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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並參考相關文獻，確定研究

的架構以進行研究。研究方法採用文獻探討法與次級資料分析法，

彙整次級資料後，以統計方法（SPSS 套裝軟體 11.0）加以分析處理，

進行探討為探討國民小學三年級學童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全素養

現況與差異情形，並分析其與兒童價值觀的的相關性，最後根據資

料分析結論事實，進而提出建議。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第二節為研

究方法; 第三節為統計方法；第四節為效度與信度檢驗；第五節為

因素分析。 

本研究原始樣本之取得來自黃葳威等（2005，青少兒網路安全

素養調查報告），經擷取大臺北地區國小同意參與研究之學校計有： 

表 3-1參與研究之大臺北地區國小名單 

地區 校名 人數 合計 

台北縣 八里國小 31 31 

台北縣 板橋國小 34 65 

台北縣 沙崙國小 34 99 

台北縣 永和國小 33 132 

台北縣 坪林國小 33 165 

台北縣 白雲國小 25 190 

基隆市  忠孝國小 3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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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 興華國小 32 254 

台北市 舊莊國小 35 289 

台北市 老松國小 21 310 

台北市 信義國小 30 340 

資料來源：黃葳威等（2005，青少兒網路安全素養調查報告） 

以上十一所學校，每校隨機抽取一班小三學生進行施測，因為

國小三年級學童實際年齡僅約九歲，為避免學童不清楚題意，施測

方式採訪員到場口述及解釋後讓小朋友填答，以保持問卷填答的正

確性，問卷共計回收 340 份，逐份檢視剔除回答不完全及固定式之

無效問卷 6份後，有效問卷共 334 份，有效回收率 98.23%。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壹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進行大臺北地區國民小學三年級學童數位媒體與

價值觀之相關性研究，研究架構乃是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而來，並

將影響的相關變項，以架構概圖 3-1 分述如下：  

一、自變項：個人背景包括性別、居住縣市、宗教信仰三項因素；

家庭背景包括父母學歷、父母職業、家庭型態三項；數位媒體

以網路使用行為、網路安全素養為重要探討因素。 

二、依變項：由學生背景與數位媒體探討其對學童價值觀之影響，

價值觀又可分為以下七個層面：人際價值、生理價值、情感價

值、道德價值、生命價值、宗教價值、心理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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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本研究之觀念架構圖 

貳 研究假設 

學童個人背景和數位媒體相關性研究，在性別方面，依據蕭佑

梅(2003﹚研究結果顯示，男學生在使用家庭資訊科技的機會上得分

優於女學生；李京珍﹙2004﹚的研究結果則顯示並無差異。朱美惠

（1999）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男性使用者比女性多，在宿舍或家

中上網的比例也最高，平均每天上網的時數以四小時以上為多數。

在使用行為上，多數的大學生最常使用資訊性與休閒娛樂性的活

動，在個人特性上越負面的大學生越偏向「虛擬情感」與「虛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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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網路使用行為。 

地理區位和個人電腦擁有率的關係，由行政院主計處在 1996年

底所公佈的年度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統計顯示：在都市地區，個人電

腦的普及率是 24.1 部，而在城鎮地區只有 13.07 部，到了鄉村地區

更只剩下 5.94 部，由此數目可知，都市地區每百戶擁有以電腦的數

量是鄉村地區的六倍左右，因此出生或成長在都會地區的孩子們，

接近使用電腦的機會將會超過鄉村地區的孩子們(陳百齡，2004)。 

為了解不同宗教信仰的學童，對數位傳播媒介所建造的虛擬世

界接受程度情形，如電玩世界的死亡與重生；神的存在與自我接納

等價值體系，與其接近使用的數位媒體是否有不同的差異。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一：個人背景與網路使用行為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個人背景與網路安全素養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個人背景與價值觀認知有顯著差異 

由於網路的匿名性與多元的樣貌，現今的青少年可以輕易在網

路世界中贏得友誼、尋求歸屬感，更可以除去現實生活中不愉快經

驗以自我保護及與他人建立親密關係，國內許多研究均顯示網路使

用與人際關係有顯著的相關（黃玉蘋，2003）。 

戴怡君（1999）利用網路問卷所做的研究發現，在真實生活中

人際關係較差者，其透過網路和其他人的互動頻率較高。王澄華

（2001）的研究發現，自尊越低對自我概念越不確定者，其網路成

癮問題越嚴重。盧怡秀（2001）發現網路對高中生的人際關係、課

業有其正面的影響，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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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全素養有顯著差異 

假設五：網路使用行為與兒童價值觀有顯著差異 

研究證實父母能以相當程度直接影響小三學童，父母之教育程

度越高，其子女越享有在家中使用電腦之機會；父母職業不同，子

女資訊素養與落差亦有差異﹙李京珍，2004﹚。有鑒於家庭型態是影

響學童的另一重要家庭背景因素，家庭成員為三代同堂、折衷家庭、

單親家庭等不同型態，亦將影響學童平等近用數位媒體的機會，因

此，本研究提出相關假設包括： 

假設六：家庭背景與網路使用行為有顯著差異 

假設七：家庭背景與網路安全素養有顯著差異 

假設八：家庭背景與價值觀認知有顯著差異 

有關傳播媒體的電視卡通影片影響兒童價值取向的形成與行為

的方式，發現卡通影片內容價值取向以關懷他人為主，其次是關懷

負自我（自私、自利、衝動等），僅有 15%是關懷社會為取向。男性

傾向關懷社會，女性傾向關懷他人。且卡通影片價值取向所呈現的

行為結果，重視「善有善報，惡有惡報」的法則（黃明月，1995）。 

國內有關媒體使用對學生自我概念、道德感及行為反應之研

究，發現青少年對於自我的認同成就越高，對於電視與報紙新聞的

接觸也越多，反之，自我認同成就越低，則看較多的電視娛樂節目

（郭貞，1994）。 

家庭傳播型態是否會影響兒童對於卡通的道德價值觀判斷，研

究結果顯示：4 年級比 6 年級學生有較高的道德判斷成熟度，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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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男生有較高的道德判斷成熟度；高程度概念傾向家庭傳播方式，

會使兒童有較高道德判斷成熟度；社會傾向的家庭傳播方式，與兒

童道德判斷未呈顯著的差異（徐秀月，1998）。因此，本研究提出推

論假設於后： 

假設九: 人口統計變項、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全素養有顯著

相關性。 

假設十：人口統計變項、網路使用行為與學童價值觀有顯著相

關性。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了達到前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探討法及次級

資料分析法為研究方法進行研究。 

一、文獻探討法 

首先蒐集國內外有關數位媒體與價值觀等相關文獻，探討其中

意義、理論基礎、內涵與相關研究發現，據以作為資料分析結果之

依據。 

二、次級資料分析法 

本問卷係採用黃葳威等（2005）之「青少兒網路安全素養調查

報告」研究調查問卷作為施測題目，作為蒐集資料的工具。原始問

卷之內容包括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網路使用行為」；第二部分調

查「網路安全素養」，第三部分調查「兒童價值觀」，第四部分調查

「兒童基本資料」，價值觀問卷係參考王令瑩（2001）「國民中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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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價值觀念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林佳慧（1992）「國民中學生命

價值教學模式之研究」、鄭增財（1999）之「實用技能班學生價值觀

與學習行為之分析研究」自行歸納修改編製成本問卷，其中包括「生

理價值」、「心理價值」、「人際價值」、「情感價值」、「道德價值」、「生

命價值」等六個層面。茲將此六種價值分量表的層面與因素題數簡

述如表 3-2： 

表 3-2：「數位媒體與兒童價值觀量表」各分量表的因素與題數 

層  面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題 號 

生理價值 健康 外貌 體態 1、6、14 

心理價值 學習成就 能力 安全感 2、12 

人際價值 人際關係 歸屬感  4、8、10 

情感價值 親情 友情  5、11 

道德價值 做事 做人  3、7、15 

生命價值 生命意義 自我  9、13、17

宗教價值 宗教期許   16 

原問卷以臺灣 25 縣市的國小三年級學童為研究母體，採分層抽

樣法分別抽取 49 所國民小學，以親身施測的方式，發出國小部分問

卷共 1715 份問卷。本研究擷取大臺北地區 340 份樣本進行次級資料

分析，藉以了解大臺北地區國民小學三年級學童的網路使用行為、

網路安全素養與價值觀的相關性。最後根據所得到的資料，經過統

計分析，提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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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統計方法 

本研究將所得次級資料整理，並採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程式，

進行研究假說的驗證與資料分析。本研究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主要

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分析主要用來瞭解研究各類別變項的分佈情形與各

量表的基本數據，常用的為構面或量表的次數分配、平均數、標準

差、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瞭解調查問卷的人口統計變項情形。本

研究主要用以瞭解樣本中的個人屬性，如性別、居住縣市、宗教信

仰、父親學歷、母親學歷、家庭型態、父親職業、母親職業等各項

回答情形之統計。 

二、推論性統計 

（一）因素分析： 

以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找出共同因素，並以直

交法中最大變異法（Varimax）加以轉軸，以特徵值大於 1為取捨因

素選取量表的題目，以因素負荷量大於 0.4 以上為取捨標準，並考

驗量表的建構效度。本研究分析結果在網路安全量表得到二個因

素，因素一「為對陌生人的防範」、因素二為「網路安全規範」；在

價值觀量表共計有七個因素，因素一為「人際價值」、因素二為「生

理價值」、因素三為「情感價值」、因素四為「道德價值」、因素五為

「生命價值」、因素六為「宗教價值」、因素七為「心理價值」。 

（二）信度分析： 

以內部一致性係數 Cronbach＇α值，考驗研究工具的內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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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形，以了解問卷的信度。 

（三）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建構研究變數的強度指標以作為各變項回應值相對大小之比

較，並作為變異數分析及相關分析之用。 

（四）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分析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當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差異達顯

著水準時，再以事後（Post Hoc）檢定進行雪費(Scheffe＇s  method) 

之方法，以進一步瞭解哪幾組之差異達到顯著情形。本研究主要用

以檢驗兒童不同居住縣市、父親學歷、母親學歷、父親職業、母親

職業、宗教信仰、家庭型態、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全素養及價值

觀之間的差異情形。 

（五）t檢定(t test)： 

以 t 檢定主要用以觀察變數不同之兩個組別的平均數是否有顯

著情形存在，本研究主要以此項檢定方法，瞭解不同兒童性別與網

路安全素養及價值觀之間的差異情形。 

（六）卡方統計（X
2
）： 

分析不同背景變項學生與電腦網路使用行為之差異情形。 本研

究主要用以分析居住縣市、性別、宗教信仰、家庭型態、父親學歷、

母親學歷、父親職業、母親職業與網路使用行為的差異情形。 

（七）迴歸分析： 

以 Beta 值預測變數間的相對重要性。本研究主要用以分析居住

縣市、性別、宗教信仰、家庭型態、父親學歷、母親學歷、父親職

業、母親職業、網路使用行為、網路安全素養與價值觀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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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效度與信度檢定 

壹、效度檢定 

為考驗量表建構效度，一般以項目分析來求出問卷各個題項之

決斷值（critical ratio；簡稱 CR 值）， 如果題項中之 CR 值達顯

著水準，即表示這個題項能鑑別出不同受測者的反應程度。當決斷

值（本研究以 t值表示）愈大，則表示題目差異性越大，題目越佳，

表示該題目越能鑑別受試者不同的反應（李金泉，1993）。因此，以

兩個極端組法來探討測驗量表的內部一致性。首先選取量表中得分

前 27%為高分組，與其後 27%為低分組，再將兩組的得分進行平均數

差異 t test 檢驗，如果高分組之平均數顯著高於低分組，則表示該

題目具有區別力（吳明隆，2003）。 

（一）網路安全素養量表 

原始量表為黃葳威等（2005）於 25 縣市所作親身施測量表，人

數與百分比結果如表 3-3 所示： 

表 3-3: 2005年國小三年級學童網路安全素養 

 

不給別 

人資料 

個數 

（%） 

聊天室 

身份 

個數 

（%） 

不見陌

生人 

個數 

（%） 

注意聊

天內容

個數 

（%） 

遵守分

級規定

個數 

（%） 

計畫使

用網路

個數 

（%） 

警覺 

陌生人

個數 

（%） 

知道學 

校網路 

個數 

（%） 

爸媽監 

督使用 

個數 

（%） 

不 洩 露

密碼 

個數 

（%） 

非常同意 
678 

50.1 

209 

15.4 

773 

56.9 

677 

49.7 

780 

57.4 

530 

39.1 

477 

35.2 

662 

49.5 

506 

37.6 

866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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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81 

13.4 

153 

11.3 

205 

15.1 

300 

22.0 

275 

20.2 

332 

24.5 

172 

12.7 

263 

19.7 

261 

19.4 

161 

11.8 

不同意 
134 

9.9 

158 

11.7 

87 

6.4 

97 

7.1 

85 

6.3 

92 

6.8 

153 

11.3 

57 

4.3 

157 

11.7 

57 

4.2 

非常不同意 
212 

15.7 

422 

31.1 

162 

11.9 

87 

6.4 

89 

6.5 

98 

7.2 

369 

27.2 

52 

3.9 

175 

13.0 

132 

9.7 

不知道 
147 

10.9 

414 

30.5 

131 

9.6 

202 

14.8 

130 

9.6 

303 

22.4 

184 

13.6 

303 

22.7 

245 

18.2 

145 

10.7 

總和 
1352 

100.0 

1356 

100.0 

1358 

100.0 

1363 

100.0 

1359 

100.0 

1355 

100.0 

1355 

100.0 

1337 

100.0 

1344 

100.0 

1361 

100.0 

資料來源：黃葳威等（2005，青少兒網路安全素養調查報告） 

本研究擷取上述調查報告之大臺北地區小三學童部分資料作效

度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3-4 所列： 

表 3-4 網路安全量表效度分析摘要表 

            題項內容                                          決斷值       備註      

1.我在網路上不要給別人自己的個人資料                           3.742      

2.聊天室的陌生人，身分和描述不一樣                             0.563        刪除        

3.我不要在聊天室認識陌生人                                     3.291         

4.我會注意聊天室的聊天內容                                     0.495        刪除         

5.我會遵守網路分級規定依自己的年齡上網                         3.284  

6.我會有計劃的使用或停止使用網站內容                           1.333        刪除 

7.我會有警覺想認識孩童的人                                     3.556       

8.我知道學校對網路使用的規定                                   2.221  

9.爸媽會監督我使用網路的行為                                   2.346  

10.我不會洩漏個人與學校的上網密碼                              2.268  

 

p<.05；  p<.01； p<.001 

由以上效度分析的決斷值來看，在第一部分「網路安全素養」

量表，第 2.4.6 三題須先刪除，保留其餘 7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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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值觀量表 

價值觀量表之效度檢定結果如表 3-5 所列，臚列於下： 

表 3-5 價值觀量表效度分析摘要表 

       題項內容                                                決斷值       備註     

1.我覺得外表好看比健康還重要                                    2.836  

2.當我意見和別人不一樣的時候，我通常不會說出來                  2.155  

3.我覺得學校各項規定與要求都是不合理與囉唆的                    0.937        刪除 

4.在生活或課業上有困難時，我會主動找父母、老師或同學幫忙        2.311  

5.我認為別人喜不喜歡我都是看我的成績好壞                        2.202  

6.我自己想要的東西，一定會想辦法去得到它                        2.228  

7.我會逃避擔當責任，不想為其他人服務                            2.214  

8.我會主動關懷同學，照顧別人                                    2.951  

9. 我不喜歡自己，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變成別人                     1.504        刪除   

10.為了增加知能，我會參加社團校隊等活動                         2.951  

11.父母對我的期望太高，我沒有能力去完成                         3.271  

12.我會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父母不會擔心我                   3.268  

13.我對將來感到恐懼，常常擔心害怕                               2.167  

14.我經常不太想吃東西                                           2.305  

15.我覺得父母不相信我告訴他們的話                               2.243  

16.我相信世界上有神的存在，宗教可以拯救世人                     2.200  

17.我做事粗心大意，常常擔心自己會出錯                           3.258  

p<.05；  p<.01； p<.001 

由以上效度分析的決斷值來看，在第二部分「兒童價值觀」量

表，第 3.9 二題須先刪除，保留其餘 15 題。 

貳、信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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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度分析後，進一步作信度分析，在李克特（Likert）四點態

度量表法中常用的信度考驗方法為「Cronbach＇s α」係數來檢驗

問卷內部一致性，α係數值在 .7 以上為高可信度（吳明隆，2003），

α係數值在 .6~.7 為尚佳。本研究經預試結果顯示，在「網路安全

量表」部分經刪除 2.4.6 題後，問卷信度的α值在.6550，而「價值

觀量表」部分經刪除 3.9 題後，問卷信度的α值在.6095，代表此問

卷具有可接受的信度水準。 

第五節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之目的係在求得量表之「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應用最廣的是把數個彼此有關的變項，轉化成少數具有

意義且彼此獨立的因素（factor），來達到資料縮減的目的。本研究

採「主成分因素分析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PFA），輔

以直交軸轉軸法（Orthogonal Rotation）中之「最大變異法」

（Varimax Method），透過轉軸後，決定因素數目，藉以選取較少的

因素層面，以獲得較大的解釋量（吳明隆，2000：p3-7），另根據

Zaltman & Burgur 的建議，只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各變

數負荷量（Factor Loading）絕對值大於 0.4 的變異。 

（一）、網路安全素養 

茲將問卷「網路安全素養」量表因素分析結果之因素內容、因

素負荷量、解釋變異量分別列於表 3-6： 

依據相關統計結果，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的因素共得

二個，累計因素解釋變異量 49.423％。彙整如表 3-6 所示：二個因

素所包含的題項內容，分別命名為第一個因素為「對陌生人防範因

素」；第二個因素為「網路安全規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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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網路安全素養之因素分析                           

解釋  

            因素內容                                  因素 1     因素 2     變異量      

對陌生人防範 

1.我在網路上不要給別人自己的個人資料                   .741       .106       38.244 

3.我不要在聊天室認識陌生人                             .709       .137 

7.我會有警覺想認識孩童的人                             .715       .137 

10.我不會洩漏個人與學校的上網密碼                      .664       .264 

網路使用規範 

5.我會遵守網路分級規定依自己的年齡上網                 .295       .695       11.180 

8.我知道學校對網路使用的規定                           .170       .768 

9.爸媽會監督我使用網路的行為                           .003       .652 

 

 

（二）兒童價值觀 

茲將問卷「兒童價值觀」量表因素分析結果之因素內容、因素

負荷量、解釋變異量分別列於表 3-7： 

依據相關統計結果，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的因素共得

七個，累計因素解釋變異量 58.986％。彙整如表 3-7 所示：七個因

素所包含的題項內容，分別命名第 4.8.10 題為因素一「人際價值」；

第 1.6.14 題為因素二「生理價值」；第 5.11 為因素三「情感價值」；

第 7.15 題為因素四「道德價值」；第 13.17 題為因素五「生命價值」；

第 16 題為因素六「宗教價值」；第 2.12 題為因素七「心理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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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兒童價值觀量表之因素分析： 
                                                                   解釋  

        因素內容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因素 5 因素 6 因素 7  變異量      

人際價值 
4. 在生活或課業上有困難時，我會 .645   .009   -.284   .259   -.094   .108   .005   15.158 

主動找父母、老師或同學幫忙 

8. 我會主動關懷同學，照顧別人   .779   -.122   .009   .004   -.071   .006   .004    

10.為了增加知能，我會參加社團   .576    .002   .001  -.403    .268   .004   .003     

   校隊等活動  

生理價值 

1. 我覺得外表好看比健康還重要   .002   .743    .006   -1.57   .009  -.178  -.080   10.317     

6. 我自己想要的東西，一定會想  -.106   .590    .166    .104   .004   .001  .008 

   辦法去得到它 

14.我經常不太想吃東西           .253   .420    .120    .001   .203   .003  .328 

情感價值 

5. 我認為別人喜不喜歡我都是看   -.090   .203    .621    .001   -.307  -.016  .141   7.624 

我的成績好壞 

11.父母對我的期望太高，我沒有    .008   .114    .753    .004   .181   .003  .003 

   能力去完成 

道德價值 

7. 我會逃避擔當責任，不想為其    .001   -.178   .304    .706    .112   -.163  -.002  6.874 

他人服務 

15.我覺得父母不相信我告訴他們   .007    .234   -.055   .533    .349   .007   .005 

的話 

生命價值 

13.我對將來感到恐懼，常常擔心   -.223  -.069   .361    .167    .515   .444   .002   6.443 

  害怕 

17.我做事粗心大意，常常擔心自   .003   .160   -.018   .106    .677   -.168   .004 

己會出錯 

宗教價值 

16.我相信世界上有神的存在，宗   .170   -.016   -.013   -.084   -.119   .813  -.073   6.342 

教可以拯救世人 

心理價值 

2. 當我意見和別人不一樣的時候，    .002   .001   .265    .005    -.024   -.329  .718   6.228 

   我通常不會說出來 

12.我會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   .005  -.338   -.222   -.268    .285    .249  .546  

   父母不會擔心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