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公平分配相關研究對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的啟示 

 

公平分配概念後續研究所關注的內容和焦點相當的分歧，為了本研究欲討論

兒童在性別與情境差異上的公平分配表現，須先對於過去公平分配相關研究的進

行方式有所瞭解與分析，以從中找尋符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的研究方法。 

如前章表 2-2（頁 41）所示，不同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研究的研究方法，會因

為不同的研究目的而有差異；同時，即便有著相同的研究目的，也未必是以相同

的研究方法進行。因此，為了使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確實能夠有效的呈現不同性別

與不同情境脈絡可能對於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影響，以下將依據文獻探討的內

容，設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壹、 對於性別差異因素的考量 

第二章第三節提到，雖然在研究中以性別差異為自變項的研究頗多，可是主

要把焦點放在性別差異影響公平分配概念上的研究卻在少數，如：Lisi 等人

（1994）、簡楚瑛（1995）、李昭明和施淑君（1999）等研究。後兩篇的研究方

法與內容，仍是以 Damon 的研究工具為藍本進行施測，故此二篇的研究結果亦

與 Damon（1977）當時的所呈現出來的結果相同（性別因素無顯著差異），並

不令人意外。 

Lisi 等人（1994）參考了 Gilligan（1993/1999）觀點，認為女性對於關係

的維持相當的重視，所以不希望以付出心力的多寡來爭取自己的利益，因為這樣

的方式容易使的已經建立好的互動關難以維持。並且對於施測所使用的情境故事

程，加入了「朋友關係」和「陌生人關係」此種情境內人物情感關係不同的因素， 

 

 56



進行研究。其研究結果卻同樣顯示，性別差異並沒有在這些情境故事的回答上顯

現出來。 

不過，依照 Maccoby（1990）對性別與人際關係研究的整理中發現，如果

在研究的方法上，允許受試者與相同性別的同伴在一起時，表現出來的社會行為

是沒有性別差異存在的，但若受試者與不同性別的同伴在一起，則會考量性別之

間的差異，進而有不同的表現。將這樣的論點應用在公平分配的概念上，顯示出

來的意義是，若在情境故事的設計上，同時置入不同性別的情境角色，可能對於

受試者的公平分配判斷上，會有不同的表現。這樣的觀點，是可以被本研究所採

納的，因為一方面 Lisi 等人進行測驗所使用的情境，其情境人物的性別是與受試

者相同的；另一方面以兒童真實的生活環境來看，與不同性別兒童互動的機會是

相當頻繁的。 

因此，本研究將結合 Gilligan 和 Maccoby 的想法，將兩個可能影響不同性

別表現的因素置入情境故事：a.同時置入兩種性別的情境角色；b.情境角色之間

需有某種情感關係。由於這樣的想法過去未曾在公平分配概念的相關研究上受到

關注，因此成為本研究值得嘗試的一個方向。 

 

貳、 對於情境差異因素的考量 

第二章第四節提及，同樣研究「情境差異」，其所使用的情境內容會隨著不

同研究者的意向而有不同的設計方向，對本研究而言亦會面臨相似之挑戰。除了

上述因為針對受試者性別所特別關注的情境人物角色間的情感關係之外，亦需要

在其他情境要素上做討論。 

 

一、 情境內人物角色的特徵 

過去研究當中，對於情境的設計，大多是置入以功績、平等、需求原則做為

設計人物角色的依據。以功績原則而言，就可能設計一名工作很努力或工作產量

很高的角色；以平等原則而言，則是設計一名表現平平的角色；以需求原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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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設計一名家中貧窮或生病的角色，希望藉由這些角色的特徵給受試者，能讓

研究者清楚的判斷他們的表現（Enright et al., 1980；1984）。 

本研究除參考此一情境人物設定外，另仍思考公平分配發展階段較低層次的

部分（1A 或 1B 階段），是以外表特徵為公平分配判斷的依據，所以希望在情境

內的人物設計上能再加入這樣的人物角色，其特徵可能是：長的很漂亮或長得很

高等。 

另外，由於本研究希望藉由情境內人物角色的情感關係，來看性別差異對於

兒童公平分配概念上的影響，所以除人物角色的特徵之外，亦針對同一個情境故

事當中的角色建立某種關係，例如：家人或陌生人。以這樣的方式進行設計的情

境故事，將可以同時觀察兒童在性別與情境差異情形下，在公平分配概念的表現

情形。 

 

二、 情境故事當中的事件與場域選擇 

在前一節當中，可以看見過去研究者對於情境故事場域的選擇是以兒童的生

活經驗為主的。而本研究同樣考量兒童在抽象思考上的限制，也希望從我國兒童

生活的經驗當中，選取可能的公平分配情境，以避免兒童對情境的不解，而影響

其進行公平分配時的判斷。因此，研究者亦將藉由與現場教師的討論，以及個人

在幼教現場上的觀察結果，尋找與公平分配相關的事件進行設計。 

 

三、 情境故事的分配物 

以過去的研究來看，並沒有針對兒童在不同分配物（正負向）上的表現情形

做探討，這使研究者對於此點感到好奇，如果對於成人而言，分配物的差異會影

響公平分配概念上的表現（Murphy-Berman 等人，1984），那麼，對於兒童身

上，是否也有相同的結果？因此，本研究情境設計當中，會在不同的情境故事裡，

分配置入正向或負向的分配物，以瞭解這樣的分配物對於兒童判斷公平分配時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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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公平分配概念後續研究的分析工具 

雖然大多數後續研究的研究工具或情境各有不同，但是對於如何顯示兒童公

平分配概念的方式，仍是根據受試者的訪談資料，以 Damon 的兒童積極性正義

概念發展階段分期，作為受試者公平分配概念的最後表現程度，如：Enright 等

人（1980；1984）、簡楚瑛（1995）。 

即便未以 Damon 的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階段進行研究結果的歸類，其他學

者所使用的分析向度，事實上，也可從各個公平分配概念發展階段中找尋到同樣

的判斷標準，如：Sigelman 和 Waitzman（1991）將受試者的回應，分為六個

類別（無解釋、功績、平等-減少衝突、平等-一律平等、需求、外表特徵）；Lisi

等人（1994）將受試者的回答，歸類為無解釋、平等、功績、慈愛四個類別。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內涵大體脫離不了 Damon 當初積極性

正義概念發展階段的內容。 

 

肆、 本研究欲進行的方式 

經過對於後續公平分配相關研究的討論，的確提供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上許

多的啟示。其內容如下所示： 

 

一、 以本研究所使用的「公平分配情境」設計而言 

從表 2-4-1 可以發現，情境中人物角色的特徵對兒童公平分配的判斷上

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它顯示了情境和受試者間的對話窗口，藉由情境人物的

特徵，受試者也較為容易去投射和思考將要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的事件或場

域，而這些人可能帶有的特徵，則以能力（功績）、外表（身高或體型）、年

齡（需求）為主。 

考量本研究欲探求性別差異在兒童公平分配概念上的表現，本研究將修

正過去未將不同性別人物置入情境故事中的方式（Maccoby, 1990），將兩

種性別的人物同時設計於情境故事內容；另外，為了瞭解正負向分配物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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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發展的影響情形，研究者亦將這個因素置入研究工具

當中。因此，本研究在公平分配情境設計上，將同時置入不同分配物（正負

向）與情境內人物角色關係（有無）這兩個因素。以符合本研究欲探究情境

差異是否影響兒童公平分配概念表現的情形。其結果除了能夠針對單一的情

境因素進行瞭解之外，也可呈現出兒童對於兩種情境因素的整合考量。 

至於情境故事的個數，則考量施測對象在注意力的持久時間，以及配合

情境因素的選擇（正負向分配物、情境內人物角色有無情感關係），以四個

為原則，得視需要予以增減。 

最後，情境故事內容所需設定的時間、地點、事件等，則主要以貼近兒

童日常生活經驗為原則（如：家庭或學校情境等），並配合情境要素的呈現

進行設計。 

 

二、 研究進行的方式，則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法進行。將請受試者在經過研究

者陳述「公平分配情境故事」之後，緊接著回答研究者配合情境所提出的

情境問題。情境問題的內容與數目，則會因受試者的回答而有所調整，這

個作法的目的，是希望能清楚瞭解和確認受試者對於公平概念的判斷因素

與判斷的理由。 

 

三、 在分析工具上，以 Damon 兒童積極性正義概念發展階段的內涵為基礎

（如：無解釋、平等、功績或需求…等），但由於 Damon 的理論當中，

主要是針對獎賞、報酬這一類的正向分配，所以對於負向分配的判斷歸類

上，則另外參考 Piaget（1932/1977）對於懲罰的想法與他對兒童正義概

念發展的描述來進行各個公平分配階段內容的修改，並藉由預試的結果，

將受試者的回應，作為各個公平分配發展階段的舉例，以便在正式施測

時，針對受試者在不同情境故事下的回應進行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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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基於本研究的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的過程，發展出研究設計的架構：重新修

改了研究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工具內容，以情境故事中人物間的情感關係（有或

無情感關係）和分配物的性質（正向或負向分配物）分別設計四類不同的公平分

配情境故事與相關問題，接著以不同性別受試者分別進行此四類情境故事的施測

過程，最後將所獲得的資料進行分析，作為瞭解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依據。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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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第三節 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的來源是以立意取樣的方式進行。研究者考量公立幼稚園與私立幼

稚園相較之下，就讀公立幼稚園的幼兒較不會因家庭社經背景高或低，而影響就

讀的意願，故選擇兩所台北市萬華區的公立幼稚園（以下分別稱為快樂園、健康

園），作為挑選研究樣本的機構。而決定本研究之的受試者總數是依據自變項（性

別與情境差異）類別數目，考量將樣本分組之後，使各細格人數能具有一定之統

計考驗力所決定（Miller, 1998；Thorkildsen, 1989）。 

快樂園採分齡編班，故研究者以隨機方式選取一個大班班級（該園有兩個大

班），排除不願意參與研究之家長（於「研究同意書」勾選「不願意」者見附錄

三）與幼兒後（23/27），隨機選取男女各十名，共 20 名兒童參與本研究；因健

康園採混齡編班，故研究者以隨機方式選取三個班級（該園有 10 個班級），再由

這些班級中，排除不願意參與研究之幼兒後（27/35），隨機選取兒童 20 名（男

女各半）。 

故本研究之受試者共 40 名（其年齡範圍與平均年齡，參見表 3-3）。 

 

表 3-3  研究樣本年齡統計 

園所 性別 人數 年齡範圍（歲） 平均年齡（M） 

男 10 5.33-6.25 5.9 
快樂 

女 10 5.42-6.33 6.0 

男 10 5.42-6.75 5.9 
健康 

女 10 5.33-6.33 5.8 

男 20 5.33-6.75 5.9 

女 20 5.33-6.33 5.9 總和 

合計 40 5.33-6.7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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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施測工具有：  

 

壹、 16 個「公平分配情境故事」 

研究者依據前一章之中公平分配相關研究中的建議；配合本研究的目的，考

量可能影響兒童進行公平判斷時的因素（人物間的情感關係、分配物上的差異、

情境內人物特徵等），作為公平分配情境設計上的參考依據。依照這些因素，融

入研究者在幼教現場上的觀察，以及幼教教師和家長的訪談內容，設計出四類「公

平分配情境故事」：甲-正向分配物+情境人物有情感關係、乙-正向分配物+情境

人物無情感關係、丙-負向分配物+情境人物有情感關係、丁-負向分配物+情境人

物無情感關係。 

另外，過去實徵研究中，多數學者僅以受試者進行一或二個情境故事的施測

結果，即作為受試者在某一類型情境，甚至是所有情境狀態下所表現出來的公平

分配概念的表現。研究者認為以這樣的方式決定受試者公平分配概念的作法，僅

能解釋受試者面對單一情境狀態所表現出來的公平分配概念，而無法推論至其他

類似的情境狀態，更不可能代表受試者面對所有公平分配情境下的表現情形。因

此，本研究在每一個類別的「公平分配情境故事」中，尚包含四個相似的公平分

配情境故事（如：甲-1 至甲-4），受試者對於某一類別的公平分配情境故事的表

現，是以四個相似的故事共同決定的，藉此以減少在研究結果推論上可能產生的

缺失。 

故本研究之「公平分配情境故事」共有四類，合計 16 則。各個情境所包含

的因素與內容摘要如下（詳細內容請見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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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公平分配情境故事的內容摘要 
情境 分配物 情感關係 內容大意 

甲-1 

上山採水果 
正向 有 

小華一家人幫忙張伯伯摘水果，張伯伯為了感謝

他們，送給他們 12 個蘋果。 

甲-2 

辛苦的爬山 
正向 有 

小華一家人去爬山，到了山上，卻因為媽媽的疏

忽忘記帶食物，結果只有 8 片餅乾可以吃。 

甲-3 

做項鍊賣錢 
正向 有 

小華一家人去拿著他們自己做的項鍊去賣，然後

拿到很多錢。 

甲-4 

努力工作的果凍 
正向 有 

兄弟姊妹在家裡整理客廳，將客廳整理好之後，

媽媽做了 12 個果凍給他們吃。 

乙-1 

畫畫換糖果 
正向 無 

教師請四個互不認識的兒童畫一些圖畫給她，兒

童畫好時，教師就給 12 個糖果做為獎勵。 

乙-2 

照顧小動物 
正向 無 

四個互不認識的兒童在公園一起照顧一隻受傷

的小狗，然後狗主人送給他們 8 份小禮物。 

乙-3 

去爬山拿禮物 
正向 無 

四個互不認識的兒童去參加爬山運動，到了山上

之後，一位叔叔送給他們 8 份小禮物。 

乙-4 

整理環境 
正向 無 

四個互不認識的兒童在社區清潔日時，幫忙整理

環境，附近的住戶送給她們一大包餅乾。 

丙-1 

偷採蕃茄 
負向 有 

小華一家人走到李伯伯的蕃茄園偷採蕃茄，結果

被李伯伯處罰再去幫忙摘 10 個蕃茄。 

 

丙-2 

亂丟玩具 
負向 有 

兄弟姊妹在家裡玩玩具，但是都不收，結果被媽

媽處罰。 

丙-3 

踩倒小花 
負向 有 

小華一家人到公園玩丟球遊戲，但是不小心踩到

公園的小花，結果被管理員伯伯處罰。 

丙-4 

把車子弄髒 
負向 有 

兄弟姊妹幫忙爸爸洗車，但是卻把車子越洗越

髒，結果被爸爸處罰。 

丁-1 

欺負小動物 
負向 無 

四個互不認識的兒童在操場上玩，然後他們都拿

樹枝戳蝴蝶，結果都被教師處罰。 

丁-2 

紅燈穿越馬路 
負向 無 

有四個互不認識的兒童，放學的時候都隨便穿越

馬路，結果被教師留下來。 

丁-3 

插隊玩旋轉木馬 
負向 無 

四個互不認識的兒童，排隊玩旋轉木馬時，都互

相推擠，結果讓別人受傷，也被管理員處罰。 

丁-4 

亂丟垃圾 
負向 無 

四個互不認識的兒童，在學校買完東西後，都亂

丟垃圾，結果被教師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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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境故事，以正式施測後所收集的資料，進行內部一致性分析，各類別

情境故事所呈現的 Cronbachα值分別為：甲-0.684、乙-0.7176、丙-0.804、丁

-0.767，說明這四類情境故事均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 

 

貳、 搭配情境故事的道具 

配合上述 16 則公平分配情境故事，另備有數個塑膠製的玩具人偶，用來配

合不同情境中的各個角色人物（如：爸爸、媽媽、小珍、小華…等），亦準備不

同情境中不同分配物的道具（如：撲克牌、硬幣、塑膠蘋果等，如下圖所示），

可提高受試者對情境故事的理解程度和方便其回答情境問題過程時，可以具體操

作的方式表達想法。 

 

表 3-4-2  各情境故事中所使用之道具 
情境 使用之道具 情境 使用之道具 

甲-1 人偶 4 個、玩具蘋果 丙-1 人偶 4 個、玩具蘋果 

甲-2 人偶 4 個、撲克牌 丙-2 人偶 4 個 

甲-3 人偶 4 個、一元硬幣、橡皮筋 丙-3 人偶 4 個、紙花 

甲-4 人偶 4 個、玩具蘋果 丙-4 人偶 4 個 

乙-1 人偶 4 個、玩具蘋果 丁-1 人偶 4 個 

乙-2 人偶 4 個、撲克牌 丁-2 人偶 4 個 

乙-3 人偶 4 個、撲克牌 丁-3 人偶 4 個 

乙-4 人偶 4 個、撲克牌 丁-4 人偶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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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參、 「公平分配情境施測紀錄表」 

為記錄各個受試者對情境問題的回應而設計的紀錄表。將每一位樣本的施測

回應內容，記錄於一份記錄表，以利後續分析之用。（見附錄五） 

 

肆、 數位錄音筆 

方便研究者紀錄受試者在施測過程中的回應。 

 

 

 66



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施測過程於正式施測之前，尚進行數次的預試，其主要目的有二：

一是為了避免受試者因為對情境故事內容無法理解而影響其進行公平分配判斷

的情形；二是利用預試所收集的資料，加深對於分析工具使用上的掌握。而預試

及正式施測之研究程序，分述如下： 

 

壹、 預試 

本研究於正式施測前，進行了 3 次預試，其目的是希望以最短的時間，明確

的瞭解受試者的公平分配概念。因此，面對預試的結果時，除了作為修改施測工

具（情境故事）的依據之外，也作為確認正式施測程序的參考。預試詳細的過程

與內容請見附錄四。 

 

貳、 正式施測 

施測內容依預試的結果進行修改而成。 

在正式施測前，研究者事先至受試者所在的園所班級內，至少參與該班二個

半天的班級活動，使受試者對研究者的陌生感能夠降低，而有助於未來正式施測

的進行。 

為了避免受試者間的相互干擾，研究者一次僅對一名樣本進行施測。同時，

為了避免樣本因施測時間過久產生疲勞，或因為情境故事繁多造成樣本混淆等因

素的影響，每位受試者皆進行兩次施測，每次僅進行八個情境故事的施測，時間

約在 25 至 30 分鐘之間，而兩次測驗的間隔為 7-10 天。 

此外，研究者採對抗平衡法（counterbalance）（林清山，1992：387；張

蓓莉、蘇芳柳，1996），將受試者分為四組，分別以甲—丙—乙—丁；乙—丁—

甲—丙；丙—甲—丁—乙；丁—乙—甲—丙四類的施測順序進行，以避免情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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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順序可能造成研究結果上的誤差。 

施測的時間上，在快樂園，因為園方希望不要因為進行施測而干擾學生的正

常作息，所以是於每日 9：00 之前和 15：00 之後的自由活動時間進行施測；在

健康園，則是於每日 10：00 至 13：30 之間（午餐時間除外）進行施測。 

在施測場所的選擇上，在快樂園是選擇園內二樓的視聽教室，能完全避免在

一樓教室學生上課過程的干擾；在健康園則是選擇園內的圖書室，同樣能避免其

他師生的干擾，但有時會受到街道上車輛噪音的影響。 

使用的施測工具如第三次預試相同，包含 16 則「公平分配情境故事」、「公

平分配情境施測紀錄表」，以及配合情境故事的工具。以各種塑膠人偶做為情境

故事內的人物，以其他配合情境故事的道具做為情境故事內的分配物（見表

3-1-2）。 

在施測步驟上，依下列順序進行： 

一、 由研究者告知受試者將要進行的研究過程：「等一下，我會先告訴你（妳）

幾個故事。不過在我講完一個故事之後，會有一些問題要問你（妳），那

你（妳）只要告訴我，你（妳）在想什麼？這樣就可以了。」，「你（妳）

想到什麼都可以說。如果你（妳）想不出來，那就告訴我，你（妳）想不

出來，沒關係」。 

 

二、 依據受試者所屬的情境故事順序類別，依序進行情境故事的敘述。 

 

三、 配合道具，進行情境故事的敘述與操弄：敘述情境故事的過程中，研究者

將配合塑膠人偶的操弄。當提及某個人物的特徵時，研究者也會用手指向

那一個特定的偶，給予樣本在情境脈絡的獲取上，同時有視覺和聽覺的連

結。在敘述完一個情境故事之後，接著向樣本詢問與情境相關的公平分配

問題。如：「如果是你（妳），你（妳）要怎麼把這些╳╳，分給他們四個

人呢？」或「你（妳）覺得這樣的處罰，對他們來說，公不公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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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試者更容易思考對分配物數量上的推理，研究者亦配合情境故事提供

不同類型的具體物件（見上表 3-1-2），假裝為情境故事中的各種分配物

品，讓樣本能實際操作，使其可將自己認為的分配結果，具體呈現在研究

者的面前。 

 

四、 在與受試者問答的過程中，如遇到受試者要求重述部分的情境故事，或受

試者誤解情境問題的題意時，研究者可重新述說或以轉換說法的方式，再

次詢問樣本，來增加受試者對情境故事的理解與獲得受試者對公平分配概

念的想法。 

 

五、 受試者在回答問題過程中，研究者儘量要求他們以分配物的分配，具體呈

現出來，而非僅由口述。例如：「如果你（妳）想要把這個蘋果分給他，

你可以把這個蘋果放在他前面。」而分配的結果和理由除了在施測過程

中，與受試者確認之外，亦盡可能完整記載於「公平分配情境施測紀錄表」

上。 

 

六、 受試者對於情境問題的判斷結果無法說明其原因時，研究者可重述一次其

回答的內容，並追問他（她）有此種想法的原因或理由。例如：「你剛剛

說，力氣大的人要分比較多，為什麼要這樣呢？」。若受試者超過一分鐘

仍無法說明理由，則進行其他問題的詢問或進行下一個情境故事。 

 

七、 依上述原則對受試者進行其他情境故事的講述。 

 

八、 因每位受試者需接受兩次施測，故在受試者接受完第一次施測之後（完成

八個情境故事的回答後），研究者將告知樣本下一次施測的可能時間，使

其心理上對第二次的施測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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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轉錄 

由於施測過程將全程錄音，因此在施測完成後，研究者會將受試者回應的完

整內容，轉錄成文字，方便進行兒童公平分配概念階段的評定與信效度的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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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計分方式 

 

本研究將「公平分配情境施測紀錄表」的內容，去除明顯無效之樣本，例如：

施測中途拒絕繼續施測的兒童（於本研究中，共有三名：快樂園一名；健康園二

名）。然後，針對每份有效樣本的施測紀錄表，以下列方式進行資料整理、分析

與歸類。茲將資料處理方法說明如下： 

 

壹、 評定「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發展階段」 

針對每位受試者的公平分配情境施測紀錄表進行下列概念分類。 

 

一、 判斷受試者的「公平概念發展階段」標準： 

依據 Piaget 對於兒童正義概念發展階段、Damon 對兒童積極性正義發展階

段的描述為分類的參照標準與預試所得的資料（Damon, 1977：89；Piaget, 

1932/1977；簡楚瑛，1994），來判斷受試者在每個情境故事中，處於哪一個公

平分配階段。（詳細內容請見附錄五） 

 

二、 計算各類公平分配情境故事得分 

將兒童在各個情境故事回答的結果，依「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發展階段」進行

歸類，接著依照判斷後的各個階段轉換成標準分數，故每位受試者將具有分屬

16 個情境故事的「公平分配概念得分」，最低階段 0-A 得分為一分，最高階段

2-B 為六分。其轉換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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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分配階段 公平分配概念得分

0-A 1 

0-B 2 

1-A 3 

1-B 4 

2-A 5 

2-B 6 

 

得到各個情境故事的「公平分配概念得分」後，再依照不同類別的情境故事

（甲、乙、丙、丁）計算各類公平分配情境故事總分，如：甲類公平分配情境故

事總分即是將受試者在甲-1、甲-2、甲-3、甲-4 之情境故事得分相加起來。因此，

每名受試者在公平分配概念的表現上均有 16 個公平分配情境故事的得分與四個

類別的公平分配情境故事總分。 

 

貳、 信效度檢定 

 

一、 評分者信度： 

由研究者另外邀請一名具有兒童發展相關系所碩士學歷的評分者，共同對於

每位受試者紀錄在「公平分配情境施測紀錄表」中的內容，依據「兒童公平分配

概念發展階段表」（表 3-4）的內容，逐題進行公平分配概念上的歸類，並以 Kappa

一致性係數進行二位評分者信度（intersubject of reliability）的檢驗。所得結果

為.779（p<.05），證明兩位評分者依上表所列標準，針對受試者資料判斷的結果

上是相當接近的。 

 

二、 專家效度： 

正式施測時所使用的情境故事，除了採用部分過去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研究的

內容之外，也從台灣兒童的生活經驗當中，去尋找符合不同情境因素的事件，完

 72



成設計之後，並交由二位教學資歷超過十年以上的資深幼教教師與二位幼教專家

進行情境故事內容的修改。之後，再以預試的方式，確認受試者能夠理解研究者

設計的公平分配情境故事，亦能以自身對公平分配的想法進行相關問題的思考與

回應。 

 

參、 對受試者間的公平分配概念進行統計分析 

最後，以 SPSS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對每位受試者的 16 個公平分配

情境故事的得分與四個類別的公平分配情境故事總分進行資料分析。並採用下列

兩種統計考驗方法，敘述如下： 

 

一、 描述統計： 

分別就受試者對於性別、分配物、情境內人物角色關係在公平分配概念的表

現情形列表說明。 

 

二、 三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受試者性別（男性或女性）、情境故事內的分配物（正向或負向）、情境人

物間的關係（有或無情感關係）為自變項，「公平概念發展階段」為依變項，進

行 2╳2╳2 的三因子 ANOVA。若其結果達到顯著水準，則再利用 Scheffe’ 

Method 或單純主要效果進行事後比較，以考驗各變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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