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受測對象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青少年為高自殺危險群，故本研究選

擇青少年做為此次研究對象。以台北市某公立完成中學在學之

國一∼高三學生為研究對象，年紀為 13∼18歲青少年。以隨

機取樣方式共收集 362份有效樣本，這些樣本在人口學變項上

的分配比例如表 3-1-1所示。由表 3-1-1可發現，本研究收集

到樣本中男性有 179位，佔總樣本數的 49.3％；女性有 183

位，佔總樣本數的 50.4％。樣本中國一的人數有 73位，佔總

樣本數的 20.1％；國二的人數有 152位，佔總樣本數的 41.9

％；國三的人數有 36位，佔總樣本數的 9.9％；高一的人數

有 34位，佔總樣本數的 9.4％；高二的人數有 36位，佔總樣

本數的 9.9％；高三的人數有 32位，佔總樣本數的 8.8％。樣

本在班上排名優秀者 44位，佔總樣本數 12.1％；樣本在班上

排名中等以上者 107位，佔總樣本數 29.5％；樣本在班上排

名中等者 105位，佔總樣本數 28.9％；樣本在班上排名中等

以下者 56位，佔總樣本數 15.4％；樣本在班上排名很差者 56

位，佔總樣本數 13.5％。樣本目前患有憂鬱症且有服藥者 2

位，佔總樣本數 0.6％；樣本目前患有憂鬱症無服藥者 5位，

佔總樣本數 1.4％；樣本目前無憂鬱症者 356位，佔總樣本數

98.1％。樣本目前患有「焦慮」症且有服藥者 1位，佔總樣本

數 0.3％；樣本目前患有「焦慮」症無服藥者 10位，佔總樣

本數 2.8％；樣本目前無「焦慮」症者 352位，佔總樣本數 96.7

％。 



表3-1-1研究樣本在人口學變項上的分配比例 

 

性別    次數（百分比）

人口學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男 179 49.3 

 女 183 50.4 

年級    次數（百分比）

人口學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國一 73 20.1 

 國二 152 41.9 

 國三 36 9.9 

 高一 34 9.4 

 高二 36 9.9 

 高三 32 8.8 

 

個人目前有憂鬱症     次數（百分比） 

人口學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是(藥) 2 0.6 

 是(無藥) 5 1.4 

 否 356 98.1 

個人目前有焦慮症   次數（百分比） 

人口學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是(藥) 1 .3 

 是(無藥) 10 2.8 

 否 352 96.7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除基本資料填寫外，共採用六份測

量工具，用來施測的量表依序為：「焦慮量表」、「無望感量表」、

「貝克憂鬱感量表」、「自殺危險程度量表」、「衝動性量表」。 

壹、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年級、憂鬱症傾向、焦慮症傾向等人口學變項，

以便統計分析比較。 

 

貳、「特質焦慮性」量表 

此量表是由 Spielberger、Gorsuch 及 Lushene 於 1970 年

所共同發展編訂的。編制目的在測量「情境焦慮」（State 

Anxiety）和「特質焦慮」(Trait Anxiety)。此二種焦慮狀態

的理論基礎源自於 Freud 的「危險訊號理論」（Danger Signal 

Theory）和 Cattell 及 Scheier提出的二種不同的「焦慮」概

念，再經 Spielberger統整發展，提出「特質－情境焦慮」理

論（Trait-State Theory of Anxiety）。本量表是目前最常被

使用的「焦慮」量表之一。Spielberger（1972）認為「情境

焦慮」是暫時性的情緒狀態，在不同的情境中或不同的時間點

上，會有不同強度的感受。主要特徵是個體主觀且有意識地知

覺到某種緊張、不安的情緒，或是自主神經系統受到激發的生

理反應。「特質焦慮」則反應出個體在「焦慮」傾向上某種穩

定的差異，也是個體是否常常知覺外在環境是有危險性或威脅

性的一種反應傾向；同時也是其在壓力情境時，所表現出來的



「焦慮」－情境「焦慮」傾向（許淳惠，民 91）。本研究所使

用的「情境－特質焦慮量表」（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中文版是由 Lin(1998)翻譯（許淳惠，民

91），為一自填式量表，適用範圍從青少年到成人。此量表分

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情境焦慮」量表，共 20 題；另一

部分是「特質焦慮」量表，共 20 題。本量表為四點量表，1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4 分代表完全符合。各量表總分介於 20

∼80 分之間，一般正常人平均分約介於 35∼40 分內，得分越

高，表示「焦慮」程度越高；反之「焦慮」程度越低。Spielberger

（1983）指出「特質焦慮」量表再測信度介於.73~.86 間；「情

境焦慮」量表再測信度介於.16~.62間，中間值為.33。此結

果顯示「特質焦慮」的穩定度高於「情境焦慮」，符合這二種

「焦慮」的特徵。「情境焦慮」內部一致性 α 在.83~.93，「特

質焦慮」α 在.86~.92。效度分析「特質焦慮」量表與「焦慮

量表」（Anxiety Scale Questionnaire）以及「顯著焦慮量表」

（Manifest Anxiety Scale）的相關係數介.73~.85間，顯示

有良好的同時效度。中文版的內部一致性分別是：α 為.90；

「特質焦慮」；總量表 α 在.94，有良好內部一致性（許淳惠，

民 91）。由於本研究主要探究素質因子，故取「特質焦慮」作

為本研究焦慮變項測量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α＝.8086 具良

好內部一致性。 

參、無望量表 

「無望感」是指個體對自我及未來生活的無望預期，被認

為是憂鬱癥候的核心概念也和自殺有重要關係。本量表由



Beck 等人（1974）所發展貝克無望感量表（BHS），為一常用

之無望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內容分別為對自我未

來的態度語意區別測驗及對臨床患者的敘述加以整理分析，共

有二十一題，採四點式評量，（1）表「非常不同意」，（4）表

「非常同意」（許文耀，民 92）。筆者以本研究受試之量表進

行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內部一致性係數 α＝.8844，表此量

表在本研究中具不錯的內部一致性。 

肆、憂鬱量表 

此量表是由 Beck 依據臨床上的經驗於 1961 年所編製，至

目前為止已超過五百篇研究使用其做為測量憂鬱工具，已公認

為一有良好信效度的測量工具（Cgtewood-Colwell, 

Kaczmarek＆Ames,1989）。本研究採 Chen（1995）翻譯的貝氏

憂鬱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Beck,1978），共

二十一題採四點量尺，主要測受試在認知、情感、動機及身體

層面的憂鬱嚴重度，其以國內 127 位焦慮症或憂鬱症的病人為

受試，內部一致性為 0.89，再測信度為0.86，顯示中文版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許文耀，民 92）。本研究為避免重覆效果，

故先將憂鬱量表中和「自殺行為」、「無望感」相關題目共二

題刪除，以總樣本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所得係數 α

＝.8573，具高度內部一致性表示為一良好量表。 

伍、自殺危險程度量表 

此量表採用許文耀與鍾瑞玫（民 86）整理有關自殺危險

內容所編製之量表，其內容包括死亡意念、死亡動機、先前的



自殺企圖、自殺計畫和臨終安排等，共 24 題。為避免受試者

因量表名稱而影響其反應，故用「生命興趣探索量表」為名稱。

其計分採 Likert四點量尺，得分越高自殺危險性越高。許文

耀和鍾瑞玫（民 86）以6263位國中生及 2034 高中生為樣本

群一，另以 1721位國中生及 1764 位高中生為樣本群二，進行

此量表施測，三週後各選 318 位國中生及 366 位高中生進行再

測信度，結果發現內部一致性，在樣本群一，國中生的內部一

致性為 0.89，高中生為 0.85；在樣本群二，國中生的內部一

致性為 0.88，高中生為 0.90，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穩定度。

在效度考驗上該量表和「自殺機率量表」、「無望感量表」、「自

殺傾向量表（一）」、「自殺傾向量表（二）」之間的相關絕對值

均大於 0.40。筆者以本研究受試之量表進行內部一致性分

析，結果內部一致性係數 α＝.9191，表此量表在本研究中具

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陸、中文「衝動性量表」 

1959 年 Barratt建構了一份「衝動性」量表，雖然有不

錯的再測信度和表面效度，但量表的同質性不高。Patton、

Stanford 和 Barratt（1995）則把其重新修訂，內部一致性信

度達 0.80 以上，在因素分析得到“動作衝動”和“不善計劃

性”二個因素。柯慧貞等人（2002）根據Barratt 提出之「衝

動性」建構三向度（動作衝動、認知衝動、不善計畫性）編製。

經由因素分析後，最後得出二個因素：動作衝動性 19 題及不

善計劃性 11 題，內部一致信度在大學生樣本為0.76，再測信

度為 0.87。本研究受試之量表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內



部一致性係數 α＝.8123，表此量表在本研究中具不錯的內部

一致性。 



第三節 研究問題之統計分析 

本研究主要使用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PSS（ stat is t 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10.0，配合本研究的目的選擇

不同的統計分析法。本研究所應用的統計方法有下列幾種：

（一）次數分配(Frequencies)；（二）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 ion)；（三）階層回歸分析（Hierarchical  

mult 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一）次數分配：主要透過次數分配、百分比及排序，了解受

試樣本在人口學變項及自殺危險性上的分布情形。 

（二）相關分析：採 Person積差相關，了解各「素質因子」、

「壓力因子」及「自殺危險性」間的相關情形。 

（三）階層回歸：檢視各素質因子、各壓力因子對自殺危險性

的解釋力及預測力。以了解在何種「素質－壓力因子」

模式的情況下，最能預測自殺危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