）、非正規適配（NNFI）、比較適配度指

標（CFI）、增值適配度指標（IFI）、相對非趨中性指標（RFI），這些值愈接近 1，

模式適配性愈好。由表 4-10 得知，這些比較適配性指標皆在.98 以上，接近 1，

是優良的適配指標。 

 

表 4-10  CFA 比較模式適配度各項考驗指標摘要表  

NFI NNFI CFI IFI RFI 

.98 .99 .99 .99 .98 

 

（四）CFA 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 
    內在結構適配度包含的三項要求，由圖 4-2 可知，研究結果與文獻相符，

符合預期的假設與方向，達到第一項值要求；由表 4-7 可知路徑係數的參數

估計皆達顯著水準；亦即t值皆大於 1.96，符合第二項要求；亦由圖 4-2 與表

4-7 皆可得知R2皆達顯著水準，其值愈大愈好，符合第三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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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度，亦即模式的內在品質，再者，也可以從其他

六項標準來考量（陳正昌 ＆ 程炳林，2001）。由表 4-11 可知，個別項目如x1

～x22 的信度除了x1＝0.49、x4＝0.49、x8＝0.45、x13＝0.45、x18＝0.49 與x22

＝0.40 稍低於 0.5 之外，其他各題上皆介於 0.53～0.74 間，符合第一項標準；所

有潛在變項的平均變異抽取除了情緒因素（ξ2）與身體因素（ξ3）之外，認知

因素（ξ1）與人際因素（ξ3）皆為 0.62，符合第二項標準；而所有潛在變項的

成分信度（即相當於α信度係數），無論認知、情緒、身體與人際因素，都在 0.87

～0.91 間，符合第三項標準；如表 4-7 所示，所有的結構係數皆達 0.05 顯著水

準，符合第四項標準。就第五項標準而言，在所有 231 個標準化殘差中，有 41

個標準化殘差超過 1.96，其中最大是 6.55，最小的是-3.66，其餘都符合標準；

而就第六項標準而言，出現較多修正指標（MI值）超過 3.84 者（即α＝0.05，χ2

在自由度為 1 時的臨界標準）。第五及第六項標準之相關數據請執行SEM語法檔

即可得知。 

總而言之，就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度而言，除第五及第六項標準較不理想

外，其他四項標準尚稱良好。為了避免違反模式的基本假設，亦即避免對模式作

修正，因為這樣一來就與原先的假設或模式不同，而本研究即是遵行此項原則進

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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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CFA 路徑模式之個別信度指標、潛在變項的平均變異抽取量、成份信

度摘要表 

變項 
個別 

指標信度 

潛在變項的 

平均變異抽取量 

潛在變項的 

成份信度 

CO（ξ1）  0.62 0.91 

x1  0.49   

x2 0.74   

x3 0.66   

x4 0.49   

x5           

x6 

0.62 

     0.74 
  

EM（ξ2）  0.58 0.90 

x7 0.53   

x8 0.45   

x9 0.67   

x10 0.67   

x11 

x12 

PH（ξ3） 

0. 53 

0.62 

 

 

.56  

 

 

0.88 

x13 0.45   

x14 0.62   

x15 0.59   

x16 0. 58   

x17 

x18 

IN（η4） 

0. 62 

0.49 

 

 

0.62 

 

 

0.87 

x19 0.72   

x20 0.69   

x21 

x22 

0. 67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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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參照表 4-8 可知這四個因素之間具有高相關，且相關達 0.05 顯著水

準，表示在這四個因素背後有一個潛在因－「憂鬱症」的存在，符合當初編製量

表時的假設，證明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是合理的。且由上述四項模式適配度的檢

定亦可知，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的適配度皆落在合理的指標範圍內。 

 

二、效標關聯效度 
   本研究之效標關聯效度，是以CES-D量表作為效標，以Pearson積差相關計

算之，其結果如4-12所示：  

     本研究之效標關聯效度達0.939，在四個分量為0.830至0.908，雙尾檢定，皆

達.01顯著水準。因為本研究之資料蒐集與是效標同時進行，是採用「同時效度」

的考驗方法。從考驗的結果來看，本研究之自編憂鬱量表，與外在CES-D量表之

相關，達統計顯著性水準，表示本研究所編製的量表，可測得所預測得的特質。 

 

4-12  效標關聯效度摘要表 

分量表與 

總量表 

CES-D 

憂鬱量表 

CO 

分量表 

EM 

分量表 

PH 

分量表 

IN 

分量表 

自編憂鬱 

量表 

 

Pearson 積差相關 

 

.908(**) .894(**) .869(**) .830(**) .939(**)

  

雙尾檢定 

 

.000 .000 .000 .000 .000

註：**表示雙尾檢定相關達.01顯著水準                       人數：413人        

    CO：認知， EM：情緒， PH：身體， IN：人際 

三、建構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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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建構效度考驗是採用內部一致性分析法，是以分量表與總量表得分

的相關係數為結果，與驗證性因素分析同樣皆為建構效度的一種，分析結果如表

4-13所示：各分量表與總分之間的相關從.836到.903皆為非常良好的係數值，表

示本自編憂鬱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 

 

表4-13  建構效度摘要表 

 CO EM PH IN 

自編憂鬱量表

總分 
.903 .902 .887 .836 

 

四、區別效度 
從表4-14得知，實驗組共213人，在分類後，只有25人落入他組；效標組共

200人，其中只有4人落入他組，其Hit Ratio值為0.93，達到統計上0.90的要求，

表示本研究自編之憂鬱量表具有良好之區別效度，可以有效地區別出實驗組與效

標組。其方式乃是以本研究自編量表的四個向度分量表分數為自變項對兩組（依

變項）進行區別分析。 

但這只是從測量變項的考驗來看，下一節將更進一步從潛在變項的考驗來

看，是否也能有效地區別實驗組與效標組。 

 

表4-14  區別分析結果摘要表 

 組別 總數 
  1 2   

1 188 25 213 組 

  別 2 4 196 200 

總數 192 221 413 

93.0%的人能被正確歸類原來所在的組別 

註：組別1－實驗組，組別2－效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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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量表的信度考驗 
本研究的自編量表整體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係數為.965，刪除各單

題後的總量表Cronbach's Alpha係數也在.962～.965之間，如表4-15所示，由此可

知，不管是整份量表或是刪除各單題後的總量表，都具有良好的信度。 

在刪除各單題後的總量表Cronbach's Alpha係數，並無出現特別高或低的係

數值，如果係數值特別高的題目，表示要刪掉；若特別低，表示這題絕不能刪。

而本研究並無出現特高或特低的狀況，表示各題的特質十分一致，表示選題結

果，此22題是可接受的。 

    校正後單題與總量表之相關為.588至.862之間，校正後單題與分量表之相關

為.589至.826之間，相關至少達.588以上，表示各單題與總量表或分量所測的方

向或相同內容，單題與分量表或總量表之間的內部一致性高，顯示試題編製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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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刪除該題後的總量表Cronbach's Alpha係數、校正後單題與分量表和總

量表之相關摘要表  

Item 刪除該題後的總量表

Cronbach's Alpha係數 

校正後單題與總量表

之相關 

校正後單題與分量表

之相關 

x1 .964 .681 .685 

x2 .962 .842 .783 

x3 .963 .780 .783 

x4 .964 .677 .690 

x5 .963 .762 .767 

x6 .962 .839 .784 

x7 .964 .705 .688 

x8 .964 .649 .638 

x9 .963 .788 .774 

x10 .962 .795 .754 

x11 .963 .705 .703 

x12 .962 .862 .826 

x13 .964 .644 .618 

x14 .963 .760 .756 

x15 .963 .733 .718 

x16 .963 .743 .686 

x17 .963 .759 .733 

x18 .964 .678 .654 

x19 .963 .766 .772 

x20 .963 .772 .744 

x21 .963 .764 .741 

x22 .965 .588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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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多群組模式的因素結構 

目前對因素分析模型下的組合信度等相關議題，尚在發展中，學界尚未有共

同一致的定論與共識，因此本研究的多群組比較，將以一階的因素分析模型進行。 

本研究採用不同群組間的因素結構均等性的考驗與比較不同群組間潛在變

項的平均數的用意在於，相對於傳統的平均數考驗方式（如 t 檢定及 F 檢定），

使用多群組因素結構檢定的優點在於，可排除明顯變項的測量誤差，使潛在平均

數的差異得以相互比較，而獲得更精確的結論及推論。此外，在不同群組間的因

素結構均相等的條件下，以潛在變項的平均數來比較不同群組間的差異，也會比

使用明顯變項的平均數來比較差異，更具說服力（余民寧，2006）。 

在嘗試使用不同的嚴謹策略時發現，即使χ2值的增加量達顯著，但在不同的

寬鬆策略下，除完全不限制的情況下無法正定之外，其他在限制Λx矩陣、限制

Λx、Θδ矩陣，限制Λx、Θδ、Φ矩陣，有一個有趣的發現，那就是κ值皆為負值，

這是否與統計的強韌（robust）特質有關，是值得再深入探討的問題。 

除了上述的原因之外，因為在 SEM 中並無所謂的最佳模式，乃是在競爭模

式之間，何者是有相對較佳的模式（余民寧，2006）。因此，本研究中所進行的

兩組之多群組共變數結構與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均等性的考驗，皆選用最嚴格

的策略，亦即本研究多群組共變數結構模式考驗的實驗組與效標組的所有參數都

一樣，皆設定為完全相同；在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的考驗亦同。 

 
一、多群組共變數結構 

多群組共變數結構的模型適配度檢定，χ2值為 1360.71，自由度為 456，

RMSEA＝0.086，P＝0.000，CFI＝.90，GFI＝.67，由這些適配度指標來看，模

型的適配度尚可。除了從上述的適配度指標來看模式的適配性之外，也可從表

4-20 之各項參數估計值來判斷模式的好壞。從上述適配性指標的結果來看，可

以宣稱合併兩組作為分析對象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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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多群組共變數結構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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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多群組共變結構模式共同量尺之參數估計、完全標準化參數估計及顯

著性考驗摘要表 

參數 

 

估計值 

 

完全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參數

 

估計值

 

完全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x11 1.00 .50 -- -- φ23 .08 .88 .02 4.49 

λx21 1.21 .64 .14 8.81 φ24 .12 .66 .02 6.47 

λx31 1.36 .65 .16 8.78 φ33 .07 1.00 .03 2.80 

λx41 1.20 .55 .16 7.55 φ34 .10 .72 .20 4.45 

λx51 1.34 .63 .1 5 8.77 φ44 .30 1.00 .04 7.05 

λx61 1.20 .65 .15 8.24 δ1 .41 .75 .04 9.89 

λx72 1.00 .48 -- -- δ2 .28 .59 .02 12.31

λx82 1.08 .46 .17 6.35 δ3 .34 .58 .03 11.60

λx92 1.27 .62 .14 8.85 δ4 .45 .70 .04 12.37

λx 10.2 1.23 .60 .14 8.62 δ5 .36 .60 .03 12.68

λx 11.2 1.30 .54 .017 7.65 δ6 .45 .58 .03 10.54

λx 12.2 1.34 .69 .016 8.55 δ7 .40 .77 .03 12.00

λx13.3 1.00 .32 -- -- δ8 .52 .79 .04 13.76

λx14.3 1.23 .43 .24 5.13 δ9 .30 .61 .03 11.81

λx15.3 1.61 .57 .30 5.43 δ10 .32 .64 .03 11.66

λx16.3 1.77 .62 .33 5.41 δ11 .49 .71 .04 11.48

λx17.3 1.87 .62 .36 5.27 δ12 .23 .52 .02 9.99 

λx18.3 1.47 .49 .28 5.19 δ13 .61 .90 .04 13.88

λx19.4 1.00 .73 -- -- δ14 .47 .82 .04 11.28

λx20.4 0.90 .66 .08 10.62 δ15 .37 .67 .03 12.15

λx21.4 0.98 .67 .09 10.50 δ16 .36 .62 .03 11.81

λx22.4 0.68 .43 .09 7.23 δ17 .39 .61 .03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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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11 .13 1.00 .03 4.68 δ18 .48 .76 .04 12.15

φ21 .12 .93 .02 6.69 δ19 .27 .47 .04 6.97 

φ31 .08 .81 .02 4.16 δ20 .32 .56 .03 9.76 

φ41 .16 .78 .02 6.73 δ21 .35 .55 .04 9.46 

φ22 .12 1.00 .02 4.81 δ22 .61 .82 .05 12.80

註：虛線表示該參數對應的觀察變項作為參照指標，故無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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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群組共變數結構基本適配度考驗 

自編憂鬱量表合併兩組之多組共變數模式如圖 4-3 所示，估計後發現，該模

式的路徑方向與向度都與文獻探討的結果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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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模式中的各種參數來源清楚，茲將所有標準化估計參數及顯著性考驗結

果列於表 4-16，其它更多適配度指標請見附錄七。模式所需估計的參數共有 50

個，如表 4-16 所示，觀察變項有 22 個，故自由度為 456，即 df＝﹝（22）（22

＋1）/2﹞＊2－50。 

本研究之多群組共變數模式，依據 Bagozzi & Yi（1988）所提出的基本模式

適配標準，如圖 4-3 及表 4-16 所示，所有誤差變異數皆為正值，符合第一項標

準，不能有負的誤差變異；所有誤差變異數皆達.05 的顯著水準，符合第二項標

準，誤差變異須達顯著水準；所有估計參數的標準誤都很小，符合第三項標準，

不可有過大的標準誤；各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間的因素負荷量除了第 7、8、13、

14、18 與 22 題稍小於.50 之外，其他皆在.50 以上、.95 以下，符合第四項標準，

因素負荷量不能低於.5 或高於.95；至於除了少數幾個φ相關數值稍高，但也未

超過.95，其他都非常小，幾乎都接近 0，符合第五項標準，估計參數間的相關絕

對值不能太接近 1。 

 

（二） 多群組共變數結構整體適配度考驗 

整體適配度考驗一般可從表 4-17 各項指標來討論，其它指標請參考附錄七。 

 

表 4-17  多群組共變數模式整體模式適配度各項考驗指標摘要表 

χ2 df NC RMSEA GFI RMR SRMR 

1360.71 456 2.98 .086 .80/.67 .12/.13 .22/.22 

   註：GFI、RMR、SRMR 在各組均有不同的數值，在符號「/」之前 

為實驗組，之後為效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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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式的χ2值為 1360.71，自由度為 456，p值為 0.00，雖未能獲得預期的不

顯著結果（即p >0.05），但由表 4-17 可知，RMSEA＝.086，模式是普通適配的；

GFI ＝.80/.67 雖未能大於.9 以上，但數值尚可；RMR＝.12/.13、SRMR＝22/.22

稍超過於.05；另外，NC（正規化卡方值）＝χ2/df＝2.91，小於 3，其理想適配

值域為 1.0 到 3.0 之間。從這些指標值來看，表示本模式有普通尚可的適配程度。 

 

（三） 多群組共變數結構比較適配度指標考驗 

  比較適配度指標值愈接近 1，表示模式適配性愈好。由表 4-18 得知，這些

比較適配性指標皆除了 RFI＝.84，其他數值皆大於.90，是良好的適配指標。

因此，從比較適配度指標考驗來看，本模式具有良好的適配度。 

 

表 4-18  多群組共變數結構比較模式適配度各項考驗指標摘要表 

NFI NNFI CFI IFI RFI 

.85 .90 .90 .90 .84 

 

（四）多群組共變數結構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 

    內在結構適配度所包含三項要求，由圖 4-3 可知，研究結果與文獻相符，符

合預期的假設與方向，達到第一項值要求，路徑係數之符號，須與研究者所假設

期望的方向相同。由表 4-16 可知路徑係數的參數估計皆達顯著水準；亦即t值皆

大於 1.96，符合第二項要求，路徑係數的參數估計值，需達顯著水準；亦由圖

4-3 與表 4-16 皆可得知R2皆達顯著水準，符合第三項要求。 

 再者，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度可說是模式的內在品質，也可以從其他六項

標準來考量（陳正昌 ＆ 程炳林，2001），分述如下。 

由表 4-21 知，針對第一項標準，個別項目如x1～x22 的信度，除了x19 大

於.5，其他皆無；第二項標準，所有潛在變項的平均變異抽取除了人際因素（ξ

4）大於.5，其他如認知因素（ξ1）、情緒因素（ξ2）與身體因素（ξ3）皆無；

而所有潛在變項的成分信度（即相當於α信度係數），無論認知、情緒、身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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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因素，都在.68 至.77 之間，都大於.6，符合第三項標準；如表 4-16 所示，

所有的估計參數皆達.05 顯著水準，符合第四項標準。就第五項標準而言，兩組

在所有 506 個標準化殘差中，以絕對值來看，兩組有 152 個標準化殘差小於 1.96，

其餘都未符合標準，其中最大是 8.24，最小的共是-0.63；而就第六項標準而言，

出現些許修正指標（MI值）超過 3.84 者（即α＝0.05，χ2在自由度為 1 時的臨

界標準）。第五及第六項標準之相關數據請執行語法檔即可得知。 

 

總而言之，就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度而言，除第一、第二項與第五項標準較

不理想外，其他四項標準尚稱良好。因此就這些基本、整體、比較與內在結構四

個適配度的考驗而言，本研究自編量表之多群組共變數結構模式，是屬於普通適

配的模式，故本研究可繼續進行多群組潛在平均數均等性考驗。 

多群組共變數之基本適配度指標、整體適配度指標、比較適配度指標、內在

結構適配度指標之考驗，可由圖 4-3、表 4-16 與附錄七，並參照第四章第三節

各項適配度指標之說明，即可得知。因此，從各項指標值的考驗來看，多群組共

變數結構模式是在可接受的範圍內，表示兩組之因素結構之共變數結構模式相

同，因此本量表對實驗組與效標組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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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時在兩組憂鬱症者與非憂鬱症者上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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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多群組共變結構路徑模式之個別信度指標、潛在變項的平均變異抽取

量、成份信度摘要表 

變項 
個別 

指標信度 

潛在變項的 

平均變異抽取量 

潛在變項的 

成份信度 

CO（ξ1）  .37 .77 

x1 .25   

x2 .41   

x3 .42   

x4 .30   

x5           

x6 

     .40 

     .42 
  

EM（ξ2）  .33 .74 

x7 .23   

x8 .21   

x9 .38   

x10 .36   

x11 

x12 

PH（ξ3） 

.29 

.48 

 

 

 .43 

 

 

.68 

x13 .10   

x14 .18   

x15 .32   

x16      .38   

x17 

x18       

IN（ξ4） 

.38 

.24 

 

 

.72 

 

 

.64 

x19 .53   

x20 .44   

x21 

x22 

.4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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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 
    多群組群組共變結構的均等性檢定成立後，繼續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的檢定。

本研究採用最嚴格的策略，在兩組所有參數都均等的情況下，進行潛在平均數的

比較，模式的各項參數估計值如表 4-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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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模式圖 

 

 73



為了進行潛在平均數的比較，除了提供共變數矩陣外，還要提供各組在 22

題上的平均數，以便進行平均數結構的均等性檢定。因此，在上述模式尚可接受

的情況下，可進行以下潛在平均數的比較。 

本研究假設觀察變項的截距項（τ）、因素負荷量（Λx）、測量誤差變異（Θδ）

是跨群組不變的（invariance across samples），並且設定第 1 題、第 7 題、第 13

題及第 19 題分別為四個潛在變項的參照指標，使不同組別的潛在變項量尺可以

互相比較。本研究將實驗組的潛在變項平均數設定為 0，而使獲得的κ值即為效

標組相對於實驗組的潛在平均數差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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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潛在平均數結構模式共同量尺之參數估計、完全標準化參數估計及顯

著性考驗摘要表 

參數 

 

估計值 

 

完全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參數

 

估計值

 

完全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x11 1.00 .48 -- -- δ7 .40 .75 .03 12.12

λx21 1.41 .69 .08 16.88 δ8 .52 .82 .04 14.30

λx31 1.31 .61 .08 16.15 δ9 .31 .65 .03 11.74

λx41 1.07 .48 .08 14.06 δ10 .32 .63 .03 11.85

λx51 1.24 .57 .08 15.96 δ11 .49 .76 .04 12.48

λx61 1.38 .68 .08 16.38 δ12 .30 .49 .02 9.74 

λx72 1.00 .50 -- -- δ13 .60 .81 .05 12.89

λx82 0.95 .43 .07 13.19 δ14 .47 .66 .05 10.41

λx92 1.14 .60 .06 18.86 δ15 .38 .72 .03 12.66

λx 10.2 1.20 .61 .07 17.26 δ16 .39 .74 .03 13.52

λx 11.2 1.09 .49 .07 14.70 δ17 .41 .70 .03 13.93

λx 12.2 1.34 .71 .07 18.05 δ18 .49 .79 .04 12.81

λx13.3 1.00 .44 -- -- δ19 .28 .51 .03 8.50 

λx14.3 1.32 .58 .08 15.81 δ20 .31 .53 .03 9.70 

λx15.3 1.04 .53 .07 14.02 δ21 .35 .57 .04 9.96 

λx16.3 1.00 .51 .07 13.64 δ22 .61 .80 .05 13.01

λx17.3 1.13 .55 .08 14,48 τ1 1.11 NA .06 17.85

λx18.3  .96 .46 .07 12.92 τ2 1.73 NA .06 30.90

λx19.4 1.00 .70 -- -- τ3 1.96 NA .06 34.25

λx20.4 1.00 .68 .05 20.60 τ4 1.43 NA .06 22.66

λx21.4 1.02 .67 .05 20.15 τ5 1.66 NA .06 27.16

λx22.4 0.76 .45 .05 13.96 τ6 1.98 NA .05 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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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11 .12 1.00 .02 7.24 τ7 2.20 NA .05 43.46

φ21 .12 .94 .01 9.32 τ8 1.64 NA .06 26.65

φ31 .11 .81 .01 7.64 τ9 2.26 NA .05 45.56

φ41 .15 .80 .02 8.57 τ10 1.68 NA .06 29.33

φ22 .13 1.00 .02 8.05 τ11 1.64 NA .06 25.31

φ23 .12 .86 .01 8.66 τ12 2.13 NA .05 41.68

φ24 .12 .67 .02 8.10 τ13 1.54 NA .07 23.02

φ33 .14 1.00 .02 6.67 τ14 2.26 NA .06 39.69

φ34 .14 .73 .02 7.87 τ15 2.23 NA .05 45.39

φ44 .27 1.00 .03 9.12 τ16 1.91 NA .06 34.08

δ1 .42 .77 .04 9.97 τ17 1.86 NA .06 30.91

δ2 .30 .53 .02 12.16 τ18 1.81 NA .06 31.67

δ3 .36 .63 .03 12.28 τ19 1.66 NA .06 26.82

δ4 .46 .77 .03 13.91 τ20 1.69 NA .06 28.99

δ5 .38 .67 .03 13.56 τ21 1.83 NA .06 29.46

δ6 .26 .53 .03 10.45 τ22 1.69 NA .06 27.62

註：虛線表示該參數對應的觀察變項作為參照指標，故無須估計   

    NA：nonavailable，報表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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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基本適配度考驗 

自編憂鬱量表之多群組潛在平均數模式如圖 4-4 所示，估計後發現，該模式

的路徑方向與向度都與文獻探討的結果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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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模式中所有標準化估計參數及顯著性考驗結果列於表 4-20。模式所需估

計的參數共有 76 個，如表 4-20 所示，觀察變項有 22 個，故自由度為 474，即

df＝﹝（22）（22＋1）/2＋22﹞＊2－76。 

本研究之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模式，依據 Bagozzi & Yi（1988）所提出的

基本模式適配標準如圖 4-4 及表 4-20 所示，所有誤差變異數皆為正值，符合第

一項標準；所有誤差變異數皆達.05 的顯著水準，符合第二項標準；所有估計參

數的標準誤都很小，符合第三項標準；各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間的因素負荷量除

了第 1、4、8、11、13、18 與 22 題稍小於都在.50 外以上，其他皆在.50 以上、.95

以下，符合第四項標準；至於除了少數幾個φ相關數值稍高，但也未超過 0.95，

其他都非常小，幾乎都接近 0，符合第五項標準。 

 

（二）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整體適配度考驗 

整體適配度的考驗一般可從表 4-21 的各項指標來討論（余民寧，2006；馬

信行，1999；陳正昌與程炳林，2001），其它指標請參考附錄八。 

 

表 4-21  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整體模式適配度各項考驗指標 
摘要表 

χ2 df NC RMSEA GFI RMR SRMR 

1474.69 474 3.11 .086 0.79/.66 .13/.13 .23/.22 

註：GFI、RMR、SRMR 在各組均有不同的數值，在符號「/」之前 

為實驗組，之後為效標組 

 

本模式的χ2值為 1474.69，自由度為 474，p值為 0.00，雖未能獲得預期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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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結果（即p >0.05），但由表 4-21 可知，RMSEA＝.090，模式是普通適配的；

GFI ＝.79/.66 雖未能大於.9 以上，但數值尚可；RMR＝.13/.13、SRMR＝.23/.22

超過於.05；另外，NC（正規化卡方值）＝χ2/df＝3.11，NC其理想適配值域為 1.0

到 3.0 之間，稍微大於 3。從這些指標值來看，表示本模式是普通尚可的適配程

度。 

 

（三）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比較適配度指標考驗 

  比較適配度指標值愈接近 1，表示模式適配性愈好。由表 4-22 得知，這些

比較適配性指標至少都.83 以上，與.90 差距不大，是不錯的適配指標。因此，

從比較適配度指標考驗來看，本模式具有好的適配度。 

 

表 4-22 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比較模式適配度各項考驗指標摘要表 

NFI NNFI CFI IFI RFI 

.83 .89 .89 .89 .84 

 

（四）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 

    內在結構適配度所包含三項要求，由圖 4-4 可知，研究結果與文獻相符，

符合預期的假設與方向，達到第一項值要求，路徑係數之符號，須與研究者

所假設期望的方向相同；由表 4-20 可知路徑係數的參數估計皆達顯著水準；

亦即t值皆大於 1.96，符合第二項要求，路徑係數的參數估計值，需達顯著水

準；亦由圖 4-4 與表 4-20 皆可得知R2皆達顯著水準，符合第三項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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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從六項標準

來考量（陳正昌 ＆ 程炳林，2001）。 

由表 4-23 知，針對第一項標準，個別項目如x1～x22 的信度，除了x12 等於.50

之外，其他皆低於.50；所有潛在變項的平均變異抽取，在認知因素（ξ1）情緒

因素（ξ2）與因素身體（ξ3）與人際因素（ξ4）皆未大於.5，未符合第二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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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而所有潛在變項的成分信度（即相當於α信度係數），無論認知、情緒、身

體與人際因素，都在.68～.76 間，都大於.6，符合第三項標準；如表 4-20 所示，

所有的估計參數皆達.05 顯著水準，符合第四項標準。就第五項標準而言，在所

有 550 個標準化殘差中，以絕對值來看，有 165 個標準化殘差小於 1.96，其餘都

未符合標準其中。其中，最大是 7.11，最小的是-117.35；而就第六項標準而言，

出現些許修正指標（MI值）超過 3.84 者（即α＝0.05，χ2在自由度為 1 時的臨

界標準）。第五及第六項標準之相關數據請執行語法檔即可得知。 

總而言之，就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度而言，除第一、

第二項與第五項標準較不理想外，其他四項標準尚稱良好。因此就這些基本、整

體、比較與內在結構四個適配度的考驗而言，本研究自編量表之共變數結構模

式，是屬於普通適配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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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之路徑模式的個別信度指標、潛在變項的平均變

異抽取量、成份信度摘要表 

變項 
個別 

指標信度 

潛在變項的 

平均變異抽取量 

潛在變項的 

成份信度 

CO（ξ1）  .35 .76 

x1 .23   

x2 .48   

x3 .37   

x4 .23   

x5           

x6 

     .32 

     .46 
  

EM（ξ2）  .32 .73 

x7 .25   

x8 .18   

x9 .36   

x10 .37   

x11 

x12 

PH（ξ3） 

.24 

.50 

 

 

.26  

 

 

.68 

x13 .19   

x14 .34   

x15 .28   

x16      .26   

x17 

x18       

IN（ξ4） 

.30 

.21 

 

 

.40 

 

 

.72 

x19 .49   

x20 .46   

x21 

x22 

.45 

.20 

 
 

NA：nonavailable，報表未提供相關可提供計算之數據。 

 

 80



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之基本適配度指標、整體適配度指標、比較適配度指

標、內在結構適配度指標之考驗，可由圖 4-4、表 4-20 與附錄八，並參照第四

章第三節各項適配度指標之說明，即可得知。因此，從各項指標值的考驗來看，

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模式是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實驗組模式之潛在平均數的差異比較情形，如表 4-24 所示。由表 4-24、圖

4-5 中 κ1 至 κ4 的差異顯著性檢定得知，均達α＝0.05 顯著水準，可見這兩組（即

「實驗組」和「效標組」）在這四個潛在變項的平均數上，有顯著差異存在，此

即表示實驗組的潛在平均數對效標組的平均數有模式差異效果存在，而此即本研

究目的積極想去驗證的部分之一。此外，由表 4-24、圖 4-5 的 κ1 至 κ4 的值為

負數，可知效標組的分數顯然低於實驗組的分數，亦即，效標組在自編憂鬱量表

的得分低於實驗組的得分，表示此量表可有效區辨實驗組與效標組。 

 

表 4-24  Kapa 參數摘要表 

參數 
 

估計值 
 

完全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κ1 -1.04 -0.36 .07 -16.04 

κ2 -1.15 -0.42 .07 -17.81 

κ3 -1.21 -0.45 .07 -16.44 

κ4 -1.32 -0.69 .07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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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多群組潛在平均數結構-效標組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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