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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學習社群互動行為與其生活適應及生涯決策自我效

能之關係；以下則分節說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研究程序」、「資料處理與分析」等六大部分。 

第一節、研究架構 

圖 3-1-1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本研究共有四個主要的研究變項。自變項為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及「大學同儕互動」，依變項為「大學生生活適應」與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其中，「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又分為「互動頻率」與「互

動品質」；「大學同儕互動」也分為「互動頻率」與「互動品質」；大學生生活適

應分為「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適應」、「社會適應」。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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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假設 

基於上述文獻，本研究建立了以下假設： 

一、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大學生生活適應之假設。 

假設 1-1：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大學生生活適應有顯著相關。 

亦即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的頻率越高，其生活適應之「目標

適應」、「學業適應」、「社會適應」、「情緒適應」也會越好。 

假設 1-2：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與大學生生活適應有顯著相關。 

亦即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的品質越好，其生活適應之「目標

適應」、「學業適應」、「社會適應」、「情緒適應」也會越好。 

假設 1-3：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及品質與大學生生活適應各分量表具有

顯著的典型相關。 

二、大學同儕互動與大學生生活適應之假設 

假設 2-1：大學同儕互動頻率與大學生生活適應有顯著相關。 

亦即大學生與同儕互動頻率越高，其生活適應之「目標適應」、「學

業適應」、「社會適應」、「情緒適應」也會越好。 

假設 2-2：大學同儕互動品質與大學生生活適應有顯著相關。 

亦即大學生與同儕互動品質越好，其生活適應之「目標適應」、「學

業適應」、「社會適應」、「情緒適應」也會越好。 

假設 2-3：大學同儕互動頻率與品質與大學生生活適應各分量表具有顯著的

典型相關。 

三、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假設 

假設 3-1：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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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的頻率越高，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也會越高。 

假設 3-2：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有顯著相關。 

亦即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的品質越好，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也會越高。 

四、大學同儕互動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假設 

假設 4-1：大學同儕互動頻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有顯著相關。 

亦即大學生與同儕互動的頻率越高，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也會越

高。 

假設 4-2：大學同儕互動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有顯著相關。 

亦即大學生與同儕互動的品質越好，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也會

越高。 

五、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同儕互動能有效預測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之頻率、互動的品質以及大學生與同儕互動之頻

率、互動的品質能有效地預測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六、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同儕互動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能有效預測

生活適應。 

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之頻率、互動的品質、大學生與同儕互動之頻率、

互動的品質及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能有效地預測大學生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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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四年制日間部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包含一般體

系與技職體系的學校。根據教育部資料統計（民 93），國內一般體系大學生與技

職體系大學生的人數比例約為 2:1，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本研究採便利、

集群抽樣的方式，從北、中、南、東四個地區，依照不同地區設立的大學院校數

目，分別選取 7、4、3、1所學校，再從每個學校選取 1至 2班通識課學生作為

研究對象，施測學校及樣本分配請詳見表 3-3-1。由表中可看出，本研究考量了

大學校院的區域性、體制（大學或學院）與公私立別等變項，並利用通識課時間

施測，皆有利於樣本的異質性。 

本研究共發出 900份問卷，回收 847份，且為求資料的嚴謹度，凡有遺漏題

項的問卷皆視為無效問卷予以剔除，共得 693份有效樣本，有效樣本之資料統計

請詳見表 3-3-2。 

表 3-3-1 施測學校及樣本分配一覽表 
體系 地 區 學  校 名  稱 有效人數 合計 比例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47 
國立政治大學 45 
私立台北醫學大學 50 

北部 

私立世新大學 42 
私立逢甲大學 68 

中部 
私立玄奘人文社會學院 70 
國立中正大學 60 

南部 
私立義守大學 44 

一 

般 

體 

系 

東部 國立東華大學 36 

462人 66.7%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 47 
私立中國技術學院 32 北部 
私立東南技術學院 40 
私立弘光技術學院 40 

中部 
私立朝陽科技大學 16 

技 

職 

體 

系 

南部 私立南台科技大學 56 

231人 33.3% 

總計  15 693 6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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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有效樣本人次一覽表 

人口變

項 

性別 年級 學院 

類別 男 女 一 二 三 四 文 法商 藝術傳播 社會科學 管理 理工醫農 

人數 306 386 193 190 166 144 64 92 37 74 151 275 

百分比 44% 56% 28% 27% 24% 21% 9% 13% 5% 11% 22% 40% 

總計 693 693 693 



 6 

第四節、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共有四種，分別為「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量表」、

「大學同儕互動量表」、「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茲

分別說明如下： 

一、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量表 

（一）量表編製依據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量表」的編製主要是經由研究者參酌林義男（民 72）

所編製之「大學生學習狀況調查問卷」中的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分量表的題項編

製而成，藉以瞭解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的情形。 

（二）預試量表編製與施測 

根據相關資料統整分析後，研究者將「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分為兩個分量

表進行編製，分別為「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及「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

共編製 30個題項，其中「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共有 15題，「大學師生非

正式互動品質」共有 15題。 

預試量表採 Likert 式四點量表計分；在本研究中，「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

率」選項 1至 4分別代表：1從未如此，2偶爾如此，3有時如此，4經常如此；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選項 1至 4分別代表：1非常不符，2 不太符合，3

有些符合，4非常符合。 

預試量表編擬完成後，為瞭解其可行性，研究者隨即進行預試（預試問卷題

項詳見附錄一）。預試對象為國立政治大學兩班通識課的學生，台灣科技大學一

班通識課的學生，台灣師範大學一班通識課的學生，長庚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樣

本回收後，扣除無效問卷後，共計有 136份有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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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量表之編製 

預試問卷回收後，以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與直接斜交

轉軸法（direct oblimin）進行因素分析，並以因素分析的結果，刪除特徵值小於

1的因素及因素負荷量小於.650的題目。 

1、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 

(1)、效度分析 

預試問卷中的「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共有 15 題，經因素分析

後，以因素負荷量大於.650為選題標準，共計刪了第 1、4、10題。因此，正式

的「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共計有 12個題項，包含兩個因素，分別

為「生活互動」與「學習互動」，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63.73％，具有高度的解釋量，

此外，兩因素的因素結構相關簡潔，顯示所保留的題項皆具有良好的解釋力，兩

因素的題目請詳見表 3-4-1，此外，由於本問卷之預試問卷中，同一因素的題項

皆連續出現，因此，在正式問卷中，研究者將題項重新隨機分配，以避免受試者

填答時受到影響。 

（2）因素間的相關 

以本研究之研究樣本(N=693)對分量表的兩因素進行相關探討，發現生活互

動與學習互動兩因素彼此的相關為.76（p<.001），兩者呈中高度相關，顯示生活

互動與學習互動兩因素彼此具有良好的相關性，而因素本身的獨特性尚可，由此

可知，本分量表具有不錯的的效度。 

（3）信度分析 

在量表建立時，根據預試所得的 136份有效樣本進行信度分析後，得到分量

表信度值為.92，生活互動及學習互動兩因素的信度值分別為.90及.87，再以本研

究正式樣本 693 名大學生進行信度分析，得到總量表信度值為.91，兩個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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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值依序為.88及.82，可知本分量表之題項經由隨機編排後，信度仍然相當不

錯（詳見表 3-4-2）。 

表 3-4-1「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N=136) 

因

素 
預試

題項 
正式

題項 
題目內容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解

釋量 

2 9 我會和老師討論校園中的事情。 .882 -.084 
3 2 我會和老師討論系上發生的事情。 .665 .150 
5 6 我會和老師分享彼此的生活點滴。 .827 -.018 
6 4 我會和老師分享我對未來就業的看法。 .650 .219 
7 11 我會和老師分享我的生涯規劃。 .715 .136 
8 3 我會和老師分享我的感情觀。 .757 -.024 

生
活
互
動 

9 7 我會和老師討論我和朋友間的互動情形。 .797 -.060 
11 8 我會和老師分享我的學習策略。 .196 .703 
12 1 我會和老師討論我的學習心得與收穫。 .095 .709 
13 10 我會和老師討論授課的課程大綱。 -.156 .914 
14 5 我會請求老師提供與課程有關的參考資料。 .042 .798 

學
習
互
動 

15 12 我會和老師討論一些課堂上的議題 .073 .742 

63.73% 

總分量表 63.73% 
 

 

表 3-4-2「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與因素信度值摘要表 

 預試樣本（N＝136） 正式樣本（N=693） 
生活互動 .90 .88 
學習互動 .87 .82 
分量表 .92 .91 

2.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 

(1)、效度分析 

預試問卷中的「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共有 15題，經因素分

析後，以因素負荷量大於.650為選題標準，共計刪了第 6、7、14、15題。因此，

正式的「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共計有 11 個題項，包含兩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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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知覺的教師態度」及「個體的主動態度」，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73.59%，

具有高度的解釋量，且兩因素的因素結構也相當簡潔，證明所保留的題項具有良

好解釋力，兩因素的題目請詳見表 3-4-3，此外，在正式問卷中，研究者仍將題

項重新隨機分配，以避免受試者填答時受到影響。 

表 3-4-3「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N=136) 

因

素 
預試

題項 
正式

題項 
題目內容 

因素

一 
因素

二 
因素解

釋量 

8 6 老師很歡迎這種課餘的師生互動。 .754 .047 
9 3 老師很樂意傾聽學生的意見和看法。 .894 -.043 
10 1 老師很樂意分享自己的看法。 .952 -.064 
11 9 老師很樂意分享學習的經驗。 .887 .007 
12 10 老師很樂意分享生活的態度與方法。 .856 .006 

知
覺
的
教
師
態
度 

13 5 老師很樂意分享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 .780 .079 
1 8 我喜歡和老師討論學習的心得。 .037 .872 
2 2 我喜歡和老師討論一些課程上的議題。 .052 .851 
3 7 我喜歡和老師自己對課程安排與授課內容的想法。 -.103 .878 
4 4 我喜歡和老師討論學習的方法與策略。 -.037 .936 

個
體
的
主
動
態
度 5 11 我喜歡和老師討論未來生涯發展的議題。 .114 .694 

73.59% 

總分量表 73.59% 

（2）因素間的相關 

以本研究之研究樣本（N=693）對分量表的兩因素進行相關探討，發現知覺

的教師態度與個體的主動態度兩因素的相關為.51(p<.001)，為中度相關，顯示知

覺的教師態度與個體的主動態度兩因素具有良好的相關性，且各因素也具有不錯

的獨特性，由此可知，本分量表具有良好的效度。 

（3）信度分析 

在量表建立時，根據預試所得的 136份有效樣本進行信度分析後，得到分量

表信度為.91，知覺的教師態度及個體的主動態度兩因素的信度值分別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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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91，再以本研究正式樣本 693 名大學生進行信度分析，得到分量表信度值

為.89，兩個因素的信度值依序為.86 及.87，可知本分量表之題項經由隨機編排

後，信度仍然相當良好（詳見表 3-4-4）。 

 

表 3-4-4「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與因素信度摘要表 

 預試樣本（N＝136） 正式樣本（N=693） 
知覺的教師態度 .93 .86 
個體的主動態度 .91 .87 
分量表 .9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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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同儕互動量表 

（一）量表編製依據 

由於目前國內尚無大學生同儕互動量表，且考慮到本研究量表的一致性與比

較性，因此，本研究「大學同儕互動量表」之編製也是採用「大學師生非正式互

動」量表中的兩個構念，即互動頻率與互動品質。 

 

（二）預試量表編製施測 

在「互動頻率」及「互動品質」兩大構念下，研究者參酌林義男（1987）所

編製之「大學生學習狀況調查問卷」中之同儕互動分量表，加以編製本研究之大

學同儕互動量表。 

根據相關資料統整分析後，研究者所編製的「大學同儕互動量表」包含兩個

分量表：分別為「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及「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共包含 36個題

項，其中「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有 17題，「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有

19題。 

預試量表採 Likert 式四點量表計分，在本研究中，「大學同儕互動頻率」選

項 1至 4分別代表：1為從未如此，2為偶爾如此，3為有時如此，4為經常如此；

「大學同儕互動品質」選項 1 至 4 分別代表：1 為非常不符，2 為不太符合，3

為有些符合，4為非常符合。 

預試量表編擬完成後，為瞭解其可行性，研究者隨即進行預試（預試問卷題

項參見附錄一）。預試對象為國立政治大學兩班通識課的學生，台灣科技大學一

般通識課的學生，台灣師範大學一般通識課的學生，長庚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樣

本回收後，扣除無效問卷後，共計有 134份有效樣本。 

（三）正式量表之編製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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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問卷回收後，以主成分分析與直接斜交轉軸法進行因素分析，並以因素

分析結果，刪除特徵值小於 1的因素，以及因素負荷量低於.50（同儕互動頻率）、

及低於.65（同儕互動滿意度）的題項。 

 

1、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 

(1)效度分析 

預試量表中的「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共 17題，經因素分析後，以

因素負荷量大於.50為選題標準，共計刪了第 3、4、5、7、17題。因此，正式的

「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共計有 12個題項，包含 4個因素，分別為「學習

分享」、「生活討論」、「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74.01%，

具有高度的解釋量，且由表 3-4-5可看出，四個因素的因素結構相當簡潔，顯示

所保留的題項皆具有良好的解釋力，此外，由於預試問卷中同一因素的題目大都

排列在一起，因此，在正式問卷時，研究者將題目隨機排序，以避免受試者受到

題目相似性及猜知題目的測量目的，而影響問卷的信效度。 

（2）因素間的相關 

以本研究的研究樣本（N＝693）對分量表的四個因素進行相關探討，發現

學習分享、生活討論、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四個因素彼此的相關介於.457～.702

之間，所有相關值都達到.001顯著水準（詳見表 3-4-6），且為中度相關，顯示學

習分享、生活討論、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四個因素彼此間不僅具有良好的相關

性，且各因素具有不錯的獨特性，由此可知，本分量表具有良好的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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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N=136) 

因素 

預

試

題

項 

正

式

題

項 

預試題目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因素

解釋

量 

10 3 我會和同學討論知識或課程有關的想法。 .550 .183 .229 -.160 
11 10 我會和同學分享我的學習策略。 .879 .093 -.143 .144 
12 8 我會和同學討論我的學習心得與收穫。 .906 -.019 -.048 .057 

學
習
分
享 

13 9 我會和同學一起蒐集與課程有關的參考資料。 .720 -.057 .125 -.023 

1 11 我會和同學討論時事。 .038 .918 -.110 .014 

2 2 我會和同學討論校園中的事情。 -.021 .755 .240 .064 
生
活 

討
論 

6 6 我會和同學分享我對未來就業的看法。 .278 .535 .071 .142 
14 7 我會參加系上所舉辦的活動。 .197 -.235 .671 .172 
15 1 我會和同學一起去聚餐。 .004 .133 .848 -.034 休

閒 

參
與 

16 12 我會和同學一起從事休閒活動。 -.039 .093 .871 .074 

8 4 我會和同學分享我的感情生活。 -.004 .204 .121 .776 情
感

分
享 9 5 我會和同學分享我和父母間的互動情形。 .033 -.056 -.004 .915 

74.01
％ 

總分量表 
74.01
％ 

 

 

表 3-4-6「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因素之相關係數摘要表（N=693） 

 學習分享 生活討論 休閒參與 情感分享 

分量表     
學習分享 1.00    
生活討論 .702*** 1.00   
休閒參與 .596*** .605*** 1.00  
情感分享 .562*** .537*** .457*** 1.00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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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度分析 

在量表建立時，根據預試所得之 134份有效樣本進行信度分析後，得到分量

表信度為.89，學習分享、生活討論、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四個因素的信度分別

是.83、.78、.81 及.77，再以本研究正式樣本 693 名大學生進行信度分析，得到

分量表信度值為.89，四個因素的信度值依序為. 83、.68、.69及.77，可知本分量

表之題項經由隨機編排後，生活討論及休閒參與兩個因素雖然稍微降低，但信度

尚可（詳見表 3-4-7）。 

表 3-4-7「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與因素信度摘要表 

 預試樣本（N＝136） 正式樣本（N=693） 
學習分享 .83 .83 
生活討論 .78 .68 
休閒參與 .81 .69 
情感分享 .77 .77 
分量表 .89 .89 

 

2、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 

(1)效度分析 

預試問卷中的「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共 19題，經因素分析後，以

因素負荷量大於.65為選題標準，共計刪了第 5、6、7、11、12、17、18、19題。

因此，正式的「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共計有 11 個題項，包含三個因素，

分別為「知覺的學習收穫」、「個體樂於學習分享」及「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

累積變異解釋量達 74.28%，具有高度的解釋量。此外，由表 3-4-8可看出，三個

因素的因素結構相當簡潔，顯示所保留的題項皆具有良好的解釋力，而由於預試

問卷中同一因素的題目大都排列在一起，因此，在正式問卷中，研究者將題目重

新隨機排序，以避免受試者受到題目相似性及猜知題目的測量目的，而影響問卷

的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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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8 「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N=136) 

因素 
預試

題項 
正式

題項 
預試題目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解

釋量 

13 3 
同學間常會主動去瞭解他人的疑惑並盡力替

他人解惑。 
.783 -.125 .138 

14 9 同學間的討論常常激盪出許多好的點子。 .844 .057 -.062 
15 10 同學間的討論讓您覺得收穫很多。 .855 .048 .008 

知
覺
的
互
動
收

穫 

16 11 同學間的討論能夠有助於我的學習。 .807 .088 .017 

1 1 我喜歡和同學討論學習的心得。 .131 .820 -.022 

2 6 我喜歡和同學討論一些課堂上的議題。 .123 .834 -.107 

3 8 
我喜歡和同學討論自己對課程安排與授課內

容的想法。 
-.151 .864 .091 

個
體
樂
於
學
習

分
享 

4 4 我喜歡和同學討論學習的方法和策略。 .002 .793 .106 

8 5 同學間樂於分享與課程相關的訊息或資源。 .065 .093 .798 

9 2 同學間樂於分享課堂上彙整的上課筆記。 -.051 -.031 .949 
知
覺
同
儕
樂 

於
學
習
分
享 10 7 

同學間樂於分享手邊擁有的課程補充資料或

書籍刊物。 .087 .020 .842 

74.28% 

總分量表 74.28% 

 

（2）分量表與因素之相關 

以本研究之研究樣本（N=693）對分量表的三個因素進行相關探討，發現知

覺的互動收穫、個體樂於學習分享及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三個因素彼此的相關

介於.610~.694 之間，都達到.001 顯著水準（詳見表 3-4-9），且皆為中度相關，

顯示知覺的互動收穫、個體樂於學習分享、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三個因素不但

具有良好的相關性，且因素本身也擁有不錯的獨特性，由此可知，本分量表具有

良好的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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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9「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因素之相關係數摘要表（N=693） 

 知覺的互動收穫 個體樂於 
學習分享 

知覺同儕樂於 
學習分享 

分量表總分    
知覺的互動收穫 1.00   
個體樂於學習分享 .647*** 1.00  
知覺同儕 
樂於學習分享 

  .610***    .694*** 1.00 

***p<.001 

 

（3）信度分析 

在量表建立時，根據預試所得之 134份有效樣本進行信度分析後，得到分量

表信度為.89，知覺的互動收穫、個體樂於學習分享及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三

個因素的信度值分別為.86、.87及.87，再以本研究正式樣本 693名大學生進行信

度分析，得到分量表信度值為.92，三個因素的信度值依序為.83、.84 及.80，可

知本分量表之題項經由隨機編排後，信度仍然相當良好（詳見表 3-4-10）。 

 

表 3-4-10「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與因素信度摘要表 

 預試樣本（N＝136） 正式樣本（N=693） 

知覺的互動收穫 .86 .83 
個體樂於學習分享 87 .84 
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 .87 .80 
分量表 .8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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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 

（一）量表編製來源與依據 

Baker與 Siryk（1984）兩位學者在綜合了許多學者對於大學生生活適應範圍

的看法後，採「適應」為因應行為及能力的觀點，認為大學生的適應應該是多層

面的，涵蓋不同種類及程度的需求，並且包含四個層面，分別為：目標承諾、學

業適應、社會適應、個人情緒適應；其所編製的大學適應量表（Adjustment to 

College Scale）包含 67個題項，依據上述四個層面分為四個分量表。 

（二）國內修訂之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 

李坤崇等人（民 76）參酌 Baker 與 Siryk(1984) 所編製的大學適應量表，

編製「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包含「目標適應」、「學習適應」、「情緒適應」、「社

會適應」等四個分量表，共得 100個題項，採用 Likert式六點量表，從「非常符

合」至「非常不符合」，得分越高表示適應狀況越好。 

陳郁齡（民 88）考量時代改變以及題數不宜過多之因素，修訂李坤崇等人

發展之「大學生生活量表」。陳郁齡以國立中山大學 220位學生為預試對象，問

卷回收後，以項目分析進行刪題，以相關值未達.001顯著水準及 CR值小於 3為

刪題標準，共計刪了 27題。 

1、效度分析 

李坤崇等人（民 76）以基氏人格測驗及愛德華個人興趣量表考驗大學生生

活適應量表的同時效度，以各分量表及總量表間的相關探討量表的內在相關。 

在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與基氏人格測驗的考驗中，52個相關係數介於-.58

～.39之間，其中有 29個達.05顯著水準，其中有 25個相關係數支持原量表和基

氏人格測驗具有邏輯的一致性。在「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與愛德華斯個人興趣

量表之相關考驗中，60個相關係數介於-.49~.32之間，其中僅有 14個達.05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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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然而這 14個具顯著相關的係數大部分（10/14）均顯示兩量表具有邏輯一

致性。此外，在計算各分量表與總量表的內在相關係數，顯示所有相關係數皆

達.001顯著水準，各分量表與總量表之相關大於其他分量表之相關，可見原量表

的內部一致性甚佳，且各分量表的同質性也不高（李坤崇、韓楷檉、邱麒忠、林

幸台，1987）。 

綜合上述基氏人格測驗、愛德華斯個人興趣測驗分別與「大學生生活適應」

量表之相關，以及分量表與總量表的相關考驗，可知李坤崇所修訂的「大學生生

活適應」量表效度頗佳。 

2、信度分析 

李坤崇等人（民 76）以穩定係數和內部一致性係數來考驗「大學生生活適

應」量表信度。其中，穩定係數以 40名大學生為受試，間隔兩週重測，得各分

量表之重測穩定係數介於.74~.84之間，可知量表的穩定性頗高。內部一致性係

數以 356名大學生為受試，顯示分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係數介於.79~.84之間，全

量表約.82，顯示量表內部一致性良好；之後，陳郁齡(民 88)所修訂的大學生生

活適應量表共有 73題，總量表的信度為.94，分量表的信度介於.79~.81間，顯示

各量表與總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此外，陳郁齡修訂後的量表題數雖然縮

減了 27題，然而，總量表的信度卻提升至.94。 

（三）本研究量表之修訂 

由於國內修訂之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之效度經過良好的考驗，且經由陳郁齡

修訂後量表的信度相當良好，因此，研究者為了避免研究問卷題數過多，導致受

試者厭煩以致於隨意作答，因此，研究者乃根據陳郁齡預試後所保留的 73個題

項中，以「題項與分量表的相關值」作為選題標準，於每個分量表中選取相關值

最大的 12個題項，其中，目標適應題項與分量表的相關值介於.564～.339；學業

適應題項與分量表的相關值介於.589～.457；情緒適應題項與分量表的相關值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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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584～.424；社會適應題項與分量表的相關值介於.542～.359，之後，再以本研

究的正式樣本進行刪題，以「刪除後信度提高」為標準，刪除目標適應分量表的

第 10題、學習適應分量表的第 11題、社會適應分量表的第 2題及情緒適應的第

9題，因此，本研究之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共包含 44題，四個分量表皆包含 11

個題項，請詳見表 3-4-11。 

1、量表內容 

本研究之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共計有 44個題項，包含目標適應、學業適應、

情緒適應、社會適應等四個分量表，每個分量表皆包含 11個題項，其中有 19題

正向題，25題反向題，茲將四個層面分別說明如下： 

（1）目標適應：瞭解大學生的教育目標及學校生活目標之適應情形。 

（2）學業適應：瞭解大學生對於學習態度、學習習慣、學習方法、課程

教學及學習環境之適應情形。 

（3）情緒適應：瞭解大學生知覺其情緒各項因素的適應狀況，主要包括

學校家庭、經濟、生理及心理等因素。 

（4）社會適應：瞭解大學生在校的人際關係和社交狀況，包括社交技巧

與傾向、社團活動、和異性交往等向度。 

2、量表形式與計分 

本研究之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採四點計分，1為非常不符，2為不太符合，

3為部分符合，4為非常符合，由受試者根據自己最真實的感受圈選一個與自己

感受最符合的等級，計分方式由完全不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給予 1至 4分；若為

反向題，則逆向計分；分數越高，表示個體的生活適應情形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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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1 本研究「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內容及信度分析摘要表（正式樣本 N=693） 

總量

表信

度 

分量表

信度 
正式

題項 

刪題

前題

項 
題項內容 

本題與總

分之間的

相關 

刪題

後之α
值 

刪

除 

1 1 進入大學我感到後悔。 .525 .817  
2 2 我希望我是其他學校的學生而不是本校的學生。 .500 .819  
3 3 我對現在就讀的學系感到滿意。 .591 .811  
4 4 最近我有重考的念頭。 .452 .823  
5 5 最近我打算要轉系。 .449 .823  
6 6 我對本校沒有歸屬感。 .553 .814  
7 7 我對大學四年的生活已有積極的計畫。 .404 .826  
8 8 我對本系畢業後就業情形感到樂觀。 .533 .816  
9 9 我對本系畢業後能從事的工作感到興趣。 .535 .816  
刪 10 我懷疑大學教育對未來就業能有幫助。 .324 .832 * 
10 11 我覺得學校的榮譽、成果，就是我的榮譽。 .448 .823  

目 
標 
適 
應 

刪題後 

α=.83 

11 12 我對本校未來的挑戰充滿信心。 .573 .813  
12 13 我遇到疑難時，我會認真追究到底。 .391 .742  
13 14 我對學習常常只有五分鐘熱度。 .395 .742  
14 15 我對老師指定特別多或特別難的作業感到氣餒，草率了事 .492 .731  
15 16 我會在所修的課程中，努力發展真正的興趣。 .367 .745  
16 17 上課時，我能記下老師講的要點。 .417 .739  
17 18 我的學習毫無目標和計畫。 .478 .732  
18 19 遇到疑難時，我會去請教別人。 .316 .750  
19 20 我覺得現在所修的課程對我沒有價值。 .441 .736  
20 21 最近我常跟不上老師的教學進度。 .434 .737  
21 22 我對本系的課業無法負荷。 .429 .738  
刪 23 圖書館、閱覽室顯得十分吵雜。 .230 .760 * 

學 
習 
適 
應 

刪題後 

α=.76 

22 24 我很滿意目前的學習環境。 .328 .750  
23 25 我的學校生活過得很快樂。 .339 .817  
刪 26 我樂於與朋友談論我的家庭。  .135 .837 * 
24 27 我經常覺得精力充沛。  .325 .818  
25 28 我時常因失眠感到苦惱。 .283 .823  
26 29 我常覺得自己處處不如人。 .565 .799  
27 30 我常受別人影響而失去信心。 .606 .794  
28 31 有時候我很不瞭解自己。 .560 .799  
29 32 我遇到困難，心情就會很沮喪。 .587 .797  
30 33 我的煩惱無人可傾訴。 .582 .797  
31 34 我常擔心失敗。 .649 .790  
32 35 我常常對做過的事情感到後悔。 .550 .801  

 

情 
緒 
適 
應 

刪題後 

α=.84 

33 36 我會擔心自己的意見不被接納。 .547 .801  
34 37 和別人談話時，我常會主動開口。 .346 .716  
35 38 我在社交場合發言後，久久不能平復緊張的心情。 .291 .723  
36 39 我常怕被團體排擠。 .312 .722  
37 40 我很容易和別人打成一片。 .475 .700  
38 41 我常能把握認識新朋友的機會。 .440 .705  
39 42 我常會稱讚別人的優點。 .342 .717  
40 43 我參加社團活動不會有顧此失彼的感覺。 .237 .730  
41 44 我覺得與異性交往並不難。 .505 .694  
刪 45 我擔心結交異性朋友會影響功課。 .213 .734 * 
42 46 與異性約會我有很多顧忌。 .379 .712  
43 47 我與異性交往時，不知如何表現才得體。 .533 .690  

α=.90 

 

社 
會 
適 
應 

刪題後 

α=.73 

44 48 我對異性交往存著許多幻想。 .316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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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量表與分量表之相關 

以本研究之研究樣本（N=693）對總量表與四個分量表進行相關探討，發現

目標適應、學習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四個分量表與總量表的相關介

於.700~.704之間，四個分量表彼此的相關則介於.260~.526之間，所有相關值都

達到.001 顯著水準（詳見表 3-4-12），且四個分量表與總量表的相關皆大於分量

表間彼此的相關，可見修訂後的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的內部一致性良好，且各分

量表的同質性也不高，由此可知，本研究之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具有不錯的效度。 

 

表 3-4-12 「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與分量表之相關係數摘要表（N=693） 

 總量表 目標適應 學業適應 情緒適應 社會適應 

總量表 1.00     

目標適應 .740*** 1.00    

學業適應 .773*** .526*** 1.00   

情緒適應 .786*** .374*** .458*** 1.00  

社會適應 .700*** .260*** .392*** .500*** 1.00 

***p<.001 

4、信度分析 

李坤崇所修訂之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信度為.82，分量表信度介於.79~.84，

陳郁齡(民 86)再次修訂之量表信度為.94，分量表信度介於.79~.87。本研究以正

式樣本 693 名大學生進行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之信度考驗，得到總量表信度

為.90，四個分量表之信度依序為.83、.76、.84 及.73，可知本研究之大學生生活

適應量表經由選題及刪題後，仍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詳見表 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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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3 國內研究者修訂之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之題數與信度係數表 

目標適應 學業適應 情緒適應 社會適應 總量表 
研究者 

樣本人

數 題數 信度 題數 信度 題數 信度 題數 信度 題數 信度 
李坤崇等 

(民 76) 
N=356 13題 .79 37題 .84 30題 .84 20題 .82 100題 .82 

陳郁齡 
(民 88) 

N=216 13題 .81 24題 .87 23題 .87 13題 .79 73題 .94 

薛凱方 
（民 94） 

N=693 11題 .83 11題  .76 11題 .84 11題 .73 44題 .90 

     資料整理：薛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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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 

(一)、量表來源與依據 

本研究所使用之「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最早是由 Taylor 與 Betz(1983)

根據 Crites於 1965 年提出的生涯成熟模式（Model of career maturity）中與生涯

決定歷程有關的五項生涯選擇競爭力行為所編製而成的，此五項能力為： 

1、正確的自我評價(accurate self appraisal) 

2、蒐集職業相關資訊(gathering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3、目標選擇(goal selection) 

4、擬定未來計畫(making plan for the future) 

5、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原量表依上述五大能力分為五個分量表，每個分量表各有 10個題項，共包

含 50項生涯決策任務的題目，藉此測量個體在面臨生涯決策困難時所擁有的自

我效能感。 

(二)、國內修訂之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 

謝宏惠於民 79 年翻譯及修訂 Taylor和 Betz所編製之「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量表，共得 50個題項。謝宏惠（民 79）以 156名大學生為預試對象，問卷回收

後，進行項目分析顯示，全部題項 CR值均在 3.0以上，且各題之得分與總分相

關均達.001顯著水準，因此全部題項皆保留。  

1、效度分析 

Taylor和 Betz(1983)以 346名男女大學生為受試，經最大變異法（Varimax）

得出一個主要因素「缺乏結構與信心」，而此構念是包含在 Bandura(1977)的自我

效能理論概念中，因此顯示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符合構念效度。 

謝宏惠(民 79)採建構效度的概念，以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大變異法得出一個

主要因素及兩個次要因素。因素一「缺乏結構與信心」，因素負荷量佔了總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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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2.6％，因素二及因素三則只各佔了 3.8%、3.5%，此與 Taylor等人因素結構

分析「集中在一個因素」的情形相同，因此，謝宏惠採用單一總分的計算方式。 

林惠瑜(民 93)以 625名男女大學生為受試，進行主軸法直交轉軸分析，總

因素變異量達 44.67％，但五個因素無法被明顯的命名。因此，其最後也是採用

單一總分的計分方式。 

因此，經由多位研究者數次效度分析結果都發現，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內含

一主要因素，變異量高達 42.6％（謝宏惠，民 79）及 44.67％（林惠瑜，民 93），

顯示「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適合單一總分的計算方式。 

2、信度分析 

Taylor和 Betz(1983)以 364名男女大學生為受試，進行量表之內部一致性考

驗，顯示全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97；各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也都在.86

以上。 

謝宏惠(民 79)以 524 名男女大學生為對象進行修訂，採用內部一致性係數

與重測係數考驗信度，信度考驗結果發現，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97，而間

隔一個月的重測信度為.58(p<.001)。 

林惠瑜（民 93）以 625名大學生為受試施測，以 49個題項的生涯決策量表

進行信度考驗，顯示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96。 

綜合上述結果得知，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的信度值經過多次考驗均在.96

以上，顯示此量表具有高度的內部一致性。 

（三）本研究量表之修訂 

由於「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經過多位研究者信效度考驗後發現，此量表

之因素結構大都集中在某單一因素「缺乏結構與信心」，且量表也具有良好的內

部一致性，因此，為了避免研究問卷題數過多，導致受試者厭煩以致於隨意作答，

本研究乃根據謝宏惠預試後所保留的 50個題項中，以「題項與分量表的相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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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題項的因素負荷量」作為選題標準，選取相關值及因素負荷量最大的 25個

題項，作為本研究之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 

由表 3-4-14 可看出，本研究所選擇的 25 個題項與總量表的相關值介於.68

～.77 之間，且因素負荷量介於.68～.78 之間，顯示各題項與總量表之間具有不

錯的同質性，且各題項對於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具有良好的解釋力。此外，由於研

究者考量原題目有些文句過長以及不通順，因此研究者以「不失原題意」為原則，

將部分題項（第 11、22、43題）重新潤飾，正式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決策量表請

詳見附錄二。 

1、正式量表內容 

由研究者修訂後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共計有 25 個題項，其內容涉及

Crites(1965)生涯成熟模式中的五項生涯選擇能力，包括：正確的自我評價、蒐集

職業相關資訊、目標選擇、擬訂未來計畫、問題解決。此量表主要是藉由測量個

體對於自己成功完成 25個生涯決策任務的信心程度、以及個體在生涯決策面臨

困難時的自信程度，來評定個體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2、正式量表形式與計分 

原量表（謝宏惠，民 79）是採用 Likert 式十點量表，但研究者為了與本研

究之各量表求得一致，因此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改用四點量表，1為非

常沒信心，2 為不太有信心，3 為有些信心，4 為非常有信心。計分方式是把所

有題項的分數加總起來，得分越高，代表個體面對生涯決策任務的信心程度越高。 

                                                 
1 原題目為「假如你面臨選擇主修科系方面的學業困擾時，能決定解決之步驟」；修改為「當面

臨選擇主修科系的學業困擾時，能知道如何解決」 
2 原題目為「當不能如願地從事第一優先選擇的職業或就讀第一志願的科系時，仍可找到幾個適

合自己的職業或科系」；修改為「當不能如願地從事或就讀第一志願的職業或科系時，仍可找到

幾個適合自己的職業或科系」 
3
 原題目為「瞭解哪些是(哪些不是)你準備放棄的項目，以便達成你的職業目標」；修改為「瞭解

哪些是(哪些不是)達成自己的職業目標所必須放棄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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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4本研究選定之「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題項之相關值及因素負荷量摘要表 

正式 
題項 

原量表

題項 題項內容 本題與總分

之間的相關 
因素負

荷量 
1 13 當面臨選擇主修科系的學業困擾時，能知道如何解決 .72 .725 

2 15 
當不能如願地從事或就讀第一志願的職業或科系時，仍可

找到幾個適合自己的職業或科系。 
.71 .708 

3 17 瞭解自己是否有能力完成主修之課程。 .69 .688 

4 18 
瞭解哪些是(哪些不是)達成自己的職業目標所必須放棄的
項目。 .68 .686 

5 20 決定自己理想的職業。 .71 .716 

6 21 
從一些未來可能從事的職業中，選出一種最適合自己的職

業。 .68 .686 

7 22 說出自己想追求之職業的工作職責。 .77 .778 
8 23 成功地掌握工作面談的過程。 .68 .683 
9 24 從一些考慮修習的科系中，選出一門最適合自己的科系。 .72 .731 

10 26 從圖書館蒐集感興趣的職業資訊。 .68 .680 
11 27 查出未來職業發展的新趨勢。 .74 .746 
12 28 列出數個自己感興趣的科系。 .71 .714 
13 30 確定自己的工作價值。 .75 .758 
14 31 即使遭遇到挫折，仍堅持自己的職業或科系目標。 .69 .702 

15 33 
於主修科系之外，尚能擬定對自己將來的職業有幫助的學

習計畫。 
.71 .714 

16 34 確定自己最擅長的學科。 .72 .720 
17 37 訂定計畫，採取必要的步驟，以成功地完成所選擇的科系。 .75 .755 
18 38 列出數個自己感興趣的職業。 .69 .690 
19 39 選出適合自己能力的職業或科系。 .73 .733 
20 41 選擇符合自己興趣的職業或科系。 .74 .744 
21 42 選擇你最擅長的科系，即使須花較長的時間來完成學位。 .75 .752 
22 43 從事與未來職業目標有關的工作(工讀)，以獲得工作經驗。 .73 .742 

23 46 
詢問學校老師，有關自己主修科系的研究所及工作機會的

資訊。 
.72 .720 

24 48 說出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 .70 .708 

25 49 
決定將來要選擇與人(例如：公共關係工作)或資料(例如： 
文書或電腦處理)接觸的工作。 

.69 .702 

資料來源：大專生性別角色、場地獨立性、決策型態、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不確定之相關研究（頁

58、60-61），謝宏惠，民 79，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碩士論文，台

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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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式量表之效度分析 

本研究以正式樣本 693 名大學生為受試，採用主成分分析及直接斜交法進

行因素分析，得到一個主要因素及三個次要因素，因素一的因素解釋量達 42.25

％，而其他三個因素則只佔 5.23％、4.80％及 4.43％，此分析結果與 Taylor等人

（1983）、謝宏惠(民 79)及林惠瑜(民 93)之因素分析結果相似，顯示本研究之生

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內含一主要因素，適合單一總分的計算方式（請詳見表

3-4-15）。 

表 3-4-15「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效度分析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效度 題數 

Taylor&Betz(1983) 346位大學生 得一主要因素 
「缺乏結構與信心」 

50 

謝宏惠（民 79） 534位大學生 視整份量表為單一因素 
單一因素變異量 42.60％ 

50 

林惠瑜（民 93） 625名大學生 視整份量表為單一因素 
單一因素變異量 44.67％ 

49 

薛凱方(民 94) 693名大學生 視整份量表為單一因素 
單一因素變異量 42.25％ 

25 

資料整理：薛凱方 

4、信度分析 

本研究以正式樣本 693名大學生進行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之信度考驗，得

到總量表信度為.94，可知本研究之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

致性（詳見表 3-4-16）。 

表 3-4-16「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信度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總量表信度α 題數 

Taylor & Betz(1983) 346位大學生 .97 50 
謝宏惠（民 79） 534位大學生 .97 50 
林惠瑜（民 93） 625名大學生 .96 49 
薛凱方(民 94) 693名大學生 .94 25 

資料整理：薛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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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程序 

一、 蒐集相關資料與文獻 

自民國 93年 9 月開始蒐集相關文獻及資料，至 93年 11 月確定研究主題及

架構，並著手進行文獻資料的整理及進行研究工具的編製及修訂。 

二、 編製及修訂研究工具 

自民國 94年 11-12 月參考國內外相關問卷及文獻，編製「大學師生非正式

互動量表」及「大學同儕互動量表」，並著手修訂「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及「生

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 

三、 進行研究工具預試 

研究者於民國 94 年 1月初進行「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量表」及「大學同儕

互動量表」兩份問卷之預試工作，研究者挑選台北縣市四所大學作為施測的學

校，分別為國立政治大學、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立台灣科技大學以及私立長庚

大學，從每所學校選擇 1至 2班通識課的學生，共計 142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四、 正式工具施測 

本研究之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量表、大學同儕互動量表、大學生生活適應量

表及生涯決策自我量表等工具，於民國 94年 5 月中完成施測，對象為台灣地區

900 位大學院校的大學生，根據回收的 847 份問卷中剔除有遺漏值的問卷後，共

得 693 份有效樣本。 

五、 資料分析 

本研究針對問卷調查結果進行統計分析，由問卷回覆後開始整理並進行分

析，於 94年 6 月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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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歸納研究結果及撰寫報告 

94年 6 月間於整理研究結果時，同步撰寫研究報告，於 94年 7 月初正式完

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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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經問卷調查所蒐集之資料，採用 SPSS 11.5 for Windows套裝程式進

行分析，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待答問題，採用之統計方法說明如下： 

一、因素分析 

本研究針對自編及修訂之「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量表」、「大學同儕互動量表」

及「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三份量表進行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以獲得建構

效度，並以直接斜交法（direct oblimin）進行斜交轉軸，以獲得量表之最佳因素。 

二、信度分析 

本研究針對自編及修訂之「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量表」、「大學同儕互動量

表」、「大學生生活適應量表」及「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四份量表，分別以內

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數進行信度分析。 

三、描述統計 

本研究以描述統計來瞭解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品質、大學同儕互動頻

率與品質、生活適應之「目標適應」、「學業適應」、「社會適應」、「情緒適應」以

及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得分情形。 

四、獨立樣本 t考驗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考驗來了解大學生的性別是否會影響大學師生非正式互

動及大學同儕互動。 

五、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來了解大學生的年級、學院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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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影響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及大學同儕互動，並以 Scheffe’法進行事後比較。 

六、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本研究欲以 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來考驗假設 1-1、1-2、2-1、2-2、3-1、3-2、

4-1、4-2。 

七、典型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典型相關分析來考驗假設 1-3及 2-3。 

八、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本研究欲以多元逐步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來考驗假設五、假設六。 

九、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 

本研究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達.05顯著水準以上時，欲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