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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基於前述，本研究關心老年人寂寞現況、不同背景變項在寂寞的差異情形，以及

人格特質（神經質/外向性）、自覺健康狀況、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供應對老年人寂寞的

影響及路徑關係。本章將分五節敍述研究方法，其中第一節為研究樣本，第二節為研

究工具，第三節為社會供應量表的修訂與老年人寂寞量表的編製，第四節為研究架構、

結構方程模式與研究假設，第五節為資料處理與統計方法。各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受試樣本分為訪談樣本以及問卷樣本。 

一、訪談樣本 

    本研究以個別及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探討我國老年人的寂寞經驗。個別訪談之

受訪者共有八名，其中女性五名，男性三名，年齡介於 65~86 歲之間。另外兩塲焦點

團體訪談分別至台北縣泰山鄉兩個村里之老人關懷據點舉行，每塲四人，共招募八名

老年人，其中女性二名，男性六名，年齡介於 70~82 歲之間。個別與焦點團體訪談對

象的基本資料，請參見表 3-1 與 3-2： 

表 3-1 個別訪談對象基本資料 

受訪者代號 性別 年齡 婚姻 居住狀況 健康狀況 

A 男 83 喪偶 獨居 普通 

B 男 75 未婚 安養機構 不好 

C 女 68 已婚 與配偶子女孫子女同住 普通 

D 女 65 已婚 與配偶子女孫子女同住 普通 

E 女 86 喪偶 獨居 不好 

F 女 70 喪偶 僅與子女住 不好 

G 男 66 已婚 與配偶子女住 普通 

H 女 65 已婚 與配偶子女住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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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基本資料 

受訪者代號 性別 年齡 婚姻狀況 居住狀況 健康狀況 

1-A 男 77 喪偶 獨居 普通 

1--B 男 80 已婚 與配偶及子女同住 普通 

1-C 男 78 離婚 與子女及孫子女同住 很好 

1-D 女 71 喪偶 與兒子同住 不好 

2-A 女 75 已婚 僅與配偶住 不好 

2-B 男 70 分居 與兒子同住 很好 

2-C 男 82 已婚 與配偶及子女同住 很好 

2-D 男 81 已婚 僅與配偶住 普通 

一、問卷樣本 

    由於本研究樣本為老年人，在尋找受試者上有一定的困難度，因此本研究採用方

便取樣，除了請親朋好友以滾雪球方式介紹受試者與受試機構，同時考量到樣本的異

質性，故分別請不同機構的老年人填寫問卷，包括安養機構（安老院與榮民公、自費

安養中心）、老年人學習機構（台北市文山區與松山區之長青學苑，以及中國老人教育

協會之總會與分會所附設之老人社會大學）、宗教團體（教會與讀經班）、老人活動中

心內的老人關懷據點、日托照護站與洗腎醫院。 

    為修訂「社會供應量表」及檢驗「老年人寂寞量表」，本研究以 200 位老年人為樣

本，扣除 13 份無效問卷（含漏答或是有明顯反應心向），共計 187 位有效樣本。另外，

為分析我國老年人寂寞現況及其相關因素模式，本研究以 758 位老年人為樣本，扣除

56 份無效問卷（含漏答或是有明顯反應心向），共計 702 位有效樣本。樣本之特質描述

參見表 3-3（頁 36）與表 4-1（頁 56）。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包含：基本資料、人格特質量表、社會關係量表、自覺健康狀況量表、

社會供應量表、及老年人寂寞量表。由於社會供應量表與老年人寂寞量表是需要修訂

與編製的，此部份將在第三節敍述之，其它量表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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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料 

    本研究的基本資料詳如附錄一第一部分。其內容共分為六項，分別為受試者的年

齡（65-74 歲、75-84 歲以及 85 歲以上）、性別（女性、男性）、參與社團（有、無）、

婚姻狀況（已婚、未婚、分居、離婚與喪偶）、居住狀況（獨居、僅與配偶住、僅與子

女住、與配偶及子女同住、與親戚同住、安養機構）與寂寞程度（没有寂寞、有點寂

寞、中等寂寞與非常寂寞）。 

二、人格特質量表 

    經文獻探討發現人格特質對寂寞的影響可區分為個人內在特質與人際特質，本研

究以 Costa 與 McCrae 所提出之五因素人格特質中的神經質與外向性，分別代表本研究

中的個人內在特質與人際特質。 

（一）量表來源 

    為測量「神經質」與「外向性」兩個人格特質，本研究採用盧世偉（2005）譯自

NEO 五因素人格量表（NEO Five-Factor Inventory，簡稱 NEO-FFI）（Costa & McCrae, 

1992）之「神經質」與「外向性」兩個分量表測量之。人格特質量表詳如附錄一第二

部分，其中神經質與外向性兩個分量表各有 12 題，「神經質」題目為第 1、3、5、7、9、

11、13、15、17、19、21、23 題，「外向性」題目為第 2、4、6、8、10、12、14、16、

18、20、22、24 題，反向題目為第 1、7、12、13、18、19、24 題。 

（二）計分方式及解釋 

    量表採以李克特（Likert-type scale）五點量尺評量，受試者依據自身情形與題目符

合的程度，從「非常不符合」、「不符合」、「無意見」、「符合」、「非常符合」

五個選項中選擇，分別計以 1、2、3、4、5 分，反向題需反向計分。在解釋部份，「神

經質」分量表的分數越高表示神經質程度越高，「外向性」分量表的分數越高表示外向

性程度越高。 

 （三）信度 

     Costa 與 McCrae 以 1539 位成年人驗證量表，其中神經質分量表之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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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係數為.86，外向性分量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77；盧世偉

（2005）以成年人為對象的研究顯示神經質分量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91，

外向性分量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84。 

三、社會關係量表 

    為瞭解社會關係數量，本研究自編社會關係量表（詳如附錄一第三部分），內容包

括測量受試者之社會關係大小與接觸頻率。此外，亦編製社會關係品質的題目，做為

修訂社會供應量表的效標工具，內容包括測量社會關係中的親密與滿意程度。 

（一）量表來源 

    社會關係大小部分係參考彭武德（1992）「國中生的社會關係與主觀壓力之研究」

問卷中社會關係特性之題目，原量表為測量國中生的社會關係人數，請受試者填寫同

住親戚、不同住親戚、朋友與正式機構等四類之社會關係成員的實際人數，本研究則

請受試者填寫家人（包括配偶、父母、子女、孫子女等）、親戚、朋友（包括同事、鄰

居、同學、社團友伴等）等三類之社會關係成員的實際人數，題目如『「家人」中，與

你有互動接觸的人數有___________人？』，每種關係對象均需填答，若目前無此關係

對象則填 0，最後再將所填寫之社會關係人數加總，成為受試者之社會關係人數。 

    社會關係接觸頻率、關係親密與關係滿意度部分則參考彭武德與賴威岑（2001）

關於關係與聯絡情形的題目，請受試者分別評估其與四種關係對象（配偶、子女、親

戚與朋友）的聯絡情形，以及關係的親密與滿意程度。  

（二）填答、計分與解釋 

    除了社會關係大小是請受試者填寫實際互動人數之外，其餘社會關係接觸頻率、

關係親密與關係滿意度皆是以勾選方式填答。社會關係大小是加總受試者所填寫之三

類社會關係人數，所加總數越多，表示個人的社會關係越大。社會關係接觸頻率是請

受試者評估與每種關係對象多久聯絡或見面一次？選項從每天、兩三天一次、每星期

一次、每個月一次到幾個月一次，計分從 1 分到 5 分。由於每天選項的互動頻率最高，

依序降低，因此此部份需反向計分，之後將分數加總，再除以現有的關係對象數目（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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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試者在配偶、子女、親戚勾選目前無此關係，而朋友則勾選互動頻率，表示現

有的關係對象數目為 1），所得平均分數越高表示社會關係接觸頻率越高。關係親密度

是請受試者評估與每種關係對象的親近程度，選項從非常疏離到非常親近，計分從 1

分到 5 分，加總計分後再除以現有的關係對象數目，所得平均分數越高表示關係親密

度越高。關係滿意度是請受試者評估每種關係對象相處的滿意程度，選項從非常不滿

意到非常滿意，計分從 1 分到 5 分，加總計分後再除以現有的關係對象數目，所得平

均分數越高表示關係滿意度越高。 

四、自覺健康狀況量表 

（一）量表來源 

    張素紅（1995）的健康狀況量表分為四部分，分別為自覺健康狀況、生理困擾、

心理健康與整體健康滿意度；本研究採用上述量表中自覺健康狀況的部分（詳如附錄

一第四部分），包括對自己健康的看法、健康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與同齡者比較自己的

健康、及與五年前的自己比較現在的健康狀況，共計四個題目。 

（二）計分及解釋 

    此部份採用以五點計分法，選項由好至不好，例如：「整體而言，您認為您目前的

健康狀況如何？」，此題的選項為「非常良好」、「良好」、「普通」、「不好」、「非

常不好」，總計分數為 4-20 分，分數越高表示對自己覺得其健康狀況越不好。 

（三）信度 

    張素紅以 120 位老年人為研究樣本，其中自覺健康狀況部分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87。 

第三節 社會供應量表的修訂與老年人寂寞量表的編製 

   本節將說明研究工具中關於社會供應量表的修訂及老年人寂寞量表的編製過程，

並以 187 位有效樣本檢驗量表之項目分析、因素分析、效度與信度。有關樣本特質之

描述參見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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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樣本特質描述分析摘要表（N＝187） 
背景變項  基本資料                      人數   百分比% 
年齡        65-74 歲                        101         54.0% 
            75-84 歲                         71         38.0% 

85 歲以上                          15          8.0% 
性別      男                                77         41.2% 
      女                            110         58.8% 

婚姻狀況    已婚                                  119         63.6%  
未婚                                    3          1.6% 
分居                                    1          0.5% 
離婚                                    2          1.1% 
喪偶                                 62         33.2% 

參加社團  無                                     52     27.8% 

有                                135         72.2% 
居住狀況    獨居                                   15          8.0%  

僅與配偶住                            37         19.8% 
僅與子女住                           45         24.1% 
與配偶及子女住                       71         38.2% 
與親戚住                              3          1.1% 
安養機構                             16          8.6% 

一、社會供應量表的修訂 

    為評估社會供應情形，本研究採用 Cutrona 與 Russell（1987）所發展之社會供應量

表（Revised Social Provisions Scale）。此量表共區分為六個分量表（依附、社會整合、

價值肯定、可靠的聯盟、輔導與養育機會），每個分量表各 4 題（各包含兩題正向題

與兩題反向題），量表題數共計 24 題。受試者依據現在社會關係的符合程度，從「非

常不同意」、「不同意」、「同意」到「非常同意」四項中選擇，計分為 1 分到 4 分，

反向題為 2、3、6、9、10、14、15、18、19、21、22、24 題，需反向計分。每個分量

表的分數愈高，表示個人得到此部分的社會供應越高。Cutrona 與 Russell 以 1,792 位成

年人驗證量表，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 92、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 65 至. 76，不同性別與年齡組在量表上的得分亦有差異，顯示量表

具有區辨效度。 

    為修訂社會供應量表，研究先請具有教育心理與輔導背景的英文老師將原量表翻

譯成中文，再請 5 位老年人填答及給予建議。其中，受試者提出反向題難以一時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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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没有人喜歡跟我做同樣的事」，而這些反向題容易導致作答困難，因此建議修改

反向題為正向題目。由於原量表設計每個分量表各有兩題正向題與兩題反向題，為維

持原量表設計的原意及考量反向題的必要性，因此經翻譯後的題目未做變更。社會供

應量表詳如附錄一第五部分，以 187 位有效樣本分析量表之項目分析、信度與效度，

其檢驗結果如下： 

（一）項目分析 

為瞭解量表的適切性與題目的鑑別力，本研究進行項目分析檢驗，即量表總分的

高分組（前 27%的受試者）和低分組（後 27%的受試者）在每一題平均數的差異比較

（即 t 考驗），若達顯著差異，則表示該題具有一定的鑑別度而予以保留，反之則予以

刪除（葉重新，民 88）。項目分析結果如表 3-4： 

表 3-4 社會供應量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N＝187） 
題號與題目 t 保留○ 

刪除 X 

1.在我真的需要幫助時我有人可以依靠 9.374* ○ 

2.我覺得我與其他人的私交並不密切 6.842* ○ 

3.當我覺得沮喪時沒有人可以傾訴 8.646* ○ 

4.有人十分仰賴我的幫助 6.468* ○ 

5.有人也和我一樣享受同樣的社交活動 3.678* ○ 

6.別人覺得我能力不足 9.271* ○ 

7.對於別人過得好不好我覺得自己也有責任 2.004* ○ 

8.我有一群有相同處世態度與信念的夥伴 8.167* ○ 

9.我覺得其他人不重視我的能力與技術 6.315* ○ 

10.當我發生意外時，沒有人會來幫助我 11.526* ○ 

11.我有可以提供我情緒安全感和幸福感的親密關係 7.940* ○ 

12.當我面臨人生重大抉擇時我有人可以一起討論 12.207* ○ 

13.我有能了解我的能力與技術的人 8.517* ○ 

14.別人並不在乎我所關心的事 5.968* ○ 

15.並沒有人仰賴我使他們的生活過得更好 2.772* ○ 

16.如果我遇到困難時，我有人可以向他們尋求建議 6.964* ○ 

17.我至少對一個人有強烈的情感連結 7.555* ○ 

18.當我真的需要幫助時沒有人可以依靠 7.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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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社會供應量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續）   

19.當我有問題時，我沒有可以放心討論的人 9.094* ○ 

n20.我的能力與天賦受到別人的讚賞 5.539* ○ 

21.我跟別人並沒有親近的感覺 7.942* ○ 

22.沒有人喜歡跟我做同樣的事情 6.822* ○ 

23.有緊急情況時，我有人可以依靠 9.419* ○ 

24.沒有人需要我的關心 9.535* ○ 
*P<.05    

    由表 3-4 的分析結果得知，每題之高、低分兩組皆達顯著差異，因此量表 24 題題

目全數保留。 

（二）因素分析及效度 

    項目分析後將保留的 24 題題目予以因素分析，但在進行因素分析之前，需先檢驗

取樣適切性量數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以及Bartlett球形考驗，以了解資

料是否適合進行因素分析。依據Kaiser（1974）的觀點，可以從KMO值的大小來判斷取

樣適切性，判斷準則包括KMO在.90 以上表示極適合進行因素分析；KMO在.80 以上表

示適合進行因素分析；KMO在.70 以及.60 以上表示尚可與勉強可進行因素分析；KMO

在.50 以上表示不適合進行因素分析；KMO在.50 以下則表示非常不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引自吳明隆，2003）。本量表之KMO值達.90、球形考驗的α2值為 2213.754 達顯著水

準（p=.000），顯示研究資料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及最大變異法轉軸法進行因素分

析，萃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 之因素（Kaiser, 1958）。在刪題標準上，Nunnally

（1978）認為題目在各因素之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應大於 0.4，因此以 0.4 為

刪題的臨界值，刪除因素負荷量小於 0.4 的題目；再者，跨因素的題目容易造成因素不

明的情況，因此刪除跨因素題目（在兩個或兩個以上之因素的因素負荷量皆在 0.4 以

上）；另外，因素若少於 3 題題目，會因為題數太少而無法測出此層面特質，故予以刪

除（吳明隆， 2003）。因為題目刪除後，整個因素結構會改變，因此刪題後需再重新

進行因素分析。 

    24 題題目經因素分析，刪除跨因素題目（第 3、8、10、11、12、13、14、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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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題）10 題與因素下少於 3 題之題目（第 7、15 題）2 題，共刪除 12 題，剩餘的 12

題題目確認皆未有跨因素或是因素負荷量過小等情形，其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5： 

表 3-5  社會供應量表之因素分析及信度結果（N＝187） 

因素名稱 題號／題目 （＊為負向題）        因素 

負荷量 

解釋 

變異量 

Cronbach

α係數值

1 情緒共同感 18.當我真的需要幫助時沒有人可以依靠＊ 
19.當我有問題時，我沒有可以放心討論的人＊

23.有緊急情況時，我有人可以依靠 
21.我跟別人並沒有親近的感覺＊ 
 1.在我真的需要幫助時我有人可以依靠 
16.如果我遇到困難時，我有人可以向他們尋  
  求建議 

.78 

.78 

.72 

.65 

.63 

.59 

39.66％ .84 

2 價值肯定 9.我覺得其他人不重視我的能力與技術＊ 
6.別人覺得我能力不足＊ 
2.我覺得我與其他人的私交並不密切＊  

.88 

.78 

.53 

11.88％ .73 

3 社會共同感 5.有人也和我一樣享受同樣的社交活動 
4.有人十分仰賴我的幫助 
20.我的能力與天賦受到別人的讚賞 

 .79 
 .68 

.62 

  8.68％ .63 
 
 

總量表   60.21％   .85 

    由表 3-5 可知量表經因素分析，可區分為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第 18、19、23、

21、1、16 題）之最高因素負荷量題目（當我真的需要幫助時沒有人可以依靠、當我有

問題時，我沒有可以放心討論的人）為原量表之「信賴同盟」與「輔導」分量表的題

目，且因素內題目之核心意義與情緒共同感(註 2)相近，是指關係中感到親密與有人可以

依靠，因此本量表第一因素以「情緒共同感」命名之；第二個因素題目（第 9、6、2

題）幾乎與原量表之「價值肯定」分量表的題目相同（我覺得其他人不重視我的能力

與技術、別人覺得我能力不足），意指能力受他人認可，因此援用原量表之「價值肯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Tikkainen、Heikkinen 與 Leskinen（2004）提出的共同感（perceived togetherness）是指社會互動 

       的品質，內容採用 Weiss 的社會供應概念，認為共同感是個體現有的社會關係是否符合個體的需 

       求與期望。Tikkainen 與 Heikkinen（2005）進一步將六種社會供應區分為「情緒共同感」與「社 

       會共同感」，前者包括六種社會供應中的「依附」、「信賴同盟」與「輔導」，是指關係中感到親 

       密、安全以及有人可以依靠，後者包括「社會整合」、「價值肯定」與「養育機會」，是指個體與 

       他人互動所感受自己對外是活躍的角色，即個體外在的社會表現，包括與朋友或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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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量表第二因素名稱；第三個因素（第 5、4、20 題）之最高因素負荷量題目（有人也

和我一樣享受同樣的社交活動）為原量表之「社會整合」分量表的題目，且因素內題

目之核心意義與社會共同感(註 2)相近，是指個體與他人互動的參與歸屬與被需要感，因

此量表第三因素以「社會共同感」命名之。綜合上述，修訂後之社會供應量表可區分

為「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三個因素，個別解釋變異量分別為

39.66％、11.88％與 8.68％，總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60.21％。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社會供應量表可區分為三個因素，本研究接著求取三個分量表

之間，以及分量表與總量表之間的相關，其結果如表 3 - 6： 

表 3-6 社會供應量表之分量表與總量表之間的相關 

項目      總量表     情緒共同感 價值肯定 社會共同感 

總量表       

情緒共同感 

價值肯定 

社會共同感   

 1.00 

  .90*

  .79*

  .69*

 

1.000 

 .57*

 .40*

 

 

1.000 

.42*

  

 

 

1.00 

*P<.05 

    由表 3-6 可知「情緒共同感」分量表與總量表間的相關係數為 r=.90（ p<.05）、「價

值肯定」分量表與總量表間的相關係數為 r=.79（p<.05）、「社會共同感」分量表與總量

表間的相關係數為 r=.69（p<.05），顯示三個分量表與總量表間有中至高度的顯著相關，

表示社會供應量表測量相同的概念。再者，三個分量表之間的兩兩相關，「情緒共同感」

與「價值肯定」的相關為 r=.57（p<.05）、「情緒共同感」與「社會共同感」的相關為 r=.40

（p<.05）、「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的相關為 r=.42（p<.05），由於分量表與總量

表之間的相關高過於分量表之間的兩兩相關，顯示不同的分量表測量不同的社會供應

構面。   

    本研究進一步以社會關係品質中的關係親密度與滿意程度（題目詳見附錄一第三

部份（二）之 2、3 題）為效標，求取其與社會供應之總量表與「情緒共同感」、「價

值肯定」及「社會共同感」三個分量表之間的相關，與關係親密度的相關係數分別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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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40（p<.05）、.33（p<.05）與 0.39（p<.05），其與會關係滿意度的相關係數

分別為.47（p<.05）、.44（p<.05）、.32（p<.05）與 0.33（p<.05），量表與效標間呈現

中度相關，顯示效標效度良好。  

（三）信度 

  本研究信度以內部一致性信度（Cronbach`s α）考驗量表題目的內部一致性（見表

3-5），分析結果顯示：「情緒共同感」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84，「價

值肯定」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73，「社會共同感」分量表的內部一

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63，而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85。Wortzel

（1979）提出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大於 0.7 表示信度相當高，若介於 0.7 和 0.35

間則尚可，低於 0.35 則為低信度。根據 Wortzel 的標準，本量表之「情緒共同感」、「價

值肯定」與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度良好，而「社會共同感」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

度較低但尚可接受。 

（四）小結： 

    發展自國外的社會供應量表，經翻譯及 5 位老年人初試結果，確定量表題目，成

為本研究工具的第五部份，再經 187 位有效樣本施測並進行項目分析、因素分析、效

度與信度的檢驗，其結果顯示修訂之社會供應量表共 12 題（見表 3-5），可區分為情緒

性共同感（6 題）、價值肯定（3 題）與社會共同感（3 題）三種分量表，信效度皆可接

受。本研究將依據修訂量表後的結果，評估我國老年人的社會供應情形，再以 702 位

有效樣本的施測結果，分析其與其它因素和老年人寂寞之間的路徑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所修訂之社會供應量表除了「情緒共同感」與「社會共同

感」兩個分量表，此部份與 Tikkainen 與 Heikkinen（2005）所提出的概念相吻合之外，

社會供應的相關重要性可能在人生不同時期而有所不同（Weiss, 1974），老年人因為社

會角色受限而對自我價值產生懷疑，且面對統整或絶望的危機，尋求自我的意義感及

價值肯定對老年人而言相對重要，因此本量表之分量表之一為「價值肯定」，顯示此部

份對老年人的特殊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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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老年人寂寞量表的編製 

    為評估老年人的寂寞，本研究編製老年人寂寞量表。研究先以個別訪談與焦點團

體訪談方式探詢我國老年人的寂寞經驗，並根據訪談結果，參考中文 UCLA 寂寞量表

與 De Jong-Gierveld 寂寞量表，以及依據存在性與創造性寂寞之定義，進而編擬「老年

人寂寞量表」之題目。以下說明訪談與量表編製過程，並以 187 位有效樣本探討量表

之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信度與效度的結果： 

（一）編擬訪談大網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閱讀相關文獻及量表，並依據相關之寂寞定義、理論與類

型，以及與寂寞有關之變項，進而編擬本研究的訪談大網（附錄二）。  

（二）訪談資料收集 

研究者首先以個別訪談方式收集資料，訪談進行前先向受訪者說明本研究目的是

為了瞭解老年人的寂寞感受，並強調訪談內容保密等倫理原則，以及徵求訪談對象同

意以錄音的方式進行。相關訪談程序與相關事項說明參見附錄三。若受訪者瞭解本研

究之目的、過程以及其相關權益並同意參與本研究，則請其簽署個別訪談同意書（附

錄四），以及填寫訪談者基本資料表（附錄五）。本研究個別訪談之受訪者共八位，研

究者以開放的方式詢問受訪者對於寂寞的想法，再根據受訪者的回答以及訪談大綱，

請受訪者提供對於研究主題的相關經驗與感受。 

為收集更廣泛的資料，本研究進一步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方式，以 4-5 人的小團體，

透過成員間的相互討論，期望對老年人寂寞主題進行深度與廣度的探討。焦點團體訪

談的過程中，參與者不是回答研究者問題，而是透過團體激盪出思考，以及擴展探討

的面向。由於焦點團體訪談的過程可能論及隱私，在研究說明、焦點團體訪談同意書

（附錄六），以及焦點團體進行前的介紹詞（附錄七）中，皆提醒受訪者不將團體中所

提到的個人隱私對團體外的人訴說，以避免成員受到傷害。 

焦點團體訪談進行之前先洽詢相關機構，並提出研究計劃等書面報告與口頭說

明，再依據機構所提供之適當時間前往。焦點團體訪談的成員為現塲招募，符合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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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以上並有過寂寞經驗者皆歡迎參與，兩塲焦點團體訪談共招募八位受訪者參與。

為了讓團體成員相互討論，研究者在說明完研究目的、受訪者簽署同意書與填寫基本

資料表、並說明完焦點團體訪談的介紹詞之後，就由團體中的一位長者帶領成員共同

討論訪談大綱（焦點團體之訪談大綱與個別訪談大綱相同，見附錄三），藉以激發出不

同的思考與觀點。個別與焦點團體訪談後，將訪談內容謄成逐字稿，藉此編擬量表之

題目。 

         另外，寂寞較屬於負向情感，在訪談的過程中可能引發受訪者的情緒，尤其是負

向情緒。為避免受訪者受到傷害，研究者會在訪談結束前，請受訪者提出當下的情緒，

因此訪談大綱中的最後問題為”在結束訪談之前，請問有什麼情緒或是想法要提出的

嗎？”，並在討論的過程給予成員正向的強化與回應，認知上亦給予正向的思考，負向

的情緒給予普同感。若負向情緒當下無法解決，視需要亦提供個別或是團體諮商。 

    （三）我國老年人的寂寞經驗 

    綜合個別訪談與焦點團體訪談的結果，大致可歸納我國老年人的寂寞經驗： 

1、除了配偶，兒子是重要的依附對象，缺乏時會有無依的孤寂感。 

   自己一個就孤單老人，阿我就沒了啊，阿我就沒兒子了啊，兒子就死了，什麼都無

啊，就剩我一個了，一個人的時候就會想喔，剩我一個人…（E） 

    如張鐘汝、范明林（1997）所描述的家庭生命第四階段，父母步入老年期，會有

不同於中年期的心理需求，其中之一為依賴心理，希望得到子女的關心及情感慰藉，

也希望享受兒孫繞膝的天倫之樂，此心理需求未滿足時，會有無依與孤獨感。 

2、國人重視家庭，喜歡三代同堂與熱鬧的家庭氣氛，當家人不在就會寂寞。 

    如上述，老年人從工作崗位上退下，固有的社會交往減少，會常感到寂寞空虛， 

因而老年人的親和需求更強烈。老年人會害怕没有談話的對象，害怕孤單與被人嫌棄， 

年齡越大，此種親和心理需求越迫切，也更希望得子女關懷及家庭的熱鬧與温暖。再 

者，「養兒防老」與「含貽弄孫」的傳統觀念讓國人認為子孫承歡膝下是頤養天年的最 

佳寫照，老年人亦認為子女（尤其是兒子）是他們的依靠對象。然而社會變遷，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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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老年人與子女同住仍是最主要的居住型態，但「老年人獨立居住」（「僅與配偶同 

住」與「獨居」）的比例有上升的趨勢（楊靜利、陳宽政、李大正，2008）。傳統觀念 

與現在生活的落差，可能造成老年人的期待與事實不符，而導致社會關係不滿足，包 

括期待的家庭生活與子女的關懷，以致於覺得「没有人關心我在乎我」以及「我覺得 

家很冷清」，寂寞是期侍與實際的關係不滿足，尤其是親密與安全感的落空。 

3、國外文獻多認為寂寞源自於人際關係缺乏，國內老年人的訪談結果認為寂寞除了没

人陪伴，亦認為寂寞是没事做所帶來的無聊感受，是否國人較少規劃安排老年生活所

致？另外，過去國外寂寞量表皆未出現無聊（boring）的用語，可能認為無聊與社會孤

立有關、與寂寞無關。然而，Perlman、Gerson 與 Spinner（1978）研究發現老年人寂寞

與不安、無聊及憤怒等情緒有關，因此本研究嚐試將無聊的情緒放入量表題目中。老

年人因為退休與子女長大，相對的工作與照顧家庭責任減輕而增加許多閒暇時間；然

而，缷下這些責任卻無法讓老年人清閒，反而因失去生活重心而產生失落（林美珍，

1991），閒暇時間的增加也讓老年人覺得無聊及生活枯燥（Nour, Dearosiers, Gauthier & 

Carbonneau, 2002）。國人習慣在年輕時把生活重心放在扶養子女和經濟壓力上，等到這

些負擔解除後，除了無聊，亦失去自己的生活價值。 

4、寂寞可能因為缺乏不同的關係對象而產生不同的寂寞。以受訪者 1-A 為例，喪偶十

多年，目前獨居，獨子會在週六晚回來探望；在生活安排上，1-A 除了每天快走五千公

尺，接著到活動中心學唱歌、跳舞（週一至週五），也常去泡湯郊遊，生活看似多采多

姿，但他說他很寂寞、週期性的寂寞，一到晚上，一個人的時候，就想到老婆與家人，

就覺得人生過得好像沒有意義，就有點落寞的感覺。所以盡量把活動的時間拉長一點。

把人搞疲困就睡覺就好了。他覺得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最容易傷感，尤其是老伴不在

身邊，感覺老婆最重要，因為有老婆在身邊感覺好像有一種安全感。也提到少年夫妻

老來伴，老伴走了，很苦，但也没有辦法。1-A 的描述，道盡失去伴侶的無耐與寂寞。 

5、受訪者多半未經歷過創造性或是存在性寂寞，也認為創造性寂寞不是寂寞。由於此

兩個寂寞較抽象，也可能老年人較少有創作或思考的時候，或是不認為那就是種寂寞。

例如，H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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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那個應該不是叫「寂寞」吧？那個應該是說獨自一人的時候可能效果會更好。因

為你很吵嘈的話，你心靜不下來，那你如果說很安靜，你一個人在的時候，你心裡上

有種寄託說我明天要做好，那我就會往這方面去做努力。那你根本也沒有時間，也不

覺得那是寂寞吧？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Perlmen（1989）認為，所謂正向或是負向的寂寞，只是語意上的問題，事實上，

所有寂寞應該都是負面的，而所謂的正向寂寞經驗，應該在獨處（solitude）的字面下

探討。王以仁（1991）也認為獨處會帶來正向的功效，然而創造性寂寞究竟是寂寞，

或僅是孤單，仍有爭議。 

（四）編擬題目 

    研究者綜合訪談資料，並參考及整合王以仁（1989）所編譯之中文 UCLA 寂寞量

表與 De Jong-Gierveld 與 Kamphuis（1985）所編製的寂寞量表，以及依據文獻定義，

編擬存在性與創造性寂寞題目，最後共編擬 29 題題目，其中 15 題為自編題目（見附

錄八）。量表採四點量尺評量，受試者依據自身的情形，從「非常不同意」、「不同意」、

「同意」、「非常同意」四個選項中選擇，分別計以 1、2、3、4 分，反向題需反向計

分。初編之老年人寂寞量表，先請 5 位老年人填答及給予建議，並根據其建議修改部

份題目，例如，將「我覺得自己離群索居」改成「我覺得自己獨來獨往、離群索居」

而定稿。老年人寂寞量表詳如附錄一第六部分，再以 187 位有效樣本檢驗量表之項目

分析、因素分析、信度與效度。 

（五）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是測驗最基本的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在於針對預試題目做適切性的評

估，即檢驗量表中個別題目的可靠程度。本研究採用項目分析，即量表總分的高分組

（前 27%的受試者）和低分組（後 27%的受試者）在每一題平均數的差異比較（即 t考

驗），若達顯著差異，則表示該題具有一定的鑑別度而予以保留，反之則予以刪除。項

目分析結果如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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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老年人寂寞量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N＝187） 

預試題號與題目 t 保留○ 

刪除 X 

1. 我的生活很充實 7.326* ○ 

2. 有人真正瞭解我 6.675* ○ 

3. 我感到空虛 6.351* ○ 

4. 我總是可以找到人來和我討論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7.091* ○ 

5. 我不覺得孤單 7.437* ○ 

6. 我懷念過去有家人陪伴的喜悅 2.188* ○ 

7. 我是個外向的人 4.214* ○ 

8. 我覺得家裡很冷清 7.009* ○ 

9. 獨處的時候我會反省自己 -.118 X 

10.我缺少友誼 8.858* ○ 

11.我現在的生活有明確的目標 -4.815* ○ 

12.我常覺得無聊 8.855* ○ 

13.我總是覺得被人遺忘 6.988* ○ 

14.我覺得自己和周遭的人關係和睦 5.588* ○ 

15.因為失去配偶讓我覺得落寞 5.386* ○ 

16.我能享受孤獨，樂與自己獨處 1.555 X 

17.我喜歡與人群接觸交往 7.599* ○ 

18.我不再與他人接近 7.675* ○ 

19.人本來就會孤單寂寞，我並不擔心害怕 -.946 X 

20.因為子女不在身邊讓我覺得没有依靠 5.395* ○ 

21.我常需要獨處以完成工作或是創作 2.371 X 

22.我無法從參與的團體中得到滿足 5.158* ○ 

23.生活中没有人依靠我 4.083
* ○ 

24.有些人我可以向他們求助依賴 4.807* ○ 

25.我覺得自己是一群朋友當中的一份子 5.583* ○ 

26.我周遭的人不與我共享我的興趣與觀念 4.741* ○ 

27.有不少人讓我感到親近 4.451* ○ 

28.没有人關心我、在乎我 8.530* ○ 

29.我覺得自己獨來獨往，離群索居 7.802* ○ 
*
P<.05    

由表 3-7 的分析結果可知，第 9、16、19 與 21 題之高、低分兩組未達顯著差異而

予以刪除，剩餘 25 題將進行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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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因素分析與效度 

項目分析後將保留之題目進行因素分析。為瞭解資料是否適合進行因素分析，需

先檢驗取樣適切性量數 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以及 Bartlett 球形考驗。

檢驗結果 KMO 值達 0.891，且球形考驗的α2值為 2081.837 達顯著水準（p=.000），顯

示研究資料適合進行因素分析（邱皓政，2004）。     

    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及最大變異法轉軸進行因素分

析，萃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之因素（Kaiser, 1958）。在刪題標準上，Nunnally 

（1978）認為題目在各因素之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應大於 0.4，因此以 0.4

為刪題的臨界值，刪除因素負荷量小於 0.4 的題目；再者，跨因素的題目容易造成因

素不明的情況，因此刪除跨因素題目（在兩個或兩個以上之因素的因素負荷量皆在 0.4

以上）；還有，因素若少於３題題目會因為題數太少而無法測出此層面特質，故予以刪

除（吳明隆，2003）。因為題目刪除後，整個因素結構會改變，因此刪題後需再進行一

次因素分析。 

    25 題題目經因素分析，刪除跨因素題目（第 1、2、3、4、5、11、17、24 題）8

題與因素下少於 3 題之題目（第 6、15、20、22、23、26、27 題）7 題，共刪除 15 題，

剩餘的 10 題題目確認皆未有跨因素或是因素負荷量過小等情形，其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8： 

表 3-8  老年人寂寞量表之因素分析與信度結果（N＝187） 
因素名稱 題號／題目            因素 

負荷量 

 累積 

變異量 

Cronbach 
α係數值 

1情緒性寂寞 12.我常覺得無聊 

13.我總是覺得被人遺忘 

10.我缺少友誼 

29.我覺得自己獨來獨往，離群索居 

28.没有人關心我、在乎我 

18.我不再與他人接近 

8. 我覺得家裡很冷清 

.801 

.722 

.721 

.711 

.700 

.698 

.654 

46.41％ .87 

2 社會性寂寞 7. 我是個外向的人 

25.我覺得自己是一群朋友當中的一份子

14.我覺得自己和周遭的人關係和睦 

.827 

.678 

.668 

11.68％ .62 

總量表     58.08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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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8 可知老年人寂寞量表區分為兩個因素，第一個因素題目（第 12、13、10、

29、28、18、8 題）共 7 題，其核心意義與情緒性寂寞相近，意指無意義與被遺棄的空

虛感，因此以「情緒性寂寞」命名之；第二個因素題目（第 7、25、14 題）共 3 題，

其核心意義與社會性寂寞相近，意指個體對外的人際交往和社會歸屬感，因此以「社

會性寂寞」命名之。綜合上述，老年人寂寞量表共區分為「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

寂寞」兩個因素，個別解釋變異量分別為 46.41％與 11.68％，總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58.09

％。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老年人寂寞量表可區分為兩個因素，本研究接著求取兩個分量

表之間，以及分量表與總量表之間的相關，其分析結果如表 3-9： 

表 3-9 老年人寂寞量表之分量表與總量表之間的相關 

項目             情緒性寂寞     社會性寂寞 

總量表             

情緒性寂寞      

社會性寂寞         

.96*

1.00 

 .71*

   .50*

1.00 

*P<.05 

    由表 3-9 可知「情緒性寂寞」分量表與總量表間的相關係數為 r=.96（ p<.05），「社

會性寂寞」分量表與總量表間的相關係數為 r=.71（p<.05），亦即兩個分量表與總量表

之間有中至高度的顯著相關，顯示老年人寂寞量表測量同一心理構念。再者，「情緒性

寂寞」與「社會性寂寞」兩個分量表呈現中度相關（r=.50；p<.05），由於分量表與總量

表間的相關高過於分量表之間的相關，顯示不同的分量表測量不同的寂寞構面。 

    在效標效度部份，本研究以一題自評寂寞程度的題目（詳見附錄一第一部份第 6 

題）為效標，求取其與老年人寂寞量表之總量表與「情緒性寂寞」及「社會性寂寞」 

兩個分量表之間的相關，其相關係數分別為 0.60（p<.05）、0.60（p<.05）與 0.38（p<.05），

量表與效標間呈現中度相關，顯示老年人寞量表有好的效標效度。 

    在區辨效度部份，從寂寞理論及文獻探討得知，配偶與情緒性寂寞有關、參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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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社會性寂寞有關，因此本研究區分已婚與單身（包括未婚、分居、離婚與喪偶）

兩組在情緒性寂寞的差異情形，以及有與無參與社團兩組在，分別社會性寂寞的差異

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已婚與單身兩組在「情緒性寂寞」分量表的得分上有差異

（t=-2.141、p<.05）， 而有無參與社團兩組人在「社會性寂寞」分量表的得分上有差異

（t=3.149、p<.05），顯示量表具有區辨效度。 

（七）信度 

  本研究信度以內部一致性信度考驗量表題目的內部一致性，量表分析結果（見表

3-8）顯示，「情緒性寂寞」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87，「社會性寂寞」

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62，而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

數為.86。Wortzel（1979）提出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大於 0.7 表示信度相當高，

若介於 0.7 和 0.35 間則尚可，低於 0.35 則為低信度。根據 Wortzel 的標準，本量表之情

緒性寂寞分量表與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度良好，而社會性寂寞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信度較低，但尚可接受。 

（八）小結： 

    為編製老年人寂寞量表，本研究先以個別訪談與焦點團體訪談方式探詢我國老年

人的寂寞經驗，並根據訪談結果，參考中文 UCLA 寂寞量表與 De Jong-Gierveld 寂寞量

表，以及依據存在性與創造性寂寞之定義，共編擬 29 題題目，其中 15 題為自編題目，

再根據 5 位老年人初試結果，修改題目後定稿，成為本研究工具的第六部份（詳見附

錄一第六部份）。 

    經 187 位有效樣本施測並進行項目分析、因素分析、效度與信度的檢驗，其結果

顯示編製之老年人寂寞量表共 10 題（見表 3-8），可區分為情緒性寂寞（7 題）與社會

性寂寞（3 題）兩個分量表，信效度皆可接受。 

    本研究將依據量表編製的結果，評估我國老年人的寂寞情形，再以 702 位有效樣

本的施測結果，分析其與其它因素和老年人寂寞之間的路徑關係。    

   



第四節 研究架構、結構方程模式及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探討與上述兩個量表之因素分析與檢驗結果，提出研究架構、結構方程

模式與研究假設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探討人格特質（神經質 / 外向性）、自覺健康狀況、社會關係數量、社

會供應、及寂寞之間的關係，其中社會供應經量表因素分析的結果，可區分為「情緒

共同感」、「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三個因素，而寂寞可區分為「情緒性寂寞」

與「社會性寂寞」兩個因素。因此，根據文獻探討與量表因素分析與檢驗結果，提出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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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二、結構方程模式 

    根據上述，本研究目的三為建立人格特質（神經質／外向性）、自覺健康狀況、社

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情緒性寂寞／價值肯定／社會性寂寞）與寂寞（情緒性寂寞

／社會性寂寞）之間的結構方程模式。在此結構方程模式中，神經質、外向性與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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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狀況三個變項為自變項，將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

社會共同感等中介變項，進而影響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兩個依變項。自變項除了

對依變項有直接影響，亦透過中介變項而間接影響依變項，其中社會關係數量會透過

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進而影響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 

（一）外衍變項與內衍變項 

    圖 3-2 為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式；九個變項中，神經質（ξ1）、外向性（ξ2）與自

覺健康狀況（ξ3）是自變項，不受其它變項的影響，因此是為外衍變項（exogenous 

variable）；另外，社會關係數量（η1）、情緒共同感（η2）、價值肯定（η3）、社會共同感

（η4）是中介變項，情緒性寂寞（η5）與社會性寂寞（η6）是依變項，在模式中受到其

它變項的影響，因此是內衍變項（endogenous variable）。為使模式清楚，各潛在變項之

觀察變項暫不列入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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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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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 

    由於研究變項在操作化之前都還只是無法直接測量的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

而潛在變項必需透過觀察變項間接得知，將結構方程模式之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列於

表 3-10。 

 表 3-10 結構方程模式之潛在變項與觀察變項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神經質  神經質分量表題目  
外向性 
自覺健康狀況 
社會關係數量      

 外向性分量表題目 

自覺健康狀況量表題目 

社會關係總人數題目 

社會接觸頻率題目 

 

情緒共同感 
價值肯定 
社會共同感 

 情緒共同感分量表題目 

價值肯定分量表題目 

社會共同感分量表題目 

 

情緒性寂寞  情緒性寂寞分量表題目  

社會性寂寞  社會性寂寞分量表題目  

三、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及結構方程模式，將研究目的三之研究假設臚列如下： 

假設 3-1、「人格特質之神經質」與「寂寞」具有關聯。 

    H3-1-1：「神經質」越高，「情緒性寂寞」越高。 

    H3-1-2：「神經質」越高，「社會性寂寞」越高。 

    H3-1-3：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大於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 

假設 3-2、「人格特質之外向性」與「寂寞」具有關聯。 

    H3-2-1：「外向性」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H3-2-2：「外向性」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H3-2-3：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大於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 

假設 3-3、「自覺健康狀況」與「寂寞」具有關聯。 

    H3-3-1：「自覺健康狀況」越不好，「情緒性寂寞」越高。 

    H3-3-2：「自覺健康狀況」越不好，「社會性寂寞」越高。 

    H3-3-3：「自覺健康狀況」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大於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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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4、「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4-1：「情緒共同感」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H3-4-2：「情緒共同感」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H3-4-3：「價值肯定」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H3-4-4：「價值肯定」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H3-4-5：「社會共同感」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H3-4-6：「社會共同感」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假設 3-5、「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5-1：「社會關係數量」會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間 

接影響「情緒性寂寞」。 

    H3-5-2：「社會關係數量」會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間 

接影響「社會性寂寞」。 

假設 3-6、「人格特質之神經質」、「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6-1：「神經質」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 

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情緒性寂寞」。 

    H3-6-2：「神經質」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 

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社會性寂寞」。     

假設 3-7、「人格特質之外向性」、「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7-1：「外向性」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 

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情緒性寂寞」。 

    H3-7-2：「外向性」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 

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社會性寂寞」。 

假設 3-8、「自覺健康狀況」、「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8-1：「自覺健康狀況」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 

            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情緒性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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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8-2：「自覺健康狀況」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 

            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社會性寂寞」。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統計方法 

一、資料處理 

資料回收後先進行整理，剔除漏答或是有明顯反應心向的無效問卷，再將有效問卷 

之原始資料輸入電腦，以 SPSS 12.0 統計套裝軟體、LISREL 8.7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

進行統計分析。 

二、統計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一）量表編製採用的統計方法 

1. t 考驗 

    本研究以 t 考驗（t-test）考驗量表的鑑別力。 

2. 因素分析 

    本研究對「社會供應量表」與「老年人寂寞量表」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採用主

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及最大變異法轉軸進行，並萃取特徵值（eigenvalue）

大於 1 之因素。 

3. 皮爾森積差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來考驗量表之效標關聯效度。 

4. 信度分析 

    本研究採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作為量表信度的依據。 

（二）正式研究採用的統計方法 

1、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描述統計法描述樣本特性，並計算受試者在「老年人寂寞量表」總量表

與分量表的平均數、標準差與單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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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 考驗 

本研究以 t 考驗（t-test）考驗不同性別、婚姻狀況、有無參加社團在寂寞的差異 

情形。 

3、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來考驗不同年齡、居住狀況與寂 

寞的差異情形。 

4、結構方程模式 

本研究以 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簡稱 SEM）來考驗所提出之結構方程模 

式，並進行模式適配度的檢驗，以瞭解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式是否適合用於來解釋所收

集到的樣本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