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目的在了外籍配偶子女自我概念、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的

情形，並探討其間的關聯。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透過文獻探討、

分析與歸納做為研究的基礎，發展本研究的概念架構，冀求透過蒐集

資料，分析研究各變項間的相關，掌握事實發現彼此間的關聯與差

異，以提出外籍配偶子女之道。茲將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假設、

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步驟與資料處理等部份，分別

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主要目的在探討外籍配偶就讀國中子女自

我概念、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及

綜合文獻探討與分析，以自我概念、生活適應為自變項，以學業成就

為依變項。其次，以學生個人背景（性別、年級、父母教育程度、父

母婚姻、家庭經濟、管教方式、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為背景變項，

以探討自我概念、生活適應及學業成就之關係。茲將本研究的研究架

構設計圖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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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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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假設一  在不同的背景變項之國中外籍配偶子女，其自我概念無顯著 

差異。 

假設二  在不同的背景變項之國中外籍配偶子女，其生活適應無顯著

差異。 

假設三  在不同的背景變項之國中外籍配偶子女，其學業成就無顯著

差異。 

假設四  國中外籍配偶子女自我概念與生活適應無顯著相關存在。 

假設五  國中外籍配偶子女自我概念與學業成就無顯著相關存在。 

假設六  國中外籍配偶子女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無顯著相關存在。 

假設七  國中外籍配偶子女自我概念、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無交互作    

        用存在。 

假設八  國中外籍配偶子女背景變項、自我概念、生活適應對學業成

就無聯合預測功能。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就讀桃園縣公立國中外籍配偶子女為研究對象，為使

樣本更具代表性並且兼顧地區的考量，依學校地區、規模採立意抽樣

方式抽樣，抽樣學校地區、校數分配，如表 3-1。 

 

 

表 3-1  抽樣學校地區、學校數分配表 

區域分類 班級數 學校總數 抽樣學校數 

48 班以上 13 7 

25 班--47 班 10 7 都市學校 

24 班以下 2 2 

48 班以上 5 3 

25 班--47 班 9 6 鄉鎮學校 

24 班以下 9 5 

偏遠學校 24 班以下 7 4 

合計  55 34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測量工具，包括「個人基本資料調查表」、「學

業成就」、「自我概念量表」、「生活適應量表」等四部分，分別說

明如下： 

 

壹、個人基本資料調查表 

在受試者基本資料的調查方面，研究者將學生個人背景（性別、

年級、父母教育程度、父母婚姻狀況、家庭經濟、父母管教方式、

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為背景變項，分別說明如下：。 

一、性別：分成男、女兩種類型。  

二、年級：依國中階段分成一、二、三年級 

三、父母教育程度：分成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及研究所五種

程度（碩博士）。 

四、父母的婚姻狀況：分為同住、分居、離婚、父歿、母歿及其他六

種情形。  

五、家庭經濟狀況：分為富裕、普通及貧窮三種狀況。  

六、父母的管教方式：分為開明民主、專制權威及自由放任三種方式。 

七、學校規模：分為 24 班以下、25~47 班及 48 班以上三種規模。 

八、學校地區：分為都市（省轄市、縣轄市）、鄉鎮及偏遠地區（以

桃園縣政府認定之偏遠學校為準） 

 

貳、學業成就： 

本研究中所指學業成就為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國中學生在學校所



學習的三大領域課程之表現，包括：國文、英語、數學九十四學年度

上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分數而言。 

 

參、 國民中學學生自我概念問卷 

 

在本研究中為了解學生自我概念之情形，係以莊榮俊（2002）所 

編製之「國民中學學生自我概念問卷」為研究工具。研究者依據莊榮

俊（2002）研究論文中有關研究工具一節的描述，對「國民中學學生

自我概念問卷」之內容說明如下：  

 

一、問卷內容 

此問卷共有21題，分為「生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

我」、「學校自我」及「道德自我」五類，其意義及內涵說明如下：  

（一）生理自我：代表受試者對自己身體和外貌方面的看法。  

（二）心理自我：反映出自我價值感，個人對自已性格或情緒所

進的自我評估。 

（三）家庭自我：反映對身為家中一份子，所感受到的勝任感及

價值感，為對自已與週遭家人間關係看法。 

（四）學校自我：對自己在學校的表現採何種看法，及認為在這

樣情境中，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表現。  

（五）道德自我：在反映學生自己對自我道德控制及對道德價

值，事情對錯的看法。  

 

二、計分方式 

本問卷作答方式採李克特式（Likert-style）填答計分，受試者依

其在生活中對於自我概念各層面（包含生理自我、心理自我、家庭自



我、學校自我、道德自我五個層面）的感受，直接於每一題圈選代表

適當的數字。1表示「完全不符合」；2  表示「部分不符合」；3表

示「部份符合」；4  表示「大部份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

計分方式此五點量表計分，分別計1 分、2 分、3 分、4分、5分 。

當受試者各層面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概念越高。  

 

三、問卷信度 

信度考驗以量表之內部一致性表示，如表 3 - 2。國民中學學生

自我概念問卷各分量表的 Cronbach值分別為.7322、.7491、.8360 

、.8604、.7896，而總量表的 Cronbach α值為 .8748，顯示本問卷之

總量表與各分量表內部一致性符合要求。 

 

表 3-2  國民中學學生自我概念問卷信度分析摘要表     

分 量 表 內 含 題 目 Cronbach α 

生理自我  2、3、4、5  0.7322 

心理自我  8、10、11  0.7491 

家庭自我  12、13、14、16、17  0.8360 

學校自我  18、20、22  0.8604 

道德自我  23、24、25、26、27、7  0.7896 

總 量 表  21 題  0.8748 

 

三、問卷效度 

預試問卷之資料統計，以文獻探討及專家效度為依據，運用

SPSS/PC+統計套裝軟體進行因素分析，設定五個因素，其特徵值分

別為2.528、2.154、3.056、2.526、3.067，其特徵值均大於1，此五

個因素佔總變異之累積百分比為63.49%。經檢核各因素試題，乃將因



素負荷量較低及題意與因素差距較大的題目1、6、9、15、19、21 刪

除，本問卷題目計21 題，有關因素摘要表如表3-3。 

本問卷以探索性因素分析的原理，並以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抽取因素，以最大變異數法（Varimax）進行正

交轉軸。因素分析結果，依各題目所匯集之因素特性加以命名。因素

分析結果經篩選因素負荷量低及與題意差距較大之題目，其因素命名

與原建構效度符合，各因素結構如表3-3。  

 

表3-3  國民中學學生自我概念問卷因素結構摘要表  

因素別 題號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共同性 解釋變異量 

1  .620  .462  

2  .673  .501  

3  .816  .697  
生理自我 

4  .765  

2.258  

.593  

12.039%  

5  .837  .742  

6  .742  .650  心理自我 

7  .608  

2.154  

.609  

10.258% 

8  .859  .776  

9  .781  .723  

10  .510  .463  

11  .601  .582  

家庭自我 

12  .838  

3.056  

.744  

14.553%  

13  .865  .792  

14  .848  .826  學校自我 

15  .777  

2.256  

.717  

12.030% 

16  .739  .668  

17  .665  .675  

18  .772  .662  

19  .684  .600  

20  .569  .454  

道德自我 

21  .487  

3.067  

.395  

14.604%  



肆、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量表 

 

在本研究中為了解學生生活適應之情形，係以羅婉麗（ 2000）

所編製之「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量表」為研究工具。研究者依據羅婉

麗（2000）於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之訪談、評量與調查研究論文中有

關研究工具一節的描述， 對「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量表」之內容說

明如下： 

 

一、問卷內容 

此問卷共有 72 題，分為「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

及「人際適應」四類，其意義及內涵說明如下：  

（一）個人適應：係指國中小學生在維持個人所需要的各種資源和均

衡狀態，擁有良好的身心發展，及關懷自我或控制

自己的情緒等方面所需要的適應能力。包含身心發

展、自我關懷、情緒控制等三個細類。受試者分數

越高，表示其在個人的適應越好。而題本第 1 題至

第 18 題則屬於個人適應。 

（二）家庭適應：係指國中小學生在家庭與父母、兄弟姊妹間的相處，

及家庭結構的影響之適應情形。包含親子溝通、家

庭問題、父母管教態度等三個細類。受試者分數越

高，表示其在家庭的適應越好。而題本第 19 題至

第 36 題則屬於家庭適應。 

（三）學校適應：係指國中小學生在學校的課業學習與班級常規的適

應，及學習態度的養成、教師的管教態度之適應情

形。包含課業與常規、學習態度與習慣、教師管教

態度等三個細類。受試者分數越高，表示其在學校



的適應越好。而題本第 37 題至第 54 題則屬於學校

適應。 

（四）人際適應：係指國中小學生與朋友、教師間的互動情形，及社

交能力等適應狀況。包含同儕互動、社交技巧、師

生互動等三個細類。受試者分數越高，表示其在人

際的適應越好。而題本第 55 題至第 72 題則屬於人

際適應。 

 

二、計分方式 

本問卷作答方式採用Likert 式四點量表，每個分量表有18 題，

全量表共計72 題。在計分及解釋方面，可採團體或個別施測，施測

時間約需30 分鐘，計分方式採正負向題計分。正向題「非常符合」

計4 分， 逐次增加至「非常不符合」計1 分。負向題反之。以個人

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及人際適應等四個分量表的得分而言，每

個分量表最高72 分，最低18 分，分數愈高表示受試者在此類適應的

情形愈好。 

 

三、問卷信度 

本問卷以 Cronbach 的內部一致性係數考驗信度，結果 α 係數介

於.7905~.9258 之間（見表 3-4 ），可見本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係數尚

佳。 

表 3-4  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量表之各項信度 

 樣本 個人 家庭 學校 人際 生活適應 

 人數 適應 適應 適應 適應 總分 

隔四週重測信度 50 .590
＊＊
 .687

＊＊
 .791

＊＊
 .736

＊＊
  .749

＊＊
  

內部一致性係數 1039 .7905 .8806 .8328 .8446 .9258 

＊＊
 p <.01 



四、問卷信度 

本問卷以效標效度考驗效度，由表 3-5 結果可以發現： 

（一）個人適應與「自我關懷困擾」、「身心發展困擾」、「學校生活困

擾」、「人際關係困擾」及「家庭生活困擾」的相關為-.565、

-.594、-.537、-.457、-.409。 

（二）家庭適應與「自我關懷困擾」、「身心發展困擾」、「人際關係困

擾」及「家庭生活困擾」的相關為-.538、-.471、-.368、-.826。 

（三）學校適應與「自我關懷困擾」、「身心發展困擾」、「學校生活困

擾」及「人際關係困擾」的相關為-.410、-.309、-.594、-.316。 

（四）人際適應與「自我關懷困擾」、「學校生活困擾」及「人際關係

困擾」的相關為-.400、-.573、-.324。由上述資料得知，施

測本問卷的邏輯一致性尚佳。 

 

表 3-5  國中小學生生活適應量表與行為困擾量表之相關（n =50） 

 自我關懷 身心發展 學校生活 人際關係 家庭生活

 困擾 困擾 困擾 困擾 困擾 

個人適應 -.565
＊＊
  -.594

＊＊
  -.537

＊＊
  -.457

＊＊
  -.409

＊＊
  

家庭適應 -.538
＊＊
  -.471

＊＊
  -.262 -.368

＊＊
  -.826

＊＊
  

學校適應 -.410
＊＊
  -.309

＊
  -.594

＊＊
  -.316

＊
  -.253 

人際適應 -.400
＊＊
  -.193 -.573

＊＊
  -.324

＊
  -.207 

生活適應總分 -.599
＊＊
  -.491

＊＊
  -.593

＊＊
  -.456

＊＊
  -.560

＊＊
  

＊ p＜.05   ＊＊ p＜.01 

   

 

 



第五節 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進行其程序分為：（一）準備階段（二）發展階段（三）

研究階段（四）完成階段。各階段並依下列步驟實施。（一）研讀分

析文獻，（二）確定研究主題，（三）撰擬研究計劃，（四）選擇適合

研究工具（五）進行調查研究（六）電腦資料處理（七）撰寫論文報

告。  

 

一、準備階段  

（一）收集分析文獻  

    廣泛收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料，利用國立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料

中心全國博碩士論文資料、博碩士論文摘要系統（Dissertation 

Abstracts OnDisc ; DAO），收集並研讀期刊、書籍、文獻、並經分析、

整理，建構研究架構，以形成研究主題。  

（二）決定研究主題  

    經廣泛收集及研讀文獻後，對外籍配偶子女有了更深一層次的了

解，以自我概念和生活適應作為建構研究的主要架構。並經指導教授

指導、修正，確認研究主題為「外籍配偶子女自我概念，生活適應與

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以桃園縣國中學生為例」。  

（三）撰擬研究計劃  

    撰寫研究計劃，共分三章敘述，第一章緒論，包含研究背景與動

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釋義，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第二章文獻

探討，第三章包含研究方法，包含研究架構,研究實施程序及進度管

制，樣本與抽樣方法，施測工具，測驗實施過程，資料處理。  

 



二、發展階段  

（四）選擇適合研究工具 

    為研究需要發展選擇適合研究工具，在發展工具過程中主要分成

兩個步驟，一：以目前國中學生生活問題主題，進行了解研究主題實

務層面的現況，其二：結合文獻理論，作為選擇研究工具的基礎。 

 （五）選用研究工具  

    依研究之需要，結合理論分析，選用研究工具。研究問卷除了基

本背景資料調查外，並依研究架構，包含自我概念、生活適應二個量

表。  

 

三、研究階段  

（六）進行調查研究  

    在調查研究過程分為兩部分，第一部份為問卷調查，依研究需要

選取研究樣本，並實施正式問卷調查，深入了解研究問題。問卷調查

以郵寄方式進行，委請各抽樣學校輔導主任或相關人員負責，並以委

託信函、推薦信函或電話請託，懇請受試者惠予協助，期使問卷的回

收率能達相當水準。  

（七）電腦資料處理  

    問卷回收後，檢視問卷並予以分類，及輸入電腦建檔處理，並登

錄問卷施測結果，再進行資料分析，並以統計考驗研究假設，以了解

研究結果。  

 

四、完成階段  

（八）撰寫論文報告  

將研究結果寫成論文，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完成研究論文後，

申請參加學位論文口試。  



第六節 調查研究之實施 

 

壹、抽樣與施測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採用郵寄或親送方式進行，委

請各抽樣學校主任將問卷發給外籍配偶子女填寫，並協

助寄回，採立意抽樣，共寄出 536 份，回收 531 份，回

收率達 99.68％，填答不全 23 份，可用問卷 508 份，可

用率 95.67%，回收問卷各項分析如下（見表 3-6，表 3-7）： 

 

表 3-6  抽樣學校地區、學校規模及回收問卷數量分析 

 

區域

分類 
班級數 

學校

總數 

抽樣

校數 

發出

問卷 

回收

問卷 

有效

問卷 

無效

問卷 

回收率

％ 

48 班以上 13 7 114 114 104 10 100 

25班--47班 10 7 159 158 156 2 99.37 
都市

學校 
24 班以下 2 2 16 15 14 1 93.75 

48 班以上 5 3 72 70 65 5 97.22 

25班--47班 9 6 102 101 99 2 99.02 
鄉鎮

學校 
24 班以下 9 5 48 48 45 3 100 

偏遠

學校 

24 班以下 
7 4 25 25 25 0 100 

合計  55 34 536 531 508 23 99.68 

 
 
 
 
 
 



表 3-7 抽樣學校、人數及回收情形 

 

都市學校 鄉鎮學校 偏遠學校 班 

級 

數 

編 

 

號 

學校 

名稱 

抽樣

人數 

回收

份數

學校 

名稱 

抽樣

人數 

回收

份數

學校 

名稱 

抽樣

人數 

回收

份數

1 青溪國中 19 19 壽山國中 19 17 大漢國中 5 5 

2 中興國中 16 16 南崁高中 24 24 大坡國中 6 6 

3 慈文國中 18 18 仁和國中 29 29 富岡國中 5 5 

4 福豐國中 18 18    瑞原國中 9 9 

5 內壢國中 10 10       

6 自強國中 18 18       

48 

班 

以 

上 

7 平鎮國中 15 15       

1 八德國中 25 25 大竹國中 8 8    

2 永豐高中 17 17 光明國中 29 28    

3 新明國中 19 18 大溪國中 7 7    

4 龍岡國中 30 30 凌雲國中 25 25    

5 龍興國中 25 25 新屋國中 9 9    

6 大崙國中 20 20 仁美國中 24 24    

47 

班 

｜ 

25 

班 

7 東安國中 23 23       

1 興南國中 12 11 龜山國中 7 7    

2 會稽國中 4 4 山腳國中 5 5    

3    竹圍國中 9 9    

4    觀音國中 8 8    

24 

班 

以 

下 
5    武漢國中 19 19    

合計  289 287  222 219  25 25 

 
 



貳、正式樣本之背景資料 

 

依據問卷回收所得結果，分析國中外籍配偶子女個人背景資料，

茲分述如下（見表 3-8）： 

 

一、性別方面 

在本研究的所有有效樣本 508 人中，男生和女生人數分布如下：

男性 255 人，占有效樣本的 50.24 ％、女性 253 人，占有效樣本的

49.80％。 

 

二、年級方面 

在本研究的所有有效樣本 508 人中，各年級學生人數分布如下：

一年級 209 人，占有效樣本的 41.14％；二年級 188 人，占有效樣本

的 37.01％；三年級 111 人，占有效樣本的 21.85％，故本研究以一

年級受試人數較多。 

 

三、婚姻狀態 

在本研究的所有有效樣本508人中，與雙親同住的學生共396人， 

占有效樣本的 77.95％，為最多；雙親離婚的學生共 50 人，占有效

樣本 9.84％，為次多；雙親分居的學生共 27 人，占有效樣本的 5.32

％；父歿的學生共 26 人，占有效樣本的 5.12％；母歿的學生共 7人，

占有效樣本的 1.38％為最少。 

 

四、父母親教育程度 

在本研究的所有有效樣本 508 人中，父母的教育程度是國小或不

識字各為 78 人、105 人，占有效樣本的 15.36％、20.67％；國中各



為 164 人、126 人，占有效樣本的 32.28％、24.80％；是高中、高職

各為 191 人、219 人，占有效樣本的 37.60％、43.11％；是專科、大

學各為 60 人、52 人，占有效樣本的 11.81％、10.24％；研究所各為

15 人、6 人，占有效樣本的 2.95％、1.18％。由上觀察，受試樣本

的父母親的教育程度以高中、高職占大多數。 

 

五、經濟收入 

在本研究的所有有效樣本 508 人中，家庭經濟收入人數分布如

下：家境富裕者 9人，占有效樣本的 1.77％；家境普通者 462 人，

占有效樣本的 90.95％；家境貧窮者 37 人，占有效樣本的 7.28％，

由上觀察，受試樣本的家境普通者人數最多。 

 

六、居住狀況 

在本研究的所有有效樣本508人中，與雙親同住的學生共391人， 

占有效樣本的 76.97％，為最多；單親只與媽媽同住的學生共 55 人， 

占有效樣本 10.83 ％，為次多；單親只與爸爸同住的學生共 30 人，

占有效樣本的 5.90％；與其他親戚同住的學生共 30 人，占有效樣本

的 5.90％；其他的學生共 2人，占有效樣本 0.39％，為最少。 

 

七、管教方式 

在本研究的所有有效樣本 508 人中，管教方式開明民主者 354

人，占有效樣本的 69.69％；專制權威者 88 人，占有效樣本的 17.32

％；自由放任者 66 人，占有效樣本的 12.99％，由上觀察，受試樣

本的父母管教方式開明民主者人數最多。 

 

 



八、學校規模 

在本研究的所有有效樣本 508 人中，學校規模人數分布如下：24

班以下有 87 人，占有效樣本的 17.14％；25～48 班有 253 人，占有

效樣本的 49.80％；48 班以上有 168 人，占有效樣本的 33.07％，故

以學校規模 25～48 班的受試人數較多。 

 

九、學校地區 

在本研究的所有有效樣本 508 人中，學校地區人數分布如下：地

區屬都市者有 276 人，占有效樣本的 54.33％；屬鄉鎮者有 207 人，

占有效樣本的 40.75％；48 班以上有 168 人，占有效樣本的 33.07％，

故以學校地區屬都市者的受試人數較多。 

 

 

 

 

 

 

 

 

 

 

 

 



表 3-8 有效樣本基本資料分析 

 

類別 項目 人數 合計 百分比％ 

男 255 50.20％ 
性別 

女 253 
508 

49.80％ 

國一 209 41.14％ 

國二 188 37.01％ 年級 

國三 111 

508 

21.85％ 

同住 396 77.95％ 

分居 27 5.32％ 

離婚 50 9.84％ 

父歿 26 5.12％ 

婚姻狀況 

母歿 7 

508 

1.38％ 

國小 78 15.36％ 

國中 164 32.28％ 

高中職 191 37.60％ 

大專 60 11.81％ 

父親教育程度 

研究所 15 

508 

2.95％ 

國小 105 20.67％ 

國中 126 24.80％ 

高中職 219 43.11％ 

大專 52 10.24％ 

母親教育程度 

研究所 6 

508 

1.18％ 

富裕 9 1.77％ 

普通 462 90.95％ 經濟收入 

貧窮 37 

508 

7.28％ 

與父母同住 391 76.97％ 

與父親同住 30 5.90％ 

與母親同住 55 10.83％ 

其他親戚同住 30 5.91％ 

居住狀況 

其他 2 

508 

0.39％ 

開明民主 354 69.69％ 

專制權威 88 17.32％ 管教方式 

自由放任 66 

508 

12.99％ 

24 班以下 87 17.13％ 

25～48 班 253 49.80％ 學校規模 

48 班以上 168 

508 

33.07％ 

都市 276 54.33％ 

鄉鎮 207 40.75％ 學校地區 

偏遠地區 25 

508 

4.92％ 

 



第七節  資料分析與處理 

 

問卷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套裝軟體程式進行

統計分析： 

 

一、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分析國中生個人背景變項上的分佈；及描述受試者在自我概念、

生活適應與學業成就之分佈情形。 

 

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考驗假設一、二、三，以分析不同背景的國中生在自我概念、生

活適應與學業成就上之差異情形，若達顯著水準則用薛費

法（ Scheffe´method）進行比較。 

 

三、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MANOVA） 

考驗假設四、五、六、七，以探討國中生之自我概念、生活適應、

學業成就相互間之相關情形。 

 

四、逐步多元迴歸分析（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考驗假設八，以瞭解國中生之背景變項、自我概念、生活適應是

否能有效預測學業成就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