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五節，依序為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統

計分析及研究程序，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本研究針對「焦慮依附」、「逃避依附」、「社交

自我效能」、「困擾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及「憂鬱」七個潛

在變項提出研究架構如下圖 3-1、圖 3-2 的兩個模式，因為各潛在變項

約有二至五個觀察變項，為使架構清楚，各潛在變項的觀察變項暫不列

入圖中。 

 
 

逃避依附              困擾的自我揭露 

                                               寂寞                憂鬱 

焦慮依附              社交自我效能  

圖 3-1 「成人依附、社交能力、寂寞與憂鬱關係」模式一結構關係圖 

 

圖 3-1 的模式一在探討依附、社交能力、寂寞到憂鬱的路徑，假設

逃避依附強的學生，影響其困擾的自我揭露不足，於是較寂寞、進而較

憂鬱。另外，焦慮依附強的學生，影響其社交自我效能不足，繼而比較

寂寞，進而比較憂鬱；又焦慮依附強的學生，透過較強的寂寞，影響有

較高的憂鬱。  



 

 

逃避依附              困擾的自我揭露 

                                             社會支持              憂鬱 

焦慮依附               社交自我效能 

圖 3-2 「成人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與憂鬱關係」模式二結構關係圖 

 

圖 3-2 的模式二在探討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到憂鬱的路徑，

假設逃避依附強的學生，透過其較低的困擾的自我揭露，而有較低的社

會支持，接著產生較高的憂鬱；又逃避依附強的學生，也透過較低的社

會支持，接著產生較高的憂鬱。另外，焦慮依附強的學生，影響其社交

自我效能不足，進而影響其較低的社會支持，接著影響其有較高的憂

鬱；又焦慮依附強的學生，影響其有較低的社會支持，進而有較高的憂

鬱。 

在以上兩個模式中，共包含「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

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七個潛在

變項（latent variable）。其中「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為外衍變項

（exogenous variable），「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

持」、「寂寞」與「憂鬱」為內衍變項（endogenous variable）。「逃避依附」

的觀察變項為「逃避 1」、「逃避 2」、「逃避 3」、「逃避 4」和「逃避 5」，

「焦慮依附」的觀察變項為「焦慮 1」、「焦慮 2」、「焦慮 3」和「焦慮 4」，

「社交自我效能」的觀察變項為「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困擾的

自我揭露」的觀察變項為「困擾揭露 1」、「困擾揭露 2」和「困擾揭露 3」，

「社會支持」的觀察變項為「一般性支持」和「價值性支持」，「寂寞」

的觀察變項為「正向寂寞」和「負向寂寞」，「憂鬱」的觀察變項為「憂

鬱情緒」、「正向情感」、「身體症狀」和「人際問題」。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目的在以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對象，探討「逃避依附」、「焦

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

與「憂鬱」之間的關係，依據研究問題、文獻探討、研究架構，提出下

列研究假設： 

 

（一）背景變項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

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上有差異。 

1-1 男性與女性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

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上有差異。 

1-2 不同年級大學生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

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上有差異。 

1-3 戀愛中與不在戀愛中大學生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

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上有

差異。 

1-4 有宗教信仰與無宗教信仰大學生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

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

上有差異。 

1-5 有參加社團與無參加社團大學生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

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

上有差異。 

1-6 有晤談經驗與無晤談經驗大學生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

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

上有差異。 

 

（二）模式一「成人依附、社交能力、寂寞與憂鬱」之路徑模型是否和

實際觀察資料吻合。 

 



（三）模式二「成人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與憂鬱」之路徑模型是

否和實際觀察資料吻合。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的方式抽出樣本，篩選出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

為研究對象。分別針對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說明如下： 

 

一、預試樣本 

    預試樣本是以國立交通大學、文化大學及元培科技大學的大學生為

問卷的受試，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進行預試。預試

問卷包括成人依附量表、社交自我效能量表、困擾的自我揭露量表、社

會支持量表、寂寞量表及憂鬱量表（詳見附錄一）。共回收 484 份問卷，

資料經整理，將作答不完整、草率作答及在「高中（職）或五專至今有

無談過戀愛？」的選項上勾選「無」的問卷共 199 份刪除後，共得有效

預試問卷 285 份。有效預試樣本的學校、學院、性別及人數分佈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預試樣本學校、學院、性別人數分佈表 
性別 學校 學院 
男 女 

各學院總 
人數 

各校總 
人數 

管理學院 31 27 58 
資訊學院 12 0 12 
電機學院 19 0 19 
理學院 4 3 7 
工學院 1 0 1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1 0 1 

98 

私立文化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33 53 86 86 
管理學院 24 66 90 私立元培科技大學

健康科學學院 5 6 11 
101 

合計  128 157 285 285 
 
 



二、正式樣本 

本研究正式樣本是以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大學、銘傳大學、逢

甲大學、萬能科技大學、元培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等 11 所大學的

學生，為正式問卷施測抽樣對象，為使樣本具代表性，盡量以通識課程

的班級為抽樣單位。正式問卷包含成人依附量表、社交自我效能量表、

困擾的自我揭露量表、社會支持量表、寂寞量表及憂鬱量表（詳見附錄

二）。於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日進行施測，共回收問卷 1415

份，刪除作答不完整及在「高中（職）或五專至今有無談過戀愛？」的

選項上勾選「無」的問卷 610 份後，共得有效問卷 805 份。有效正式樣

本的學校、學院、性別及人數分佈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正式樣本學校、學院、性別人數分佈表 
性別 學校 學院 
男 女 

各學院總人數 各校總人數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院 
外語學院 
文學院 
理學院 

1 
0 
3 
2 

8 
13 
5 
1 

9 
13 
8 
3 

33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學院 
資訊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客家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管理學院 

8 
5 
1 
4 
0 
0 
3 

0 
0 
0 
1 
2 
2 
1 

8 
5 
1 
5 
2 
2 
4 

27 

國立嘉義大學 管理學院 
農學院 
生命科學院 
師範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5 
15 
2 
7 
2 

4 
23 
3 
16 
13 

9 
38 
5 
23 
15 

90 

國立屏東教育大
學 

人文社會學院 
教育學院 
理學院 

16 
1 
4 

15 
2 
4 

31 
3 
8 

42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 
人文科學學院 

19 
2 
4 
1 

8 
12 
8 
4 

27 
14 
12 
5 

58 

文化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商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工學院 
法學院 
藝術學院 
理學院 
教育學院 

11 
15 
2 
1 
8 
1 
1 
1 

9 
11 
0 
0 
0 
0 
0 
0 

20 
26 
2 
1 
8 
1 
1 
1 

60 

銘傳大學 社會學院 
語文學院 
國際學院 

18 
0 
0 

61 
1 
1 

79 
1 
1 

81 

逢甲大學 工學院 
資電學院 
理學院 
建設學院 
商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28 
2 
27 
8 
4 
10 

8 
0 
4 
25 
4 
32 

36 
2 
31 
33 
8 
42 

152 

萬能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 
電子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 

24 
14 
23 

24 
2 
23 

48 
16 
46 

110 

元培科技大學 生醫科技學院 
健康科學學院 
管理學院 

20 
9 
22 

33 
17 
21 

53 
26 
43 

122 

弘光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9 21 30 30 

合計  363 442 805 805 



為使研究更為嚴謹，本研究進一步以電腦隨機方式將正式樣本分為

兩組，第一組 399 人、第二組 406 人。第一組樣本目的在篩選題目與發

展模式，第二組目的在驗證第一組所發展的模式是否適用於不同樣本。

兩組的學校、學院、性別及人數分佈詳見附錄四及附錄五。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成人依附量表 

   本量表係由研究者修訂 Wang 和 Mallinckrodt(2003)修訂 Brennan、

Clark 和 Shaver (1998)的親密關係體驗量表（ECR，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原量表共 36 題，得自成人愛情關係自陳式評量，有兩

個分量表，一為逃避（與人親近或依賴他人不舒服）；一為焦慮（害怕

拒絕與遺棄），各 18 題。 

    信度與效度方面，Brennan 等人 1998 報告焦慮和逃避依附分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α係數各為.91 和.94。而 Brennan、Clark 和 Shaver 於 2000

年發現經三週的再測信度各分量表均為.70。而焦慮和逃避依附分量表則

與憂鬱和無助正相關（Wei, Mallinckrodt, Russell, & Abraham, 2004），以

及與害羞、憂鬱及寂寞正相關（Sherer, et al., 1982）。 

    由於本量表係由研究者所修訂，本研究特分兩階段來篩選題目，第

一階段於預試後以 285 位有戀愛經驗的受試結果進行項目分析，結果 36

題的校正題目與分量表相關均高於.2 以上，故 36 題全予以保留，並針

對預試時受試反應題意曖昧的兩題：12 題「我常想和對方形影不離，但

有時會嚇跑他們」修改成「我常想和對方形影不離，但有時會嚇跑對方」

及 16 題「我渴望與別人非常親近，但有時會嚇跑他們」修改成「我渴

望與別人非常親近，但有時會把他嚇跑」，以釐清題意。 

    第二階段則於正式施測後，將 805 個正式樣本隨機分為第一組（399

個）及第二組（406 個）。以第一組的 399 位問卷結果再進行一次篩選題

目的程序。此階段篩題又分兩個步驟，如下： 



第一個步驟：以 SPSS10.0 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因素，依據理論設定兩個因素，再

以斜交轉軸的 Promax 法進行轉軸，刪去因素負荷量小於.6 的第 22、10、

4、32、12、35、34、20、16、28、1、17、25、23、31、29、21、26、

及 33 題後，剩下 17 題（逃避依附 9 題、焦慮依附 8 題）。   

第二個步驟：以 LISREL8.52 軟體進行測量模式的探究，將剩下的

17 題依據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兩個潛在變項探究測量模式，得到的χ2

值為 543.82，df 值為 118，RMSEA 值為.095，表測量模式不理想，需進

行修正。本階段目的在篩選題目，故進一步以電腦報表建議修正指標

（MI）中有關 THETA-DELTA 建議最大值之兩個觀測指標【表示該兩題

的殘差間有高的相關，意味該兩題在抽離出共同因素影響後，還有模型

未能反映的機制（邱皓政，2003），或此兩題可能跨因素，刪除其中一

題後χ2值下降幅度會較大，模型與資料將更適配】，進行刪題比較，之

後逐步刪除 15、36、7、8、30、11、13 及 24 題，得到測量模式的χ2

值為 46.15，df 值為 26，RMSEA 值為.044，NNFI 值為.97，PNFI 值為.69，

CFI 值為.98，GFI 值為.97，AGFI 值為.96，為理想模式。最後得到逃避

依附分量表的題目為第 3、5、9、19 及 27 題（共五題）；焦慮依附分量

表的題目為第 2、6、14、18 題（共四題）。精簡後的題目及其因素負荷

量如表 3-3 所示。 

    本研究經第一階段 285 位大學生預試結果的項目分析與第二階段

399 位大學生正式施測結果的刪題，得到逃避依附及焦慮依附分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分別為.74 與.71，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為.68。而正式樣本第二組 406 位大學生的結果為，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

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各為.69 與.71，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為.70（參見表 3-3）。 

 

 

 



表 3-3 依附量表精簡後題目、因素負荷量及信度係數值 
分

量

表 

題號 題目 因素負

荷量 
分量表

α係數 
全量表

α係數 

3＊ 親近對方時，我覺得很自在。 .58 
5 每當對方想親近我時，我覺得自己會躲開。 .69 
9 向對方真誠表白，讓我覺得很不自在。 .60 
19＊ 我發現親近對方是件很容易的事。 .66 

逃

避

依

附 
27＊ 通常我會和對方討論我所遭遇的問題和煩惱。 .50 

.74 
（.69） 

2 我擔心被拋棄。 .65 
6 我擔心，對方不像我在乎他一樣的在乎我。 .73 
14 我擔心感情路上會孤單一個人。 .53 

焦

慮

依

附 18 我需要對方一再保證他是愛我的。 .57 

.71 
（.71） 

.68 
（.70） 

註 1：括弧內為第二組信度係數。 
註 2：打＊為反向題。 

    填答和計分方面，原量表為 Likert 七點量表，為避免趨中反應，及

避免受試因填答類型繁複而影響填答意願，本量表修訂為六點量表，與

其他三量表類型一致。受試於每一題敘述中選擇符合自己情形的選項，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有一點不同意」，4-「有一點同意」，

5-「同意」，6-「非常同意」，除了反向題，採取反向計分外，其餘各題

受試圈選的數字即該題得分。其中，單號題總分代表逃避向度分數；雙

號題總分代表焦慮向度分數。分數越高表示該向度傾向越強。 

    為進行模式驗證，焦慮依附依據精簡後題數設置四個觀察變項：焦

慮 1（第 2 題）、焦慮 2（第 6 題）、焦慮 3（第 14 題）、焦慮 4（第 18

題）；逃避依附依精簡後題數設置五個觀察變項：逃避 1（第 3 題）、逃

避 2（第 5 題）、逃避 3（第 9 題）、逃避 4（第 19 題）、逃避 5（第 27

題）。 

 

二、社交自我效能量表 

    本 量 表 係 由 研 究 者 參 考 Sherer 、 Maddux 、 Mercadante 、

Prentice-Dunn、Jacobs 和 Rogers（1982）的自我效能量表中的社交自我

效能分量表（Social Self-efficacy subscale）6 題，再加上陳俊伶（2005）

所編的社交自我效能量表因素負荷量最高的效能預期 4 題與結果預期



10 題，共 20 題，測量個人社交能力的信念。 

    由於本量表係由研究者綜合學者研究所修訂，本研究特分兩階段來

篩選題目，第一階段於預試後以 285 位有戀愛經驗的受試結果進行項目

分析，結果 20 題的校正題目與分量表相關均高於.2 以上，故 20 題全予

以保留，並針對預試時受試反應題意較冗長的第 3 題：「如果遇到一個

很風趣的人，卻苦無機會可以交往，我很快就會打消跟他成為朋友的念

頭。」修改成「如果遇到一個很風趣的人，卻苦無機會可以交往，我會

很快打消跟他交往的念頭。」，以精簡語句。 

     第二階段則於正式施測後，將 805個正式樣本隨機分為第一組（399

個）及第二組（406 個）。以第一組的 399 位問卷結果再進行一次篩選題

目的程序。此階段篩題又分兩個步驟，如下： 

第一個步驟：以 SPSS10.0 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因素，依據理論設定兩個因素，再

以斜交轉軸的 Promax 法進行轉軸，刪去因素負荷量小於.6 的第 2、4 及

3 題後，剩下 17 題（效能預期七題、結果預期十題）。 

第二個步驟：以 LISREL8.52 軟體進行測量模式的探究，將剩下的

17 題依據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兩個潛在變項探究測量模式，得到的χ2

值為 806.13，df 值為 118，RMSEA 值為.121，表測量模式不理想，需進

行修正。本階段目的在篩選題目，故進一步以電腦報表建議修正指標

（MI）中有關 THETA-DELTA 建議最大值之兩個觀測指標【表示該兩題

的殘差間有高的相關，意味該兩題在抽離出共同因素影響後，還有模型

未能反映的機制（邱皓政，2003），或此兩題可能跨因素，刪除其中一

題後χ2值下降幅度會較大，模型與資料將更適配】，進行刪題比較，之

後逐步刪除第 14、12、7、15、11、1 及 17 題，得到測量模式的χ2 值

為 101.14，df 值為 34，RMSEA 值為.070，NNFI 值為.97，PNFI 值為.73，

CFI 值為.98，GFI 值為.95 AGFI 值為.92，尚為理想模式。最後得到效能

預期量表的題目為第 5、6、8、9 及 10 題（共五題）；結果預期量表的

題目為第 13、16、18、19 及 20 題（共五題）。精簡後的題目及其因素



負荷量如表 3-4 所示。 

    本研究經第一階段 285 位大學生預試結果的項目分析與第二階段

399 位大學生正式施測結果的刪題，得到效能預期及結果預期量表的內

部一致性 Cronbachα分別為.82 與.84，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為.87。而正式樣本第二組 406 位大學生的結果為，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

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各為 .81 與 .83，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為.87（參見表 3-4）。 

表 3-4 社交自我效能量表精簡後題目、因素負荷量及信度係數值 
分 量

表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

量 

分量表α

係數 
全量表α

係數 

5＊ 在社交場合中，我沒有應對得很好。 .57 
6 透過自己的交友能力，我已經交到朋友。 .54 
8 我可以妥善處理與他人溝通不良的問題。 .75 
9 我能讓他人對我產生認同感。     .83 

效 能

預期 

10 我是受人歡迎的。 .79 

.82（.81） 

13 如我主動與人說話，他人應該會對我有善意回應。.70 
16 如果我向他人借東西，他人應該會樂意答應。 .69 
18 如我主動參加某項團體活動，他人應該會欣然接

受我的加入。 
.76 

19 如我盡力完成應諾人家的事，對方應該會更信任

我。 
.72 

結 果

預期 

20 如我把心中苦悶的事說出來，他人會願聆聽並給

我支持。 
.72 

.84（.83） 

.87（.87） 

註 1：括弧內為第二組信度係數。 
註 2：打＊為反向題。 

填答和計分方面，Sherer 等人（1982）編製原為 Likert 十四點量表，

陳俊伶（2005）為 Likert 六點量表，本研究為簡化與避免趨中反應，並

為與其他三量表一致，修訂為六點量表。受試於每一題敘述中選擇符合

自己情形的選項，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有一點不同意」，

4-「有一點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除了反向題，採取反向

計分外，其餘各題受試圈選的數字即該題得分。分數越高表示社交自我

效能感越強。 

為進行模式發展與驗證，本「社交自我效能」潛在變項依據因素構

念設置兩觀察變項，一為「效能預期」、一為「結果預期」。「效能預期」



為第 5、6、8、9、10 五題總和，「結果預期」為第 13、16、18、19、20

五題總和。 

 

三、困擾的自我揭露量表 

    本量表係由研究者修訂 Kahn 及 Hessling（2001）的「困擾揭露指

數量表」（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共 12 題，研究者並依據其構念再

增加 4 題，共 16 題，在測量個人對他人自在談論個人困擾訊息的程度。

Kahn 及 Hessling 提出此量表背後為一單一因素，其再測信度（隔 2、3

周）分別為.80 和.81，其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2 至.95（Kahn, Lamb, 

Champion, Eberle, & Schoen, 2002）。效度方面，Kahn 及 Hessling（2001）

發現本量表與自我揭露量表有正相關（Miller, Berg, & Archer, 1983），與

自我隱藏量表有負相關（Larson & Chastain, 1990）。  

由於國內尚未有使用本量表針對大學生進行研究，本研究特分兩階

段來篩選題目，第一階段於預試後以 285 位有戀愛經驗的受試結果進行

項目分析，結果 16 題中的第 8 題「當我一整天過得焦頭爛額，我最不

願做的事，就是又去談它」校正題目與量表相關為.2871，雖略大於 2，

但較其他題目明顯偏低，且語句過於冗長繞口，在 16 題中顯得突出，

決定刪除，剩下 15 題。 

     第二階段則於正式施測後，將 805個正式樣本隨機分為第一組（399

個）及第二組（406 個）。以第一組的 399 位問卷結果再進行一次篩選題

目的程序。此階段篩題又分兩個步驟，如下： 

第一個步驟：以 SPSS10.0 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因素，依據理論設定一個因素，刪

去因素負荷量小於.6 的第 4 題後，剩下 14 題。 

第二個步驟：以 LISREL8.52 軟體進行測量模式的探究，將剩下的

14 題依據單一潛在變項「困擾的自我揭露」探究測量模式，得到的χ2

值為 853.42，df 值為 77，RMSEA 值為.159，表測量模式不理想，需進

行修正。本階段目的在篩選題目，故進一步以電腦報表建議修正指標



（MI）中有關 THETA-DELTA 建議最大值之兩個觀測指標【表示該兩題

的殘差間有高的相關，意味該兩題在抽離出共同因素影響後，還有模型

未能反映的機制（邱皓政，2003），或此兩題可能跨因素，刪除其中一

題後χ2值下降幅度會較大，模型與資料將更適配】，進行刪題比較，之

後逐步刪除第 9、5、2、12、15 及 13 題，得到測量模式的χ2值為 60.51，

df 值為 20，RMSEA 值為.071，NNFI 值為.98， PNFI 值為.70， CFI 值

為.99，GFI 值為.96，AGFI 值為.93，尚為理想模式。最後得到困擾的自

我揭露量表的題目為第 1、3、6、7、8、10、11 及 14 題（共八題）。精

簡後的題目及其因素負荷量如表 3-5 所示。 

    本研究經第一階段 285 位大學生預試結果的項目分析與第二階段

399 位大學生正式施測結果的刪題，得到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為.93。而正式樣本第二組 406 位大學生的分析結果，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為.92（參見表 3-5）。 

表 3-5 困擾的自我揭露量表精簡後題目、因素負荷量及信度係數值 
題號 題目 因 素

負 荷

量 

全量表α

係數 

1 當感覺心煩時，我通常會向朋友吐露秘密。 .70 
3 當發生不愉快的事時，我常常會找個人談。 .80 
6 我會設法找人來談論我的問題。 .77 
7 當心情壞時，我會和朋友談論我的心情。 .87 
8＊ 當有問題時，我很少找人來談。 .72 
10 當心情壞時，我通常會找個人來談。 .84 
11 我願意告訴別人內心令自己感到困擾的思緒。 .81 
14 心情不好時，我通常得找人談才覺得舒服。 .80 

.93 
（.92） 

註 1：括弧內為第二組信度係數。 
註 2：打＊為反向題。 

填答計分方面，原 Kahn 及 Hessling（2001）的「困擾揭露指數量

表」量表為 Likert 五點量表，為避免趨中反應，及與其他量表一致起見，

本研究修訂為六點量表，受試於每一題敘述中選擇符合自己情形的選

項，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有一點不同意」，4-「有一點

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除了反向題，採取反向計分外，其

餘各題受試圈選的數字即該題得分。分數越高表示困擾的自我揭露程度



越強。 

因「困擾的自我揭露」潛在變項，背後為單一個因素，精簡後剩下

8 題，為進行模式發展與驗證，每個潛在變項宜設置二至四個觀察變項

（Kenny，1979），本研究因此設置三個觀察變項，依據因素負荷量的大

小，將第 1、6、11 題分數總和合併成第一個觀察變項（困擾揭露 1）；

將第 3、10、14 題分數總和合併成第二個觀察變項（困擾揭露 2）；將第

7、8 題分數總和合併成第三個觀察變項（困擾揭露 3），以使三個觀察

變項因素負荷量盡量相近。 

 

四、社會支持量表 

    本量表係由研究者修訂 Cutrona 和 Russell（1987, 1990）的社會資

源量表（The Social Provisions Scale, SPS），共 24 題，測量受試知覺到

的社會支持。Cutrona 和 Russell（1987）提出六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介於.653 至.760 間，整體量表的α係數為.915。Cutrona

和 Russell（1990）再度提出本量表有適當的再測信度、同時效度與穩定

的因素結構。 

    由於本量表係研究者所翻譯，特分兩階段來篩選題目，第一階段於

預試後以 285 位有戀愛經驗的受試結果進行項目分析，結果 24 題的校

正題目與分量表相關均高於.2 以上，故 24 題全予以保留。 

     第二階段則於正式施測後，將 805個正式樣本隨機分為第一組（399

個）及第二組（406 個）。以第一組的 399 位問卷結果再進行一次篩選題

目的程序。此階段篩題又分兩個步驟，如下： 

第一個步驟：以 SPSS10.0 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因素，依據理論設定六個因素，再

以斜交轉軸的 Promax 法進行轉軸，轉軸後雖然發現 24 題的因素負荷量

均大於.6，但跨因素的情形嚴重，於是將單題有兩個因素負荷量大於.6

的第 18、24、13、1 及 4 題刪除，剩下十九題。 

第二個步驟：以 LISREL8.52 軟體進行測量模式的探究，將剩下的



19 題依據指導（第 3、12、16、19 題）、價值再保證（第 6、9、20 題）、

社群融合（第 5、8、14、22 題）、依附（第 2、11、17、21 題）、滋潤

他人（第 7、15 題）與可靠的同盟（第 10、23 題）六個因素探究測量

模式，得到的χ2值為 819.75，df 值為 137，RMSEA 值為.112，表測量

模式不理想，需進行修正。本階段目的在篩選題目，故進一步以電腦報

表建議修正指標（MI）中有關 THETA-DELTA 建議最大值之兩個觀測指

標【表示該兩題的殘差間有高的相關，意味該兩題在抽離出共同因素影

響後，還有模型未能反映的機制（邱皓政，2003），或此兩題可能跨因

素，刪除其中一題後χ2值下降幅度會較大，模型與資料將更適配】，進

行刪題比較。之後逐步刪除第 2、8、11、16、12、20 及 14 題，得到測

量模式的χ2值為 102.54，df 值為 39，RMSEA 值為.064，指標雖可接受，

但進一步檢視因素間相關，發現指導與社群融合、依附、可靠的同盟三

因素間相關達.96 或以上，社群融合與依附、滋潤他人、可靠的同盟間

相關也達.95 或以上，依附與滋潤他人、可靠同盟間相關也達.95 或以上，

表示六因素中的五因素：指導、社群融合、依附、滋潤他人及可靠同盟

間有高度相關，可合併為同一因素。 

由於指導、社群融合、依附、滋潤他人及可靠同盟五因素涵蓋社會

支持一般性的部份，故將合併的因素命名為「一般性支持」，另價值的

再保證則命名為「價值性支持」。此時，「一般性支持」的題目包括第 3、

19、5、22、17、21、7、15、10 及 23 題，而「價值性支持」的題目則

包括第 6 及 9 題。再進一步進行此兩因素的測量模式探究，得到χ2 值

為 121.89，df 值為 53，RMSEA 值為.057，模式雖理想，但兩大因素題

數差距過大，為精簡「一般性支持」題數，使之與「價值性支持」題數

差距拉進，再以測量模式進行探究，依據電腦報表建議修正指標（MI）

中有關 THETA-DELTA 的數值進行刪題，依序刪除第 23 題與第 7 題，

最後得到χ2值為 47.75，df 值為 34，RMSEA 值為.032，NNFI 值為.99， 

PNFI 值為.74， CFI 值為.99，GFI 值為.98，AGFI 值為.96，為理想模式。

最後得到「一般性支持」量表的題目為第 3、5、10、15、17、19、21



及 22 題（共八題）；「價值性支持」量表的題目為第 6 及 9 題（共二題）。

精簡後的題目及其因素負荷量如表 3-6 所示。 

    本研究經第一階段 285 位大學生預試結果的項目分析與第二階段

399 位大學生正式施測結果的刪題，得到一般性支持及價值性支持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分別為.86 與.76，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為.87。而正式樣本第二組 406 位大學生的結果為，一般性支持與價值

性支持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各為.85 與.76，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為.86（參見表 3-6）。 

表 3-6 社會支持量表精簡後題目、因素負荷量及信度係數值 
分 量

表 
題號 題目 因素

負荷

量 

分量表α

係數 
全 量 表 α

係數 

3＊ 當有壓力時，我沒人可以求助指導。 .64 
5 有人與我喜愛相同的社交活動。 .49 
10＊ 如有事情出錯，沒人會來幫忙我。 .68 
15＊ 沒有人因我而有幸福感。 .69 
17 我至少有一個對象，能與我在情感上有緊密的

連結。 
.56 

19＊ 沒有人能讓我坦然自在的談論問題。 .74 
21＊ 我與別人缺少親密感。 .75 

一 般

性 支

持 

22＊ 沒有人喜歡做我做的事。 .75 

.86 
（.85） 

6＊ 別人認為我能力不怎麼樣。 .76 價 值

性 支

持 
9＊ 我認為別人不重視我的技巧和能力。 .80 

.76 
（.76） 

.87 
（.86） 

註 1：括弧內為第二組信度係數。 
註 2：打＊為反向題。 

Cutrona 和 Russell（1987, 1990）的社會資源量表原是四點量表，

為與前三個量表一致，本研究修訂為六點量表。受試於每一題敘述中選

擇符合自己情形的選項，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有一點

不同意」，4-「有一點同意」，5-「同意」，6-「非常同意」，除了反向題，

採取反向計分外，其餘各題受試圈選的數字即該題得分。本研究分析後

包含兩個分量表，用來評估社會支持的兩大面向：（1）一般性支持：指

獲得指導、覺得有親密的安全感、融入社群與他人分享、需要時能獲得

協助與感受到自己對他人的幸福有貢獻（2）價值性支持：指具備某種



技巧能力獲得他人肯定。得分越高表社會支持越強。 

為進行模式發展與驗證，本「社會支持」潛在變項設置兩觀察變項，

一為「一般性支持」、一為「價值性支持」。「一般性支持」為第 3、5、

10、15、17、19、21 及 22 題八題總和，「價值性支持」為第 6、9 兩題

總和。 

     

五、寂寞量表 

    本量表由研究者修訂 Russell（1996）的第三版寂寞量表，簡稱 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寂寞量表。用來測量每天的寂寞

變化。共 20 題，9 題正向（不寂寞）、11 題負向（寂寞）。信度方面，

Russell（1996）曾針對大學生、護士、公立學校老師及老人研究，得到

內部一致性係數α值介於.89 到.94 間，而老人樣本 12 個月後再測信度

為.73。效度方面，UCLA 寂寞量表與其他寂寞量表正相關、與憂鬱量表

正相關，與社會支持、自尊呈現負相關（Cutrona & Russell, 1987） 

由於國內尚未有使用本量表針對有戀愛經驗大學生進行研究，本研

究特分兩階段來篩選題目，第一階段於預試後以 285 位有戀愛經驗的受

試結果進行項目分析，結果第 17 題：「我覺得自己害羞」的校正題目與

分量表相關低於.2，明顯偏低，故刪除，剩下 19 題。 

    第二階段則於正式施測後，將 805 個正式樣本隨機分為第一組（399

個）及第二組（406 個）。以第一組的 399 位問卷結果再進行一次篩選題

目的程序。此階段篩題又分兩個步驟，如下： 

第一個步驟：以 SPSS10.0 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因素，依據理論設定兩個因素，再

以斜交轉軸的 Promax 法進行轉軸，刪去因素負荷量小於.6 的第 19 題，

及跨因素嚴重（兩個因素負荷量均高於.6）的第 14 題，剩下 17 題（正

向寂寞九題、負向寂寞八題）。 

第二個步驟：以 LISREL8.52 軟體進行測量模式的探究，將剩下的

17 題依據正向寂寞與負向寂寞兩個因素探究測量模式，得到的χ2 值為



868.34，df 值為 118，RMSEA 值為.126，表測量模式不理想，需進行修

正。本階段目的在篩選題目，故進一步以電腦報表建議修正指標（MI）

中有關 THETA-DELTA 建議最大值之兩個觀測指標【表示該兩題的殘差

間有高的相關，意味該兩題在抽離出共同因素影響後，還有模型未能反

映的機制（邱皓政，2003），或此兩題可能跨因素，刪除其中一題後χ2

值下降幅度會較大，模型與資料將更適配】，進行刪題比較，之後逐步

刪除第 18、10、16、3、19、12 及 7 題，得到測量模式的χ2 值為 80.47，

df 值為 34，RMSEA 值為.059，NNFI 值為.98， PNFI 值為.74， CFI 值

為.99，GFI 值為.96，AGFI 值為.94，為理想模式。最後得到正向寂寞量

表的題目為第 1、5、6、9 及 15 題（共五題）；負向寂寞量表的題目為

第 2、4、8、11 及 13 題（共五題）。精簡後的題目及其因素負荷量如表

3-7 所示。 

本研究經第一階段 285 位大學生預試結果的項目分析與第二階段

399 位大學生正式施測結果的刪題，得到正向寂寞及負向寂寞量表的內

部一致性 Cronbachα分別為.79 與.83，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為.87。而正式樣本第二組 406 位大學生的結果為，正向寂寞與負向寂寞

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各為 .75 與 .80，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為.84（參見表 3-7）。 

 

 

 

 

 

 

 

 

 

 



表 3-7 寂寞量表精簡後題目、因素負荷量及信度係數值 
分 量

表 
題號 題目 因素負

荷量 
分量表α

係數 
全量表α

係數 
1＊ 我與周圍的人關係和睦。 .66 
5＊ 我覺得我有屬於自己的朋友群。 .71 
6＊ 我覺得我有屬於自己的朋友群。 .72 
9＊ 我覺得自己是個友善、喜歡結交朋友的人。 .54 

正 向

寂寞 

15＊ 當我需要時，都可以找得到朋友。 .68 

.79 
（.75） 

2 我覺得缺少友誼。 .77 
4 我覺得孤單。 .65 
8 我周圍的人無法和我共享興趣跟想法。 .67 
11 我覺得被忽略。 .78 

負 向

寂寞 

13 我覺得沒有一個人真的了解我。 .68 

.83 
（.80） 

.87 
（.84） 

註 1：括弧內為第二組信度係數。 
註 2：打＊為反向題。 

填答計分方面，Russell（1996）的 UCLA 寂寞量表原為 Likert 四點

量表，因要求受試於每一題敘述中，選擇自己感受到的頻率。雖與前面

四量表答題要求不同，但本研究認為不宜變更，故仍採原有答題方式，

1-「從來沒有」，2-「很少有」，3--「有時候有」，4-「經常有」，除了反

向題採取反向計分外，其餘各題受試圈選的數字即該題得分。分數越高

寂寞感越強。 

    為進行模式發展與驗證，本「寂寞」潛在變項設置兩觀察變項，一

為「正向寂寞」、一為「負向寂寞」。「正向寂寞」為第 1、5、6、9 及 15

題五題總和，「負向寂寞」為第 2、4、8、11 及 13 題五題總和。 

 

六、憂鬱量表 

本量表係研究者修訂游森期、余民寧（2006）修訂 Radloff（1977）

的「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感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共 20 題，測量憂鬱程度。本量表評量沮喪的

心情，較不適用於臨床性診斷（Shaver & Brennan, 1991），較適用於一

般性樣本，本研究以大學生為樣本，適合使用此量表。 

信度方面，原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α係數為.90，再測信度為.32（間

隔 12 個月）到.67（間隔四周）。效度方面，其與臨床醫師與護士評定之



量表聚斂效度為.44 至.56。和貝克憂鬱量表相關為.81，和自評憂鬱感量

表相關為.90（Shaver & Brennan, 1991）。區辨效度則是與社會期許量表

間有低度負相關（r = -.18）。 

在因素構念方面，Radloff（1977）以美國樣本因素分析結果，CES-D

呈現四因素：憂鬱情緒（depressive mood）、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

身體症狀（somatic symptoms）、人際問題（interpersonal problems）。Cheung

和 Bagley（1998）以香港樣本分析，發現香港華人呈現雙因素：憂鬱症

狀（depressive symptoms）及人際問題（interpersonal problems）。國內游

森期與余民寧（2006）以台灣教師樣本分析，發現四因素優於雙因素結

構。因此本研究採取游森期與余民寧（2006）四因素的概念。 

由於本研究對象針對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本研究特分兩階段來篩

選題目，第一階段於預試後以 285 位有戀愛經驗的受試結果進行項目分

析，結果第 4 題：「我覺得我和他人沒什麼兩樣」校正題目與分量表相

關為-.03，因預試時部份受試對該題題意有疑惑，經審視題意，並參閱

原文與楊中芳（2005）翻譯，修訂為「我覺得我和別人一樣好」。由於

本量表在測受試近來的憂鬱傾向，並將作答說明的「每週」改為「最近

一週」，以更貼近原文量表。其餘十九題因校正題目與分量表相關均在.2

以上，故全予保留。 

    第二階段則於正式施測後，將 805 個正式樣本隨機分為第一組（399

個）及第二組（406 個）。以第一組的 399 位問卷結果再進行一次篩選題

目的程序。此階段篩題又分兩個步驟，如下： 

第一個步驟：以 SPSS10.0 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因素，依據理論設定四個因素，再

以斜交轉軸的 Promax 法進行轉軸，刪去因素負荷量小於.6 的第 1、2、

9 及 13 題，及跳因素（本屬某因素卻跳到另一因素）的第 11 題後，剩

下 15 題（憂鬱情緒六題、正向情感四題、身體症狀三題、人際問題二

題）。 

第二個步驟：以 LISREL8.52 軟體進行測量模式的探究，將剩下的



15 題依據四個因素探究測量模式，得到的χ2值為 564.47，df 值為 84，

RMSEA 值為.079，表測量模式還不理想，需進行修正。本階段目的在

篩選題目，故進一步以電腦報表建議修正指標（MI ）中有關

THETA-DELTA 建議最大值之兩個觀測指標【表示該兩題的殘差間有高

的相關，意味該兩題在抽離出共同因素影響後，還有模型未能反映的機

制（邱皓政，2003），或此兩題可能跨因素，刪除其中一題後χ2值下降

幅度會較大，模型與資料將更適配】，進行刪題比較，之後刪除第 18 題，

得到測量模式的χ2值為 175.14，df 值為 71，RMSEA 值為.061，NNFI

值為.97，PNFI 值為.75，CFI 值為.98，GFI 值為.94，AGFI 值為.91，為

理想模式。最後得到憂鬱情緒量表的題目為第 3、6、10、14 及 17 題（共

五題）；正向情緒量表的題目為第 4、8、12 及 16 題（共四題）；身體症

狀的題目為第 5、7、20 題（共三題）；人際問題的題目為第 15、19 題

（共二題）。精簡後的題目及其因素負荷量如表 3-8 所示。 

    本研究經第一階段 285 位大學生預試結果的項目分析與第二階段

399 位大學生正式施測結果的刪題，得到憂鬱情緒、正向情感、身體症

狀及人際問題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分別為.83、.75、.69

與.74，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為.88。而正式樣本第二組 406 位

大學生的結果為，憂鬱情緒、正向情感、身體症狀及人際問題分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分別為.83、.75、.73 與.74，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為.89（參見表 3-8）。 

 

 

 

 

 

 

 

 



表 3-8 憂鬱量表精簡後題目、因素負荷量及信度係數值 
分 量

表 
題號 題目 因素負

荷量 
分量表α

係數 
全 量 表 α

係數 
3 即使有親人或朋友的協助，我仍然沒辦法擺

脫鬱悶。 
.70 

6 我覺得沮喪。 .85 
10 我覺得害怕。 .68 
14 我覺得孤單。 .79 

憂 鬱

情緒 

17 我常哭泣。 .52 

.83（.83） 

4＊ 我覺得我和別人一樣好， .54 
8＊ 我感覺對未來充滿希望。 .54 
12＊ 我很快樂。 .80 

正 向

情感 

16＊ 我很享受生活。 .70 

.75（.75） 

5 我沒辦法專注我手邊正在做的事。 .58 
7 我覺得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很費力。 .62 

身 體

症狀 
20 我提不起勁做事。 .75 

.69（.73） 

15 他人對我不太友善。 .62 人 際

問題 19 我覺得別人不喜歡我。 .95 
.74（.74） 

.88（.89） 

註 1：括弧內為第二組信度係數。 
註 2：打＊為反向題。 

答題計分方面，原量表為 Likert 四點量表，要求受試於每一題敘述

中，選擇自己最近一週所經驗到的症狀頻率，本研究採用原方式， 

0-「很少如此」（每週少於一天），1-「偶爾如此」（每週約 1-2 天），2--

「經常如此」（每週約 3-4 天），3-「總是如此」（每週 5 天以上）。除了

反向題 4 題，採取反向計分外，各題受試圈選的頻率即該題得分。分數

越高表示憂鬱情緒與症狀頻率越高。 

為進行模式發展與驗證，本「憂鬱」潛在變項設置四觀察變項：「憂

鬱情緒」、「正向情感」、「身體症狀」和「人際問題」。「憂鬱情緒」為第

3、6、10、14、17 題五題總和，「正向情感」為第 4、8、12、16 題四題

總和，「身體症狀」為第 5、7、20 題三題總和，「人際問題」為第 15、

19 題兩題總和。 

 

 

 

 



 

第四節 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取統計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 10.0 英文版」及

LISREL8.52 版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的方法如下： 

 

一、因素分析 

    以「成人依附量表」、「社交自我效能量表」、「困擾的自我揭露量

表」、「社會支持量表」、「寂寞量表」、「憂鬱量表」之正式施測第一組 399

人結果進行因素分析。 

 

二、信度分析 

針對「成人依附量表」、「社交自我效能量表」、「困擾的自我揭露量

表」、「社會支持量表」、「寂寞量表」及「憂鬱量表」，分別以內部一致

性 Cronbach α係數進行信度分析。 

 

三、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來考驗「逃避依附分量表」、「焦慮依附分量

表」、「社交自我效能量表」、「困擾的自我揭露量表」、「社會支持量表」、

「寂寞量表」及「憂鬱量表」等各量表彼此間關係。 

 

四、t 考驗 

    以獨立樣本 t 考驗考驗不同性別、是否在戀愛中、有無參加社團、

有無宗教信仰、有無至輔導或諮商中心進行晤談的受試在「焦慮依附」、

「逃避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

寞」與「憂鬱」變項上的差異。 

 

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考驗不同年級的受試在「逃

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

持」、「寂寞」與「憂鬱」變項上的差異。 

 

六、結構方程模式 

    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簡稱 SEM）考驗本研

究所提兩個模式與所蒐集到的觀察資料是否適配。 

 

 

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可分為下列五個階段，玆分述如下： 

 

一、評閱文獻、提出研究架構 

研究者自九十五年三月開始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提出初步構想，

與指導教授討論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後，旋即進行文獻蒐集、分析與整

理，經彙整相關實證研究，進而提出研究架構。 

 

二、修訂研究工具 

本研究共使用六個量表，包括（1）成人依附量表：修訂 Wang 和

Mallinckrodt(2003)所修訂之 Brennan、Clark 和 Shaver(1998)的親密關係

體驗量表（ECR）。（2）社交自我效能量表：參考 Sherer、Maddux、

Mercadante、Prentice-Dunn、Jacobs 和 Rogers（1982）的社交自我效能

分量表，再綜合陳俊伶（2005）的社交自我效能量表部份題目。（3）困

擾的自我揭露量表：修訂 Kahn 及 Hessling（2001）的困擾揭露指數量

表，及加上研究者依據構念所編製題目。（4）社會支持量表：修訂 Cutrona

和 Russell（1987, 1990）的社會資源量表。（5）寂寞量表：修訂 Russell

（1996）的第三版寂寞量表，簡稱 UCLA 寂寞量表。（6）憂鬱量表：修



訂游森期、余民寧（2006）所修訂之 Radloff（1977）的「流行病學研究

中心憂鬱感量表」，簡稱 CES-D。確定預試問卷後，於民國九十五年十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進行預試，預試對象為國立交通大學、私立文化

大學及元培科技大學的 484 名大學生，之後針對其中有戀愛經驗的 285

大學生問卷結果進行項目分析，淘汰不良題目後編成正式問卷。 

 

三、進行問卷調查 

正式量表完成後，於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日以 11 所

台灣地區公私立大學或科技大學的大學生 1415 名為抽樣對象，進行問

卷調查。 

 

四、統計處理與結果分析 

資料蒐集齊全後進行相關之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五、撰寫研究報告 

統整研究所有資料，撰寫完成研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