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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

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序；以及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茲分

述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目的、待答問題，以及相關文獻探討的

結果，提出研究架構如下： 

 

圖 3-1 本研究理論架構模式 

學習行為學習行為學習行為學習行為 

1. 自主性 

2. 專注性 

人際互動人際互動人際互動人際互動 

1. 互動性 

2. 規範性 

3. 自主性 

幼兒性別 

民主、 

權威、 

忽視和 

過度保護 

人口變項人口變項人口變項人口變項    

家庭變項家庭變項家庭變項家庭變項    

1. 家庭社經地位 

2. 母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養方式母親教養方式母親教養方式母親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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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樣本抽取自台北市大安區大安國小附設幼稚園、中山區市立

育航幼稚園、中山區吉林國小附設幼稚園、信義區光復國小附設幼稚園、

文山區萬芳國小附設幼稚園、文山區明道國小附設幼稚園、松山區育達商

職附設點點幼稚園、松山區敦化國小附設幼稚園、中正區螢橋國小附設幼

稚園、中正區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附屬實驗國小附設幼稚園、信義區台北市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文山區台北市萬芳發展中心、大同區大同兒童發展中

心、北投區台北市永明發展中心、中山區財團法人雙溪啟智文教基金會，

十所幼稚園的普通班和特幼班，以及五所兒童早療機構之特殊需求幼兒，

障礙類別為發展遲緩的幼兒。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研究園所及早療機構，請研究對象的母

親填寫「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以及帶班教師或負責老師填寫該幼兒

的「幼兒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問卷量表」。 

 

本研究總計發出 147 組（包含一份「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和一份

「幼兒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問卷量表」）問卷，經剔除未填答及填答不完

整者的廢卷，有效問卷數是 96 組。 

 

並請帶班教師幫忙配一位性別一樣，以及家庭社經地位和母親教育程

度接近的一般幼兒為對照組，早療機構的樣本對照組，則取自同一行政區

的信義區光復國小附設幼稚園、文山區萬芳國小附設幼稚園、大同區聖心

幼稚園、北投區晶晶幼稚園，以及中山區吉林國小附設幼稚園的一般幼兒

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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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計有幼兒基本資料調查表、幼兒家庭社經地

位調查表、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和幼兒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問卷量表

等。 

茲簡介如下： 

 

一一一一、、、、幼兒基本資料調查表幼兒基本資料調查表幼兒基本資料調查表幼兒基本資料調查表 

    

  此資料由研究者自編，係為蒐集研究對象之個人特質及家庭結構狀

況，並方便於檔案整理事宜。其內容包含：受試園所/早療機構所在地區、

幼兒性別、幼兒年齡、發展狀況等（詳見附錄二）。 

 

二二二二、、、、幼兒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幼兒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幼兒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幼兒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 

 

    此調查表欲瞭解研究對象之父母教育程度與職業狀況，以計算家庭社

經地位水準。本調查表採用將家長職業區分為五等級（林生傳,民 85）： 

 

I. 高級專業人員或高級行政人員 

II. 專業人員或中級行政人員 

III. 半專業人員或一般公務人員 

IV. 技術性工人 

V.  無技術或非技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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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長的教育程度亦區分為五等級： 

 

I. 有碩士、博士學位者 

II. 專科、學院或大學畢業 

III. 高中或高職畢業、大學肄業 

IV. 國中畢業 

V. 未完成國民教育 

 

社 經 地 位 等級是 以 母 親 教 育 程 度 為代表 ， 計算方 式參照

Hollongshead(1957)所設計的二因子社會地位指數(two-factor index social 

position)方法，將教育程度等級乘以 4，職業指數乘以 7，再根據二數所得

之和區分為五個等級，其等級計算方式如下： 

 

社經地位等級計算方式社經地位等級計算方式社經地位等級計算方式社經地位等級計算方式    

母親教母親教母親教母親教

育程度育程度育程度育程度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指數指數指數指數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指數指數指數指數 
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社會地位指數指數指數指數    社經地位等級社經地位等級社經地位等級社經地位等級    

Ⅰ 

Ⅱ 

Ⅲ 

Ⅳ 

Ⅴ 

5 

4 

3 

2 

1 

Ⅰ 

Ⅱ 

Ⅲ 

Ⅳ 

Ⅴ 

5 

4 

3 

2 

1 

5×4＋5×7＝55 

4×4＋4×7＝44 

3×4＋3×7＝33 

2×4＋2×7＝22 

1×4＋1×7＝11 

Ⅰ(52-55) 

Ⅱ(41-51) 

Ⅲ(30-40) 

Ⅳ(19-29) 

Ⅴ(11-18) 

 

其中，等級Ⅰ和Ⅱ屬於中上階級(above middle)，等級Ⅲ屬於中等階級

(middle)，等級Ⅳ和Ⅴ則屬於中下階級(below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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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 

 

（一）量表內容 

     

母親教養方式主要是欲瞭解母親在民主、權威、忽視及過度保護四類

教養類型的施行頻率及情境，教養類型是根據 Schaefer（1959）的理論，

區分「關愛-敵意」（love- hostility）與「控制-自主」（control- autonomy）

兩向度，再將教養類型分為「民主」、「權威」、「忽視」和「過度保護」四

種類型，後來 Stafford 與 Bayer 在 1993 年，將 Schaefer 的雙向度名稱改為

「溫暖」和「控制」。 

本量表主要參考林惠雅（民 84）之父母教養行為問卷，以及王珮玲（民

83）之父母教養方式問卷編製修訂；林惠雅（民 84）之父母教養行為問卷

原量表計有 60 題，分民主接納、控制及過分保護三個因素，信度考驗分

別為 0.63、0.8、0.79，以及王珮玲（民 83）之父母教養方式問卷，共 45

題，包含情感、獨立自主、尊重、控制、處罰、拒絕、過度保護、他人取

向、獎勵，共九個因素，各因素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 0.90-0.99 之間。研究

者依兩問卷包含之向度特徵、題意和研究的理論架構，選取林惠雅（民 84）

「民主接納」、「過分保護」和「控制」之題項，以及王珮玲（民 83）「尊

重」、「控制」、「過度保護」和「拒絕」之題項，，，，合併並擇取 48 題做

預試，根據預試結果，選擇各因素中負荷量大於.500 的題目，編訂本量表，

重新命名為「民主」、「權威」、「忽視」及「過度保護」四個分量表，共計

30 題，其中「過度保護」為 13 題、「忽視」為 8 題、「權威」為 5 題及「民

主」為 4 題（量表的編訂過程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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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分方式 

 

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採用五點量尺，由幼兒的母親填答，量表計分

係依填答者在量表上的反應：由「從不如此」、「很少如此」、「偶而如此」、

「常常如此」、「總是如此」，分別給予 1、2、3、4、5 分，第 12、14、15、

17、18、23、25 題為反向敘述，則以 5到 1 分採反向計分方式，得分越高

者，表示母親常用此種教養方式，而每位母親皆有「民主」、「權威」、「忽

視」及「過度保護」四項目的母親教養分數。 

 

（三）量表信度 

 

在信度方面，以幼稚園小朋友母親為預試對象的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

表，經預試後，「過度保護」、「忽視」、「權威」及「民主」四個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分別為 0.8516、0.7548、0.6936、0.6304，解釋變異量分別

為 67.771％、58.247％、75.454％、68.839％。整份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

的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70.658％，Cronbach α 值為 0.819（量表的編訂過程

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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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問卷問卷問卷問卷量表量表量表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中的幼兒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意指幼兒在園所的學習行為之

專注性和自主性，以及人際互動能力的規範性、互動性和自主性，本量表

改編自鄒啟蓉（民 89）之學齡前兒童社會行為評量表，原量表有八個分量

表，計有 70 題，由於本研究的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主要是探討發展遲緩

之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行為以及人際互動，因此扣除原量表中生活適應的

分量表，成 44 題，包括學習行為的專注性 7 題和自主性 8 題，以及人際

互動的規範性 10 題、互動性 8 題、自主性 11 題。 

 

（二）計分方式 

 

幼兒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問卷量表採用五點量尺，由幼兒的教師填

答，量表計分係依教師在量表上的反應：由「從不如此」、「很少如此」、「偶

而如此」、「常常如此」、「總是如此」，分別給予 1、2、3、4、5 分，得分

越高，表示幼兒出現該行為特徵的頻率越高。 

 

（三）量表信度 

 

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 值在整體學習行為量表為

0.84，其所包含的二個分量表 α 值分別為專注性：0.86、自主性：0.82；

整體人際互動量表為 0.87，其所包含的三個分量表 α 值分別為規範性：

0.87、互動性：0.90、自主性：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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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過程，可分為下列階段： 

 

一一一一、、、、文獻評閱文獻評閱文獻評閱文獻評閱    

 

研究者自九十四年八月開始著手閱讀與蒐集關於發展遲緩幼兒的母

親教養及其學習能力、社交能力的相關文獻，因為所獲得與發展遲緩幼兒

母親教養及其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直接相關的文獻不足，因此決定佐以學

前其他障礙類別的特殊需求幼兒母親教養及其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的相

關文獻，且將部份文獻年齡放寬至國小階段，以作為整理、歸納、分析和

推論發展遲緩幼兒母親教養及其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的依據。至九十四年

十月確定研究主題及架構，並著手進行研究工具的規劃與編訂。 

 

二二二二、、、、研究工具的選擇研究工具的選擇研究工具的選擇研究工具的選擇    

 

本研究所選的工具共有四種，其中除了「幼兒基本資料調查表」、「幼

兒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係由研究者依研究主題需要而自編外，「幼兒學

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問卷量表」採用鄒啟蓉（民 89）之學齡前兒童社會行為

評量表，為已具信效度之量表，「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改編自林惠雅

（民 84）的父母教養行為問卷以及王珮玲（民 83）的父母教養方式問卷，

九十五年一月進行預試，根據預試結果，選擇各因素中負荷量較大的題

目，修訂量表，於九十五年三-四月正式進行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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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確認研究對象確認研究對象確認研究對象確認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係根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宣導手冊所公

佈之幼稚園園訊，立意取樣選擇了數間幼稚園，以及台北市的兒童發展中

心、早療機構，詢問九十四學年度是否有發展遲緩的特殊需求幼兒及是否

有意願協助進行本研究調查，得到符合要求且有意願的園所和中心答覆

後，將「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發給研究對象之母親填答，而由帶班教

師或輔導老師填寫「幼兒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問卷量表」。 

並請幼稚園帶班教師幫忙配一位性別一樣，以及家庭社經地位和母親

教育程度接近的一般幼兒為對照組，而兒童發展中心早療機構的樣本對照

組，則取自同一行政區的信義區光復國小附設幼稚園、文山區萬芳國小附

設幼稚園、大同區聖心幼稚園、北投區晶晶幼稚園，以及中山區吉林國小

附設幼稚園的一般幼兒為對照組。 

 

四四四四、、、、實施問卷調查實施問卷調查實施問卷調查實施問卷調查 

 

本研究於施測之前，將先與園方園長或負責老師聯繫，安排時間，研

究者再親自前往說明並發放問卷，約定一至二星期後回收問卷完畢，實施

問卷調查的時間為九十五年三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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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係針對研究問題及假設，以套裝軟體程式 SPSS/PC 

10.0進行統計分析和假設考驗。本研究各部分所使用的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一、信度分析 

    針對本研究所編製的「母親教養方式問卷」、改編的「幼兒學習行為

及人際互動問卷量表」，分別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進行信度

分析。 

二、T考驗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平均數差異 T考驗考驗假設一、二、四、五。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假設三、六。 

四、Scheffe´ 之事後比較 

若部分假設三、六的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達.05顯著水準，則

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五、積差相關 

    本研究以 Pearson積差相關考驗假設七。 

六、多元逐步迴歸法(Stepwise Regression) 

    本研究以多元逐步迴歸法考驗假設八。 

 

本研究各項考驗之顯著水準，以 P＜.05 為達顯著水準，以 P＜.01 為

達非常顯著水準，以 P＜.001 為達極顯著水準，各以一、二、三個“*”號

來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