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分五小節來闡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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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探討的研究問題以及相關文獻

探討的結果，提出以下研究架構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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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研究架構 

如下： 

理論能力上的差異情形，了解幼兒心智

 

錯誤信念作業 

意向作業 

外表/真實作業 

兒在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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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能力發展之現況。 

2.考驗不同依附關係、語文智能、人際智能的幼兒，其心智理論能力的差

異情形。 

3.檢驗幼兒的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之相關情

形。 

4.分析幼兒的安全依附、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對心智理論能力的預測情

形。 

 

 

第二節  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參與者來自台北縣市共四所公私立幼稚園四至六歲之幼兒，共

124 位。由表 1可見本研究參與幼兒之資料分佈。另再以次數、百分比呈

現受試幼兒之背景變項分布情形，請參見表 2、表 3。 

 

表 1  研究參與者分佈表 

四歲組 五歲組 六歲組 總人數
地區 公私立幼稚園 

男生 女生 男生 女生 男生 女生  

台北市 私立威利幼稚園 6 3 5 14 0 1 29 

台北市 私立青青幼稚園 4 2 3 3 0 2 14 

台北市 私立家家幼稚園 5 3 9 3 5 2 27 

台北縣 安坑國小附設幼

稚園-月亮班 

3 5 6 3 4 6 27 

台北縣 安坑國小附設幼

稚園-星星班 

1 2 8 5 8 3 27 

總人數 19 15 31 28 17 1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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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2、表3可知，幼兒在性別、年齡、社經地位等三個背景變項的次

數及百分比。在性別方面，男生(n=68)略多於女生(n=56)。其次，在年齡

層方面，以五歲組(n=59)為最多，四組組34人，六歲組則有31人。再者，

在社經地位方面，中社經地位者(n=87)最多，低社經地位者(n=2)最少。

另外由於有些受試幼兒之家長不清楚或不願意回答其職業與教育程度，致

使產生部份缺失值。 

 

 

 

表2  參與幼兒在性別與社經地位上之分配情形 

性別 人數 比例 有效比例 

女生 56 45% 45% 

男生 68 55% 55% 

總合 124 100% 100% 

社經地位 人數 比例 有效比例 

低社經地位 2 2% 2% 

中社經地位 87 70% 79% 

高社經地位 21 17% 19% 

缺失值 14 11%  

 

 

 

表3  參與幼兒的年齡分配情形 

年齡層 人數 比例 有效比例 

4歲組 34 27% 27% 

5歲組 59 48% 48% 

6歲組 31 25% 25% 

總合 124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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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共計四項，分別為：「幼兒心智理論能力測驗」、「幼兒依

附關係量表」、「幼兒多元智能檢核表」中的語文智能分量表、人際智能分

量表，茲將其內容概述如下： 

 

 

壹、幼兒心智理論能力測驗 

    此測驗主要目的在檢測幼兒的心智理論能力，本研究所採用的「幼

兒心智理論能力測驗」乃由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共同發展編製，根據國外的

心智理論能力研究程序及範例，考慮台灣幼兒對於測試內容物品、情境之

熟悉度，逐題討論語意與情境之適切性，以適合國內幼兒之認知程度改編

而成。 

心智理論能力測驗包含錯誤信念作業、意向作業與外表/真實作業三

個部份，呈現方式以實物及故事繪本為主;測驗計分部份，整個測驗累計

的分數範圍為 0至 8分，幼兒累計分數愈高，表示其心智理論能力的表現

愈好。以下分別介紹此測驗之測試作業、計分方式以及信效度分析。測驗

發展之詳細說明請參見附錄一，測驗內容(實物照片及繪本)見附錄三。 

 

一、 測驗內容與計分方式 

(一)錯誤信念作業(false belief task) 

錯誤信念作業包括未預期的內容(content)、未預期的移位(location)

來測試幼兒對於錯誤信念的理解。在每一個錯誤信念作業中，皆包括確認

幼兒是否了解所述內容的記憶性問題及預測他人錯誤信念之問題。在計分

部份，能預測他人錯誤信念的問題為關鍵題，答對者可得１分。幼兒表現

愈好，累計的分數則愈高，由所有錯誤信念作所累計的分數範圍在 0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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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未預期的內容(The unexpected content)  

主要程序採自 Hogrefe、Wimmer 及 Perner (1986)之“The Smarties＂

作業，但顧及台灣幼兒對 smarties糖果盒與糖果的關聯性之不熟悉，因此

改以彩色筆盒/鉛筆做為測試物品。「未預期的內容-1」以實物呈現，如果

幼兒在「同學會覺得這個盒子裡裝的是什麼東西？」(檢測他人之錯誤信念

題)的回答正確，則此部份可得１分，答錯以 0分計算。「未預期的內容-2」

以故事繪本敘述，若幼兒答對「哥哥會覺得瓶子裡裝的是什麼東西？」，可

以得１分，答錯者以 0分計算。 

 

2、未預期的移位(The unexpected transfer task ) 

「未預期的移位-1」修改自 Wimmer 和 Perner(1983)，以繪本故事方

式描述，瞭解幼兒是否能預測他人會有錯誤之信念，先確認幼兒還記得之

前糖果所在位置與現在實際位置之後，如果幼兒答對「哥哥會在哪裡找糖

果？」，則可以得１分，答錯者以 0分計算。「未預期的移位-2」則先確認

幼兒是否還記得之前鞋子所在位置與現在實際位置，以瞭解幼兒能全面理

解錯誤信念。如果幼兒在「姊姊會在哪裡找鞋子？」題，答對者可以得１

分，答錯者則以 0分計算。 

 

(二)意向作業(intention task)   

此意向作業是改編自 Olson 和 Astington (1993)、Joseph 及 Tager- 

Flusberg (1999)其目的是在了解幼兒是否能從行動者的行為來理解其意

向。此意向作業包含兩個測試作業，意向作業為敘述兩個主角有相似的行

為且導致相同的結果，然而只有一位主角是意圖有此結果的。 

意向作業的兩個測試作業，都有一題：「誰是故意的?」 (如：是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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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就想要澆花?)，因此共有兩題，在此題答對者得一分，答錯者得 0分，

所以累計的分數範圍為 0到 2分。 

 

(三)外表／真實(The appearance-reality task)作業  

本研究參考使用 Flavell、 Green 及 Flavell(1986)的研究程序，藉

兩個錯覺作業來測知幼兒對外表/真實的理解。作業中使用了看起來像是

其他物品的東西，本測試作業所採用的工具有：像彩虹筆的橡皮擦與看起

來像石頭的巧克力。研究者問幼兒三個測試問題：(1)「你用眼睛看，它

看起來像什麼東西？」以及(2)「它真正是什麼東西」。再問：「你怎麼知

道他是這個東西?」。幼兒在第(1)、(2)皆答對者，可得 1分。若(1)、(2)

其中一題答錯者，則為 0分。依幼兒在兩項作業上的表現各計為 0-1 分，

所以累計分數範圍為 0到 2分。 

 

二、效度分析 

本研究使用年齡、語文智能、人際智能做為效標進行效標關聯效度分

析。結果發現年齡、語文智能、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力總分均有顯著的

相關(rs(122)=.26~.42,ps < .01)。此外，另請班級教師依其與幼兒平日

相處之瞭解，共提名 20 位心智理論能力可能較高之幼兒，中大班各 10 位，

並對照其在心智理論能力測驗的得分，結果發現大班幼兒的得分皆在 6-8

分，中班幼兒的得分在 5-7 分，均屬於心智理論能力高分組。因此本測驗

具有良好之效標關聯效度。 

 

三、信度分析 

以正式施測樣本(N=124)進行信度分析，本研究採 Cronbach＇s α係

數考驗測驗的內部一致性信度。分析結果顯示總量表α值為.76，且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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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表之α值皆於.56 至.77，本量表具有不錯的內部一致性信度。另外，間

隔四週後抽取其中某班 30 位幼兒進行重測信度分析，結果顯示在各測試

作業的重測信度為：錯誤信念作業=.52; 意向作業=.81; 外表/真實作業

=.75，且皆達.05 之顯著水準。由上述可知，本測驗具備良好之一致性與

穩定性。 

 

 

貳、幼兒依附關係量表 

本量表乃研究者與指導教授參考 Ainsworth(1979)、Main 和 

Solomon(1990)之依附理論，綜合國內外專家學者們研究依附的結果所編

製而成。目的在於測量幼兒的依附關係，詳細的編製過程請參見附錄二，

正式量表請參見附錄四。 

 

一、量表內容 

本量表共 21 題，包含三個因素—三種依附類型，茲將此三因素之意

義以及其對照的題項說明如下： 

1、「安全依附型」：此類型的幼兒與母親維持親密熱絡的關係，母親離去

時，會顯焦慮不安，但重聚之後的緊張情緒會緩和下來並主動歡迎母

親。他們較信賴別人、順從，且具有同理心，對同儕較少敵意，且較少

出現問題行為。題號為第 1、2、5、6題，共 4題。 

2、「矛盾型」：此類型幼兒與母親經分離而重聚會表現出矛盾的情感，認

為別人的態度無法預測，沒有安全感，且有時跟陌生人的互動會比跟母

親的互動還要好。題號第 4、9、10、11、20、21 題，共 6題。 

3、「逃避混亂型」：此類型幼兒和母親缺乏情感的聯繫，不親近母親，母

親離去時並不會表現出痛苦，當母親返回時，也不會有什麼特別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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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他們常感受到自已被拒絕，表現出較多負向的自我概念、缺乏耐性

以及毫無頭緒較不穩定的行為。題號為第 2、7、8、12、13、14、15、

16、17、18、19 題，共 11 題。 

 

 

二、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量表由父母親根據孩子的生活互動情形填答，採 Likert 式四點量

尺，分別在「非常同意、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等四個等級中，圈

選出一個符合幼兒實際行為的等級。本量表根據三種依附類型的題平均得

分，以得分最高者歸類為其所屬依附類型。 

 

三、效度分析 

在效度分析方面，本研究先採內容效度中的專家效度，邀請幼兒教

育、教育心理學領域之專家學者們共針對量表內容提供意見，題目修改過

程請詳見附錄二，在參考專家的建議後，針對 9題進行修改，其中有一題

刪除(第 21 題)，初步修正後的題目共 39 題。 

其次，根據正式施測的 124 份有效問卷，反覆交互進行量表的內部一

致性分析與效度分析，將所有不適合之題目逐一刪除。以因素分析考驗量

表的建構效度，採用主軸法進行因素的抽取，抽取三個因素，以最大變異

法進行因素的直交轉軸。分析的結果共刪除第 2、3、5、6、7、9、17、22、

24、25、30、31、33、34、36、37、39、40 等 18 題，保留 21 題做為正式

量表。 

分析結果發現，「安全依附型」的因素負荷量介於.54 至.67 之間，

「矛盾型」的因素負荷量介於.38 至.59 之間，「逃避混亂型」的因素負

荷量介於.40 至.58 之間。三個因素分別可以解釋%9、%13、%14 的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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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共可解釋 36%的變異量。由上述的分析可知，本量表具有可接受的建

構效度。 

此外，效標關聯效度方面，以語文智能、人際智能為效標，結果發現

語文智能、人際智能與安全依附均有顯著之相關(rs(122)=.18~.19,ps 

< .05)，有可接受之效標關聯效度。 

 

四、信度分析 

以 Cronbach＇s α係數進行各分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信度分析，「安全

依附」分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係數為.69;「矛盾型」之內部一致性係數為.68;

「逃避混亂型」之內部一致性係數為.82。各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度尚

可。 

 

 

參、幼兒多元智能檢核表 

「幼兒多元智能檢核表」乃由葉玉珠(2004)在 93 學年度國科會研究

「創作性戲劇教學對幼兒創造力與多元智能之影響」，依據 Gardner 的多

元智能理論，與其研究團隊(包括數位資深幼教老師、碩士生)，歷經一年

的行動研究過程針對此檢核表，經過四次的實務與理論反覆驗證與修正歷

程後定案，發展出適合幼兒發展的多元智能檢核表，其認為，幼兒在不同

智能上的發展與表現，都是智力的表現，而每一智能下又可區分為三個層

次，分別為「基礎技能層次」、「複雜技能層次」及「統整層次」。幼兒多

元智能檢核表於 94年以台灣省台北縣市、澎湖縣等地區之中大班幼兒進

行施測並建立常模，參與幼兒共 370 位，其中包含本研究之研究樣本

(N=124)。 

本研究採用其中的語文智能、人際智能之分量表，請教師針對平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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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行為表現來評量，主要目的在於測量幼兒的語文智能、人際智能，

以下說明此二分量表之量表內容、填答及計分方式與信效度。 

 

一、量表內容 

(一)語文智能分量表 

    此分量表共 17 題，包含三因素：「基礎技能層次」、「複雜技能層次」

及「統整層次」。茲將此三因素之意義說明如下： 

1、基礎技能層次：包含已學得的東西和「推積木」(building block)語

文技巧能力的基礎發展，包括簡單的讀寫和初期的演說句型。 

2、複雜技能層次：包含理解語言系統的各層面，例如文法、句型、發音、

慣用語，以及語文理解、表達或閱讀理解的發展。 

3、統整層次：包含語文溝通的創意、自我表達方面的發展，以及延伸理

解與闡明解釋的能力。 

    其中，「基礎技能層次」有 3題(題號 1、2、3)、「複雜技能層次」有

6題(題號 4、6、7、8、9、10)及「統整層次」有 8題(題號 5、11、12、

13、14、15、16、17)。 

 

(二)人際智能分量表 

此部份共 12 題，包含三因素：「基礎技能層次」、「複雜技能層次」及

「統整層次」。茲將此三因素之意義說明如下： 

1、基礎技能層次：發展出根本的家庭關係，並學會人際關係的基礎技能，

包括溝通和接納別人。發展出和別人溝通的簡單方式 

2、複雜技能層次：學會和家人以外的人際互動技巧，包括和別人互助        

作的社會技巧。有能力對別人產生同理心，明瞭別人的觀點等。 

3、統整層次：對團體動力、人際關係、基礎人類社會行為的透鰴理解，

並能欣賞文化和個別差異。能敏銳觀察每個人的觀點、信念、動機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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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差異。 

其中，「基礎技能層次」有 3題(題號 1、2、3)、「複雜技能層次」有

3題(題號 4、5、8)及「統整層次」有 6 題(題號 9、10、11、12、13、14)。 

 

二、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量表採班級教師依平日教學觀察填答，採 Likert 式六點量尺。依

據題意，教師從平日幼兒的表現是否符合多元智能的行為進行評量，分別

在「表現極佳、表現良好、表現普通、表現不佳、表現極差、做不到」等

六個等級中，圈選出一個符合幼兒實際表現行為的等級。 

由「做不到」至「表現極佳」，依序給 0、1、2、3、4、5分。量表的

得分愈高，表示受試幼兒其智能表現愈好。 

 

三、效度 

本研究以 370 位幼兒進行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分析，考驗

此分量表之效度;採用主軸法(principle axis analysis)進行因素的抽

取，並以直接斜交法(direct oblimin)轉軸，進行因素分析。 

分析結果發現，語文智能分量表中，三個因素的負荷量介於.35 至.97

之間，共可解釋 75%的變異量。人際智能分量表中，三個因素的負荷量介

於.58 到.92 之間，共可解釋 78% 的變異量。由上述的分析可知，此二分

量表皆具有良好的建構效度。 

 

四、信度 

以 370 位參與幼兒進行信度分析，採 Cronbach＇s α係數考驗量表的

內部一致性信度。語文智能分量表的α值為.97，人際智能分量表的α值

為.97。由分析結果可知，此二分量表皆具有極佳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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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研究者於 2005年 1 月中旬開始，著手進行本研究的正式施測。本研

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主要分為三個部份，分別為：「幼兒心智理論能力測

驗」、「幼兒依附關係量表」、「幼兒多元智能檢核表」－語文智能分量表、

人際智能分量表。本研究以幼兒為研究對象係以立意取樣的方式，選擇台

北縣市 5所幼稚園 4-6 歲共 124 位幼兒為施測樣本，由於考慮幼兒的發展

程度，尚未能自我評量其多元智能、依附關係，因此請教師與父母來評量，

而心智理論能力測驗則由研究者親自對幼兒進行個別施測。 

    首先與幼稚園協調可與幼兒個別施測的時間，以不打擾其正常上課為

主，因此利用幼兒入園時間、角落活動及放學時間，經班級老師同意，於

幼稚園中安排獨立不受干擾之空間與幼兒進行一對一之「心智理論能力測

驗」施測，每位幼兒平均約 15 至 20 分鐘，輔以錄音方式記錄幼兒的回答，

且研究者當場記錄幼兒之回答，不清楚之處或是幼兒有特殊的表現時，亦

在每位幼兒施測完畢後重聽以做修正及補充，再進行下一位幼兒的施測。 

進入幼稚園進行心智理論測驗的同時，將「幼兒依附關係量表」委請

老師交給每位受試幼兒的家長，請家長從平日從幼兒的行為表現及與父母

之間的互動情形來填寫此量表。另外，「幼兒多元智能檢核表—語文智能

分量表、人際智能分量表」則請教師針對幼兒實際表現進行評量。「幼兒

依附關係量表」與「幼兒多元智能檢核表—語文智能分量表、人際智能分

量表」則在發出量表後的隔週進行回收。因此，研究進行正式施測約持續

一個半月，於 2005年 2 月底完成施測與回收測驗。 

在各測驗實施完畢與回收之後，進行統計分析，對所呈現的結果加以

解釋，並與先前的文獻研究結果相互比較分析，並深入探討發現結果，並

對此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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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 

本研究採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SPSS 12.0 for windows」來進行資

料分析，對各項研究假設進行考驗，顯著水準皆為.05。茲將運用的統計

分析方法分述如下： 

 

壹、描述統計 

     以平均數、標準差等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呈現不同

性別幼兒的依附關係、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的得分情形。 

 

貳、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以多變量變異數分析(MANOVA)來檢驗下列各變項的差異情形： 

一、不同人口變項(性別、年齡、社經地位)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表現的

差異情形，亦即考驗假設一、二、三。 

二、不同依附關係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的差異情形，亦即考驗假設四。 

三、不同語文智能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的差異情形，亦即考驗假設五。 

四、不同人際智能的幼兒在心智理論能力的差異情形，亦即考驗假設六。 

 

參、典型相關 

    以「典型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 檢驗幼兒的安全依附、語

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其心智理論能力之相關情形，亦即考驗假設七。 

 

肆、區別分析 

採「區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法考驗幼兒的安全依附、

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是否能預測心智理論能力的組別，亦即考驗假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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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的依附關係、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與心智理論能

力之關係，以及不同人口變項(性別、年齡、社經地位)與心智理論能力之

關聯;但礙於人力、經濟與時間上的限制，使得本研究未能善盡周延。茲

分別就「研究參與者」、「研究變項」、「研究設計」等三方面，將本研究的

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壹、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是以幼兒為研究對象。由於考慮幼兒發展的程度尚未能自我評

量其多元智能、依附關係，因此所採用的施測方式需要請教師與父母來評

量，所以樣本蒐取不易。況且心智理論測驗的施測需要個別進行約 15 分

鐘，且需在非正常上課時間進行，礙於研究時間因素以及人力資源有限，

因此無法以大樣本施測，可能會降低樣本的代表性，在推論上可能受到限

制。 

貳、研究變項 

    本研究的主要變項包括：「依附關係」、「語文智能」及「人際智能」，

以及人口變項之「性別」、「年齡」、「社經地位」。礙於時間、人力上的限

制，及研究動機上之考量，研究者僅就上述變項進行探討，根據相關理論，

可能仍有其他與心智理論能力相關的變項，研究者無法一一加以探討，因

而未能建立一個完整的理論模式。 

參、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較量化之方式進行，雖然心智理論能力測驗是一對一個別進

行施測，但礙於人力及時間上的限制，研究者未能對幼兒進行深入的訪談

及日常生活的觀察，以更充分掌握完整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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