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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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為資料處理與分析，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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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以下研究架構（圖5）。 

 

 

圖5 本研究理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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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九十六學年度就讀於各公私立大學的大學生為研究母

群。依據教育部高教司資訊網所提供的現有公私立大學名單，研究者以便利取樣

的方式抽取台灣地區北、中、南、東四區之公私立大學，委請目前服務於各公私

立大學之授課教師或就讀之學生協助施測。本研究總計發出900份問卷，回收後

刪除明顯亂答或過多漏答者，共餘有效問卷801份，即為本研究之正式樣本，有

效樣本人數分配情形如表3所示： 

表3  有效樣本人數分配情形 

地區 公私立大學 人數 各區總人數 百分比（％）

世新大學 36 

政治大學 65 

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50 

北區 

臺北大學 46 

197 24.6 

亞洲大學 49 

建國科技大學 74 

逢甲大學 43 

中區 

靜宜大學 40 

206 25.7 

中正大學 4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47 

成功大學 41 

南區 

屏東科技大學 63 

200 25.0 

宜蘭大學 46 

淡江大學（蘭陽校園） 55 

東區 

慈濟大學 97 

198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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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料，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計有：「知覺父母婚姻

關係量表」、「人際依附風格量表」、「婚姻態度量表」、「個人基本資料」，

茲簡介說明如下。 

 

壹、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 

本研究採用的「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係為蘇美榕（2004）修訂李閏華

（1993）所發展之父母婚姻關係知覺量表，包含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以

及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共兩個構念。 

一、量表內容 

全量表共計22題，包含兩部份：1、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包括：

共同相處情形、情感表達的情形、分離傾向的情形；2、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

諧程度，包括：意見一致的情形、衝突的情形。其題目分配如表4所示： 

表4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各構念與題目分配 

構  念 題  目 反向題 

共同相處 1、2、3、4、5  

情感表達 6、7、8、9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

親密程度 

分離傾向 10、11、12、13 10、12、13 

意見一致性 14、15、16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

和諧程度 衝突現象 17、18、19、20、

21、22 

17、18、19、2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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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量表形式與計分 

原量表採Likert五點量尺計分，反應方式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從1分至5分，依序編碼為1到5，反向題則

反之。分數愈高，表示個人感受到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與和諧程度愈高，即

對父母該項婚姻關係的評價愈高。 

三、量表信效度檢核 

原量表在信度方面，具有良好的信度；在效度方面，具有良好專家效度外，

亦具有良好的建構效度，如表5所示。 

表5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各構念的信度係數、建構效度 

構  念 Cronbach α 解釋變異量（％）

共同相處 0.89 16.64 

情感表達 0.88 12.84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

親密程度 

分離傾向 0.79 16.13 

意見一致性 0.85 10.97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

和諧程度 
衝突現象 0.88 13.18 

總量表  0.93 68.44 

 

貳、人際依附風格量表 

本研究採用的「人際依附風格量表」是王慶福（1995）參考Bartholomew與

Horowitz（1991）的四種人際依附風格之理論架構所發展的評量工具，主要是在

測量個人的依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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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量表內容 

本量表內容共有24題，包括安全型依附、焦慮型依附、忽略逃避型依附、害

怕逃避型依附四個分量表，每個分量表各有六題，其題目分配如表6所示。 

表6 人際依附風格量表各構念與題目分配 

構  念 題  目 反向題 

安全型依附 2、16、19、21、23、24 16 

焦慮型依附 7、9、12、13、18、20 13 

忽略逃避型依附 3、5、8、10、17、22  

害怕逃避型依附 1、4、6、11、14、15  

 

二、量表形式與計分 

本量表計分方式採Likert六點量尺方式填寫，分為「非常符合」、「相當符

合」、「還算符合」、「不大符合」、「相當不符合」、「非常不符合」，從1

分至6分，依序編碼為1到6，反向題則反之。焦慮依附向度得分愈高者，愈擔心

別人不喜歡自己，很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害怕逃避依附向度得分愈高者，愈

會逃避和別人親近，以免除不自在的感覺或避免受到傷害。忽略逃避依附向度得

分愈高者，愈傾向於喜歡一個人自由自在或自給自足的生活。安全依附向度得分

愈高者能接納自己而有安全感，能自在的和別人相互親近。本研究中，認為個體

在這四個依附風格中各具傾向，只是程度高低之差異，舉例來說，某個人在安全

型依附風格分量表上得分最高，表示其較傾向於安全型依附風格，但相對地，他

在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分量表得分雖較低，亦表示他存有某程度逃避害怕型依附

風格，只是相較於安全型依附風格來說，傾向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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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量表信效度檢核 

（一）信度：具有良好的信度，如表7所示。 

表7 人際依附風格量表各構念的信度係數 

構  念 Cronbach α 折半係數 

安全型依附 0.71 0.74 

焦慮型依附 0.83 0.78 

忽略逃避型依附 0.81 0.84 

害怕逃避型依附 0.79 0.73 

 

（二）效度： 

以多向度量尺分析（MDS）量表，結果顯示，四種依附風格的自我意像和

他人意像完全符合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的理論架構，因此本量表具

有良好的構念效度。 

 

參、婚姻態度量表 

本研究採用的「婚姻態度量表」，係為林喬瑩（2006）參考李閏華（1993）

等人的婚姻態度量表自編的，將婚姻態度定義為以下三個因素：「未來結婚意

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 

一、量表內容 

全量表共20題，包含三個部份：「未來結婚意向」表示受試者對於婚姻必要

性所抱持的信念及對於未來自己結婚或單身可能表現的行為；「婚姻感受性」表

示受試者對於婚姻所抱持的感受、好惡與期待；「婚姻長久性」表示受試者對於

婚姻長久性所抱持的信念與看法。其題目分配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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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婚姻態度量表各構念與題目分配 

構  念 題  目 反向題 

未來結婚意向 1、2、3、4、5、6 5、6 

婚姻感受性 7、8、9、10、11、12、13 11、12、13 

婚姻長久性 14、15、16、17、18、19、20 14、17 

二、量表形式與計分 

本量表採Likert五點量尺方式作答，計分方式是根據受試者對每一題的符合

程度，由「非常不符合」、「不太符合」、「普通」、「還算符合」、「非常符

合」五個等級反應，分別計1、2、3、4、5分，量表總分愈高者，表示其婚姻態

度愈趨向正向、肯定的態度；分數愈低者，表示其婚姻態度愈趨向負向、存疑的

態度。 

三、量表信效度檢核 

原量表在信度方面，具有良好的信度；在效度方面，具有良好專家效度外，

亦具有良好的建構效度，如表9所示。 

表9 婚姻態度量表各構念的信度係數、建構效度 

構  念 Cronbach α 解釋變異量（％） 

未來結婚意向 0.72 14.40 

婚姻感受性 0.85 15.13 

婚姻長久性 0.68 19.25 

總量表 0.89 51.78 

 

肆、個人基本資料 

此資料係由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自行擬定欲蒐集研究對象的基本資料，共

有三題，包括「性別」、「出生序」、「父母婚姻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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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可分為文獻評閱、研究工具的選擇、研究對象的確認、問

卷調查實施等四個階段，茲分述如下： 

壹、文獻評閱 

研究者自民國96年7月起開始著手蒐集與閱讀關於婚姻態度、依附理論與風

格及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等相關文獻，至民國96年10月確定研究主題與架構，

並著手進行研究工具的選擇。 

 

貳、研究工具的選擇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共有四種，分別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人

際依附風格量表」、「婚姻態度量表」、「個人基本資料」，除了「個人基本資

料」外，其餘皆採用現成的工具。 

 

參、研究對象的確認 

本研究將採取便利抽樣，對台灣的北區、中區、南區、東區的公私立大學學

生進行施測，以大一到大四生為取樣對象。 

 

肆、問卷調查實施 

問卷調查時間為民國97年1月中至民國97年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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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經問卷調查所蒐集之資料，採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SPSS 13.0 for 

windows」以及「LISREL 8.72」進行分析。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待答問題，

採用之統計方法說明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平均數、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方法，回答研究問題1。 

貳、T 考驗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平均數差異 T 考驗，考驗假設1-1-1、1-1-2、1-1-3。 

參、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考驗假設1-2-1、1-2-2、1-2-3。 

肆、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來考驗假設2-1-1、2-1-2、2-1-3、2-2-1、2-2-2、

2-2-3、3-1-1、3-1-2、3-1-3、3-2-1、3-2-2、3-2-3、3-3-1、3-3-2、3-3-3、3-4-1、

3-4-2、3-4-3。 

伍、結構方程模式分析（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中的多組模式分析來考驗假設4-1-1、4-1-2、

4-1-3、4-1-4、4-2-1、4-2-2、4-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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