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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文獻的回顧，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行測

量，探討大學生的生活壓力、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之關係。本章將說明研究架構、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以及資料的處理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由研究架構圖 3-1 可知本研究乃以生命意義作為探討的主題，生命意義此概

念包含存在意義及意義追尋兩部份，欲瞭解不同背景變項之生命意義情形為何？

以及不同類型的生活壓力、社會支持和生命意義間的關係為何？接著探討社會支

持、生活壓力對生命意義的預測情形，及生活壓力和社會支持是否具交互作用效

果，而對生命意義產生顯著預測效果。  

背景變項 

1.性別 

2.宗教信仰 

生活壓力 

1.重大生活事件 

2.日常困擾 

社會支持 

 

生命意義 
 

 1.存在意義 

 2.意義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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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依據研究過程與需要，分為預試研究對象與正式研究對象。 

壹、預試研究對象 

 為了解研究者所修訂之「生命意義量表」、「大學生生活壓力量表」於本研

究中的適切性，以及量表之信效度，本研究選取國立政治大學及世新大學學生作

為預試研究對象。刪除作答不完全、不認真填答、明顯反應心向等 4 份不良問卷

後，共獲得 132 份有效樣本，樣本分布為國立政治大學 114 人及世新大學 18 人，

預試研究樣本含括大學一年級至四年級。 

貳、正式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教育部所公布之九十七學年度北部地區的大專院校學生為母群

體，包括基隆市、台北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共計 597162 人（教育部統計

處，2008）。考量人力、時間與經濟上等因素，採分層便利取樣的方式，依據各

地區大專院校數量之比例選取班級數，主要以各校通識課程班級為主，選取有意

願填寫問卷之班級進行施測。正式問卷施測之人數，參考抽樣曲線標準（Krejcie 

& Morgan, 1970），當母群體為 445000-630000 人時，樣本數應為 380-390 人。 

本研究共得 634 名受試者，剔除回答不完整、明顯填答同一答案之無效問卷

58 份，所得有效樣本為 576 人，共有 18 所大專院校之學生，各地區分配比例上，

基隆地區受試者佔全體之 6.6%、台北縣市為 51.0%、桃園縣佔 20.0%、新竹縣市

22.4%。茲將正式研究樣本的人數分配情形、基本資料列於表 3-1、3-2，其中表

3-3 旨在說明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對其宗教信仰的虔誠度，由 1 分一點也不堅

定（虔誠），到 4 分非常堅定（虔誠），共有 205 名學生有宗教信仰，而其信仰虔

誠度介在稍微堅定到普通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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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試學校分佈表 

 地區 學校 男 女 總計 百分比 

基隆地區 海洋大學 24 14 38 6.6% 

政治大學 20 38 58 10.1% 

世新大學 5 13 18 3.1% 

東南科技大學 13 9 22 3.8% 

台灣藝術大學 6 24 30 5.2% 

東吳大學 18 20 38 6.6% 

輔仁大學 2 13 15 2.6% 

台北商業技術學院 6 25 31 5.4% 

實踐大學 0 7 7 1.2% 

淡江大學 19 33 52 9.0% 

銘傳大學(台北校區) 5 18 23 4.0% 

台北縣市 

總數 94 200 294 51.0% 

龍華科技大學 14 25 39 6.8% 

警察大學 38 6 44 7.6%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14 18 32 5.6% 
桃園縣 

總數 66 49 115 20.0%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8 7 15 2.6% 

元培科技大學 18 16 34 5.9% 

新竹教育大學 8 29 37 6.4% 

清華大學 15 3 18 3.1% 

交通大學 15 10 25 4.3% 

新竹縣市 

總數 49 55 129 22.4% 

總人數  248 328 5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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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正式研究樣本在性別、年級、宗教信仰、學院上之分佈情形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男 248 43.1% 
女 328 56.9% 性別 
總數 576 100 % 
一年級 167 29.0% 
二年級 201 34.9% 
三年級 94 16.3% 
四年級 114 19.8% 

年級 

總數 576 100% 
有宗教信仰 206 35.8% 
無宗教信仰 367 63.7% 
未填答 3 0.5% 

宗教信仰 

總數 576 100% 
文學院 24 4.2% 
工學院 69 12.0% 
醫學院 5 0.9% 
理學院 38 2.6% 
社會科學院 27 6.6% 
外語學院 41 7.1% 
傳播學院 29 5.0% 
商學院 161 28.0% 
法學院 56 9.7% 
教育學院 17 3.0% 
藝術學院 24 4.2% 
國際事務學院 1 0.2% 
電機資訊 4 0.7% 
設計學院 44 7.6% 
海運暨管理學院 6 1.0% 
生命科學院 21 3.6% 
民生學院 2 0.3% 
總數 569 100% 

就讀學院 

未填答 7 1.2% 

 

表 3-3 有宗教信仰者，信仰虔誠度之情形 

變項名稱 平均數 標準差 人數 

信仰虔誠度 2.67 0. 47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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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基本資料、生命意義量表、大學生生活壓力量表、社

會支持量表等四部分，茲分別說明如下： 

壹、基本資料 

    本量表的基本資料主要包括受試者之性別、學校、年級、科系、信仰虔誠度

等。其中信仰虔誠度主要是詢問受試者認為自己信仰有多堅定（虔誠），從非常

堅定（虔誠）到一點也不堅定（虔誠）的四點量表中，圈選出符合個人宗教信仰

虔誠度的選項，得分越高，表示其宗教信仰的虔誠度越高。 

貳、生命意義量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生命意義量表乃是翻譯自 Steger 等人（2006）所編製的「生

命意義量表」（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簡稱 MLQ），以下將分別說

明原量表之內容、計分方式、信效度，以及翻譯引用之情形。 

  一、原量表簡介 

    （一）量表內容 

        原量表共有 10 題，分為兩個向度，包括存在意義（Presence of  

Meaning, MLQ-P）、意義追尋（Search for Meaning, MLQ-S），題目旨在

瞭解個體所知覺到的生命意義程度，以及追尋生命意義動機之程度。此量

表的題目像是：我瞭解我生命的意義（I understand my life’s meaning），

即屬「存在意義」之向度；我正在尋找一個人生的目標或任務（I am seeking 

a purpose or mission for my life），此題目則為「意義追尋」向度。 

    （二）量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此量表為七點量表，由 1 代表非常不符合（absolutely untrue），到 7

代表非常符合（absolutely true），「存在意義」這個向度的題目為第 1, 4, 5, 

6, 9 題，其中第九題為反向記分題，而「意義追尋」之向度則分別為第 2, 

3, 7, 8, 10 題。受試者在各分量表的得分越高，表示其生命意義感及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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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越高。 

    （三）信效度分析 

  在信度方面，存在意義（MLQ-P）的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 α 值介 

於 .82 -.90 之間，而經過一個月後的重測信度則為 .70；意義追尋（MLQ-S）

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 α值介於 .83 - .87，重測信度為 .73。 

  在效度的部分，Steger 及其同事採用多元特質－多重方法矩陣法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簡稱 MTMM）建立聚斂、區辨效度，其

中存在意義（MLQ-P）與其他測量生命意義感的量表的相關係數約在 .60

至 .86，為聚斂效度提供良好之證明，同時 MLQ-P 雖與生活滿意、樂觀

與自尊有正相關存在，但相關係數僅為 .35 - .41 為低度相關，不僅具有良

好之區辨效度，同時相較於其他同類測驗如 PIL、LRI 有更好的區辨效度。 

 

   二、量表修訂過程 

    （一）量表編譯與新增 

          研究者在徵得原作者同意後，將該量表翻譯成中文，再請曾於美國就

讀過十年，具有良好中英文能力之友人協助回譯成英文，並對照原文量表

確認是否有需要修正之部分，力求中文翻譯能夠清楚呈現原量表之題意。 

     此外，原量表共有十個題項，為了避免在試題分析刪題後，出現可

用題數太少的情形，因此研究者擬根據 MLQ 原來兩個向度之概念分別增

編五題。存在意義向度上，研究者新增下列各題：我覺得我的生命是和

諧一致的、我覺得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我覺得我的存在是重要的、我

已經找到我的生命意義、我不知道我生命的意義是什麼；至於意義追尋

向度上，則增添以下數題：我渴望瞭解自己的存在意義、我會想要參與

一些事物來獲得意義感、我會希望透過參與一些活動找尋我的人生的目

標、我還在尋找某些能讓我願意投入的目標、我正在尋覓能讓生命有意

義的目標。預試量表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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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試量表之試題篩選 

    本研究以 132 份有效預試問卷資料進行統計分析，將所得資料以描述

性統計、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進行選題，共有七項選題指標，若有三項指

標不符標準，即予以刪除。  

1. 標準差太小，代表題項鑑別度低，故刪除標準差小於 1.0 之題項； 

2. 刪除偏態大於正、負 1 之題項； 

3. 採高低分組 27﹪的分數分成兩組，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未達顯

著( p＜.05)之題項予以刪除； 

4. 獨立樣本 t 檢定，刪除決斷值(CR 值)小於 6.0 之題項； 

5. 刪除題目與總量表相關未達 .50 以上之題項； 

6. 題項刪除後 α係數會增加之題目，予以刪除； 

7. 進行因素分析，保留因素負荷量在 .60 以上之題項，未達 .60 者予以

刪除。 

      依據上述選題標準，分別刪除第 3、15、16、17、19 題，刪除後題數

為 15 題，各因素所包含的題號如下，「存在意義」：第 1.5.8.10.13.15 題；

「意義追尋」第 2.3.4.6.7.9.11.12.14 題。正式量表如附件二。 

  （三）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以預試樣本進行主成分/斜交轉軸法之因素分析，做為此量表之

建構效度。KMO 值為 .85，表示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共得兩個因素，分別

為存在意義、意義追尋，所得因素及其題項皆與原量表概念相符，「存在

意義」及「意義追尋」兩個的因素負荷量分別佔總異量的 41.18%、24.66%，

總解釋量為 65.85 %。 

信度方面，以 Cronbach α係數考驗生命意義量表之內部一致性，「存

在意義」的分量表在預試/正式樣本上的 α值分別為 .90 / .87，意義追尋分

量表預試/正式樣本之 α值分別為 .92 / .90，最後在總量表信度方面，預試、

正式樣本皆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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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大學生生活壓力量表 

本研究之「大學生生活壓力量表」，乃包含「大學生重大生活事件調查表」

與「大學生日常困擾量表」兩部分，以下分別說明兩份量表的內容、形式與計分

方法、信效度及編修過程。 

  一、大學生重大生活事件調查表 

（一）原量表內容 

本研究採王韋婷（2008）所修訂之「生活經驗調查表」（Life Experiences 

Survey，簡稱 LES），作為測量大學生負向生活事件之工具，並將量表更

名為「大學生重大生活事件調查表」以凸顯量表之測量方向，且得以和同

是測量生活壓力之日常困擾量表有所區隔。 

原文量表乃是由 Sarason 等人（1978）所設計，共有兩個部分，第一

部份適用對象為一般普通的受試者，共有 47 題，及三題空格供填答者根

據個別情形自行填入事件，第二部份則針對學生設計，關於在學校情境中

可能遭遇的事件，共有十題。LES 量表主要在測量個體在過去一年裡所發

生的重大生活事件，及對這些事件的主觀感受。 

（二）原量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原文量表是邀請受試者回顧過去一年的經驗，勾選實際發生過的事

件，如題目敘述並未發生者，則跳過不答，受試者根據個人主觀感受在-3

到+3 的七點量表中回答對自己生活的正向或負向影響。 

      本研究根據 Hurst 的發現：測量六個月內的事件，較測量十二個月內

的事件，可信度較高，故將以個體在過去半年內所發生之事件為範圍（引

自蔡婉莉，2002）。此外，依據研究目的，在計分時僅採納負向影響之分

數；同時，為避免未發生事件與填答者漏答的情型混淆，因此將「事件未

發生」獨立成為一個圈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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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量表之信效度 

    LES 原文量表在間隔五、六週的再測信度方面，正向得分為 .19、.53，

負向事件為 .56、.88，正負向影響加總之得分則為 .63、.64（p 值皆小

於 .001），顯示此量表在負向事件與事件總分上具有良好之信度（Sarason 

et al., 1978）。而在王韋婷（2008）採用 LES 修訂版本之研究中，總量表

的 Cronbach α係數為 .75，各題項刪題後的 α值皆介於 .74- .75 之間。 

    在效度方面，負向影響分數與焦慮、學業成就、憂鬱及內外控等各種

心理適應指標有顯著關係，而正向影響分數則與上述指標無顯著相關

（Sarason et al., 1978）。 

（四）量表編修之過程 

      由於 LES 是針對一般人所設計之量表，因此內容涵蓋各年齡層的重

大生活事件，因此王韋婷（2008）刪除非大學生階段會面臨的事件，包括：

退休、婚姻破裂、婚姻和解，同時也刪去與本土文化脈絡下不適用之題目：

留校察看、參加兄弟會。另外也修改部分題項的內容，包括將「轉學」，

改為「轉學、正要轉校、想轉校沒轉成」、「轉系」則改為「轉系、正要

轉系、想轉系沒轉成」、「與雇主關係的困擾」（有丟掉工作的危險、被

停職或降職等）改為「與指導教授/雇主關係的困擾、危機」、「教會活

動的重大改變」改成「宗教信仰有了重大改變」、「抵押或貸款」改為「抵

押」，最後新增「休學、退學」、「學期考試（期中考、期末考）」。增

刪後的量表為 48 題。   

          研究者再次檢核王韋婷（2008）修訂之題目後，為避免與日常困擾的

概念重疊產生混淆，因此刪除「輕微的違法」、「與男友家人/女友家人/

姻親關係的困擾」、「與家人親近關係有重大的改變（增機或減少親近、

親密程度）」、「與男友/女友/配偶爭吵次數的重大改變（明顯增機或減

少爭吵次數）」、「向外借了超過 30 萬的金額（買房子、做生意等等）」、

「向外借了少於 30」萬的金額（買車、買電視、助學貸款等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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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居住環境的重要改變（蓋新家、改建、屋況變差、鄰居等等）」、「棄

修」；此外，由於本研究僅測量負向生活事件，因此刪除常人認知為正向

影響之事件，分別為「表現出（個人）傑出的成就」、「與男友/女友和

好」。 

另外也參考同類量表進行編修，以期符合大學生所可能遭遇之情

形，並使題數更為精簡，如：第 9 題「性方面的困難或障礙」修改為「性

方面的重大改變（發生性關係、性的困難或障礙等）」、第 5. 12 題關於

家人的選項統整為「父母親」、「兄弟姊妹」、「祖父母」、第 17 題原

題目分為已婚男性的妻子及已婚女性的丈夫來敘述，整合為「配偶工作

改變」、第 25 題增加墮胎，成為「妻子/女友流產或墮胎；流產或墮胎」、

第 34 題「被拘留」改為「遭遇司法上的糾紛」、第 47 題加上打算休學，

成為「休學、退學、打算休學」、第 35 題重要考試改為「重要的校內外

考試」；並新增第 38 題「父母離婚或分居」。 

  （五）修訂後量表之信度 

依據修訂後的量表進行內部一致性信度考驗，預試樣本之修訂後之

Cronbach α係數為 .75，正式樣本的 α係數同樣為 .75，與王韋婷（2008）

同樣以大學生為對象進行之信度考驗結果差異不大，尚在可接受範圍內。 

 

二、大學生日常困擾量表 

（一）原量表內容 

      此量表為 Kanner 等人（1981）所編製，名為日常瑣事量表（Hassles 

Scale），題目旨在反應個體在生活中所可能遭遇到的各種日常困擾，包

括工作、健康、家庭、朋友及環境各項度的困擾，本研究為強調此量表之

主要目的，故更名為「大學生日常困擾量表」。原量表共有 117 題，經國

內呂碧鴻、陳秀蓉（1998）翻譯、修訂後成為 50 題（引自 陳姵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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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量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原量表的計分分為兩個部分，首先為個體遭遇的事件總數，其次則

為嚴重度，是為三點量表，要求受試者回顧過去一個月的經驗，依據各

題目對其產生影響的程度進行圈選，由1有些嚴重（somewhat）、2中等

嚴重（moderately）、3極為嚴重（extremely）。呂碧鴻、陳秀蓉（1998）

編修後，將量表的頻率增加為五點， 0 表示從不，4 表示總是，分數越

高表示個體主觀知覺在這一個月內生活瑣事出現的頻率越高，嚴重度測

量為六點量表，0 表示毫不嚴重，5 表示非常嚴重，分數越高表示在這

一個月內個體主觀知覺生活瑣事的影響嚴重性越高（引自陳姵瑱，

2004）。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及研究目的，關注焦點為個體對壓力的主

觀感受，因此刪除事件發生頻率的測量，僅保留事件發生與否，以及嚴

重度。 

（三）原量表之信效度分析 

          呂碧鴻、陳秀蓉（1998）經預試100位台大修習普通心理學的學生作

為編制選題的初步問卷資料參照，刪除每題平均頻次與嚴重度過低，此50 

題為已適度篩選並考慮國人日常出現的事件，作為測量個人日常瑣事的壓

力事件之題項（引自陳姵瑱，2004）。 

雖經查尋相關文獻並未有說明此量表之信效度資料，但在研究者與指

導教授分析該量表之題目後，發現其題意皆與日常困擾之理論相符，故將

在修訂後進行預試，同時根據正式施測結果進一步分析此量表之信度。 

（四）量表編修之過程 

               由於呂碧鴻、陳秀蓉（1998）翻譯、修訂之部分題目情境與大學生

不符，故將刪除下列各題：第 7 題「財產、投資或稅賦」、第 39 題「擔

心孩子課業問題」、第 42 題「清早趕著送孩子出門」、第 48 題「擔心

工作沒有保障」。 

此外，根據大學生的生活情境，將 40 題婆媳相處，修改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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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相處困難」、43 題工作沒有升遷，更改為「學習上遭遇困難」、44

題不易與老闆或上司相處，將老闆改為「老師」、50 題夫妻相處困難，

改為符合大學生現況的「男女朋友相處困難」。 

原量表第 15 題生活的意義，因與本研究之依變項概念重疊，故亦予

以刪除，而第 37 題夢魘，為求通俗易懂，改為「做惡夢」，最後參酌相

關測驗，新增第 46 題「為了得到某項服務而必須長時間等待（例如：在

銀行、郵局或店家）」，使全量表更為完整。 

    （五）修訂後量表之信度 

           因過去的文獻未提供此份量表的信效度資料，本研究僅能以預試、

正式施測的信度係數進行比較，在預試樣本方面，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

達 . 93，而正式樣本的α係數為 .94，顯示該量表具有良好、穩定之信度。 

 

肆、社會支持量表 

一、量表內容 

        本研究所採用的社會支持量表原為Barrera等人於 1981年所編製的

「社會支持行為量表」（The Inventory of Socially Supportive Behaviors，

簡稱 ISSB），其中包含了具體的支持（tangible support）、訊息的支持

（information support）和情感的支持（emotional support）。此份量表由

Lu（1994a）進行翻譯、修訂，並且以 102 個台灣大學生為對象進行研究，

共有 15 題。ISSB 的中文修訂版本，在本研究裡以「社會支持量表」稱之。 

二、量表形式與計分方式 

        此份量表為四點量表，請受試者依據過去一個月中的所接受到親人

或朋友的實際情形來作答，為四點量表：0 很少、1 有時、2 經常、3

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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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效度分析 

ISSB 經 Lu 翻譯、修訂過後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α值達 .90 以上。並

以實際獲得的社會支持量與性別、內外向人格及內外控人格間的關係來

檢驗其效標效度，結果發現：女性實際獲得的社會支持量較多（r= .24, 

P< .05）；且越外向（r= .26, P< .05）、越內控（r= .25, P< .05），實際

獲得的社會支持量也越多，此與一般預期相符。由此可知此量表具有良

好的信效度（引自陳秋香，1994）。 

而本研究以大學生為對象，在預試樣本上內部一致性信 α值

為 .92，正式樣本之 Cronbach α係數為 .93，再次顯示此份量表具有極

佳之信度。 

 

 

 

 

 

 

 

 

 

 

 

 

 

 

 

 



 

 58 
 

 

第四節  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 

    茲將問卷資料回收後，去除無效問卷，將有效問卷加以編碼及登錄，利用

SPSS 10.0 中文版進行資料分析的工作，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以平均數及標準差描述受試者在生命意義量表、生活壓力、社會支持之總分

及各因素的得分情形，以了解大學生的生命意義、生活壓力、社會支持之現況（研

究問題一）。 

二、獨立樣本 t 考驗 

    利用 t 考驗比較不同性別、有無宗教信仰的受試者在生命意義各因素上是否

有差異，藉此了解男性和女性大學生、有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在生命意義感及意

義追尋動機上的差別（研究問題二）。 

三、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利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受試者的宗教虔誠度和生命意義的關係（研究問題

三），此外，亦透過相關分析的結果瞭解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與意義追尋動機的

關連性（研究問題四），最後考驗受試者之生活壓力、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各層

面的相關性，以確認大學生的生活壓力、社會支持兩者與生命意義的關係（研究

問題五、六）。 

四、逐步迴歸分析 

    以逐步迴歸分析了解背景變項（性別、宗教信仰）、生活壓力和社會支持對

生命意義的預測情形，以確定哪些變項對生命意義具有預測力（研究問題七）。 

五、階層迴歸分析 

    以階層迴歸分析檢驗社會支持與生活壓力的交互作用效果是否能顯著預測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研究問題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