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問題分析與結果 

第一節  人口變項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一、性別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由表 5-1 得知，不同性別在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上具有顯著差異（t 值＝

-10.262，p＜.001）；而且由於 t值為負，女性的平均數（M＝3.45）又顯著高於男

性（M＝1.39），可見女性在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上明顯高於男性。 

  表 5-1：不同性別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之 T檢定統計量摘要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平均數 標準差 

1.男性（N＝178） 1.39 1.44 

2.女性（N＝475） 3.45 1.97 

t 值＝-10.262＊＊＊ 

＊p＜.05 ＊＊p＜.01 ＊＊＊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由表 5-2 得知，不同性別在算命態度的得分上也同樣具有顯著差異（t 值＝

-3.394，p＜.01）；而且不同性別在算命態度的 t 值亦為負，在算命態度的得分上

女性的平均數（M＝23.17）也高於男性（M＝22.04），因此女性和男性相比，對於

算命態度顯然較為正向。根據上述的分析結果，本研究所推論之假設 1-1 獲得支持。 

       表 5-2：不同性別在算命態度之 T檢定統計量摘要 

算命態度 平均數 標準差 

1.男性（N＝178） 22.04 3.98 

2.女性（N＝475） 23.17 3.68 

t 值＝-3.394＊＊ 

＊p＜.05 ＊＊p＜.01 ＊＊＊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年齡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由表 5-3 可看出，不同年齡層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上確實具有顯著差異性（F值

＝7.575，p＜.001）；經過比較平均數後發現，15-20 歲組（M＝3.39）明顯高於其

他年齡組，而且與 21-25 歲組（M＝2.74）及 26-30 歲組（M＝2.27）的平均差異達

到顯著，因此可發現 15-20 歲是命理節目最主要的收視族群，其次是 21-25 歲（M

＝2.74）及 31-35 歲（M＝2.28），36-40 歲組（M＝1.78）對於命理節目的收視量

最低。 

表 5-3：不同年齡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之 ANOVA 分析摘要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平均數 標準差 

1.15-20 歲（N＝352） 3.93 1.96 

2.21-25 歲（N＝189） 2.74 1.94 

3.26-30 歲（N＝59） 2.27 1.87 

4.31-35 歲（N＝36） 2.28 1.98 

5.36-40 歲（N＝9） 1.78 1.20 

6.40 歲以上（N＝8） 1.88 1.81 

F 值＝7.575＊＊＊ 

Scheffe 檢定：（1,2）＊、（1,3）＊＊ 
＊p＜.05 ＊＊p＜.01 ＊＊＊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從表 5-4 得知，不同年齡層在算命態度上同樣也達到顯著差異性（F 值＝

2.644，p＜.05），而且 36-40 歲（（M＝26.44）的算命態度得分明顯高於其他年齡

層。經由上述 ANOVA 分析後，本研究發現不同年齡層在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與算命

態度上均有顯著差異，因此假設 1-2 獲得支持。 

 

 

 

 

 



表5-4：不同年齡在算命態度之ANOVA分析摘要 

算命態度 平均數 標準差 

1.15-20 歲（N＝352） 23.09 3.55 

2.21-25 歲（N＝189） 22.50 3.97 

3.26-30 歲（N＝59） 22.17 4.32 

4.31-35 歲（N＝36） 22.69 4.19 

5.36-40 歲（N＝9） 26.44 3.21 

6.40 歲以上（N＝8） 23.13 2.85 

F 值＝2.644＊ 

＊p＜.05 ＊＊p＜.01 ＊＊＊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教育程度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由表 5-5 可知，不同教育程度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上具有顯著差異性（F值＝

11.028，p＜.001）；同時發現，教育程度國中（含以下）組（M＝3.79）的命理節

目接觸經驗明顯最多，其次是高職/五專組（M＝3.47）及高中組（M＝3.25），至於

教育程度碩士以上組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則明顯低於其他組，可見教育程度較低者

較常收看命理節目，收視量也比教育程度高者為多。 

 

 

 

 

 

 

 

 

 



表 5-5：不同教育程度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之 ANOVA 分析摘要（註一）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平均數 標準差 

1.國中（含以下）（N＝53） 3.79 1.79 

2.高中（N＝93） 3.25 1.94 

3.高職/五專（N＝160） 3.47 1.98 

4.大學/大專（N＝302） 2.72 1.97 

5.碩士（含以上）（N＝45） 1.80 1.44 

F 值＝11.028＊＊＊ 

Scheffe 檢定：（1,4）＊＊、（1,5）＊＊＊ 

＊ p＜.05 ＊＊p＜.01 ＊＊＊p＜.001 
註一：由於教育程度博士只有 4 名，因此將碩士與博士併成一組（碩士以上）。 

資料來源：本研究 
由表5-6得知，不同教育程度在算命態度上同樣具有顯著差異性（F值＝3.226，

p＜.05）。根據上述ANOVA分析資料，本研究發現不同教育程度的確在命理節目的接

觸經驗與算命態度上有顯著差異，因此假設1-3獲得支持；而且從表5-5與表5-6亦

發現教育程度國中（含以下）、高中與高職/五專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得

分均高（佳）於教育程度大學/大專與碩士（含以上）者，可見在教育程度這個人

口變項上，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是互為呼應的。 

表5-6：不同教育程度在算命態度之ANOVA分析摘要（註一） 

算命態度 平均數 標準差 

1.國中（含以下）（N＝53） 23.47 3.26 

2.高中（N＝93） 23.23 3.45 

3.高職/五專（N＝160） 23.41 3.92 

4.大學/大專（N＝302） 22.54 3.91 

5.碩士（含以上）（N＝45） 21.60 3.45 

F 值＝3.226＊ 
＊ p＜.05 ＊＊p＜.01 ＊＊＊p＜.001 

註一：由於教育程度博士只有 4 名，因此將碩士與博士併成一組（碩士以上）。 

資料來源：本研究 



四、宗教信仰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由表 5-7 顯示不同宗教信仰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上確實具有顯著差異性（F值＝

2.409，p＜.05），並以信仰其他宗教組（M＝3.72）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最多，信

仰佛教組（M＝3.50）與信仰民間信仰組（M＝3.09）也明顯高於其他信仰組，信仰

基督教組（M＝2.42）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則為最低。 

表 5-7：不同宗教信仰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之 ANOVA 分析摘要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平均數 標準差 

1.無（N＝348） 2.90 1.96 

2.民間信仰（N＝107） 3.09 2.13 

3.道教（N＝64） 2.91 1.88 

4.佛教（N＝80） 3.50 1.90 

5.基督教（N＝36） 2.42 1.83 

6.其他（N＝18） 3.72 2.14 

F 值＝2.409＊ 
＊p＜.05 ＊＊p＜.01 ＊＊＊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從表5-8中顯示，不同宗教信仰在算命態度同樣具有顯著差異性（F值＝4.155，

p＜.01），並以信仰佛教組（M＝23.71）、信仰道教組（M＝23.63）與信仰民間信仰

組（M＝23.51）這三組算命態度的得分最佳，信仰基督教組（M＝21.14）的算命態

度得分則最差。因此本研究發現宗教信仰的不同在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

確實有顯著差異，假設1-4獲得支持；同時也發現信仰佛教者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與算命態度得分都最高（佳），信仰基督教者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則最少，算命態

度的得分也最低，可見信仰基督教者對於命理節目與算命的態度較差，對於命理之

說較無好感，可能也具有相當的抑制效果。 

 

 

 



表5-8：不同宗教信仰在算命態度之ANOVA分析摘要 

算命態度 平均數 標準差 

1.無（N＝348） 22.50 3.75 

2.民間信仰（N＝107） 23.51 3.10 

3.道教（N＝64） 23.63 3.91 

4.佛教（N＝80） 23.71 3.68 

5.基督教（N＝36） 21.14 4.98 

6.其他（N＝18） 22.89 4.27 

F 值＝4.155＊＊ 

Scheffe 檢定：（4,5）＊ 
＊p＜.05 ＊＊p＜.01 ＊＊＊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五、職業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由表 5-9 可知，不同職業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上具有顯著差異性（F值＝3.939，

p＜.001），同時又以服務業（M＝3.48）、待業中（M＝3.38）與學生（M＝3.13）的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最多，而工商金融業者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M＝1.82）則是最

低，此一現象似乎可以看出越是有空閒時間的族群，其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便會相

對增加，從待業中與學生這二個族群便可得知。 

表 5-9：不同職業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之 ANOVA 分析摘要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平均數 標準差 

1.學生（N＝442） 3.13 1.96 

2.資訊業（N＝19） 2.16 1.50 

3.製造業（N＝21） 2.38 1.72 

4.工商金融業（N＝33） 1.82 1.36 

5.服務業（N＝46） 3.48 2.09 

6.軍公教（N＝19） 2.16 1.57 

7. 待業中（N＝29） 3.38 2.46 

8. 其他（N＝44） 2.82 2.14 

F 值＝3.939＊＊＊ 
＊p＜.05 ＊＊p＜.01 ＊＊＊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表5-10得知，不同職業在算命態度上並不具有顯著差異性（F值＝1.680，p

＞.05），因此本研究在假設1-5算命態度部份未獲得支持，僅有命理節目的接觸經

驗部分獲支持。可見在職業這個人口變項中，對於算命的態度並未因職業不同而產

生顯著差異性，不過在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上，的確會因職業的不同而產生明顯差

異性。 

表5-10：不同職業在算命態度之ANOVA分析摘要 

算命態度 平均數 標準差 

1.學生（N＝442） 22.90 3.55 

2.資訊業（N＝19） 21.21 4.05 

3.製造業（N＝21） 22.19 4.06 

4.工商金融業（N＝33） 22.03 4.90 

5.服務業（N＝46） 22.72 4.73 

6.軍公教（N＝19） 24.84 2.91 

7.待業中（N＝29） 23.17 3.60 

8.其他（N＝44） 23.20 4.18 

F 值＝1.680，p＝.111＞.05 

 

資料來源：本研究 
 

六、收入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由表5-11可知，不同收入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上具有顯著差異性（F值＝6.721，

p＜.001），同時又以收入在10000元以下組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M＝3.22）最多，

其次是收入在10001-20000元組（M＝3.15）、20001-30000元組（M＝2.94）與

30001-40000元組（M＝2.07），而收入在40001-50000元組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M

＝1.75）最低，此一現象似乎與職業的分布有相呼應，因為職業為學生與待業中的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都較其他職業為高，而這些職業族群的收入均較其他職業低。 

 



 
表 5-11：不同收入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之 ANOVA 分析摘要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平均數 標準差 

1.10000 元以下（N＝421） 3.22 1.98 

2.10001-20000 元（N＝72） 3.15 2.15 

3.20001-30000 元（N＝67） 2.94 1.95 

4.30001-40000 元（N＝43） 2.07 1.58 

5.40001-50000 元（N＝28） 1.75 1.32 

6.50000 元以上（N＝22） 1.95 1.73 

F 值＝6.721＊＊＊ 

Scheffe 檢定：（1,4）＊、（1,5）＊＊ 
＊p＜.05 ＊＊p＜.01 ＊＊＊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從表5-12可知，不同收入在算命態度上並不具有顯著差異性（F值＝1.794，p

＞.05），因此假設1-6在算命態度的部分未獲支持，僅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部份獲

得支持。表示收入這個人口變項對於算命的態度並未因收入不同而有顯著的差異

性，不過在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上，的確會因為收入的不同而產生顯著差異性。 

表5-12：不同收入在算命態度之ANOVA分析結果摘要 

算命態度 平均數 標準差 

1.10000 元以下（N＝421） 23.09 3.49 

2.10001-20000 元（N＝72） 22.08 4.30 

3.20001-30000 元（N＝67） 23.19 4.03 

4.30001-40000 元（N＝43） 22.63 4.23 

5.40001-50000 元（N＝28） 22.11 4.84 

6.50000 元以上（N＝22） 21.55 4.36 

F 值＝1.794，p＝.112＞.05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七、婚姻狀況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由表5-13可知，不同婚姻狀況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上確實具有顯著差異性（F

值＝9.358，p＜.001）；而且又以未婚無男/女朋友組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M＝3.14）

最多，其次是未婚有男/女朋友組（M＝2.99），已婚組的命理節目接觸經驗（M＝1.62）

在三組中最低，可見未婚者在命理節目的收視程度上明顯比已婚者高，未婚者較常

收看命理節目，收視量也比較高。 

表 5-13：不同婚姻狀況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之 ANOVA 分析摘要（註一）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平均數 標準差 

1.未婚無男/女朋友（N＝370） 3.14 2.04 

2.未婚有男/女朋友（N＝249） 2.99 1.92 

3.已婚（N＝34） 1.62 1.21 

F 值＝9.358＊＊＊ 

Scheffe 檢定：（1,3）＊＊＊、（2,3）＊＊ 

＊ p＜.05 ＊＊p＜.01 ＊＊＊p＜.001 

註一：由於已婚無子女者只有 8 名，因此將已婚無子女與已婚有子女併成一組（已婚組）。

資料來源：本研究 

從表 5-14 可知，不同婚姻狀況在算命態度上並不具有顯著差異性（F 值＝

0.252，p＞.05），因此假設 1-7 在算命態度的部分未獲支持僅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部份獲得支持。所以婚姻狀況這個人口變項對於算命態度並未因婚姻狀況的不同而

有顯著的差異性，不過在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上，的確會因為婚姻狀況不同產生差

異性。 

 

 

 

 

 

 

 

 

 



表5-14：不同婚姻狀況在算命態度之ANOVA分析摘要（註一） 

算命態度 平均數 標準差 

1.未婚無男/女朋友（N＝370） 22.78 3.81 

2.未婚有男/女朋友（N＝249） 22.94 3.62 

3.已婚（N＝34） 23.18 4.83 

F 值＝0.252p＝.777＞.05 
註一：由於已婚無子女者只有 8 名，因此將已婚無子女與已婚有子女併成一組（已婚組）。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二節 人格特質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一、外控傾向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表 5-15 顯示外控傾向與命理節目接觸經驗的整體迴歸模式效果未具有顯著性

（β＝.009，p＞.05），可見外控傾向的高低對於命理節目接觸經驗的多寡不具有

影響與預測性，因此在假設二中所提出外控傾向越高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越多的假設

未獲得支持。 

表 5-15：外控傾向與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一元迴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R Adjusted-R2 β F 值 P 值 

外控傾向 .009 -.001 .009 .057 .812 

 

 

 

 

註一：依變項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資料來源：本研究 

從表 5-16 得知，外控傾向與算命態度的整體迴歸模式效果具有顯著性（β

＝.222，p＜.001），而且外控傾向與算命態度的β係數為正，代表者外控傾向越高

者對於算命的態度越佳，所以在假設二中所推論外控傾向越高算命態度越佳的假設

獲得支持。經由上述的資料顯示，假設二所推論的假設僅在算命態度部份獲得支

持，外控這項人格特質對於命理節目的接觸經驗並未產生影響。 

 

 



表 5-16：外控傾向與算命態度一元迴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R Adjusted-R2 β F 值 P 值 

刺激尋求動機 .091 .007 .091 5.377＊ .021 

    註一：依變項為算命態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刺激尋求動機對於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算命態度的影響 

由表 5-17 可知，刺激尋求動機與命理節目接觸經驗的整體迴歸模式效果具有

顯著性（β＝.091，p＜.05），而且刺激尋求動機與命理節目接觸經驗的β係數為

正，代表者刺激尋求動機越高者命理節目的收視經驗越多，所以在假設三中所推論

刺激尋求動機越高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越多的假設獲得支持。 

表 5-17：刺激尋求動機與命理節目接觸經驗一元迴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R Adjusted-R2 β F 值 P 值 

刺激尋求動機 .091 .007 .091 5.486＊ .019 

註一：依變項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資料來源：本研究 

由表 5-18 得知，刺激尋求動機與算命態度的整體迴歸模式效果具有顯著性（β

＝.091，p＜.05），而且刺激尋求動機與算命態度的β係數為正，代表者刺激尋求

動機越高者算命態度越佳，所以在假設三中所提出刺激尋求動機越高命理節目接觸

經驗越多、算命態度也越佳的假設均獲得支持。 

表 5-18：刺激尋求動機與算命態度一元迴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R Adjusted-R2 β F 值 P 值 

外控傾向 .222 .048 .222 33.847＊＊＊ .000 

      註一：依變項為算命態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三節  算命態度對於算命行為的影響 

一、算命態度對於算命次數的影響 

由表 5-19 可知，算命態度與算命次數的整體迴歸模式效果具有顯著性（β

＝.210，p＜.001），而且算命態度與算命次數的β係數為正，代表算命態度越佳者

實際從事算命的次數就越多，因此假設四中算命態度越佳算命次數便越多的假設獲

得支持。 

          表 5-19：算命態度與實際算命次數一元迴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R Adjusted-R2 β F 值 P 值 

算命態度 .210 .043 .210 30.002＊＊＊ .000 

  註一：依變項為實際從事算命次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算命態度對於算命結果滿意度的影響 

由表 5-20 可知，算命態度與算命結果滿意度的整體迴歸模式效果具有顯著性

（β＝.210，p＜.001），而且算命態度與算命節果滿意度的β係數為正，代表算命

態度越佳者對於算命結果的滿意度就越高，因此在假設四中算命態度越佳對於算命

結果的滿意度就越高的假設獲得支持。 

        表 5-20：算命態度與算命結果滿意度一元迴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R Adjusted-R2 β F 值 P 值 

算命態度 .210 .041 .210 16.921＊＊＊ .000 

註一：依變項為算命結果滿意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算命態度對於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的影響 

由表 5-21 可知，算命態度與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的整體迴歸模式效果具有

顯著性（β＝.342，p＜.05），而且算命態度與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的β係數為

正，代表算命態度越佳者未來從事付費算命的可能性便越高，因此假設四中算命態

度越佳未來從事付費算命的可能會越高的假設獲得支持。 

表 5-21：算命態度與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一元迴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R Adjusted-R2 β F 值 P 值 

算命態度 .342 .115 .342 86.055＊＊＊ .000 

 

 

 

 

註一：依變項為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 
資料來源：本研究 

 

四、算命態度與個人受到算命結果的影響程度 

由表 5-22 得知，算命態度與個人受到算命結果影響程度的整體迴歸模式效果

具有顯著性（β＝.417，p＝.000＜.05），而且算命態度與個人受到算命結果影響

程度的β係數為正，表示對於算命態度越佳者自認受到算命結果的影響程度便越

高，因此假設四中算命態度越佳自認受到算命結果影響便越高的假設獲得支持。 

表 5-22：算命態度與自認受到算命結果影響程度一元迴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R Adjusted-R2 β F 值 P 值 

算命態度 .417 .172 .417 78.362＊＊＊ .000 

 

 

 

 

註一：依變項為自認受到算命結果影響程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 

 

經由上述資料分析後，發現假設五中所推論的全部假設均獲得支持，可見算

命態度的確對於實際算命次數、算命結果滿意程度、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及受到

算命結果的影響程度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性與預測性。 

 



第四節  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於算命態度的影響 

本研究為了想要知道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即使在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這三類主要的自變項中，對於算命態度的影響性是否依舊可以很

顯著，因此本研究使用逐步多元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分析法加以分析，

最後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包括了人口變項中的教育程度與年齡、人格特質中的外

控傾向與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這四個變項。而從表 5-23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來

看，除了教育程度（β＝-.107）的標準化β係數為負，其餘的β係數都是正值，

可見受訪者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β＝.228）、「外控傾向」（β＝.226）、「年齡」

（β＝.087）越積極正向者，對於算命的態度越佳；而「教育程度」越低者，對於

算命的態度越佳。因此假設五中推論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越多算命態度越佳的假

設獲得支持。 

表 5-23：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算命態度多元迴歸分析摘要 

       （註一） 

    

自變項 β P 值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228＊＊＊ .000 

外控傾向 .226＊＊＊ .000 

教育程度 -.107＊＊ .008 

年齡 .087＊ .032 

性別 -.078 .053 

刺激尋求動機 .064 .092 

收入 -.059 .222 

婚姻狀況 .041 .361 

R＝.340 

Adjusted-R2＝.110 

 

 

 

 

 

 

 

 

 

 

 

 

 

 

 

註一：依變項為算命態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五節  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於算命行為的影響 

一、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於實際算命次數的影響 

本研究為了想要知道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在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命理

節目接觸經驗這三類主要的自變項中，對於實際算命次數的影響性為何，因此本研

究使用逐步多元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分析法加以分析，最後被選入迴歸

模式的變項只有性別與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這二個變項。而從表 5-24 多元迴歸

分析結果來看，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β＝.194）的標準化β係數為正，而性別

（β＝-.144）的β係數則是負值，可見受訪者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越積極正

向者，實際從事算命的次數也越多；而女性和男性相比，女性實際從事算命的次數

顯然較男性為高。因此假設六中推論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越多實際從事算命次數

越高的假設獲得支持。 

表 5-24：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實際從事算命次數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β P 值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194＊＊＊ .000 

性別 -.144＊＊＊ .000 

教育程度 .047 .224 

外控傾向 -.041 .277 

婚姻狀況 -.037 .329 

收入 .022 .567 

年齡 .019 .622 

刺激尋求動機 .016 .676 

R＝.281 

Adjusted-R2＝.076 

 

 

 

 

 

 

 

 

 

 

 

 

 

 

 

 註一：依變項為實際從事算命次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於算命結果滿意度的影響 

本研究為了想要知道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在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命理

節目接觸經驗這三類主要的自變項中，對於算命結果滿意度的影響性為何，因此本

研究使用逐步多元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分析法加以分析，最後被選入迴

歸模式的變項只有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年齡這二個變項。而從表 5-25 多元迴

歸分析結果來看，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β＝.232）的標準化β係數為正，而年

齡（β＝-.134）的β係數則是負值，可見受訪者在「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越積極

正向者，對於算命結果的滿意度也越高；而年紀越輕者，對於算命結果的滿意度也

越高。因此假設六中推論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越多對於算命結果的滿意度也越高

的假設獲得支持。 

表 5-25：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算命結果滿意度多元迴歸分析

摘要（註一） 

   
自變項 β P 值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232＊＊＊ .000 

年齡 -.134＊＊＊ .009 

性別 -.099 .057 

刺激尋求動機 -.086 .094 

外控傾向 -.037 .467 

教育程度 -.039 .479 

收入 .024 .715 

婚姻狀況 .002 .968 

R＝.291 

Adjusted-R2＝.080 

 

 

 

 

 

 

 

 

 

 

 

 

 

 

 

註一：依變項為算命結果滿意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於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的影響 

本研究為了想要知道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在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命理

節目接觸經驗這三類主要的自變項中，對於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的影響性為何，

因此本研究使用逐步多元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分析法加以分析，最後被

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只有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而從表 5-26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來看，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β＝.170）的標準化β係數為正，因此「命理節目

接觸經驗」越積極正向者，對於算命結果的滿意度也越高。因此假設六中推論個人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越多未來從事付費算命的可能也越高的假設獲得支持。 

表 5-26：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多元迴

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β P 值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170＊＊＊ .000 

刺激尋求動機 .075 .055 

收入 .075 .058 

年齡 .073 .065 

婚姻狀況 .059 .135 

外控傾向 .034 .376 

性別 -.030 .475 

教育程度 -.008 .849 

R＝.170 

Adjusted-R2＝.027 

註一：依變項為未來從事付費算命可能 

   資料來源：本研究 

 
 

 

 

 

 

 

 



四、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於自認受到算命結果影響程度的影響 

本研究為了想要知道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在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命理

節目接觸經驗這三類主要的自變項中，對於自認受到算命結果影響程度的影響性為

何，因此本研究使用逐步多元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分析法加以分析，最

後被選入迴歸模式的變項只有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與婚姻狀況這二個變項。而從

表 5-27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來看，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β＝.273）與婚姻狀況

（β＝.160）的標準化β係數均為正，可見「命理節目接觸經驗」越積極正向者，

對於自認受到算命結果的影響程度也越高；而未婚者與已婚者相比，未婚者對於自

認受到算命結果的影響程度顯然比已婚者高。因此假設六中推論個人命理節目接觸

經驗越多自認受到算命結果的影響程度也越高的假設獲得支持。 

表 5-27：人口變項、人格特質與個人命理節目接觸經驗對自認受到算命結果的影響程度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註一） 

自變項 β P 值 

命理節目接觸經驗 .273＊＊＊ .000 

婚姻狀況 .160 .002 

教育程度 -.088 .086 

收入 -.089 .108 

刺激尋求動機 .071 .161 

年齡 -.078 .196 

性別 -.040 .439 

外控傾向 -.022 .662 

R＝.290 

Adjusted-R2＝.079 

   註一：依變項為自認受到算命結果的影響程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