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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以量表及問卷作為主要的研究工具，分別對幼兒的基

本資料、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以及問題解決能力進行資料的蒐

集，最後運用統計方法，探討變項間的關係。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架構圖中的各研究路徑，分別說明如下： 

A.探討社經地位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聯。 

B.探討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聯。 

C.探討情節調節能力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聯。 

D.探討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聯。 

E.探討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與社經地位在問題解決能力上的交互

作用。 

F.探討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與親子互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的交互作用。 

G.探討社經地位、玩興、情節調節能力與親子互動關係對問解決能力的預測力。 

 

 

 

問題解決能力 

玩興 

情緒調節能力

親子互動關係 

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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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幼稚園大班滿五足歲幼兒為研究對象，以班級為單位採立意取樣的

方式，由台北市的公立幼稚園當中選取 54 個大班，再從各班級中隨機抽取 5名

幼兒作為研究對象，共計 270 名幼兒參與研究，問卷與量表同時回收且填答完整

之有效樣本為 179 份，回收率為六成六。 

表 3-1 本研究有效樣本人數分配表 

學校名稱 班級數 研究對象(人) 有效樣本(份) 

木柵附幼 3 15 8 

辛亥附幼 1 5 5 

萬福附幼 2 10 10 

志清附幼 3 15 15 

華江附幼 2 10 10 

大理附幼 2 10 8 

萬大附幼 3 15 15 

龍山附幼 1 5 2 

福星附幼 3 15 12 

西門附幼 3 15 5 

螢橋附幼 3 15 10 

忠義附幼 2 10 2 

公館附幼 2 10 2 

建安附幼 3 15 14 

光復附幼 1 5 2 

興雅附幼 4 20 10 

蓬萊附幼 3 15 10 

永樂附幼 3 15 10 

明倫附幼 1 5 5 

延平附幼 3 15 9 

中山附幼 3 15 6 

西松附幼 3 15 9 

合計 54 270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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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包含：林生傳(2005)社經地位量

表、劉秀娟(1995)幼兒玩興量表、張鳳吟(2006)幼兒行為問卷-教師版，以及研

究者改編之親子互動關係量表與研究者修訂之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依序說明

如下： 

壹、 社經地位計算表 

 由研究者自編個人基本資料調查表，調查幼兒個人與家庭的背景資料，再

進行社經地位的計算。本研究所使用之社經地位量表係參考林生傳(2005) 的兩

因素社會地位指數，並參照我國的社會實況修改而成。將父母親的「職業類別」

及「教育程度」，分成五等級。計算社經地位指數時，將「職業類別指數」×「7」

加「教育程度指數」×「4」，所得的總分，即為「社經地位指數」，可能的指數

為 11- 55。另外，研究者再將社經地位指數分成高、中、低三組。第一組(55-41) 

列為「高社經地位」；第二組(40-30) 列為「中社經地位」；第三組(29-11)列

為「低社經地位」(如表 3-1)。 

表 3-2 社經地位計算表 

職業

等級 

職業

指數 

加權

值 

教育

等級 

教育

指數 

加權

值 

社經地位指數 社經地位

指數 

社經地位等級 

Ⅰ 5  ×  7 Ⅰ 5  ×  4 5×7 ＋ 5×4 55-52 Ⅰ 

Ⅱ 4  ×  7 Ⅱ 4  ×  4 4×7 ＋ 4×4 51-41 Ⅱ 

高

Ⅲ 3  ×  7 Ⅲ 3  ×  4 3×7 ＋ 3×4 40-30 Ⅲ 中

Ⅳ 2  ×  7 Ⅳ 2  ×  4 2×7 ＋ 2×4 29-19 Ⅳ 

Ⅴ 1  ×  7 Ⅴ 1  ×  4 1×7 ＋ 1×4 18-11 Ⅴ 

低

資料來源：林生傳(2005)。教育社會學(頁 50)。台北：巨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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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幼兒玩興量表(CPS) 

一、 編製者 

 本研究使用之量表，為劉秀娟(1995)翻譯自 Barnett 所發展的幼兒玩

興量表(The Children＇s Playfulness Scale，簡稱 CPS)，適合用於學前

幼兒。 

二、 量表內容 

  幼兒玩興量表分為身體的自發性(題 15、16)、認知的自發性(題 11、

12、13、14)、社會的自發性(題 19、20、21、22、23)、展現歡樂、幽默感

五個向度，經由因素分析後，發現五個向度有重組之現象，因此量表中「展

現歡樂」與「幽默感」合併為一個向度，稱為「歡樂情感」(題 1、2、3、4、

5、6、7、8、9、10)；而「身體自發性」則區分為「身體自發性」與「活

動型態」(題 17、18)，反向題 1題(題 4)，正式量表共 23 題(如附件一)。 

三、 計分方式 

 幼兒玩興量表採李克特氏五點量表的計分方式，由教師針對幼兒的遊

戲觀察在課餘時間進行評量，圈選「完全是」得 5分、「大部分是」得 4

分、「有時是」得 3分、「很少是」得 2分、「完全不是」得 1分，最後

可得到幼兒在各個面向的得分與總分兩個分數，前者代表幼兒在玩興的傾

向，後者代表整體玩興。 

四、 效度 

 本量表為翻譯版本，具有良好之回譯效度.91、專家效度.96；建構效

度部分，量表的五個因素，可解釋玩興 80.2%的變異量。 

五、 信度 

 本量表經過預試、第一次前測、第二次前測，內部一致性係數達.97；

一個月後進行再測，再測信度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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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幼兒行為問卷(CBQ)-教師版 

一、 編製者 

 本研究所使用之問卷為張鳳吟(2006)參考 Rothbart、Ahadi、Hershey 

與 Fisher（2001）的「兒童行為問卷」（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簡稱 CBQ）翻譯修訂而成，適用於學前幼兒。 

二、 問卷內容 

  本問卷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知覺敏感度」(題 1、4、7、10、

13、16)，評估幼兒是否透過視覺發現來自外界環境的低強度刺激。第二部

分為「注意力專注」(題 2、5、8、11、14、17)，評估幼兒是否傾向維持注

意力在目標相關的事物上。第三部分為「壓抑控制」(題 3、6、9、12、15、

18)，評估幼兒在教導或新奇、不確定的情境下，是否有能力去計劃和抑制

住不適當的反應，整份問卷共計 18 個題目(如附件二)。 

三、 計分方式 

  本量表採李克特式五點量表的計分方式，圈選「總是如此」得 5分、

「常常如此」得 4分、「偶而如此」得 3分、「很少如此」得 2分、「從不

如此」得 1分。反向題共 5 題（第 5、11、13、14、18 題），由教師完成問

卷的填答。 

四、 效度 

 幼兒行為問卷之專家效度是由兩位學者針對問卷各分量表之題目是否

能測出該特質加以審查，使得此量表能符合所欲測量的情緒調節能力，並

且針對題意與問句用語請教師閱讀給予題目修改之建議，具有一定的內容

效度及表面效度。效標關聯效度部分，本研究所使用之簡短版問卷以 CBQ

標準版為效標，簡短版問卷之效標效度平均達.90。 



 74

五、 信度 

  本問卷採內部一致性係數 Cronbach α 來進行考驗，正式量表在教師

版部分，整份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90(知覺敏感度為.76，注意力專注

為.83，壓抑控制為.81)。而在父母的部份，整份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係數

為.81(知覺敏感度為.64，注意力專注為.66，壓抑控制為.68)。此外，

Eisenberg(1993)與蔣雅琳(2005)皆發現教師與家長對孩子情緒調節的評分

有顯著正相關，有良好的評分者信度，顯示兩者皆為有信度的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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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親子互動關係量表 

一、 量表改編 

 莊麗雯(2002)「親子互動關係量表」為學齡兒童根據自身感受分別對

其與父母的互動情形進行評估所使用之自陳量表。量表根據 Gongla & 

Thompson（1987）親子互動的身體互動及心理互動，以及 Williams（1958）

將父母的管教方式分為權威及關懷，兩者作為主要的理論基礎。但本研究

考量幼兒的閱讀能力，於是參考莊麗雯(2002)之「親子互動關係量表」將

量表修改為成人填答形式，合併父母分量表，以對學前幼兒親子間的相處、

溝通、接觸等身、心層面上的互動，以及教養態度等進行評估。 

二、 量表內容 

  本研究改編之「親子互動關係量表」包含兩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情感

性(題 1、2、4、5、7、8、10、11、13、14、16)，第二部分為權威性(題 3、

6、9、12、15、17、18)，共 18 題，為本研究之預試量表。 

三、 計分方式 

   本研究所使用之「親子互動關係量表」為四點量表，由家長填答。在

量表計分方面，圈選「從不這樣」得 1分，「很少這樣」得 2分，「有時這

樣」得 3 分，「經常這樣」得 4 分。反向題共 7 題(3、6、9、12、15、17、

18)，得分越高代表親子互動關係越好。 

四、 量表預試 

 本研究以台北市兩所公立幼稚園大班幼兒為預試對象，發放 102 份量

表請家長填寫，回收 64 份，刪除 3份無效問卷，共計 61 份預試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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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效度 

 本研究以 61 份「親子互動關係」預試量表進行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

析法，抽取兩個因素，且刪除因素負荷量不足之題項(題 1、8、10、14、16)，

保留題項之因素負荷量，如表 3-3 所示。題 2、4、5、7、11、13 為因素一，

命名為情感性，解釋量為 28.88%。題 3、6、9、12、15、17、18 為因素二，

命名為權威性，解釋量為 20.44%，總量表解釋量為 49.32%，如表 3-2 所示。 

六、 信度 

本研究以「親子互動關係量表」之預試結果，進行 Cronbach＇s α內

部一致性考驗。「親子互動關係量表」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748，分

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情感性因素為.769，權威性因素為.759，如表 3-2

所示。 

七、 正式量表 

 調整題號後，本研究「親子互動關係量表」之正式量表，共計 13 題，

分為權威性(題 2、5、7、9、11、12、13)及情感性(題 1、3、4、6、8、10)

兩個分量表(如附件三)。 

表 3-3 親子互動關係量表之因素分析及信度考驗表 

量表名稱 因素 因素命名 可解釋

變異量

(%) 

總解釋

變異量

(%) 

分量表內

部一致性

係數 

總量表內

部一致性

係數 

因素一 情感性 28.88% .769 親子互動

關係 
因素二 權威性 20.443

49.32%

.759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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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親子互動關係量表因素負荷量摘要表 

正式量表題號/預試題號/題目 成份 

因素一：情感性 因素一 因素二

10 13、我覺得孩子能感受到爸爸媽媽的愛。 .799 .091 

4 5、我會和孩子聊天。 .773 -.031 

3 4、我在孩子心目中是個好爸爸媽媽。 .753 -.037 

1 2、我每天都能抽空陪伴孩子。 .678 -.002 

6 7、孩子相信我所說的話。 .661 -.101 

8 

 

11、當孩子有話想對我說時，我會放下手邊的事聽

孩子說。 .575 .056 

刪 8、孩子會陪我一起從事休閒活動，如逛街、買東西。 .507 .332 

刪 1、孩子常對我說我最喜歡爸爸/媽媽。 .472 .334 

刪 14、孩子會與我分享學校發生的事。 .406 .264 

刪 10、孩子生病都是由我照顧。 .371 .202 

刪 16、孩子喜歡幫忙我一起做家事。 .358 .323 

因素二：權威性   

11 15、我會要求孩子聽話，而忽略他的想法。 .225 .751 

9 12、當孩子不接受我的意見時，我會感到生氣。 .004 .721 

12 17、孩子覺得我是個嚴格的爸爸/媽媽。 -.058 .673 

7 9、當孩子在學校表現不好時，我會責備孩子。 -.231 .623 

2 3、我認為我要求孩子做的事都是為他好。 -.257 .600 

13 18、孩子有時候覺得我不瞭解他。 .292 .554 

5 6、當孩子犯錯時，我會處罰孩子。 -.308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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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兒童問題解決能力量表 

一、 量表修訂 

 「兒童問題解決能力量表」為林廷華(1995)參考簡真真(1981)普度問

題解決能力測驗以及彭秀玲(1986)問題解決能力量表編製而成，為一適合

學前幼兒使用之量表。本研究所使用之量表係參考林廷華(1995) 「兒童問

題解決能力量表」，正試施測前請家長閱讀並整合專家意見，由研究者針

對部分題目之題意加以修改調整後，進行預試重新考驗量表之信效度，刪

除因素負荷量不足之題目後成為本研究所使用之「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

表」。 

二、 量表內容 

 「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分為「分析問題」(題 2、9、12、14、15、

16、18、19、22、24、26、27)、「信心」(題 3、5、8、10、11、20、21、

23、28)、「決定」(題 1、4、6、7、13、25)三個因素，共計 28 題，為本研

究之預試量表。 

三、 計分方式 

 本研究之「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為四點量表，由家長填答，圈選

「總是如此」得 4分、「經常如此」得 3分、「偶而如此」得 2分、「從不如

此」得 1分，其中 1、13、24 題為反向題，最後以每位幼兒在每題項之得

分加總，表示幼兒問題解決能力的高低，得分越高代表問題解決能力越好。 

四、 量表預試 

 本研究以台北市三所公立幼稚園大班幼兒為預試對象，發放 150 份量

表請家長填寫，回收 109 份，刪除 9份無效問卷，共計 100 份預試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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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效度 

 本研究以 100 份「幼兒問題解決能力」預試量表進行因素分析，採主

成分分析法，抽取三個因素，並刪除因素負荷量不足之題項(題 10、12、16、

17、18、21、26)，保留題項之因素負荷量如表 3-5 所示。題 2、9、14、15、

19、22、24、27 為因素一，命名為分析問題，解釋量為 37.98%。題 3、8、

11、20、23、28 為因素二，命名為信心，解釋量為 8.48%。題 1、4、5、6、

7、13、25 為因素三，命名為決定，解釋量為 7.97%，總量表解釋量達 54.43%，

如表 3-4 所示。 

六、 信度 

  本「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之信度是以 Cronbach＇s α進行內部一

致性考驗，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891，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數，分析

問題因素為.853，決定因素為.797，信心因素為.665，如表 3-4 所示。 

七、 正試量表 

  調整題號後，本研究「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之正式量表包括「分析

問題」(題 2、9、12、13、14、16、18、20)、「信心」(題 3、8、10、15、

17、21)及「決定」(題 1、4、5、6、7、11、19)三個分量表，共計 21 題(如

附件四)。 

表 3-5 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之因素分析及信度考驗表 

量表名稱 因素 因素命名 可解釋

變異量

(%) 

總解釋

變異量

(%) 

分量表 

內部一致

性係數 

總量表 

內部一致

性係數 

因素一 分析問題 37.98% .853 

因素二 信心 8.48% .797 

幼兒問題解

決能力量表 

因素三 決定 7.97% 

 

54.43%

.665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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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因素負荷量摘要表 

正式量表題號/預試題號/題目 成份 

因素一：分析問題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12 14、孩子在面對複雜的問題時，能找出問

題中最重要的因素。 
.904 -.098 -.072 

13 15、對孩子而言，挫折不算什麼大不了的

事。 
.744 -.103 -.021 

18 24、孩子會因無法解決問題而感到挫折。 .698 -.627 .172 

20 27、當感到有問題存在時，孩子會先去瞭

解問題發生的原因。 
.684 .359 -.265 

14 19、孩子被問題困住時，會重新審視問題

的情境和有關的條件，找其他方法解決。
.629 .079 .169 

2 2、孩子不輕易放棄自己要做的事。 .577 .162 .160 

16 22、孩子會不斷地反省和檢討自己的想法

和經驗，以期用最好的方法來解決問題。
.567 .410 -.112 

9 9、孩子能夠獨自解決困難或問題。 .536 .165 .151 

刪 18、孩子遇到問題時，能接受並嘗試解決。 .497 .018 .384 

刪 12、孩子在處理困難的問題時，會善用四

周可以幫忙的資源。 
.447 .331 -.152 

刪 17、孩子相信自己有能力去解決新的問題

和困難的問題。 
.443 .082 .389 

刪 16、孩子遇到問題時，一定會設法解決它。 .425 .202 .231 

刪 26、當遭遇問題時，孩子總盡自己的能力

去想出各種的解決方法。 
.333 .203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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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6 

因素二：信心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8 8、孩子面對問題時，會提出疑問。 .004 .755 -.143 

10 11、孩子會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問題。 -.031 .728 -.223 

17 23、若有充足的資源，孩子就可以明快地

做出決定，以解決問題。 
.077 .644 .177 

3 3、孩子可以很快地由經驗中學會避免再

犯同樣的錯。 
-.038 .565 .209 

21 28、孩子會自己做決定，而且事後對於自

己所做的決定感到愉快。 
-.150 .543 .427 

15 20、失敗後，孩子會反省和思考找到新的

方法解決問題。 
.403 .534 -.120 

刪 21、當問題發生時，雖然還沒想出答案，

孩子仍會去解決大多數的問題。 
.309 .468 .063 

刪 10、孩子在做決定時，會衡量和比較每一

種方法的效果，然後才作決定。 
.326 .412 .026 

因素三：決定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4 4、孩子對愈困難的事情，愈想去做。 .034 -.045 .836 

11 13、孩子做決定時，會三心二意。 -.201 -.271 .722 

7 7、孩子在解決問題時，會清楚自己所想

要的，再動手去做。 
.295 -.075 .663 

6 6、孩子被問題困住時，會用不同的方法

解決問題。 
.177 .100 .568 

5 5、孩子一旦開始做一件事，就一定把它

做完，否則不罷休。 
-.210 .498 .525 

1 1、孩子在面對問題時，會不加思索就立

即做出反應。 
-.031 .046 -.492 

19 25、孩子能想出創新而有效的方法來解決

問題。 
.262 .216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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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與步驟 

本研究程序依時程分為確定研究主題與文獻探討、選取與修訂研究工具、選

取研究對象、問卷預試、正式施測、資料整理分析、論文撰寫共七個階段，如圖

3-2。各階段的重點說明如下： 

壹、 確定研究主題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選擇幼兒問題解決能力作為研究主題，於九十七年九月開始，對問題

解決能力的理論與研究進行探討，並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等問

題解決能力的相關因素進行文獻蒐集、分析，以獲得研究的理論基礎，並建立初

步的研究架構。 

貳、 選取與修訂研究工具 

本研究針對研究主題及目的選取劉秀娟(1995)「幼兒玩興量表」、張鳳吟

(2006)「幼兒行為問卷」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其次參考親子互動關係之理論

與相關文獻，對莊麗雯(2002)「親子互動關係量表」加以改編，並整合家長與專

家之意見對「兒童問題解決能力量表」進行題意的修改與調整，成為本研究之「幼

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 

參、 選取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學前幼兒為研究對象，並考量幼稚園的配合程度，以立意取樣的方

式，選取台北市公立幼稚園當中具協助本研究願意的教師，其所任教班級的幼兒

為研究樣本，共計 54 班 270 名幼兒，成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肆、 問卷預試 

本研究之「親子互動關係量表」預試量表，於九十八年三月安排台北市公立

幼稚園大班幼兒參與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行信度分析與題數之調整；除此之

外，同時以「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預試量表，重新對問題解決能力的評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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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進行信效度的考驗。完成後進行「基本資料調查表」、「親子互動關係量表」、「幼

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的彙整成為家長填答之正式問卷；「幼兒行為問卷」、「幼

兒玩興量表」統整後則為教師填答之正式問卷。 

伍、 正式施測 

正式問卷於九十八年四月初發放，「幼兒問題解決能力量表」及「親子互動

關係量表」由家長填寫，同時請教師協助填寫「幼兒玩興量表」與「幼兒行為問

卷」，一位幼兒需有一份家長問卷及一份教師問卷，於九十八年五月初將問卷回

收完畢。 

陸、 資料整理分析 

正式問卷回收後，刪除作答不完整之問卷，將問卷資料輸入電腦，隨後進行

統計分析，於九十八年五月底完成作業。 

柒、 論文撰寫 

問卷資料輸入完畢後，使用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研究假設的考驗，彙整統計資

料後，便開始進行研究結果的討論，於六月底完成論文之撰寫。 

 97/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98/1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一、確定研究主題

與文獻探討 

          

二、選取與修訂研

究工具 

          

三、選取研究對象           

四、問卷預試           

五、正式施測           

六、資料整理分析           

七、論文撰寫           

圖 3-2 研究進度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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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料處理以 SPSS 統計軟體進行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如

下： 

壹、 皮爾森積差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玩興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聯、情節調節能力與

問題解決能力之關聯，以及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力之關聯，以考驗研究假

設一、二、三、四。 

貳、 二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二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與親子互

動關係在問題解決能力上的交互作用情形，以考驗研究假設五、六。若整體考驗

之二因子交互作用達.05 的顯著水準，則進行單變項顯著性考驗；若單變項考驗

達.05 顯著水準，則進行單純主要效果（simple main effect）的考驗，同時進

一步採用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以比較在各單純主要效果各組的差異情

形。 

參、 逐步多元回歸 

本研究以逐步多元回歸分析玩興、情緒調節能力、親子互動關係對問題解決

能力的預測力以考驗研究假設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