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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說明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步驟。根據上述 

    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發展本章的研究方法及 

    步驟，以獲得預期效果。本章共分為六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架 

    構、第二節為研究假設、第三節研究對象、第四節研究工具、第五節 

    實施程序、第六節資料處理分析。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個人特質為自變項，依變項則為高中職學生的愛情態

度、憂鬱情緒、分手因應，探討各變項間的關係。本研究所建立的研

究架構如圖3-1，茲分述如下： 

 

一、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s )： 

                       個人特質分為：性別、學校屬性、年級、科系性質、出生序、

家庭型態、失戀次數、父親年齡、母親年齡、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

育程度、父親職業、母親職業、父親每月所得、母親每月所得等十五

項。 

 

二、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s )： 

                       為民國九十五學年度台北市所屬 67 所公私立高中職學生之愛

情態度、憂鬱情緒、分手因應 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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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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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架構，針對台北市高中職學生個人特質與「愛情態

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之間的關係，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會因「個人特質」之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憂鬱情緒」會因「個人特質」之不同                       

而 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台北市高中職學生「分手因應」會因「個人特質」之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愛情態度」、「憂鬱情緒」與「分手因應」三者之間，有

顯 著的相關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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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對象 

           

依台北市教育局統計室「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統計資料」顯

示（95.12.4），台北市現有公立高中職50所、私立高中職17所，共計

67所，共計有學生255,664位。 

          本研究的母群（population）即以95學年度就讀台北市67所公

私立高中職日間部一至三年級學生為對象，依「公立高中男生」、

「公立高中女生」、「公立高職男生」、「公立高職女生」、「私立

高中男生」、「私立高中女生」、「私立高職男生」、「私立高職女

生」之分類，將台北市高中職學校分為八類，分別選取一所代表學

校，採「立意抽樣」（purposeful sampling）方式，抽樣高一至高三

各45人施測，共計1080人為施測對象。  

       所謂「立意抽樣」，是指研究者根據個人判斷，選出符合研究目

標的對象與樣本(王文科,1995)。 

               表3-1  學校類別狀況表 

類   別 代表學校 

公立高中男生 師大附中 

公立高中女生 景美女中 

公立高職男生 木柵高工 

公立高職女生 大安高工 

私立高中男生 延平高中 

私立高中女生 金甌女中 

私立高職男生 開南商工 

私立高職女生 東方工商 

總  計  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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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為學校類別狀況表。研究者於選取8所學校中，透過各 

    校軍訓教官協助，選取高一至高三同學各45人施測，總計正式樣本 

    1080份，有效樣本898份，有效問卷率為83.14％。 

        

     表3-2為正式施測樣本分佈表，本研究之研究樣本為898位。其

中，男學生466位，女學生429位，3位漏答；在898位學生中，公立學

校學生有395位，私立學校學生有502位，1位漏答；另外，以科系性質

區分，普通科學生361位，綜合高中學生194位，職業類商科學生175

位，職業類工科學生164位，4位漏答。    

        

表3-2   正式施測樣本分佈表 

類   別 性別 代表學校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有效份數 

公立高中 男生 師大附中 135 135 112 

公立高中 女生 景美女中 135 135 101 

公立高職 男生 木柵高工 135 135 111 

公立高職 女生 大安高工 135 135 72 

私立高中 男生 延平高中 135 135 124 

私立高中 女生 金甌女中 135 135 130 

私立高職 男生 開南商工 135 135 119 

私立高職 女生 東方工商 135 135 129 

總   計 8校 1080 1080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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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分為下列四部分：一、個人背

景調查表；二、愛情態度量表；三、個人憂鬱情緒量表 ；四、分手因

應量表，現針對本研究使用的量表，簡單說明如下： 

 

一、 個人背景調查表： 

      根據本研究的架構，將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區分為 15 項，以利日

後資料 處理。 

              (一)性別：指受試者之性別。分為男生、女生。 

       (二)學校屬性：指受試者就讀學校之性質。分為公立、私立。 

       (三)年級：指受試者目前的就讀年級。分為高一、高二、高三。 

       (四)科系性質：指受試者就讀科系。分為普通高中、綜合高中、職 

           業類商科、職業類工科。 

       (五)出生序：指受試者的出生別。分為獨生子女、長男女、排行居 

           中、么子女。 

       (六)家庭型態：指受試者目前的家庭型態。分為父母同住、父母分 

           居、離婚、父母其中 1人過世、父母兩人皆過世。 

       (七)失戀次數：指受試者目前的失戀次數。分為無、一次、二次、 

           三次以上。 

       (八)父親的年齡：指受試者父親的年齡。分為 21-25、26-30、31-

35、36-40、41-45、46-50、51-55、56-60、61 以上等 9項。 

              (九)母親的年齡：指受試者母親的年齡。分為 21-25、26-30、31-

35、36-40、41-45、46-50、51-55、56-60、61 以上等 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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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父親的教育程度：指受試者父親的教育程度。參考現行學制，

將教育程度區分 6 等級：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專科、

大學、研究所以上程度。 

  (十一)母親的教育程度：指受試者母親的教育程度。參考現行學

制，將教育程度區分 6 等級：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專

科、大學、研究所以上程度。 

      (十二) 父親的職業：指受試者父親的職業。就我國職業現況分為 9

個等級：軍公教、企業負責人、勞技工、農林漁牧、自由

業、私人機構受僱者、家管、退休人員及無業、其他等。 

      (十三) 母親的職業：指受試者母親的職業。就我國職業現況分為 9

個等級：軍公教、企業負責人、勞技工、農林漁牧、自由

業、私人機構受僱者、家管、退休人員及無業、其他等。 

(十四) 父親的每月所得：指受試者父親的每月所得。分為 2 萬元

以下、2 萬元以上不滿 2 萬 5 仟元、2 萬 5 仟元以上不滿 3 萬

元、3 萬元以上不滿 3 萬 5 仟元、3 萬 5 仟元以上不滿 4 萬

元、4 萬元以上不滿 4 萬 5 仟元、4 萬 5 仟元以上不滿 5 萬

元、5 萬元以上不滿 7 萬元、7 萬以上不滿 10 萬元、10 萬元

以上等 10 項。 

 (十五) 母親的每月所得：指受試者母親的每月所得。分為 2 萬元

以下、2 萬元以上不滿 2 萬 5 仟元、2 萬 5 仟元以上不滿 3 萬

元、3 萬元以上不滿 3 萬 5 仟元、3 萬 5 仟元以上不滿 4 萬

元、4 萬元以上不滿 4 萬 5 仟元、4 萬 5 仟元以上不滿 5 萬

元、5 萬元以上不滿 7 萬、7 萬以上不滿 10 萬元、10 萬元以

上等 1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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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情態度量表： 

                            愛情態度量表是美國心理學家Hendrick 與Hendrick (1986)

依據Lee愛情理論建立愛情態度理論而制定的量表。此量表共

包含情慾之愛(eros)、遊戲之愛(ludus)、友伴之愛(storge)、瘋

狂之愛(mania)、現實之愛(pragma)以及奉獻之愛(agape)六個分

量表。每一分量表代表一種愛情態度，編制命名為「Love 

Attitudes Scale 」--愛情態度量表。本研究工具是參考董福強

（2004）修訂之「愛情態度量表」稍加修改而成的。 

(一)量表內容 

           本量表共有 31 題，經由信度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0.775。

包含情慾之愛(eros)、遊戲之愛(ludus)、友伴之愛(storge)、瘋狂之

愛(mania)、現實之愛(pragma)以及奉獻之愛(agape)六個分量表。現

把問卷內容區分如下： 

1 情慾之愛(eros) ： 

    （3）我和他/她之間有來電的感覺.   

   （10）我和他/她有令人滿意的親密關係。         

   （13）我覺得自己和他/她很速配，是天生一對。     

   （21）我和他/她互相瞭解。     

   （26）他/她的外貌與我理想中英俊/漂亮的標準符合。   

2 遊戲之愛(ludus) ： 

    （1）我不輕易對他/她許下承諾。 

    （4）不讓他/她知道我的一些事，對他/她不會有什麼傷害.            

        （11）有時候我盡量不讓我的兩位男/女朋友知道他們同時正和 

              我交往。      

    （14）如果我和他/她分手，我會很容易且迅速地忘掉我們之間 

          的感情。     

    （27）我喜歡和不同的異性玩一下愛情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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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友伴之愛(storge) ： 

   （2）很難說出我和他/她交往到什麼程度，才變成男/女朋友.   

   （5）真愛來自於對他/她的關心。             

  （15）愛情最好從長期的友誼發展而來。   

  （22）愛情是一種誠摰的友誼，而不是神秘、莫名其妙的情緒衝 

        動。 

  （28）我們的愛情來自於良好的友誼，因此它令我滿意。       

4 瘋狂之愛(mania) ： 

 （7）假如我和他/她分手，我的情緒就會非常低落。 

  （8）假如我和他/她分手，我會想自殺。 

（12）有時候想到我們的戀情，我會興奮得睡不著覺。 

（17）當他/她沒有把注意力放在我身上時，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24）一想到他/她可能和別人交往，我就會很緊張。 

（30）假如他/她忽視我，有時候我會做出一些傻事來吸引他/她的 

      注意力。 

5 現實之愛(pragma) ： 

（6）在選擇男/女朋友之前，我會謹慎地計畫我的人生。 

（16）選擇男/女朋友時，「他/她對我的家人的影響」是很重要的考 

      量。 

（19）他/她將來是不是個好的父母，是我很重視的選擇條件。 

    （23）在選擇男/女朋友時，我會認真考慮他/她是否會影響我的生涯 

          計劃。   

    （29）在認定他/她之前，我會考慮他/她的遺傳特質是否與我相配。 

6 奉獻之愛(agape) ： 

      （9）我寧願自己痛苦也不讓他/她難過。     

     （18）我願意犧牲自己的意願，以達成他/她的心願。                   

    （20）我擁有的東西，只要是他/她想要的，我都願意給他/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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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即使他/她對我生氣，我仍然全心且無條件的愛著他/她。                            

    （31）為了他/她，我願意忍受任何事。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 Likert 五點計分法。計分方式包括「非常符合」--1

分、「相當符合」--2 分、「沒意見」--3 分、「不太符合」--4

分、「非常不符合」--5 分，根據受試者在各個分量表上的總分，

除以該分量表的題數，即為分量表的平均得分，因此，每位受試者

均可得到六個分量表的分數。若分量表得分較低者，則表示趨向於

該愛情態度。 

 

三、憂鬱情緒量表：  

                   本研究採用董氏基金會心理健康促進諮詢委員：許文耀、黃國彥、

林亮吟、詹佳真、吳佑佑及葉雅馨等委員所修訂之「青少年憂鬱情緒自

我檢視表」（2002）以測量台北市高中職學生在面對分手壓力時，是否

有憂鬱之傾向。 

 

(一)量表內容 

        本量表共有20題，經由信度檢驗，Cronbach’s α值為0.938。係詢

問受試者面對分手壓力時的情緒經驗。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計分方式以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方式包括（「非常符

合」--1分、「相當符合」--2分、「沒意見」--3分、「不太符合」--4

分、「非常不符合」5分，量表分數採累計加總方式，受試者分數愈

低，代表憂鬱情緒程度愈高，具有憂鬱傾向；反之，若受試者分數愈

高，則表示其憂鬱情緒程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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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手因應方式量表： 

本量表參考Patterson 和McCubbin 編制之「青少年問題經驗因

應 取 向 量 表 」 （ Adolescent Coping Orientation for Problem 

Expericence，A-Cop）、及李金治（2001）的「因應方式量表」、趙

慧敏（2005）的「青少年分手後因應方式問卷」，針對台北市高中職

學生的特質加以修改，以符合實際需要。  

 

(一) 量表內容 

本量表共有46題，經由信度檢驗，Cronbach’s α值為0.841。內

容包括「問題取向積極因應」、「問題取向消極因應」、「情緒取向

積極因應」、「情緒取向消極因應」四大類。現把問卷區分如下： 

          一、問題取向積極因應     

       52.我會分析問題，設法找出分手原因  

       53. 我會決定接下來該怎麼做，並確實執行 

       54.(承上題)決定之後，我會確實執行 

       55.我會嘗試不同的方法來解決分手問題  

       57.我會主動試著去改變現況 

       58.我會檢討自己的行為  

       59.我會嘗試去維持現況，不讓情況惡化  

       60.我會試著從分手過程中尋求意義、教訓，避免下次重蹈覆轍 

       94.我會閱讀報章雜誌或相關書籍 

       95.我會讓自己保持忙碌，如忙功課、社團、或打工  

       96.我會學習新事物，以利自我成長  

       97.我會改變造型或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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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取向消極因應 

       61.我會降低標準，退而求其次 

       62.我會走一步算一步，順其自然  

       63.我會避開使自己回想過去的人事物  

       64.我相信「盡人事，聽天命」 

74.我會逃避問題不去想它  

 

        三、情緒取向積極因應 

56.我會向其他有分手經驗的人求助  

65.我多會鼓勵自己，建立信心  

66.我會做運動、聽音樂或逛街紓解情緒  

67.我會上網貼文章/聊天宣洩情緒  

68.我會大哭一場  

69.我會告訴自己經歷此事可以使自己成長  

70.我會找出分手事件的正面意義  

71.我會安慰自己這不是最壞的情況  

72.我會想一些開心的事，讓自己心情好些  

73.我會接受無法改變的事實，讓自己釋懷  

87.我會向家人傾訴心情  

88.我會向師長或專業輔導人員傾訴 

91.我會藉由宗教(祈禱或拜拜)來平靜心情 

92.我會獨自冷靜，不希望別人來打擾 

94.我會告訴朋友心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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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情緒取向消極因應 

75.我會將分手歸咎於自己的運氣差  

76.我會否認分手的事實  

77.我會封閉自己 

78.我會退縮，不參加活動  

79.我會藉由抽煙、喝酒等逃避問題 

80.我會服用藥物（例如安眠藥、鎮定劑）  

81.我會先大睡一覺再說 

82.我會大吃大喝一頓 

83.我會自暴自棄  

84.我會埋怨上天不公平 

85.我會隱藏感受，默默承受難過的感覺  

86.我會藉進入另一段感情來忘記痛苦  

89.我會用傷害自己的方式來發洩情緒  

90.我會摔東西來發洩情緒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計分以 Likert 五點量表方式（「非常同意」--1 分、

「相當同意」--2 分、「沒意見」--3 分、「不太同意」--4 分、

「非常不同意」--5 分，得分越低，表示受試者越常使用該因應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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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與分手因

應之相關研究，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首先修訂完成正式量表，接

著，依不同學校屬性、年級、性別，選取符合條件的學生正式施測，

希望能客觀收集台北市高中職學生相關問題的資料，實施程序分為以

下步驟： 

 

一、預備階段 

    本研究於民國九十五年九月確定研究主題後，即開始著手蒐集

資料及閱讀相關文獻，以確立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接著擬定研究架

構、研究動機、目的及問題後，開始進行文獻探討之撰寫及研究工具

的蒐集與編訂。 

 

二、研究工具的蒐集與編訂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計有「個人背景資料調查表」、採取美國心

理學家Hendrick 與Hendrick (1986)依據Lee（1974）建立的愛情理論

制定的「愛情態度量表」、董氏基金會之「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

表」及修訂之「青少年分手因應方式量表」等四份，做為蒐集研究資

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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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對象的選取 

        依「公立高中男生」、「公立高中女生」、「公立高職男生」、

「公立高職女生」、「私立高中男生」、「私立高中女生」、「私立

高職男生」、「私立高職女生」之分類，選定師大附中、景美女中、

木柵高工、大安高工、延平中學、金甌女中、開南商工、東方工商等8

所學校，採「立意抽樣」（purposeful sampling）方式，分別抽樣高

一至高三各45人施測，共計1080人為施測對象。  

     

四、正式施測階段 

    在施測前，事先以電話與各校軍訓同仁聯繫，在徵得學校同意

後，將問卷送至各校，因時間及人力因素限制，施測工作則委由各

校軍訓同仁依年級別隨機抽樣班級施測，問卷填答完畢之後，全面

收回問卷，以便進行資料整理工作。 

 

五、資料整理階段 

      問卷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初回收，即開始進行整理問卷工作， 

  將廢卷剃除，並進行電腦編碼工作，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中旬開 

  始，以統計軟體 SPSS10.0 統計所得資料，進行資料分析。統計方法 

  計有：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t 檢定(t-test)、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皮爾森積差相關。 

  

六、歸納研究結果，撰寫論文 

        將統計資料加以解釋、歸納並分析結果，開始進行撰寫研究報 

    告，並確保研究報告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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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析採用之統計軟體為SPSS10.0，並以下列統計分 

 析方法處理相關資料： 

    一、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及平均數為主，以瞭解個人特質在「愛情態度」、

「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等三因素之分佈情形及所佔的百分 

比。 

 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對於「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等三個因

素，將以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找出共同因

素，並使用最大轉軸變異法(Varimax Rotion )轉化為各共同因素的標

準化因素分數。 

    三、t檢定(t-test)： 

         以 t 檢定分析個人特質之性別和「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

「分手因應」等三個因素之差異情形。 

 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個人特質與「愛情態度」、「憂鬱情

緒」及「分手因應」等三個因素有何差異，如有差異，則進行雪費

(Scheffe)事後檢 定。 

 五、皮爾森積差相關： 

   用以分析「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等三個因

素之間的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