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係以及成年雙胞胎個人化之間的

關係。本章共分六節敘述研究方法，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參與者；

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序；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第六節為

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先以雙胞胎的父母教養行為（拒絕、情感支持、一致性）、雙胞胎的

依附關係（趨近尋求、分離抗拒、安全天堂）及人口變項（性別、年齡、本身

及父母的社經地位、胎性、在雙胞胎中排行及家中手足總數）為自變項，再以

雙胞胎個人化及其兩個指標（獨立、分化）為依變項，分別探討自變項與依變

項的相關情形。此外，研究者將以人口變項之性別為自變項，再以父母教養行

為（包含三個變項）及依附關係（包含三個變項及總分）為依變項，探討自變

項與依變項的相關情形。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父母教養行為及雙胞胎依附關係僅做性別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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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成年雙胞胎為研究參與者，由於樣本取得困難，本研究以立意取

樣抽取 55位雙胞胎填答問卷，再以滾雪球的方式請他們介紹自己認識的雙胞胎

來填答問卷。此外，研究者也透過網路討論版以及臺北市雙胞胎協會的協助尋

找雙胞胎參與者，最後填答者共有 86人，其中 3份問卷漏答的題目過多，予以

刪除，另外如果只漏答少數題目，則保留該問卷，以配對刪除法（pairwise deletion 

method）排除遺漏值。另外刪去 18歲以下者、主要照顧者非父母者、國中時期

未與其雙胞胎手足同住者，共計刪除 10份問卷，有效樣本共計 76份。本研究

的參與者共有 31位男性、45位女性，年齡分佈從 18歲到 53歲，平均 26歲，

幾乎所有的雙胞胎皆居住於臺灣，只有二位例外，一位居住於馬來西亞，另一

位居位於加拿大。最高教育程度偏高，92%為大學以上學歷，同卵雙胞胎佔 63

％多於異卵 23％，其餘的參與者則不確定自己的胎性。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本研究共使用三個研究工具。研究者依

據研究目的，編製「雙胞胎個人化量表」、「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量表」、「雙胞

胎依附關係量表」。茲就所編量表，逐一分述： 

 

壹、 雙胞胎個人化量表 

研究者自編「雙胞胎個人化量表」，詳細的編製過程，請參見附錄甲，以

下僅做簡要的描述。本量表來源、內容、計分方式及量表信效度如下： 

一、 量表來源及內容 

研究者先進行關於雙胞胎個人化的文獻回顧，發現過去並沒有雙胞胎個人

化的量表，因此以 Kampmeier與 Simon（2001）的個人化量表為基礎，維持原

量表兩向度「獨立」及「分化」。「獨立」指能不受雙胞胎手足的束縛，自己

做決定；「分化」指與其雙胞胎手足不同。研究者將 Kampmeier與 Simon的量

表改寫為雙胞胎適用的版本，例如，將「我和別人是不同的」改為「我和我的

雙胞胎手足是不同的」；將「我是不平凡的」改為反向題「我只有和雙胞胎手

足在一起時才是不平凡的」。另外並參考 Stewart（2000）針對雙胞胎所做的社

會分析，根據其討論個人化的部分增加題目。最後，因為第二個變項「分化」

與「獨特感需求」的定義相似，因此，研究者將獨特感需求的量表題目加入。

本量表為四點量表，最後依據信效度分析刪題後，包含「獨立」及「分化」兩



因素，兩個因素各有 3題，總共 6題。整個量表的編製的過程皆與指導教授葉

玉珠老師共同討論。 

 

二、 計分方式 

本量表為李克特式（Likert-type）四點量表，選項以「1」至「4」代表「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受試者根據其主觀的知

覺程度，圈選可以代表其真實情況的選項。量表總共有 3個分數，「獨立」的

分數是把第 1、2、3 題加總除以題數得到平均數；「分化」的分數是把第 4、5、

6題加總除以題數得到平均數，得分越高，表示越符合該因素。而「個人化」則

是把所有題目加總，再除以所有題數得到平均數。 

 

三、 量表信效度 

本研究建構效度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而信度則採用Cronbach’s α係數，以

求出其內部一致性。 

在效度方面，先根據信度刪題，再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依據t值刪題。最

後確定有「獨立」及「分化」兩個因素，兩因素相關為0.301（p = 0.008），表

示兩因素間有高度相關。在適配指標方面：GFI為0.90；RMR為0.05。在相對適

配指標方面，CFI及IFI皆大於0.90。在簡效適配指標方面，PNFI約等於0.5。適

配指標大致上可以接受。信度則採用Cronbach’s α係數，以求出其內部一致性。



「雙胞胎個人化量表」之分量表「獨立」及「分化」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依

序為.795及.742。「個人化」總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則為0.751。 

 

貳、 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量表 

研究者自編「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量表」，詳細的編製過程，請參見附錄

乙，以下僅做簡要的描述。本量表來源、內容、計分方式及量表信效度如下： 

一、 量表來源 

過去並沒有針對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的量表，因此研究者以研究成人眼中

的父母教養行為最常用的工具本 S-EMBU為基礎，編製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量

表。保留 S-EMBU的三種教養行為類型：拒絕、情感支持及過度保護。「拒絕」

包括處罰、羞辱、偏愛其他手足、批評；「情感支持」包括溫柔親切、激勵、

讚美；「過度保護」包括擔心及害怕參與者的安全、打擾、過度介入。根據其

定義增減題目。因有研究者參考雙胞胎文獻（Schave & Ciriello, 1983; Stewart, 

2000）後認為，雙胞胎的父母教養行為是否公平及一致將會影響雙胞胎的個人

化，因此研究者增加了「公平」及「一致性」兩類型。最後依據與雙胞胎議題

的關係及題目的好壞刪減因素後，量表總共三個分量表：「拒絕」、「情感支

持」及「一致性」，其中「拒絕」有 7題，「情感支持」有 8題，「一致性」

有 4題。 

成長的過程分為許多階段，由於青少年時期是個人化形成的重要時期



（Anslie, 1997），因此本量表將要求參與者回憶其國中時期所知覺到的父母教

養行為。整個量表的編製的過程皆與指導教授葉玉珠老師共同討論。 

 

二、 計分方式 

本量表為李克特式（Likert-type）四點量表，選項以「1」至「4」代表「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受試者根據其主觀的知

覺程度，圈選可以代表其真實情況的選項。由於父母教養行為量表中，包含正

負向因素，因此不宜加總，僅就各分量表分別計分，在各分量表中得分越高，

表示越符合該向度。 

 

三、 量表信度、效度 

在效度方面，先以信度刪題，再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t值的顯著性為標

準刪題。研究者刪除「過度保護因」及「公平」，前者是因與雙胞胎議題的關

係較弱，後者是因題目不佳而被刪去。最後的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量表皆有三

個因素「拒絕」、「情感支持」及「一致性」。在父親方面，「拒絕」與「情

感支持」的相關為-0.147（p = 0.214）；「拒絕」與「一致性」的相關為0.295

（p = 0.012），「情感支持」與「一致性」的相關為0.235（p = 0.047）；在母

親方面，「拒絕」與「情感支持」的相關為-0.380（p = 0.001）；「拒絕」與「一

致性」的相關為0.103（p = 0.388），「情感支持」與「一致性」的相關為-0.021



（p = 0.682）。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適配度方面，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量表皆

具有可以接受的適配度，在父親方面：χ2值為201.92(p = 0.00)；RMSEA為0.069；

GFI為0.79，因樣本較少的緣故略差。在相對適配指標方面，NNFI、CFI及IFI

皆大於.90。在簡效適配指標方面，PNFI及PGFI皆大於0.5；在母親方面：χ2值為

163.88(p = 0.19)；RMSEA為0.036；GFI為0.82，因樣本較少的緣故略差。在相

對適配指標方面，NNFI、CFI及IFI皆大於0.90。在簡效適配指標方面，PNFI及

PGFI皆大於0.5。 

信度則採用Cronbach’s α係數，以求出其內部一致性。父親教養行為量表的

分量表cronbach’s α係數依序為0.779、0.909、0.568；母親教養量表的分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依序為0.760、0.841、0.602。 

 

參、 雙胞胎依附關係量表 

研究者自編「雙胞胎依附關係量表」，詳細的編製過程，請參見附錄丙，

以下僅做簡要的描述。本量表來源、內容、計分方式及量表信效度如下： 

一、 量表來源 

研究者回顧過去關於雙胞胎依附關係的量表，發現目前可能只有 Tancredy

和 Fraley（2006）的依附特性與功能量表（Attachment Features and Functions 

Measure），他們根據理論將依附分為四個向度：趨近尋求（proximity seeking）、 

分離抗拒（separation protest）, 安全天堂（safe haven）和 安全堡壘（a secure 



base）。 

Tancredy和 Fraley（2006）沒有說明其量表中的題目所屬的向度，研究者

在翻譯該量表後，依據各向度的定義去判斷量表中各題所屬於的向度，但卻發

現，第四個向度「安全堡壘」的題目不明，因此將該刪去。最後保留三個向度

「趨近尋求」指雙胞胎希望夠常常和雙胞胎手足在一起，或是在達成某事或是

感受到威脅時，會主動地尋找對方；「分離抗拒」指當雙胞胎分離時，會比較

容易感到沮喪；「安全天堂」指雙胞胎在面對有需要的情境時，最想要雙胞胎

手足的支持、保護和安慰。研究者也將原來的七點量表改為四點量表。研究者

除了改變原來題目的用字，以符合國情外，也將類似的題目刪去，並依據各向

度的定義以及依附關係理論的文獻（Bowlby, 1982; 1988）增加題目。整個量表

的編製的過程皆與指導教授葉玉珠老師共同討論。 

 

二、 計分方式 

本量表為李克特式（Likert-type）四點量表，選項以「1」至「4」代表「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受試者根據其主觀的知

覺程度，圈選可以代表其真實情況的選項。在分量表中得分越高，表示越符合

該向度。 

 

三、 量表信度、效度 



在效度方面，本研究先以信度刪題，再以 LISREL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以 t值的顯著性為標準刪題。最後的雙胞胎依附關係量表共有三個因素「趨近

尋求」、「分離抗拒」及「安全天堂」，三個因素之間的相關為：「趨近尋求」

與「分離抗拒」為 0.787（p = 0.000）；「趨近尋求」與「安全天堂」為 0.905

（p = 0.000）；「分離抗拒」與「安全天堂」為 0.712（p = 0.000）。而驗證性

因素分析的適配指標則具有可以接受的適配：RMR為 0.04；在相對適配指標方

面，NFI、NNFI、CFI及 IFI皆大於 0.90；在簡效適配指標方面，PNFI及 PGFI

皆大於 0.5。 

信度則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以求出其內部一致性。「趨近尋求」、「分

離抗拒」、「安全天堂」之 Cronbach’s α值依序為 0.898、0.790及 0.902，內部

一致性佳。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施測方式分為兩種形式，一為網路問卷（如圖2，詳見附錄丁），使

用my3q將問卷改成網路問卷。研究者以電子郵件寄出網址，請參與者在線上填

答，95％的研究參與者皆使用網路問卷；二為紙本問卷（詳見附錄戊），送達

方式為研究者親自交給本人、郵寄，5％的研究參與者使用紙本問卷。施測時，

所有量表呈現的順序為「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量表」、「雙胞胎依附關係量表」

及「雙胞胎個人化量表」。 

 
圖 2 網路問卷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經電腦套裝軟體SPSS13.0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對各項研究假

設進行考驗，了解「雙胞胎個人化量表」、「父母教養行為量表」及「雙胞胎

依附關係量表」初步結果。茲說明如下： 

壹、 描述統計 

本研究以描述統計描述成年雙胞胎之人口變項（性別、年齡、雙胞胎本身

的社經地位、雙胞胎父母的社經地位、胎性、雙胞胎排行、家中手足總數、與

雙胞胎手足同住時間長短、雙胞胎手足國中時期健在與否、雙胞胎手足目前健

在與否、在所有手足中的出生序）、「雙胞胎個人化量表」、「雙胞胎父母教

養行為量表」以及「雙胞胎依附關係量表」上的各項初步結果。 

 

貳、 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成年雙胞胎之人口變項（性

別、年齡、雙胞胎本身的社經地位、雙胞胎父母的社經地位、胎性、雙胞胎排

行、家中手足總數）對個人化是否有顯著效果。本研究並以單因子單變量變異

數分析分別考驗三類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拒絕；情感支持；一致性）對成年

雙胞胎個人化表現是否有效果，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分為高低二組，以平均數

為分界。另外，本研究以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來考驗三類雙胞胎依附關係

（趨近尋求；分離抗拒；安全天堂）對成年雙胞胎個人化表現是否有效果，雙



胞胎依附關係分為高低二組，以平均數為分界。 

 

參、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成年雙胞胎之人口變項（性

別、年齡、雙胞胎本身的社經地位、雙胞胎父母的社經地位、胎性、雙胞胎排

行、家中手足總數）對成年雙胞胎個人化的兩個指標（獨立；分化）是否有顯

著效果。本研究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三類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

（拒絕；情感支持；一致性）對成年雙胞胎個人化的兩個指標（獨立；分化）

是否有效果，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分為高低二組，以平均數為分界。另外，本

研究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三類雙胞胎依附關係（趨近尋求；分

離抗拒；安全天堂）對成年雙胞胎個人化的兩個指標（獨立；分化）是否有效

果，雙胞胎依附關係分為高低二組，以平均數為分界。 

 

肆、 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全部進入法（Enter）之多元迴歸先考驗父親「情感支持」教養行

為、母親「情感支持」教養行為、「趨近尋求」及「安全天堂」安全依附關係

對成年雙胞胎個人化是否有正向預測效果；再考驗父親「拒絕」教養行為、父

親「一致性」教養行為、母親「拒絕」教養行為、母親「一致性」教養行為、

「分離抗拒」不安全依附關係對成年雙胞胎個人化是否有負向預測效果。 



第六節 研究限制 

壹、 抽樣 

本研究由於雙胞胎參與者取得不易，因此無法隨機取得大樣本，而必需採

用立意以及滾雪球取樣，因此在推論上可能要有所保留。在研究對象方面，本

研究的參與者多為 20-30歲之間的成年雙胞胎，因此無法廣泛地推論到所有成

年雙胞胎。另外，參與者的教育程度普遍偏高，也可能對本研究的推論有所影

響。 

 

貳、 影響變項 

影響雙胞胎個人化的變項甚多，例如社會期望或社會接納度（Stewart, 2000）

本研究因時間、空間及人力的限制，無法包含所有可能的因素，僅針對父母教

養行為、雙胞胎依附關係做探討，因此無法建立一個較完整的模式。 

 

參、 網路問卷 

本研究除了使用傳統的紙本問卷，因雙胞胎樣本取得不易，故結合網路問

卷，使用網路問卷的好處是能增加填答人數，但網路及紙本問卷在填答上可能

會有誤差。又由於網路問卷難以確認為雙胞胎本人填答，因此研究者在邀請參

與者時，盡力展現最大的誠意，希望對方誠實回答。 

 



肆、 回憶的限制 

本研究的父母教養行為量表要求參與者回憶其國中時期的父母教養行為，

對某些參與者而言，可能會因為時間久遠而有所遺忘或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