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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研究背景及目的：心理健康素養概念持續演進且具有不同組成要素
，至今尚未有針對健康專業人員與學生所建構的心理健康素養量表
。此一年期研究計畫目的為針對健康專業族群發展心理健康素養量
表，並檢驗此心理健康素養量表的心理計量特徵。
研究方法：本研究對象為臺灣的11所大學醫學系與公共衛生科系三
年級以上學生。健康專業族群心理健康素養量表的發展可分為三個
階段：1) 根據最新的心理健康素養定義及文獻回顧結果發展評量工
具，並透過健康照護領域專家焦點團體訪談確認此量表之內容效度
；2) 預試 (n=32)；3) 量表建構，透過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包含
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題目刪減，並且檢驗內部一致性信
度、聚斂效度、同時效度，以及已知團體效度 (n=1294)。
研究結果：本26題的量表為五因素的架構：維持與促進心理健康、
疾病辨識與認識、精神疾病去污名、求助效能、求助態度。本量表
具備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 0.81)，分量表信度介於
0.70（疾病辨識與認識）至0.87（維持與促進心理健康）之間。心
理健康素養越高的人與較低的社會距離，以及較佳的心理健康狀況
相關。過去精神疾病患者接觸經驗程度較高者，其心理健康素養較
對照組高。
研究結論：本研究針對健康專業族群所發展之五因素心理健康素養
的量表具備良好的信、效度，此研究結果能補充並擴展現今心理健
康素養之評量工具。此量表未來將可作為健康專業人員及學生之心
理健康素養調查及介入研究之評估工具。

中文關鍵詞： 理健康素養、精神疾病污名、評量工具、醫學教育、公共衛生教育

英 文 摘 要 ： Background and Aims: Mental health literacy (MHL) is an
evolving construct with distinct components. To date, there
are no published scales assessing MHL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new scale-based measure of MHL in the health professional
group, which assesses multiple components of MHL and it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were undergraduates from
department of medicine and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mong 11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ale for the Health Professional
Group (MHLS-HPG) was done over three key stages: 1) meas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atest definition of MHL, a
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ncluding professional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in
healthcare to confirm content validity, 2) pilot testing
(n=32), and 3) scale construction, item reduction through
item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including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convergent validity, concurrent
validity and known group validity (n=1294).
Results: Twenty-six items with five factors were generated:
obtaining and maintaining positive mental health,



recognition of mental illness, reducing mental illness
stigma, help-seeking efficacy, and help-seeking attitude.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for the total scale was good (α =
0.81). The α values for the five subscales ranged from
0.70 (recognition of mental illness) to 0.87 (obtaining and
maintaining positive mental health). Higher MHL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social distance and better mental
health, respectively. Participants having familiarity with
mental illness had higher MHL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Conclusions: A valid and reliable five-dimensional
instrument of MHL for the health professional group was
developed. Our findings have the potential to complement
and expand current measures of MHL. This measure can be
used in assessing levels of MHL and in determining the
impacts of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MHL in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英文關鍵詞： Mental health literacy, Mental illness stigma, Measurement,
Medical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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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為 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 指出精神疾病是所有疾病中，引起負擔或失能程度最嚴重的疾病。精神疾病大約

佔全球疾病負擔的 13%，預計到 2020 年將增加至 15% (Thornicroft & Maingay, 2002)。
根據全球疾病負擔研究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ty, GBD 2010) 的估計，精神疾病

佔全球失能調整人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簡稱為 DALYs）的 10.4%；佔全

球過早死亡之生命損失人年數（Years of Life Lost，簡稱為 YLLs）的 2.3%，並且佔全

球失能損失人年數（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簡稱為 YLDs）的 28.5%，為 YLDs 的
主要成因 (Whiteford, Ferrari, Degenhardt, Feigin, & Vos, 2015)。過去二十年間，國內身

心障礙人口的比率呈現持續增加的趨勢，其中又以慢性精神病患者人數成長最快，1995
年時僅占身心障礙者總人口數的3.05%，至2017年卻高達 10.79%（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7）（詳見表 1）。從 1990 年至 2010 年間，臺灣精神疾病的盛行率從 11.5% 增加至

23.8% (Fu, Lee, Gunnell, Lee, & Cheng, 2013)。精神疾病的問題若能夠早期尋求專業協助，

便能促進早期治療並改善長期預後 (Clarke et al., 2006)，然而，仍有許多精神疾病患者

未接受相關的專業治療與協助 (Alonso et al., 2007)。 
 

表 1 我國身心障礙者人數 
年份 身心障礙者 

總人數 
慢性精神 
病患人數 

身心障礙者人數 
佔總人口比例（%） 

慢性精神病患人數佔身心

障礙者人口數比例（%） 

1995 393,650 12,023 1.84 3.05 
2000 711,064 54,350 3.19 7.64 
2005 937,944 87,039 4.12 9.28 
2010 1,076,293 110,809 4.65 10.30 
2015 1,155,650 124,240 4.92 10.75 
2016 1,170,199 124,999 4.97 10.68 
2017 1,167,450 125,932 4.95 10.79 

 
隨著精神疾病負擔以及盛行率日益增加，心理健康促進與精神疾病預防及治療成

為公共衛生及臨床醫學相當重要的議題。過去研究發現指出，較差的健康結果與健康素

養（Health literacy，簡稱為 HL）有關，世界衛生組織也將健康素養視為諸多健康的社

會決定因子中最強的預測因子 (Kickbusch, Pelikan, Apfel, & Tsouros, 2013)。然而，過去

健康素養之相關研究多偏重於生理層面，心理健康與精神疾病相較之下是被忽略的層面 
(Jorm et al., 1997)，Jorm 等人(1997) 提出了心理健康素養的概念（Mental Health Literacy，
簡稱為 MHL），其目的為提升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辨識，以及專業精神醫療

協助的尋求。截至目前為止，心理健康素養的概念仍持續演進。Kutcher 與 Wei (2014)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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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心理健康素養相關研究後，以 Jorm (2012) 所提出的心理健康素養為基礎，進一步擴

充心理健康素養的定義，指出心理健康素養應涵蓋之四個面向：1) 認識如何獲得及維

持良好心理健康；2) 認識精神疾病及其治療；3) 去除精神疾病污名；4) 增強尋求協助

的效能（知道尋求協助的時機與地點，並發展出能夠促進個人心理健康照護和自我管理

的能力），然而，此定義卻未詳細指出不同面向應具備之內涵。 
提升心理健康素養將有助於促進個人之心理健康與精神疾病辨識能力，並降低對

於精神疾病的污名，以提升尋求精神醫療專業協助的意願，達到精神疾病公共衛生三級

預防，進而減輕精神疾病之疾病負擔。然而，從過去研究可發現，儘管健康專業人員於

推動精神疾病三段五級預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仍為壓力、倦怠、憂鬱、自殺

等心理健康問題的高風險族群 (Galán, Sanmartín, Polo, & Giner, 2011; Rotenstein et al., 
2016)，且由於諸多的因素（例如：擔心影響職涯發展、違反職業操守、精神疾病污名

等）使其尋求精神醫療專業協助的比率相當低 (Elliot, Tan, & Norris, 2010; Rotenstein et 
al., 2016)。此外，健康專業人員對於某些精神疾病的辨識能力仍為不足 (Bor, 2015; Glick, 
2004)，將影響精神疾病患者是否能夠接受適當的治療；部分的健康專業人員甚至對精

神疾病患者具有負向的態度，不僅影響其提供之醫療照護品質 (Carter, Satcher, & 
Coelho, 2013; Happell, 2008; Poreddi, Thimmaiah, Chandra, & BadaMath, 2015)，還會影響

精神疾病患者的求助意願 (Oliver, Pearson, Coe, & Gunnell, 2005) 以及病情康復 
(Horsfall, Cleary, & Hunt, 2010)。整體而言，健康專業人員本身的心理健康素養，不僅會

影響自身的身心健康狀況，亦會影響到其所提供之健康照護品質，進而影響到病人的身

心狀況，因此提升健康專業人員之心理健康素養有其必要性。 
量表式的評量工具可以將心理健康素養評量的結果量化，方便做為評量的指標，

了解個人的心理健康素養程度。此外，此類評量工具實行上耗時較短，更適合大規模的

調查。關於國內的心理健康素養量表式的量工具的發展，本研究計畫首先以「心理健康

素養」為關鍵字，搜尋國內之中文期刊以及碩博士論文發現，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僅有

兩篇碩士論文翻譯國外之心理健康素養問卷進行調查，研究對象分別為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病童照顧者（張淑敏，2013）以及社區志工（陳怡伶，2013），其中僅張淑敏（2013）
之研究為使用量表式之評量工具 (Davis et al., 2008)。然而，該評量工具並非依據上述

回顧之心理健康素養定義，因此並未完整涵蓋心理健康素養定義中的四個面向。臺灣的

心理健康素養研究仍屬萌芽階段，缺乏使用完整心理健康素養概念所進行的調查研究。

未來心理健康素養調查研究工具可參考國外心理健康素養問卷的概念架構與題目，發展

本土化的心理健康素養測量工具，進而實施全國性或針對特殊族群的心理健康素養調查

（陳怡伶，2013）。 
關於國外心理健康素養問卷的發展現況，本研究計畫根據Kutcher與Wei (2014) 擴

充之心理健康素養定義，彙整國外心理健康素養問卷並檢核各評量工具涵蓋之心理健康

素養面向、研究對象、題數與回應方式，以及心理計量特徵，摘要表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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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心理健康素養相關之量表式評量工具摘要表 
作者 (年代) 評量工具 心理健康素養面向 研究對象 題數/回應方式 心理計量特徵 
O’Connor & 
Casey (2015)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ale 
(MHLS)，量表為依據 Jorm (2000) 所
提出之心理健康素養定義，主要測量精

神疾病的辨識、心理健康風險因子與疾

病成因的知識，以及自我協助的知識與

信念、專業協助的知識與信念、促進疾

病辨識與尋求協助的態度、如何尋找心

理健康相關資訊的知識。 

面向二、面向四 澳洲一般民眾

(n=372)、心理健

康專業人員
(n=43) 

共 35 題，採

Likert 四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 0.873)、再測信

度、建構效度、內

容效度 

Jung, von 
Sternberg, 
Davis (2016)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ale 
(MHLS)，量表依據 Jorm (1997) 所提

出之心理健康素養定義，主要測量疾病

的辨識、對於治療的態度與求助的自我

效能。  

面向二、面向四 美國德州當地的

公宅人員(n=211) 
共 26 題，採

Likert 六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
(KR-20 coefficient = 
0.83)、已知團體效

度、聚斂效度 

Bjørnsen et al. 
(2017) 

Instrument measuring mental 
health-promoting knowledge 
(MHPK)，該量表根據基礎心理需求理

論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 
BPNT) 所發展，主要測量三種基礎心

理需求：能力感、自主性、歸屬感。 

面向一 挪威高中生

(n=1888)、護理系

學生(n=44) 

共 10 題，採

Likert 六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 
(ω = 0.84)、再測信

度、已知團體效

度。 

Campbell-Sills  
& Stein (2007) 

Revise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本量表根據

Luthar、Cicchetti 與 Becker (2000) 提出

之復原力定義所發展，測量正向調適壓

力或創傷的效能。 

面向一 
 
 

美國大學生
(n=1743) 

共 10 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 0.85)、建構效度 

 
表 2 心理健康素養相關之量表式評量工具摘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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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評量工具 心理健康素養面向 研究對象 題數/回應方式 心理計量特徵 

Wang et al. 
(2013)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MHKQ)，本量表並無

明確表示根據何心理健康素養定義發

展，主要測量一些基本的心理健康相

關知識，例如:疾病成因與精神疾病康

復的信念。 

面向二、面向三 中國上海之一

般民眾(n=1953) 
共 20 題，採二元

之回答方式 
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 0.69)。 

Vogt et al. 
(2014) 

Endorsed and Anticipated Stigma 
Inventory (EASI)，本量表主要測量對

於精神疾病的污名信念，以及對於精

神疾病治療以及尋求協助的信念。  

面向三、面向四 美國退役軍人
(n=702) 

共 40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 0.84-0.93)、聚

斂效度、區辨效度 

Song et al. 
(2005) 

Community Attitudes toward Mental 
Illness (CAMI)，本量表為翻譯至

Taylor、Dear 與 Hall (1979) 所發展之
Community Attitudes towards the 
Mentally Illness (CAMI) 量表，其主要

測量社區民眾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態

度。 

面向三 台灣社區民眾
(n=1203) 

共 42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 0.43-0.63) 

Kassam et al. 
(2012) 

Open Minds Stigma Scale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 (OMS-HC)，本量表為

根據 Thornicroft (2006) 提出之污名

三角模式 (Tri-partite model)，主要測

量對於精神病患的態度以及對於本身

罹患精神疾病的態度。 

面向三 加拿大健康專

業人員以及實

習生(n=787) 

共 20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 0.82)、再測信

度、建構效度 

 
  



6 

 

表 2 心理健康素養相關之量表式評量工具摘要表（續） 
作者 (年代) 評量工具 心理健康素養面向 研究對象 題數/回應方式 心理計量特徵 
Gabbidon et 
al. (2013) 

Mental Illness: Clinicians’ Attitudes 
Scale (MICA)，本量表為測量健康專

業人員及學生對於精神疾病的態度。 

面向三 英國之護理系

大學生(n=191) 
共 16題，採 Likert 
六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α= 
0.72)、聚斂效度、

表面效度 
Corrigan et al. 
(2003) 

Attribution Questionnaire (AQ)，本

量表為根據 Corrigan, Markowitz、
Watson、Rowan 與 Kubiak (2003)提出

之公眾歧視的歸因模式 (Attribution 
model of public discrimination) 所發

展，主要測量對於精神疾病的情緒反

應。 

面向三 美國之社區大

學生(n=518) 
共 36 題，採二元

之回答方式（非

常同意、非常不

同意） 

內部一致性信度(α= 
0.62) 

Fischer & 
Turner (1970) 

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Scale 
(ATSPPH)，本量表為測量尋求心理

健康服務之態度。  

面向四 美國一般學生
(n=960) 

共 29題，採 Likert
四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α 
= 0.85 與 0.86）、再

測信度 

Mackenzie et 
al. (2004) 

The Inventory of 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ASMHS)，本量表根據 Ajzen (1985) 
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所發展，主要

測量尋求心理健康服務的傾向。 

面向四 加拿大的一般

民眾(n=208) 
共 24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 

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 0.87)、再測信

度、效標關聯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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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 2 可得知，雖然國外已有發展出量表式的心理健康素養評量工具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ale, MHLS) (Jung, Sternberg, & Davis, 2016; O’Connor & Casey, 2015)，
但其所涵蓋之心理健康素養面向僅包含面向二（精神疾病與治療的認識），以及面向四

（增強尋求協助的效能），缺乏涵蓋完整的四個面向，而其他評量工具除了 MHKQ 以及

EASI 測量兩項心理健康素養之面向（前者包含面向二、三，後者包含面向三、四），其

餘皆僅涵蓋單一面向之心理健康素養。此外，上述心理健康素養相關之量表式評量工具

的研究對象包含一般大眾、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或相關領域學生、公宅人員、一般學生、

退役軍人患者，其中多為針對一般民眾或學生，僅兩篇研究為主要針對健康專業人員或

相關領域學生，但此兩篇研究之量表僅涵蓋心理健康素養之第三面向。量表題數部分，

介於 10 至 42 題之間，且多採 Likert 五點量表的回應方式。心理計量特徵方面，多數研

究皆有檢驗評量工具之信度與效度，例如：內部一致性信度、再測信度、建構效度、效

標關聯效度，其中部分研究僅檢驗內部一致性信度。 
綜觀上述文獻回顧，為了解健康專業人員與相關領域學生的心理健康素養現況以

及相關介入後的改變，需有合適的評量工具，透過以心理健康素養定義所發展之量表式

問卷，能夠將心理健康素養評量的結果量化，進而了解個人的心理健康素養程度。然而，

現今許多用來評估心理健康素養的評量工具多針對一般大眾與學生，缺乏健康專業人員

相關研究，且未充分地涵蓋心理健康素養的完整構成要素 (Kutcher, Wei, & Coniglio, 
2016)，因此本研究將依據文獻回顧之結果，發展心理健康素養內涵之操作型定義，進

而以國內醫學系及公共衛生學類科系等健康專業領域之學生作為受試對象，發展「健康

專業族群心理健康素養量表」，並透過信、效度相關之檢定檢驗該量表的心理計量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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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一年期計畫為原來所提多年期計畫的第一部份：心理健康素養概念與工具的發

展與建構，研究目的如下：  
一、回顧國內外文獻中關於心理健康素養概念的演進，建立心理健康素養的操作型定

義。 
二、依據心理健康素養的操作型定義，收集國內外心理健康素養相關概念之測量工具，

並建構出評估心理健康素養之研究工具。 
三、以一小部分樣本進行預試 (pilot study) ，並檢視施測流程之妥適性。 
四、建立醫學系、公共衛生學類科系關於評估心理健康素養測量工具心理計量特徵的研

究樣本，評估上述量表之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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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發展健康專業族群之心理健康素養量表，依據此目的及參考國內外心理

健康素養量表發展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擬定本研究架構。本章內容共分為三節，依序為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內設有醫學系或公共衛生學類科系之公、私立大學的日間部三年級以上

學生為研究對象，為求研究工具合乎嚴謹性，採取預試、正式施測等兩階段收案。 
根據過去研究發現網路問卷與傳統問卷所得到的資料具有相同的心理計量特徵，且

兩種方法在差異試題功能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DIF) 所檢驗的主要效果無顯著

差異，代表無論何種調查方式，其問卷試題作答的形態是相同的，因而建議可使用網路

問卷來取代紙本問卷，或者是兩者並行（余民寧、李仁豪，2008；游森期、余民寧，2006; 
Hohwü et al., 2013）。因此，本研究於正式施測時，除了紙本問卷施測外，同時採取網

路問卷進行施測。本研究通過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編號：NTNUREC- 201708HS006），
審查內容包含參與者風險評估、招募研究參與者方式、免除參與者知情同意書、研究參

與者照護及隱私保護、研究問卷等。以下分別說明兩階段樣本的取樣結果： 
 

一、預試樣本 
本研究預試的目的為了解研究對象對於本問卷題目的清楚度與困難度的回饋，以作

為問卷修正之參考。預試採立意取樣之方式，選取北部某大學之醫學系及北部某大學之

公共衛生學類科系大學三年級以上學生作為預試樣本。此階段共發出 35 份問卷，刪除

資格不符及填答狀況明顯不良的問卷後，有效問卷共計 33 份（醫學系學生 23 名，公衛

系學生 10 名），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1%。本研究社會人口學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年級）、宗教信仰、家庭月收入。（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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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預試樣本社會人口學變項 

變項 

健康專業學生 
（n=33） 

醫學系學生 
（n=23） 

公衛系學生 
（n=10） 

個數(%) / 
平均數(SD) 

個數(%) / 
平均數(SD) 

個數(%) / 
平均數(SD) 

性別    
男 19 (57.6%) 14 (60.9%) 5 (50%) 
女 14 (42.4%) 9 (39.1%) 5 (50%) 

年齡（年） 23.24 (1.70) 23.78 (1.73) 22.00 (0.67) 
教育程度（年級）    

大三 9 (27.3%) 4 (17.4%) 5 (50.0%) 
大四 9 (27.3%) 4 (17.4%) 5 (50.0%) 
大五 9 (27.3%) 9 (39.1%) 0 (0.0%) 
大六 3 (9.1%) 3 (13.0%) 0 (0.0%) 
大七 3 (9.1%) 3 (13.0%) 0 (0.0%) 

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 12 (36.4%) 9 (39.1%) 3 (30.0) 
基督教、天主教 5 (15.2%) 2 (8.7%) 3 (30.0%) 
一貫道、回教及其它 1 (3.0%) 0 (0.0%) 1 (3.0%) 
無 15 (45.5%) 12 (52.2%) 3 (30.0%) 

家庭月收入    
5 萬元(含)以下 6 (18.2%) 4 (17.4%) 2 (20.0%) 
5 萬元以上，10 萬元(含)以下 13 (39.4%) 9(39.1%) 4 (40.0%) 
10 萬元以上，20 萬元(含)以下 10 (30.3%) 6 (26.1%) 4 (40.0%) 
20 萬元以上，30 萬元(含)以下 0 (0.0%) 0 (0.0%) 0 (0.0%) 
30 萬元以上 2 (6.1%) 2 (8.7%) 0 (0.0%) 
不清楚 2 (6.1%) 2 (8.7%)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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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樣本 
經過聯繫全國具有醫學系及公共衛生學類科系的大學後，共計有 11 間大學願

意參與此研究，最終有效問卷共計 1294 份（醫學系學生 970 名，公衛系學生 324
名），社會人口學變項分布狀況如表 4 所示。 

整體而言，男性的分佈 (55.8%) 多於女性 (44.2%)；整體平均年齡為 22.79
歲 (SD=1.48)；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三年級 (40.9%) 及四年級 (41.0%) 的學

生佔多數，其餘年級的比例依序為六年級 (9.5%)、五年級 (6.1%)、七年級(2.5%)；
在宗教信仰方面，以無宗教信仰的比例最高 (51.5%)，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 
(36.2%) 次之，其餘宗教信仰的比例分別為基督教、天主教 (9.6%)、一貫道、回

教及其它宗教 (2.4%)；家庭月收入方面，以 10 萬以上，20 萬元（含）以下在分

佈上比例最高 (27.1%)，而 20 萬元以上，30 萬元（含）以下之比例最少 (7.1%)，
各家庭月收入等級的比例分別為 5 萬元(含)以下 (9.4%)，5 萬元以上，10 萬元（含）

以下 (23.9%) 及 30 萬元以上 (7.4%)。此外，本研究中有將近 1/4 的受試者不了

解家庭收入為何，填答不清楚的比例達 24.9%。 
若以學系來作區分，醫學系學生之性別比例為男性（612 人，63.1%）多於女

性（358 人，6.9%），公衛系學生之性別比例則為女性（214 人，66%）多於男性

（110 人，34%）；宗教信仰之比例上，兩系皆以無宗教信仰之學生佔多數，分別

為 469 人 (51.2%) 與 170 人 (52.8%)，相較醫學系學生 (8%)，公衛系學生基督教、

天主教之比例較高 (14.6%)；家庭月收入方面，醫學系之家庭月收入 30 萬元以上 
(8.8%)、20 萬元以上，30 萬元（含）以下 (7.6%)、10 萬元以上，20 萬元（含）

以下 (27.5%) 的學生比例，皆較公衛系學生高（30 萬元以上 3.4%、20 萬元以上，

30 萬元（含）以下 5.6%、10 萬元以上，20 萬元（含）以下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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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正式樣本社會人口學變項 

變項 

健康專業學生 
（n=1294） 

醫學系學生 
（n=970） 

公衛系學生 
（n=324） 

個數(%) / 
平均數(SD) 

個數(%) / 
平均數(SD) 

個數(%) / 
平均數(SD) 

性別    
男 722 (55.8%) 612 (63.1%) 110 (34%) 
女 572 (44.2%) 358 (36.9%) 214 (66%) 

年齡（年） 22.79 (1.48) 23 (1.53) 22.00 (1.21) 
教育程度（年級）    

大三 529 (40.9%) 378 (39.0%) 151 (46.6%) 
大四 531 (41.0%) 370 (38.1%) 161 (49.7%) 
大五 79 (6.1%) 67 (6.9%) 12 (3.7%) 
大六 123 (9.5%) 123 (12.7%) 0 (0.0%) 
大七 32 (2.5%) 32 (3.3%) 0 (0.0%) 

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 469 (36.2%) 371 (38.3%) 98 (30.4) 
基督教、天主教 124 (9.6%) 77 (8.0%) 47 (14.6%) 
一貫道、回教及其它 31 (2.4%) 24 (2.5%) 7 (2.2%) 
無 666 (51.5%) 496 (51.2%) 170 (52.8%) 

家庭月收入    
5 萬元(含)以下 122 (9.4%) 88 (9.1%) 34 (10.5%) 
5 萬元以上，10 萬元(含)以下 309 (23.9%) 211(21.8%) 98 (30.2%) 
10 萬元以上，20 萬元(含)以下 351 (27.1%) 266 (27.5%) 85 (26.2%) 
20 萬元以上，30 萬元(含)以下 92 (7.1%) 74 (7.6%) 18 (5.6%) 
30 萬元以上 96 (7.4%) 85 (8.8%) 11 (3.4%) 
不清楚 322 (24.9%) 244 (25.2%) 78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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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一、心理健康素養量表 

本研究參考了國內、外量表發展相關之理論 (DeVellis, 2016)，擬定量表編製的步

驟，內容包括：蒐集量表相關文獻、取得量表授權、問卷翻譯與校正、編製量表題項、

專家內容效度檢驗、問卷預試、修改預試問卷、正式問卷施測、檢驗信度與效度（如圖

1 所示）。 
 

 
圖 1 量表發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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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蒐集量表相關文獻 
研究者回顧國內外心理健康素養相關定義的演進，進行心理健康素養概念之建構並

依照 Kutcher 與 Wei (2014) 所提出的心理健康素養四大面向：1) 認識如何獲得及維持

良好心理健康；2) 認識精神疾病及其治療；3) 去除精神疾病污名；4) 增強尋求協助的

效能，參考國內、外文獻建立各面向具體的操作型定義（詳見表 5）。 
根據文獻回顧，基礎心理需求理論以及復原力的概念，有助於正向心理健康的促進，

因此第一個面向包含基礎心理需求理論中的能力感、自主性、歸屬感 (Deci & 
Vansteenkiste, 2004)，以及復原力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由於過去研究指出

疾病的辨識、成因歸因的信念，以及對於治療的信念會影響到後續所採取的治療方式 
(Jorm, 2000)，因此第二個面向包含疾病辨識與成因歸因，以及對於治療的信念(Jorm, 
2000)；第三個面向則包含過去研究有指出之污名相關態度，例如：對於精神疾病患者

的刻板印象、對於精神疾病患者能夠復原的信念、對於精神疾病患者是危險的信念，以

及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情緒反應 (Angermeyer, Holzinger, & Matschinger, 2010; Link & 
Cullen, 1986; Mueser et al., 2002)。 

關於第四個面向，過去探討尋求協助行為之相關研究理論，指出影響求助行為的因

素除了對於表現出該健康行為的自我效能外，還包含對於行為的態度 (Ajzen, 1991)，因

此，第四個面向除了包含原先 Kutcher 與 Wei (2014) 對於尋求協助效能的定義外，還納

入了影響尋求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求助行為意願的態度 (Jor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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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心理健康素養量表各面向之操作型定義 
心理健康素養面向 操作型定義 研究 
了解如何獲得並維持正向的

心理健康 
 

能力感：個體對於環境的控制上，能感到有效性與精熟感。 (Deci & Vansteenkiste, 2004) 

自主性：行為出於自由的意志或自己的興趣與價值觀。 (Deci & Vansteenkiste, 2004) 

歸屬感：想和其他人互動、連結並照顧他人的渴望。 (Deci & Vansteenkiste, 2004) 

復原力：面臨壓力或創傷時能夠正向調適。 (Luthar et al., 2000) 
了解精神疾病及其治療方式  正確辨識精神疾病特徵（特定疾病或疾病種類）的能力。 (Jorm, 2000) 

精神疾病風險險因子與成因的知識與信念。 (Jorm, 2000) 
對於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執行之治療的信念。 (Jorm, 2000) 

降低精神疾病相關的污名  
 

個體對於社會不接受精神疾病患者的信念。 (Link & Cullen, 1986) 
個體對於精神疾病患者能夠復原的信念。 (Mueser et al., 2002) 
個體對於精神疾病患者是危險的信念。 (Link & Cullen, 1986)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三種情緒反應（恐懼、憤怒、親社會的反應）。 (Angermeyer et al., 2010) 

提升尋求協助的效能  知道何時、何處尋求協助，發展促進個人心理健康照護與自我管理的能力。 (Kutcher & Wei, 2014) 
影響尋求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求助行為意願的態度。 (Jor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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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得量表授權 
根據操作型定義，本研究團隊蒐集 2000 至 2017 年測量心理健康素養各面向之量

表文獻（詳見表 6），接著透過電子郵件聯繫各研究之通訊作者，取得完整的量表題

目以及翻譯使用的授權。 
 

表 6 量表參考之文獻表 
心理健康素養面向 參考文獻 
了解如何獲得並維持正向的心理健康 Bjørnsen, Ringdal, Espnes, and Moksnes 

(2017); Campbell‐Sills and Stein (2007) 
了解精神疾病及其治療方式 O’Connor and Casey (2015); Jung et al. 

(2016); Wang et al. (2013) 
降低精神疾病相關的污名 Wang et al. (2013); Song, Chang, Shih, Lin, 

and Yang (2005); Corrigan et al. (2005); 
Kassam, Papish, Modgill, and Patten (2012); 
Vogt et al. (2014) 

提升尋求協助的效能 O’Connor and Casey (2015); Jung et al. 
(2016);Fischer and Turner (1970); 
Mackenzie, Knox, Gekoski, and Macaulay 
(2004) 

  
（三） 問卷翻譯與校正 

取得完整的英文問卷全文後，研究團隊進行問卷翻譯，再經由精神流行病學家、

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等專家校正及確認題目翻譯之正確性。 
 

（四） 編製量表題項 
將校正完畢之題目依據心理健康素養之四大面向進行分類，初步建立 94 題之題

庫，其中第一個面向的題目有 14 題；第二面向的題目有 23 題；第三面向的題目有

37 題；第四面向的題目有 20 題。 
 

（五） 專家內容效度檢驗 
於 2018 年 1 月進行專家焦點團體，邀請國內精神醫學、心理衛生、社會工作、

職能治療、精神護理、特殊教育等領域，對精神疾病污名及心理健康素養有研究的助

理教授（含）以上學者及臨床工作者，共計 8 位學者及 1 位臨床工作者與會。透過內

容效度指標（Content Validity Index，以下簡稱 CVI）的計分方式，進行量表之內容效

度評定，根據專家焦點會議達成的結論進一步建立預試量表。CVI 的計算指評定該題

為 3 分（含）以上之專家人數佔專家總數的比例，根據問卷內容的三個向度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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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切性；2) 重要性；3) 清晰度。內容適切性指每一題項是否適合作為研究主題之

項目；內容重要性指每一題項是否與研究題目相關，具有研究的重要意義；文字清晰

度指每一題項之文字敘述是否明確易懂。評分標準為 1 至 4 分，1 分：非常不同意（建

議刪除），2 分：不同意（需大幅修改，故不保留），3 分：大致同意（建議保留，但

需稍作修改），4 分：完全同意（需要保留，且無需修改）。量表內容重要性的 CVI
低於 0.8 之題目予以刪除，內容適切性及文字清晰度之 CVI 低於 0.8 的題目則依專家

意見修正 (Waltz, Strickland, & Lenz, 1991)。 
最後，從 97 題之題庫中保留了 44 題作為預試量表之題目，整份量表內容分成三

個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內容包括性別、生日、學校、學系、教育程度、宗教

信仰及家庭月收入；第二部分為過去經驗，內容包括與精神疾病患者的接觸經驗、與

精神疾病患者的社會距離；第三部分為心理健康素養之預試量表，其中第一個面向的

題目有 10 題；第二面向的題目有 11 題；第三面向的題目有 12 題；第四面向的題目

有 11 題，選項皆為 Likert 式五點量尺。 
 

（六） 預試問卷施測 
於 2018 年 3 月進行預試問卷的施測，施測內容包含預試問卷之試填，以及針對

問卷指導語、問卷題目敘述之長度、清楚度，以及閱讀的困難度進行回饋。後續本研

究則依據預試受試者所提出之意見，修正並潤飾題目或選項。 
 

（七） 預試問卷修改 
除了根據受試者在填答過程的書面回饋，進行量表題目或選項文字敘述上的修正

與潤飾外，也針對預試結果進行初步之描述性統計項目分析，以剔除表現不佳之題目。

經項目分析後，第一面向刪除了 2 題不符合項目分析檢驗標準之題目，此外，由於多

數第一面向題目之平均值偏高，為了改善此問題，因而再新增 7 題心理健康相關之題

目 (Bjørnsen et al., 2017; Campbell‐Sills &  Stein, 2007)，最終建立 49 題之正式的心理

健康素養量表，其中第一個面向的題目有 15 題；第二面向的題目有 11 題；第三面向

的題目有 12 題；第四面向的題目有 11 題。 
 

（八） 正式問卷施測 
於 2018 年 4 月至 6 月透過紙本問卷以及網路問卷方式施測，紙本問卷實施方式

為研究團隊至北部大學醫學系及公共衛生學系大三以上有意願參與本研究的班級，針

對班級同學說明研究內容及施測程序，得到知情同意願意參與本研究的同學始發放問

卷填寫，整體施測時間約為 5~10 分鐘。網路問卷部分則針對尚未接受紙本問卷施測

之全國各大學的醫學系及公共衛生學系，聯繫該學校的系所辦公室，協助轉發網路問

卷並邀請填答完成，正式問卷施測回收後，關於問卷品質的控管分為兩階段，第一階

段為研究團隊成員間針對同一份問卷進行兩次資料鍵入 (double key-in) 以避免人為



18 

 

資料輸入的錯誤；第二階段則透過人為以及電腦程式之方式進行檢誤，並排除了 37
份資格不符或填答狀況明顯不良的問卷，例如：全部或絕大多數的題目皆以同一程度

之分數回答，或回答內容與其中一樣本完全一致，最終有效問卷共收 1294 份（紙本

問卷 1187 份、網路問卷 107 份）。 
 

（九） 檢驗信度與效度 
正式問卷資料採取之信效度檢驗步驟如下，首先進行因素分析確認本量表的因

素結構，並檢驗各因素結構下題目的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Cronbach’s α)。最後進行效度檢驗，本研究以因素效度 (factorial validity)、聚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及已知團體效度 (known group validity) 作為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的指標，此外，以同時效度 (concurrent validity) 作為效標關聯效

度 (criterion validity)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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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熟悉程度量表 (Level of Familiarity Questionnaire) 
本熟悉程度量表為 Corrigan 等人 (2005) 修正適用於青少年之版本，本量表有 9

種不同程度之與精神疾病患者的接觸經驗，其計分方式為：0 分為沒有接觸經驗，1~8
分視為曾有接觸經驗，若勾選兩個選項以上（含），則取較高的得分，以下為量表中

之九種程度： 
1. 我本身患有精神病（8 分）。 
2. 有精神病患與我同住（7 分）。 
3. 我經常接觸的親戚中，有人患有精神病（6 分）。 
4. 我有家人的工作是提供服務給精神病患（5 分）。 
5. 認識的朋友中，患有精神病（4 分）。 
6. 我讀過的班級中，曾有同學患有精神病（3 分）。 
7. 我偶爾會遇見精神病患（2 分）。 
8. 在報章雜誌或電視影片中看過真實精神病患的描述（1 分）。 
9. 我從未見過精神病患（0 分）。 
 
三、社會距離量表 (Social Distance Questionnaire) 

社會距離係指個人對於與精神疾病患者保持距離的渴望程度 (Link, Phelan, 
Bresnahan, Stueve, & Pescosolido, 1999)，過去研究中常以此量表作為污名的行為意向

(Thornicroft, Rose, Kassam, & Sartorius, 2007)，此份社會距離量表為 Link 等人 (1999) 
所發表，其計分方式原採 Likert 四點量表，為求整體量表回應格式的統一，因而改為

五點量表（1 分：非常同意，5 分：非常不同意），量表總分越高代表受試者對於精神

疾病患者之社會距離渴望程度越高，詳細的題目敘述如下： 
1. 我願意與精神疾病患者一起居住。 
2. 我願意讓精神疾病患者與我的家人結婚。 
3. 我願意和精神疾病患者成為朋友。 
4. 我願意和精神疾病患者一起共事（工作、打工等）。 
5. 我願意介紹工作給精神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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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向心理健康量表 (Positive Mental Health Scale) 
本研究採用 Lukat、Margraf、Lutz、van der Veld 及 Becker (2016) 正向心理健康

量表 (Positive Mental Health Scale, PMH-Scale) 之五題修正式的版本，由於為求整體

量表回應格式的統一，因此改為 Likert 五點量表的計分方式（1 分：非常不同意，5
分：非常同意），量表分數越高代表受試者認為自己的心理越健康，詳細之題目敘述

如下： 
1. 我經常感到輕鬆愉快而且心情很好。 
2. 整體來說，我對我的生活感到滿意。 
3. 一般來說，我是個有自信心的人。 
4. 我是一個心平氣和且個性冷靜的人。 
5. 我覺得我具備處理生活及其困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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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問卷回收後，便進行問卷編碼、資料鍵入、無效問卷篩選，並以 SPSS for windows 

23.0 版針對有效問卷進行項目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檢驗、建構效度檢驗（探索性因

素分析檢驗、聚斂效度、已知團體效度）以及同時效度檢驗；以 AMOS 21 版進行建

構效度檢驗（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過程中所使用之統計方法分述如下： 
一、 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可分為質性與量性的分析，前者為使用非計量的方式（例如：專家評

量、內容效度評估）評估項目的內容與形式之適切性，後者則使用各種計量模型與統

計方法來檢驗量表題目的優劣。預試量表之量性項目分析涵蓋描述性統計檢測，正式

量表則涵蓋描述性統計檢測、遺漏值檢驗、極端組比較。 
描述性統計檢測所檢驗之統計指標包括平均數、標準差、偏態係數，依據項目

分析選擇題目的建議 (Lamping et al., 2002)，將具有平均數趨於極端（例如：平均數

大於 4.5）、標準差過小（例如：標準差小於 0.66）、偏態係數過大（例如：偏態係數

之絕對值大於 1）之題目剔除；遺漏值檢驗為偵測具有漏答傾向的題目，若漏答樣本

達到一定比例以上時，將其視為必須重新編修的題目，本研究遺漏值之標準訂為 5% 
(Lamping et al., 2002)，若該題之遺漏值高於 5%，則刪除該題；極端組比較以上、下

各 27 %為標準分成高、低分組（分別為 350 人與 358 人），進行決斷值 (critical ratio, 
CR) 的獨立樣本 t 檢定，未達 0.01 顯著水準之試題代表其對於高低分組之鑑別度不

足，故予以刪除。 
 

二、 內部一致性信度檢驗 
內部一致性信度為檢驗測量同一潛在構念之題目之間的相關，以推估出題目與

潛在構念之間的關聯性 (DeVellis, 2016)。本研究將檢驗整體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

並依照本量表因素分析結果所確立之因素結構，檢驗各因素結構之內部一致性。由於

全量表皆採 Likert 五點量表方式計分，故採 Cronbach’s α 係數之方式檢驗。此外，相

關學者建議 α 係數低於 0.60 為不能接受；介於 0.60 至 0.65 為不理想；介於 0.65 至

0.70 為最低程度的可接受範圍；介於 0.70 至 0.80 為可接受；介於 0.80 至 0.90 為非常

好；如果高於 0.90 則可能有題目冗餘的疑慮，應考慮縮短量表，故 Cronbach’s α 係數

介於 0.80 至 0.90 較為理想 (DeVelli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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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構效度檢驗 
（一） 因素效度 

因素效度為檢驗一個量表其背後之因素結構的有效性，量表的因素效度可作為建

構效度的部分證據 (Cohen, Swerdlik, & Phillips, 2005)。本研究將研究參與者 (n=1294) 
隨機分半，首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檢驗評量工

具的因素架構 (n=647)，再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檢
驗因素架構適配度 (fit indices) (n=647)，以下針對兩階段之因素分析步驟進行說明： 

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前，會先以 KMO 量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檢驗資料是否適

合進行因素分析。KMO 量數低於 0.5 為無法接受 (unacceptable)；介於 0.5 至 0.6 之

間為不太適用 (miserable)；介於 0.6 至 0.7 之間為平庸的 (mediocre)；介於 0.7 至 0.8
之間為中度的 (middling)；介於 0.8 至 0.9 之間為良好的 (meritorious)；高於 0.9 為極

佳的 (marvelous) (Kaiser, 1974)，若 KMO 量數越大，Bartlett 球型檢定達顯著，則表

示該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軸分析法 (principal 
axis factor analysis)，搭配直接斜交轉軸法 (direct oblique rotations) 進行因素抽取，設

定選取特徵值 (eigenvalue) 大於 1 的因素個數，並輔以陡坡圖 (scree plot) 決定因素

結構。依據過去研究建議，設定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 標準值為 0.4 (Comrey & 
Lee, 2013)，此外，若該題目於兩個因素以上（含）之因素負荷量高於 0.4，則予以刪

除。 
驗證性因素分析所使用之因素結構適配度指標包括絕對適配指標 (absolute fit 

indices) 以及增值適配指標 (incremental fit indices)，以下針對其適配度標準進行說

明。 
1. 絕對適配指標 

a. 卡方值 (chi square, 𝜒2)：當𝜒2值未達顯著 (p>0.05) 時，表示研究假設模型

與實際資料適配。 
b. 卡方自由度比 (𝜒2/df )：卡方自由度比大於 5 時表示模式需要修正，介於 1

與 3 之間則表示模型適配度高。 
c. 適配度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GFI 數值介於 0 至 1 之間，其數值若

大於 0.90 則表示模型適配度高。 
d. 近似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一種不需

要虛無假設模式的絕對指標。RMSEA 數值越小，表示模型適配度越佳，數

值大於 0.10 表示模型適配度不理想 (poor fit)，數值介於 0.08 至 0.10 間模型

適配度尚可 (mediocre fit)，數值介於 0.05 至 0.08 間表示模型適配度合理 
(reasonable fit)，若數值小於 0.05 表示模型適配非常良好 (good fit)。 

e. 標準化殘差均方和平方根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SRMR 數值介於 0 至 1 之間，其數值若小於 0.05 則表示模型適配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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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值適配指標 
a. 比較適配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反應假設模型與無任何共變關係

的獨立模型差異程度的量數，CFI 值越接近 1，表示模型適配度越高，CFI
值大於 0.90 表示模型具有良好的適配度。 

b. 非規準適配指標 (Tucker-Lewis Index, TLI; Non-Normal Fit Index, NNFI)：反

應假設模型與一個觀察變項間沒有任何共變假設的獨立模型的差異程度，TLI
值越接近 1，表示模型適配度越高，TLI 值大於 0.90 表示模型具有良好的適

配度。 
倘若初始模型未達適配度標準，本研究根據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ices, MI) 

進行模型修正，MI 值過高代表兩個變項間具有共同影響來源，若 MI 值落在變項與

變項的殘差之間，代表兩變項不獨立。MI 值可提供模型釋放某一個變項時，卡方值

會下降多少的訊息，當模型經修正後卡方值下降則模型就會更加適配。基於模式精簡

原則，將擇一 MI 值最大的變項開始逐一刪除，並重新估計模型適配度，此過程會反

覆進行直到模型具備可接受之適配度時，即完成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確認 (model 
identification)。 

 
（二） 聚斂效度 

聚斂效度的檢驗為依據相同或不同方法測量相同構念，其所得分數之間應具有

顯著相關性的原理 (Cohen et al., 2005)，由於相關的研究指出心理健康素養越高則污

名的態度越低 (Jorm, 2012)，本研究將以皮爾森積差相關 (Pearson’s correlation)計算

受試者心理健康素養量表分數與社會距離量表分數之相關性，以檢驗量表之聚斂效

度。 
 

（三） 已知團體效度 
已知團體效度為檢驗測量得分是否可以有效區辨兩群在待測特質明顯不同的個

體 (DeVellis, 2016)。過去的研究顯示曾經有與精神疾病患者接觸之經驗者，心理健康

素養較高 (Deen & Bridges, 2011; Esterberg, Compton, Mcgee, Shim, & Hochman, 2008; 
Jorm, 2012)，本研究依照熟悉程度量表之結果將受試者分為精神疾病接觸經驗程度高

分組 (n=712)：熟悉程度量表分數介於 4 至 8 分，即為其朋友、家人，或本人患有精

神病；及低分組 (n=582)：熟悉程度量表分數介於 0 至 3 分，即為其偶爾接觸或僅在

大眾媒體上看過，甚至從未見過精神病患。本研究將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兩組受試

者的心理健康素養量表分數，以檢驗量表之已知團體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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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效標關聯效度檢驗 
（一） 同時效度 

效標關聯效度為以測驗分數和特定效標 (validity criterion) 之間的相關係數來

評估測量工具的有效性，若效標與量表施測同時測量，則稱為同時效標，以同時效標

所建立之效標關聯效度便稱為同時效度 (DeVellis, 2016)。過去研究發現指出心理健康

素養較高，則較知道如何維持心理健康，或更能意識到個人的心理健康問題並尋求專

業的協助，進而提升自身的心理健康 (Jorm, 2012)。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 
(Pearson’s correlation) 計算受試者心理健康素養量表分數與心理健康自評分數之相關

性，以檢驗量表之同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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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項目分析 

正式量表之項目分析涵蓋遺漏值檢驗、極端組比較與描述性統計檢測（包括平均

數、標準差、偏態係數）。由於所有題目之遺漏值皆小於 5%，顯示本量表題目無高比

例遺漏值，因此本研究中的遺漏值皆以該題之平均數取代。關於極端值比較，在 1294
個正式樣本當中，將全量表總分最高與最低的各 27%分為兩組極端組，進行決斷值 
(critical ratio, CR) 的獨立樣本 t 檢定，所有的題目皆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本量表題

目對於高低分兩組具有良好的鑑別度。最後，根據描述性統計檢測指標進行整體研判，

刪除了兩題平均數與偏態係數偏高的題目，最終保留了 47 題進行後續的因素分析。 
 

第二節 信度與效度檢驗 
一、因素效度 

因素分析適合性檢定結果顯示，KMO 量數為 0.85 (>0.60)，表示因素分析的適合

性良好 (Kaiser, 1974)，Bartlett 球型檢定的卡方值為 20726.561 (df = 1179)，達到統計

的顯著水準 (p<0.001)，顯示本研究樣本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

示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共有13個，輔以陡坡圖並細部檢驗各題目之因素負荷結果後，

發現五因素的架構最符合統計與理論上的適切性，且各題目的分布大致與理論架構相

符，因此選擇五因素的因素架構。項目分析所保留的 47 題中，經由探索性因素分析

進一步刪除 2 題落入非對應因素的題目，以及 12 題因素負荷量低於 0.4 的題目，最

終剩下 33 題。第一個因素有 13 題，內容與如何促進正向心理健康有關；第二個因素

有 5 題，內容涵蓋疾病辨識、病因歸因有關；第三個因素有 8 題，內容與精神疾病的

污名態度有關；第四個因素有 3 題，內容包含尋求心理健康專業協助的自我效能；第

五個因素有 4 題，內容為尋求心理健康專業協助的態度。因此，心理健康素養的五個

因素分別代表：1) 維持與促進心理健康；2) 疾病辨識與認識；3) 精神疾病去污名；

4) 求助效能；5) 求助態度。各題因素負荷之情形、共同性，以及各因素的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詳如表 7。 
根據探索式因素分析所得出的因素架構，本研究進一步透過驗證式因素分析檢

驗因素架構的適配性。在驗證式因素分析之初始結果中，絕對適配指標之 RMSEA = 
0.06，仍在合理的標準之內，然而，其餘絕對適配度指標 𝜒2= 2815.82 (p<0.001)、𝜒2/df = 
5.81、GFI = 0.87、SRMR = 0.06，以及增值適配指標之 CFI = 0.84、TLI=0.83 皆未合

乎標準。透過刪除模型中 MI 值過大的題目後（共 7 題），最終得到具備良好模型適

配度的 26 題五因素架構（圖 2）：絕對適配指標𝜒2/df =2.41 (< 3)、GFI=0.92 (> 0.90)、
RMSEA=0.047 (< 0.05)、SRMR=0.049 (< 0.05)，以及增值適配指標CFI = 0.92 (> 0.90)、
TLI=0.91 (> 0.90)皆合乎標準，所有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0.41 至 0.94 之間，最終模型適

配度檢定結果詳見表 8，26 題題目內容詳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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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摘要表 (n=647) 
題目 F1 F2 F3 F4 F5 共同性 
1. 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壓力。 0.76     0.55 
2. 能夠控制負面的想法。 0.67     0.44 
3. 根據個人意願做決定。 0.48     0.24 
4. 設定底線避免成為濫好人。 0.50     0.28 
5. 對個人的行為有所節制。 0.59     0.36 
6. 有心靈或宗教寄託。  0.42     0.19 
7. 對於所處的環境有歸屬感（例如：社區、職場、學校）。 0.63     0.41 
8. 無論個人成就或表現如何，都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 0.65     0.44 
9. 能夠針對外在變化做自我調適。 0.67     0.52 
10. 儘管遇到阻礙，還是能夠達成目標。 0.67     0.48 
11. 在壓力狀態下保持專注。 0.71     0.51 
12. 不容易因失敗而灰心。 0.76     0.60 
13. 能夠調適不愉快的感受。 0.73     0.57 
14. 如果某人極度擔心一些事情，且沒辦法控制自己擔心的想法，甚至出現一些身體的症狀，

例如：肌肉緊繃、容易疲累等，您覺得此人有多少可能性患有焦慮方面的疾病。  
0.51    

0.27 

15. 如果某人心情低落的情形持續兩週以上，對於一般活動失去興趣或愉悅感，並且出現食慾

和睡眠狀況改變的狀況，您覺得此人有多少可能性患有憂鬱方面的疾病。  
0.63    

0.39 

16. 如果某人出現需要更多藥物才能獲得相同藥效的狀況，您覺得此人有多少可能性患有藥物

依賴方面的疾病。  
0.59    

0.34 

17. 如果某人出現幻聽、幻覺、自言自語的狀況，您覺得此人有多少可能性患有思覺失調症方

面的疾病。  
0.63    

0.38 

18. 罹患精神疾病和腦部症狀有關，例如：腦部疾病或大腦內分泌失調。  0.44    0.27 
19. 我覺得精神疾病患者對社會是一種負擔。（反）   0.56   0.32 



48 

 

20. 我覺得患有精神疾病是一件令人羞恥的事。（反）   0.57   0.36 
21. 大部份精神疾病患者具有傷害他人的危險性。（反）   0.65   0.44 
22. 大部份精神疾病患者具有自傷的危險性。（反）   0.40   0.18 
23. 大部份精神疾病患者極可能對社會大眾構成威脅。（反）   0.68   0.47 
24. 我覺得精神疾病患者是無法預測的。（反）   0.45   0.21 
25. 我覺得精神疾病患者令人感到厭煩。（反）   0.69   0.47 
26. 我覺得精神疾病患者令人感到害怕。（反）   0.69   0.47 
27. 我知道哪裡可以獲得促進心理健康的服務。    -0.68  0.51 
28. 我知道哪裡可以獲得精神醫療的服務。    -0.86  0.74 
29. 我知道如何搜尋精神疾病相關資訊（例如：家醫科醫生、網路、朋友）。    -0.63  0.51 
30. 要改善精神疾病的問題，尋求精神醫療專業協助是首要的選擇。     -0.57 0.38 
31. 我信任可以提供精神醫療協助的專業機構。     -0.58 0.44 
32. 遇到情緒上的問題時，我會去尋求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協助。     -0.79 0.62 
33. 當情緒崩潰時，我會先想到尋求精神醫療專業人員的協助。     -0.77 0.58 
特徵值 6.16 3.44 2.38 1.65 1.21 

 註 1：F1（維持與促進心理健康）; F2（疾病辨識與認識）; F3（精神疾病去污名）; F4（求助效能）; F5（求助態度） 
註 2：Bartlett 球型檢定 (𝜒2= 20726.561, p < 0.001)；KMO =0.8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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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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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最終模型適配度檢核表 
種類 指標 標準 統計值 
絕對適配指標 𝜒2 未達顯著水準（p>0.05） 696.88 

(p < 0.001) 
𝜒2/df 大於 5 代表模型需修正 

介於 3 與 1 之間代表模型具簡約性 
2.41* 

GFI 大於 0.90 0.92* 
RMSEA 小於 0.08 表示合理，小於 0.05 表示良好 0.047* 
SRMR 小於 0.05 0.049* 

增值適配指標 CFI 大於 0.90 0.92* 
TLI 大於 0.90 0.92* 

註 1：*表示合乎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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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最終 26 題心理健康素養各分量表之題目對應表 
分量表 題目 
維持與促進心理

健康 
1. 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壓力。 
2. 根據個人意願做決定。 
3. 設定底線避免成為濫好人。 
4. 有心靈或宗教寄託。 
5. 無論個人成就或表現如何，都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 
6. 能夠針對外在變化做自我調適。 
7. 儘管遇到阻礙，還是能夠達成目標。 
8. 在壓力狀態下保持專注。 
9. 不容易因失敗而灰心。 
10. 能夠調適不愉快的感受。 

疾病辨識與認識 1. 如果某人極度擔心一些事情，且沒辦法控制自己擔心的想法，

甚至出現一些身體的症狀，例如：肌肉緊繃、容易疲累等，您

覺得此人有多少可能性患有焦慮方面的疾病。 
2. 如果某人心情低落的情形持續兩週以上，對於一般活動失去興

趣或愉悅感，並且出現食慾和睡眠狀況改變的狀況，您覺得此

人有多少可能性患有憂鬱方面的疾病。 
3. 如果某人出現需要更多藥物才能獲得相同藥效的狀況，您覺得

此人有多少可能性患有藥物依賴方面的疾病。 
4. 如果某人出現幻聽、幻覺、自言自語的狀況，您覺得此人有多

少可能性患有思覺失調症方面的疾病。 
精神疾病去污名 1. 我覺得患有精神疾病是一件令人羞恥的事。 

2. 大部份精神疾病患者具有傷害他人的危險性。 
3. 大部份精神疾病患者具有自傷的危險性。 
4. 大部份精神疾病患者極可能對社會大眾構成威脅。 
5. 我覺得精神疾病患者是無法預測的。 

求助效能 1. 我知道哪裡可以獲得促進心理健康的服務。 
2. 我知道哪裡可以獲得精神醫療的服務。 
3. 我知道如何搜尋精神疾病相關資訊（例如：家醫科醫生、網路、

朋友）。 
求助態度 1. 要改善精神疾病的問題，尋求精神醫療專業協助是首要的選

擇。 
2. 遇到情緒上的問題時，我會去尋求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協助。 
3. 當情緒崩潰時，我會先想到尋求精神醫療專業人員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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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一致性信度 
全量表 26 題之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α 係數為 0.81，五個面向所屬題目的信度

分別為 0.87、0.70、0.76、0.81、0.72。總結而言，總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 0.80 以

上，顯示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五個分量表的信度則介於可接受至良好之間 
(0.70-0.87)（詳見表 10）。 

 
表 10 心理健康素養量表及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 

面向 題數 面向內部一致性信度 全量表信度 
維持與促進心理健康 10 0.87 

0.81 

疾病辨識與認識 4 0.70 
精神疾病去污名 6 0.76 

求助效能 3 0.81 
求助態度 3 0.72 

 
 
三、聚斂效度與已知團體效度 

聚斂效度與已知團體效度的分析結果皆顯示本量表具備良好的建構效度。關於聚斂

效度，心理健康素養量表的分數與社會距離量表的分數具有顯著的負相關 (r = -0.26，p 
< 0.001)，代表心理健康素養越高的人，對於精神疾病患者之社會距離越低。 

關於已知團體效度，過去接觸精神疾病患者經驗程度較高者 (M = 101.19，SD = 9.11，
n = 712)，較接觸經驗程度較低者 (M = 100.01，SD = 9.03，n = 582)，具有較佳的心理

健康素養 (p < 0.05)。 
 

四、同時效度 
 同時效度分析結果顯示本量表具有效標關聯效度，心理健康素養量表的分數與心理

健康之自評分數呈顯著正相關 (r = 0.35，p < 0.001 )，此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一致，顯

示心理健康素養越高的人，其自身心理健康狀態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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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論 
本研究回顧國內外文獻心理健康素養相關的文獻，以了解心理健康素養之內涵，並

依據 Kutcher 與 Wei (2014) 所擴充之心理健康素養內涵，建立操作型定義。依循所建立

的操作型定義，收集國內外心理健康素養相關概念之評量工具，建構中文版「健康專業

族群心理健康素養量表」，建構過程中邀請國內精神醫學、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職能

治療、精神護理、特殊教育等領域，對精神疾病污名及心理健康素養有研究的助理教授

（含）以上學者及臨床工作者，確立量表的內容效度。本研究結果顯示此 29 題之量表

為五因素架構，分別為維持與促進心理健康、疾病辨識與認識、精神疾病去污名、求助

效能、求助態度。整體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五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則介於可接受至良好之間。研究結果亦支持本量表具備聚斂效度、已知團體效度以及同

時效度。 
本研究發現與過去西方研究結果一致，顯示過去具有精神疾病患者接觸經驗程度較

高者的心理健康素養越高 (Deen & Bridges, 2011; Esterberg et al., 2008; Jorm, 2012; Jung 
et al., 2016; O’Connor & Casey, 2015)；心理健康素養越高者，其自身心理健康狀態越好 
(Jorm, 2012) 以及對於精神疾病患者之社會距離越低 (Jorm, 2012; Jung et al., 2016)。值

得注意的是，以上過去西方研究的研究對象皆為一般社區之民眾，因此關於心理健康素

養與接觸經驗的正相關性，是否具有跨族群以及跨文化性仍有待未來研究探討。此外，

本研究結果與過去西方研究發現一致，支持心理健康素養為多面向結構 (Kutcher et al., 
2016)。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健康素養為五因子架構，不同於 Kutcher 與 Wei (2014) 
所提出心理健康素養的四個面向內涵，但本研究結果前三個因子與Kutcher與Wei (2014) 
提出之心理健康素養定義的前三個面向一致，而第四及第五因素，則呼應本研究在增加

求助效能面向中所擬定的兩個操作型定義，分別為求助效能與求助態度，顯示此心理健

康素養問卷有助於瞭解關於尋求協助不同面向的題目。心理健康素養概念發展的緣起，

為提升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辨識，以及自我求助與支持他人的相關知能，以

促進專業精神醫療協助的尋求 (Jorm, 2000, 2012; Jorm et al., 1997)。根據過去相關實徵

研究指出精神疾病的污名態度對於個人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並阻礙求助的行為

(Hadlaczky, Hökby, Mkrtchian, Carli, & Wasserman, 2014; Kelly, Jorm, & Wright, 2007; 
Kitchener & Jorm, 2006)，Kutcher 與 Wei (2014) 擴充的心理健康素養定義因此納入精神

疾病去污名概念。總結而言，提升尋求專業協助為心理健康素養概念提出及演進過程中

的核心概念，未來可針對尋求協助的多面向性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本心理健康素養量表

之因素結構模型適配度檢驗，除了卡方檢定外其餘指標皆達到標準。雖然卡方檢定為常

用的適配度指標之一，但過去文獻指出，卡方值容易會受到樣本數的影響，在樣本超過

500 以上卡方值會大幅的被高估，使得模型被拒絕，因此若有其他的適配度指標良好，

則可用來彌補卡方值的評估結果（Bentler & Bonett, 1980; Marsh, Balla, & McDonald, 
1988; Marsh & Hocevar, 1985；張偉豪，2011）。 

本研究為國內外第一個針對健康專業人員及學生所發展評量較為完整心理健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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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面向的量表，其內容涵蓋 Kutcher 與 Wei (2014) 所擴充心理健康素養定義的四個面向

內涵。相較於過去針對健康專業人員及學生對於精神疾病態度所發展的量表，包含：

Mental Illness: Clinicians’ Attitudes Scale (MICA) (Gabbidon et al., 2013)及 Open Minds 
Stigma Scale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 (OMS-HC) (Kassam et al., 2012)，本研究所發展的

心理健康素養問卷，除了對於精神疾病污名的態度，另外涵蓋促進心理健康的知識、精

神疾病的辨識、求助的效能與態度。相較於上述兩個問卷僅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本研

究在檢驗因素結構的方法更為嚴謹，除了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檢驗評量工具的因素架構，

更進一步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因素架構的適配度。此外，本研究的探索性與驗證性因

素分析的人數分別為 647 人，題目數與樣本數比皆達 1:10 以上。過去針對因素分析樣

本數之研究顯示，相較於小樣本的研究，以較大樣本數進行因素分析，其產生之因素結

構的正確性較高，於因素的特徵值與負荷量計算上的誤差較小，建議題目數與樣本數比

達 1:10 以上 (Costello & Osborne, 2005)，相關學者也建議樣本數達 500 人以上為非常好 
(very good)；達 1000 人以上為極好 (excellent) (Williams, Onsman, & Brown, 2010)，因此本

研究的大樣本數有助於提升因素結構分析的正確性。 
然而，本研究仍存有相關研究限制如下：首先，本研究正式問卷之受試者以北部醫

學系與公共衛生類科系大三以上學生為主，僅有部分中南部相關科系學生參與本研究，

並非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樣本，因此研究結果是否能夠推論至全台醫學系以及公共衛生類

科系學生，或者其他健康專業領域人員之樣本，例如：護理師、社工、藥師等，仍有待

檢驗。其次，本研究評量工具採自陳式量表(self-report)，儘管本研究採匿名方式回應，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相關的污名態度，可能因受試者為符合社會期待而填寫較正向之答案，

因此仍無法免於社會期待的偏誤。最後，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與受訪者意願等因素，僅針

對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進行檢測，並未進行再測信度的檢測，因此本量表之時間穩定

性(temporal stability)仍有待檢驗。 
研究者針對此份量表後續應繼續進行之研究，提出下列建議：首先，建議未來研究

可針對其他健康專業領域學生及專業人員，進行測量恆等性 (measure invariance)的檢驗，

並評估此份量表於其它研究族群的心理計量特徵。其次，建議後續能以此份量表，針對

醫學系、公共衛生學類科系的學生進行心理健康素養調查研究，了解我國醫學系與公共

衛生學類科系學生的心理健康素養現況與相關影響因子，提供未來發展心理健康素養介

入方案的實徵研究基礎。最後，由於過去研究文獻指出，心理健康素養可能具有文化特

異性 (Jorm, 2012)，因此本研究的專家會議時與會學者建議需納入具有文化特異性的題

目（例如：罹患精神疾病和沖犯鬼神或死者靈魂有關）。然而，此類型題目在後續因素

分析的過程中因為題目的因素負荷量太低而刪除，推測與本研究樣本的特徵有關，研究

參與者為健康專業領域相關科系大三以上之學生，可能具有基本的專業知能。但是未來

若以其他族群（例如：社會大眾）作為研究樣本，文化特殊性題目的納入仍有其必要性。 
總結而言， 本一年期計畫以醫學系與公共衛生學系學生為收案對象，建構與發展

心理健康素養之評量工具，內容涵蓋最新心理健康素養定義的完整面向，發展程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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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發展的理論與方法，相關心理計量特徵檢定也顯示本研究評量工具具備良好信效度。

此外，本評量工具採用量表式，適合大規模的調查，也可以將心理健康素養評量的結果

量化，方便做為評量的指標，未來能夠作為醫學教育及公共衛生教育中心理健康素養現

況調查之評量工具，並作為進一步發展心理健康素養介入方案或專業課程之成效評估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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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7 年 5  月 1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會議為歐洲精神醫學會中的分支，流行病學與社會精神醫學領域的學術會

議。許多與此研究計畫有關的研究主題發表在此領域相關的國際學術期刊，精神疾

病污名以及心理健康素養為此領域重要的研究主題。此次會議的迎賓晚會於會議的

第二天晚上在維也納市政廳舉行，面對市政廳是一個大型公園（市政廳公園），當天

剛好有啤酒節活動舉行，廣場有許多攤位及表演，由於人潮眾多，我們一度找不到

建築物入口，跟隨著幾位參加迎賓晚會的國外學者一起摸索找路才找到入口。維也

納市政廳是維也納的標誌之一，距今已超過 100 年以上的宏偉建築，內有警衛門禁，

需有大會邀請函才能進入。晚會一開始，維也納市長以及歐洲精神醫學會會長均前

來致詞，當天也與台灣的精神科醫師及研究人員、北京大學的教授以及在德國、瑞

士的學者，就各自的研究專業進行分享與討論。四天會議中，有許多場次主題跟本

研究計畫有關，相關說明如下。 

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有不同國家研究人員針對精神疾病污名或心理健康素養在 PLENARY 

計畫編號 MOST  106－2511－8－003－038－ 

計畫名稱 心理健康素養在醫學教育及公共衛生教育的建構、調查與介入 

出國人員

姓名 連盈如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

生教育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7 年 4 月 4 日至 
107 年 4 月 7 日 會議地點 維也納奧地利 

會議名稱 
(中文) 第 19 屆歐洲精神醫學會流行病學與社會精神醫學年會 
(英文)  19th the Europe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 Section Congress 
Epidemiology & Social Psychiatry 

發表題目 
(中文) 臺灣心理健康素養調查：對於思覺失調症與憂鬱整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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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或是 PARALLEL SYMPOSIUM 進行研究成果報告，例如：PLENARY 

SESSION 中 MENTAL HEALTH CARE REFORMS AND EASTERN EUROPE 談到

近 25 年來，中歐及東歐精神醫療系統有正向發展，然而，關於對於精神疾病仍處於

高度污名，此為精神醫學及公衛衛生仍須處理的重要議題。在 PARALLEL 

SYMPOSIUM 中 SOCIAL PSYCHIATRY: RELEVANCE TO PUBLIC MENTAL 

HEALTH- DIFFERI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中談到社會精神醫學與公共心理衛生的關連性。對抗精

神疾病污名為社會精神醫學重要議題，由於精神疾病污名對於尋求健康協助以及醫

療協助具有負面影響，因此為公共心理衛生的重要議題。社會精神醫學未來需結合

社區照護及公共衛生進行對於精神疾病污名的倡議與對抗。此外在幾個歐洲國家，

例如：捷克、馬其頓、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克，精神醫療照護系統的現況與改革也

不約而同提到需推動精神疾病去污名計畫，顯見不論在已開發或是未開發國家，精

神疾病去污名仍舊是需要持續努力的重要醫療及公衛議題。此外，在 THE 

REDUCTION OF TREATMENT STIGMA ON LATE-LIFE DEPRESSION THROUGH 

A  COLLABORATIVE-CARE MANAGEMENT MODEL 提到中國如何透過推動老年

憂鬱在基層醫療的照顧管理模式，有效建立老年憂鬱的介入模式以及降低老年憂鬱

患者的治療污名 (treatment stigma)。此研究發現以亦指出治療污名會影響老人憂鬱的

治療效果。 

 此次與會，除了瞭解各國精神疾病污名與心理健康素養研究在醫療照護及公共衛

生照護的現況與進展，也讓國際學者有機會瞭解本研究室在此研究主題的研究成果

與發現，希望透過這樣的國際性學術交流，未來有機會能進行跨國性合作研究計畫。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Objectiv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arry out a national survey to assess people’s beliefs 

and stigmatizing attitudes toward schizophrenia and major depression in Taiwan.  

Methods: We randomly recruited participants in Taiwan, aged 20-65 (n = 1600), using a 

cross-sectional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with random digit dialing between 

October and November 2016. Participants were presented with a case vignette descri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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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her depressed (n=800) or psychotic individuals (n=800) meeting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ve Edition (DSM-V) criteria for major depression 

and schizophrenia. Questions were asked about causal attributions and stigmatizing attitudes 

including personal stigma, emotional reactions to individuals afflicted by psychosis or 

depression, desires of social distances, help-seeking recommendations and treatment stigma. 

Regarding age, gender, and geographic area, the sample was comparable with the whole 

population aged 20 and older living in private households in Taiwan in 2016.  

Results: In respect of causal attributions, respondents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likelihood of biogenetic explanations for the vignette with schizophrenia than for the vignette 

with depression. In contrast, psychosocial facto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endorsed as a cause 

of depression than as a cause of schizophrenia. For perceived dangerousness, significantly 

more respondents recognized the vignette with schizophrenia more likely to be violent toward 

others and to be unpredictable. In terms of emotional reactions, respon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express anger or fear for schizophrenia vignette. A similar pattern was shown 

for the social distance. Unfortunately, respondents express more social exclusions toward 

someone like the vignette who has been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may enhance our knowledge of community beliefs 

and stigmatizing attitudes towards people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Taiwan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se issues in context. 

四、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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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手冊（論文摘要、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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