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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實驗法進行，以下依研究參與者、研究工具、實驗設計、家

長諮詢訓練方案、研究程序、與資料整理等分別說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參與者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北縣家庭教育中心之輔導志工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徵得該單位行

政主管之同意，在該中心舉辦「家長諮詢訓練方案」課程，並獲允全體輔導志工

均可參加本研究之方案。本研究招募該中心志願參與訓練課程之輔導志工四十八

人，隨機分配至實驗組和控制組，每組各二十四人。受試樣本的基本資料如表3-1。 

    由表3-1得知，受試樣本以女性為主，年齡介於41歲至50歲約佔1/2；大多數

輔導志工其志工年資以10年以上居多，教育程度多數具有大（專）學之學歷，大

（專）學中約3/4是輔導非相關科系。 

 
 

二、研究者 

    本研究之個案紀錄分析、焦點團體訪談、設計方案由研究者擔任。研究者於

九十一年起陸續參加SFBT初階、進階工作坊共七十二小時相關訓練活動；九十四

年曾研修以STEP為主之親職教育研究課程及實例演練，並親自多次帶領STEP親職

團體。 

 

三、訓練方案講師 

    本訓練方案講師由任教二十餘年，在諮商輔導系所講授短期諮商理論與技

術、親職教育專題研究等課程之親職教育專家擔任，研究者擔任助教。 

 
 



 35 
 

表3-1   受試樣本的基本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背景資料                          實驗組               控制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性                    1                     0        
              女性                   23                    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40歲                 2                     1 
              41-50歲                15                    14 
年齡          51-60歲                 6                     7 
              60歲以上                1                     2 
                                                                      
              1-5年                   4                     5 
              6-10年                  7                     9 
志工年資      11-15年                12                    10 
              16年以上                1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中以下                0                     0 
教育程度      高（中）職             10                    15  
              大（專）學             13                     9   
               研究所                 1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相關科系            6                     4 
科系          非輔導相關科系         18                    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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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兩個量表來檢核研究結果，茲分述如下： 

一、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 

  （一） 內容 

參考林哲立（2001）修訂的「諮商自我效能量表」（Counseling Self-Estimate 

Inventory），原量表包含基本技巧、自我信念、過程技巧、困難問題與價值觀

等，其Cronbach’s α為0.923。為符合家庭教育中心諮詢服務之現況，本研究選

取部分題項結合諮詢歷程與臺北縣家庭教育中心輔導志工的現況，重新修改編

製，並定名為「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 

 

  （二）預試 

本預試量表由四個分量尺組成，分別是歷程技巧有十三個題項，價值觀有四

個題項、挑戰與困難有二十二個題項、自我信念有十一個題項，全部五十題均為

正向題。經由指導教授進行審訂修改而成預試量表，如附錄一。量表形式採Likert

六點量表，6代表完全有信心(100%)，5代表有信心（80%），4代表部分有信心

（60%），3代表部分沒信心（40%），2代表沒信心（20%），1代表完全沒信心

（0%）；計分方式分別為6，5，4，3，2，1分。分數越高表示輔導志工自我效能

愈佳。預試量表完成後，邀請全省十個縣市的家庭教育中心輔導志工協助填答，

共寄出235份，寄回121份，回收率為51.49%，詳如附錄二。 

 

（三）項目分析 

  預試後研究者將預試所蒐集到之資料編碼輸入電腦，以SPSS 12.0統計套裝

軟體進行項目分析及內部一致性考驗量表之信度，以刪除不具鑑別度的題項。分

析各項目與總分之關係，發現第42題與總分相關只有.36，故決定刪除，如附錄三，

其餘49題信度係數相當高予以保留，修正成正式量表，如附錄四。各分量尺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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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如附錄五。 

 

（四）正式量表的信度和效度檢驗 

    正式量表以Cronbach’s α內部一致性的概念進行121份有效樣本信度檢

驗，結果如表3-2所顯示。總量表之信度係數為.98，而各分量尺信度係數介

於.81-.95，顯示本研究之「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相當

高。 

   效度的檢驗以建構效度的概念來進行內部凝聚力的驗證，以「輔導志工自我

效能」量表總分為效標，計算四個分量尺與總分的相關，結果顯示四個分量尺

與總量表之相關係數介於.86-.98之間（如表3-2），均達.01顯著水準，顯示本量

表具有不錯的內部凝聚力。 

 

表3-2    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與各分量尺之相關係數與信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          相關係數             Cronbach’s 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歷程技巧                    .86**                    .92 
 
挑戰與困難                  .98**                    .95 
 
價值觀                      .91**                    .81  
 
自我信念                    .92**                    .9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121；**p<.01 

 

二、父母教養行為量表 

本研究採鍾思嘉（2005）編製之「父母教養行為量表」，如附錄六，其目的

在瞭解父母在教養子女時所採取之行為態度之尊重與信任程度。該量表為25題，

其Cronbach’s α為0.878。本量表以林秀玲（1994）編製之「母親自陳管教行為量

表」為效標，相關係數為.744，達.01顯著水準。 

量表形式採Likert五點量表，5代表完全符合，4代表大部分符合，3代表部分



 38 
 

符合部分不符合，2代表大部分不符合，1代表完全不符合。正向題為第1、4、5、

15、17、19、21、25等，其餘17題為負向題；正向題計分方式分別為5，4，3，2，

1分，負向題計分為1，2，3，4，5。分數越高表示父母教養行為愈尊重、愈信任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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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設計 

   研究者為瞭解「家長諮詢訓練方案」對輔導志工之自我效能之影響，採等組

前測、後測、追蹤測，以實驗組和控制組進行研究；同時瞭解輔導志工接受「家

長諮詢訓練方案」之後，在執行親職諮詢服務時對父母教養行為之影響，採前測

與後測，以實驗組與控制組進行研究。本節就自變項、依變項、實驗設計等三方

說明。 

一、自變項 

  本研究為了探討「家長諮詢訓練方案」對輔導志工自我效能之直接影響，以及

對父母教養行為之間接影響，因此採實驗組與控制組進行。分配至實驗組的輔導

志工接受二十八小時的「家長諮詢訓練方案」；控制組於實驗處理期間未接受任

何實驗處理。 

 

二、依變項 

（一）輔導志工自我效能 

   透過前測、後測、追蹤測，藉以瞭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輔導志工自我效能

量表」中之得分，瞭解輔導志工自我效能之改變。 

（二）父母教養行為 

   透過前測、後測，藉以瞭解輔導志工對尋求親職諮詢服務的家長，以其在「父

母教養行為量表」中之得分，瞭解家長教養行為之改變。 

 

三、實驗設計 

   本研究之實驗設計，輔導志工自我效能部分，於正式實施家長諮詢訓練方案

課程前進行前測，待二十八小時課程結束後立即進行後測，至九至十二週時再進

行追蹤測，如表3-3所示。而父母教養行為部分，則於家長諮詢訓練方案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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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八週內，輔導志工執行親職諮詢服務時請家長填寫，做為前測，九至十二週

再請家長填寫，作為後測，表3-4所示。 

 

表3-3   輔導志工自我效能研究之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理     後測       追蹤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組         O1           X          O3            O5 
         控制組         O2                      O4            O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3-4     父母教養行為研究之實驗設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             實驗處理     前測             後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組               X           O7       Y        O9   
         控制組                           O8                O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觀察值     X：家長諮詢訓練方案           Y：執行親職諮詢服務 

O1至O6 ：輔導志工自我效能 
O7至O10：父母教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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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長諮詢訓練方案的內容 

為能讓訓練方案更周延，在「家長諮詢訓練方案」實施前，由研究者簽署保

密契約，協助臺北縣家庭教育中心分析九十五年一整年十二個月的個案紀錄卡內

容，分析結果經該中心行政主管同意始納入「家長諮詢訓練方案」中。再藉由焦

點團體引導輔導志工討論自身經驗或感受，以及可能遭遇到的困難，俾使研究者

快速有效的獲得大量有關研究主題的成員之內隱資料，並將其納入研究方案中。

訪談大綱擬以半結構式題目呈現，如附錄七。 

為能讓訓練方案與理論結合，本研究方案係參考Dinkmeyer和 McKay(1970)

之STEP理念與技巧，結合Zimmerman、Jacobsen、 Macintyrer 和 Watson （1996）

等人之SFBT理念與技巧，並納入臺北縣家庭教育中心輔導志工現況與限制。本方

案共八個單元，第一至第三單元主要講述STEP理論與策略；第四單元講述SFBT理

論與策略，並透過影片教學，讓輔導志工更了解SFBT的運用；第五至第七單元講

述結合STEP與SFBT的技巧和策略外，著重案例演練；第八單元為回顧與前瞻。因

而本方案之單元強調案例之演練，目標則以增進家長教養行為，正向積極、問題歸

屬、傾聽、不斷嘗試小改變及教養自信心的提昇；提昇親子互動方式，並發展各種

解決的策略、激勵的運用及家庭作業的觀察，運用更具體有效的解決方法，培養孩

子責任感；最終目標協助家長建立良好親子關係。 

從焦點訪談之資料分析，發現輔導志工實務工作上有一些限制，例如輔導志

工均無諮詢方面的訓練、以安撫情緒為主而忽略解決親子問題、分享經驗中淡化

問題卻無提供解決問題策略、無法確實做到正確的同理接納、無法整合所學的親

職知能等等。因而本方案除講述諮詢概念、STEP、SFBT之理論與技巧之外，特別著重

於案例之演練。引用個案紀錄卡中輔導志工填寫親子困擾問題之個案，作為案例演

練之問題樣貌；首先請輔導志工兩人一組，一人扮演案主，一人扮演輔導員，就執行

親職諮詢服務自認有困擾問題的個案，提出且進行案例演練。演練時授課講師與研究者

分別觀察各小組進行狀況，發現兩人對話中有不順暢或卡住時，就由授課講師擔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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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與扮演案主的輔導志工進行角色扮演。其中，授課講師示範真正的同理，以及解決

問題的技巧，包括正向思考、成功的例外、提昇自信心等，使扮演案主的輔導志工親身

感受被真正確實同理時的心裡感覺，以及情緒上的感受。案例演練結束回到團體，由扮

演案主的輔導志工描述被授課講師同理時的心情感受，以及在演練過程中自己學到的解

決問題之技巧。第二回的案例演練，兩人角色互換，原先扮演案主的輔導志工扮演輔導

員，再更換另一個案例進行演練，授課講師與研究者再觀察小組的演練，一發現需協助

的小組，立即進行角色扮演與示範，如此反覆演練，直到各小組無任何提問。這樣的個

案演練目的乃使輔導志工親身感受被同理的感覺，以及如何運用解決問題之技巧，以協

助家長解決親子問題。每次案例演練配對人員均不一樣，使輔導志工盡可能接觸各種不

同的案主與問題類型，以增進輔導志工解決問題之知能。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方案目標及主要內容如表3-5，詳細課程內容如附錄八。    

表 3-5  家長諮詢訓練方案目標與主要內容 

主題 主要目標 方案內容 備註 

諮詢及家長諮詢 了解家長諮詢的重

要概念 

助人過程、合作關係、解決問題

導向等 

1小時 

STEP 了解STEP的理念與

策略 

傾聽、行為的目的、問題所有權、

我的訊息、未來解決之道等 

6小時 

SFBT 了解SFBT的理念與

策略 

正向思考、例外的成功、萬能鑰

匙、小改變、奇蹟問句、評量

問句等 

6小時 

STEP與SFBT的結合

與應用 

兩者相通的理念與

策略的應用 

重視行動取向、強調合作的親

職關係、思考各種可能的解決

之道、鼓勵信任孩子、開展孩

子積極正向良好行為等 

1小時 

家長求助問題樣態 增進輔導人員諮詢 瞭解問題樣態與嚴重性、正向思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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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諮詢現況、困難 服務的知能與策略 考、例外的成功、思考可能的解

決方法 

結合STEP與SFBT

的諮詢策略及教

巧 

增進輔導人員執行

親職服務的能力 

以簡單的方式看待問題、由當

事人確定目標、確信家長對孩

子有正向的影響、對孩子抱持

著希望等 

5小時

諮詢演練 熟悉STEP與SFBT

結合之諮詢策略 

分組演練結合STEP與SFBT的

諮詢策略與技術 

7小時

回顧與前瞻 促進輔導效能之

統整 

解答、討論與鼓勵 1小時

 

 

 

 

 

 

 

 

 

 

 

 

 

 

 



 44 
 

第五節   研究程序 

為增加研究的成效，本研究採取下列程式，分述如下： 

一、研究者蒐集諮詢服務相關文獻、家長諮詢文獻、親職教育方案、STEP文獻、   

    SFBT文獻等相關資料，訂定「家長諮詢訓練方案」。本研究之「家長諮詢訓 

    練方案」的設計是遵循諮詢的效率性、影響性與預防性，結合STEP和SFBT 

    的理念與技巧等來考量。 

二、研究者徵得該單位行政主管同意並簽署保密同意書，於九十六年七月二日三 

    日兩天在臺北縣家庭教育中心辦公室閱覽九十五年一整年十二個月之個案 

    紀錄卡；且於九十六年七月六日下午於該中心進行焦點團體訪談，共有六位 

    女性輔導志工參與。 

三、研究者徵得該單位行政主管與輔導志工的同意與協助，邀請他們參加在 

    該中心舉辦的「家長諮詢訓練方案」，獲允全體輔導志工均可參加本研究。 

四、經與指導教授討論「家長諮詢訓練方案」目標與主要內容後，於正式實驗處 

    理實施開始前一週，即九十六年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點舉行研究前的說明會 

    並開始宣傳，說明中除介紹訓練方案講師、研究者外，並說明研究之內容、 

    進行方式，及參與者之權利義務，並簽訂研究同意書，如附錄九。其取樣方 

    式採志願報名方式參加，報名人數共計四十八位，並依隨機分配方式至實驗 

    組和控制組，每組二十四位。同時，提供實驗組的輔導志工「親職教育」(鍾

思嘉，2006）一書，與編印「家長諮詢訓練方案講義」一份。 

五、正式研究，針對該中心隨機分配為實驗組的輔導志工，於九十六年七月三十 

    日三十一日與八月六日七日辦理四天共二十八小時的「家長諮詢訓練方」， 

    作為本研究正式研究之團體。同時於七月三十日上午課程開始實施前，進行 

   「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之前測。控制組亦填寫「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 

    表之前測。 

六、在每一單元課程中，均由研究者介紹每個單元的主題，與進行方式；每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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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結束後，由訓練方案講師與研究者共同討論團體過程及輔導志工之有利資 

    源，待下次回團體由講師給予輔導志工訊息、正向回饋與家庭作業之提醒。 

    各單元進行的主題、內容、目標等如附錄八。連續二個星期共四天課程結束 

    後當天，實驗組與控制組均填寫「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進行後測。 

七、兩組輔導志工於課程結束後四至八週內（約十月中旬），在值班時接到家長

尋求諮詢親職服務時，均邀請家長填寫「父母教養行為量表」，同意後由輔

導志工詢問家長之看法，兩人在談話中確認家長要勾選的數字，由輔導志工

勾選「父母教養行為量表」為其前測。 

八、兩組輔導志工於「家長諮詢訓練方案」課程結束後九至十二週內（約十一月

中旬），在值班時接到家長尋求諮詢親職服務時，均邀請家長填寫「父母教

養行為量表」，同意後由輔導志工詢問家長之看法，兩人在談話中確認家長

要勾選的數字，由輔導志工勾選「父母教養行為量表」為後測。同時在課程

結束後九至十二週（約十一月中旬），為瞭解本研究對實驗組輔導志工之長

效性效果之影響，請實驗組與控制組兩組輔導志工填寫「輔導志工自我效能

量表」為追蹤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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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 

一、 資料內容 

（一）質化資料  

   本研究於正式實驗處理之前，研究者先閱覽臺北縣家庭教育中心九十五年全

年度個案紀錄卡，並進行一次焦點團體訪談，此屬質化資料。研究者針對此兩部

份之事實，歸納分析其親職諮詢服務之概況與限制，作為規劃本研究之「家長諮

詢訓練方案」的參考。 

 （二） 量化資料 

   在輔導志工自我效能部份：本研究之實驗處理採量化方式，實驗組乃接受家

長諮詢訓練方案者，共計二十四人，資料收齊為二十四人，均全程出席參加。訓

練方案結束後的追蹤測，亦取得二十四人之資料。控制組共計二十四位，前測、

後測與追蹤測均取得二十四人之資料。 

   在父母教養行為部分：實驗組共邀請十八位家長填寫後測，控制組有十三位

家長填寫，共有三十一位家長填答；追蹤測時亦同。 

 

二、 統計分析 

1.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 

   實驗處理立即效果、延續效果之研究：本實驗處理效果採二因子混合設計（2 

X 3）變異數分析，分別考驗實驗組與控制組之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總量表之

差異，以及輔導志工自我效能量表四個分量尺的前測、後測、追蹤測分數差異之

顯著性。 

 

2.父母教養行為量表部分： 

   採二因子混合設計（2 X 2）變異數分析，分析兩組後測、追蹤測分數差異

的顯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