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個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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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為資料處理分析，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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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本研究除欲探討幼兒人口變項、

父母背景變項與父母管教方式間的關係，也欲探討父母管教方式與幼

兒創造力間的關係。 

 

 

  

           

    

父母背景變項 

社經地位（職

業、教育程度 

 

 

                                                                

 

               

 

   圖 3-1  本研究理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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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台灣地區（不含離島）北、中、南、東等地，依據新編 TCAM

創造力測驗之適用對象，以幼稚園與國小一、二年級的三～八歲幼兒為研

究母群，另一方面則在預試過後，考量三歲幼兒之語言能力尚無法完整回

答研究者自編之父母教養量表問題，因此最終以四～八歲幼兒做為研究母

群。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括預試問卷樣本與正式問卷樣本，茲分別說明如

下： 

一、 預試樣本 

本研究之預試樣本，在 94 年 11 月以便利取樣方式針對台北市的幼

稚園與國小進行選取，共計選取 40 名幼兒進行一對一施測，並請家長

填寫「幼兒基本資料」，共回收 40 份有效問卷，樣本分配情形如表 3-1： 

表 3-1 預試有效樣本的分配情形 

學校名稱 班級數 人數 

台北市政大實小 2 12 

台北市政大實幼 2 12 

台北市博嘉幼稚園 2 6 

台北市力行附幼 2 10 

合計 8 40 

 

二、 正式樣本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在 95 年 1月以便利取樣的方式，針對台灣地區

（不含離島）之北、中、南、東四區的幼稚園與國小進行選取，研究者先

以電話及電子郵件一一詢問各園所，經園長或老師同意後再入園進行一對

一施測，共計 10 家幼稚園與國小，針對 128 位幼兒進行施測，並請家長



填寫「幼兒基本資料」，共回收 128 份有效問卷，其中有 64 位男性學童，

64 位女性學童，樣本分配情形如表 3-2。 

表 3-2 正式施測樣本的分配情形 

地區 縣市 學校名稱 班級數 人數 小計 合計

政大實小 1 4 

政大實幼 2 8 

博嘉幼稚園 2 15 
台北市 

力行國小 2 7 

北區 

新竹縣 竹師附小 2 2 

36 

健行國小 2 10 
中區 台中市 

田納西幼稚園 3 17 
27 

南區 高雄縣 晨光幼稚園 6 32 32 

長榮幼稚園 3 17 
東區 台東縣 

多多璐幼稚園 3 16 
33 

128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乃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料，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計有「新編

TCAM 創造力測驗」、「幼兒知覺到的父母教養方式量表」及「基本資料」，

茲簡介說明如下： 

一、 新編 TCAM 創造力測驗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需要，乃採用倪鳴香（2004）所編「新編 TCAM

創造力測驗」（改編自「Torrance 活動與律動創造思考測驗」，1981），其設計

適用於 3至 8歲的幼兒，目的在測量幼兒的創造力表現，以動作形式表達為主，

並接受語言的反應。 

（一）、測驗內容 

本測驗包含四個活動，茲說明如下： 

1. 活動一：有多少方法？ 

測驗提供一個向朋友打招呼的情境，主要是評量兒童由一個定點

移向另一個定點所想到使用的各種方法，包括動作、語言或兩者

合併的反應。由此方法可測得兒童創造力中的流暢性和獨創性兩

種特性。 

2. 活動二：你能不能做做看？ 

此活動主要為想像和模仿的遊戲，所以建立在兒童的想像、同

理、幻想和扮演不熟悉角色的能力上。在這活動中提供四個想像

情境，要求兒童扮演出一隻動物或一樣東西（如小狗、飛機），

另外則有活動要求兒童將自己投射在一個假想的情境中，並表演

出在那情境中的行為（如騎馬），從此活動可評量出兒童創造力

中的想像能力。 

 



3. 活動三：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此活動是要求兒童做對其來說相當平常的工作，即是將紙箱由

一定點移向另一定點的工作，富有創造力的兒童會以新鮮的眼

光來看待原本平常的工作和物品，所以他們會運用許多不平常

的方法來完成簡單的工作。從此活動可以評量出兒童創造力中

的流暢性和獨創性。 

4. 活動四：你能用舊報紙做些什麼？ 

此活動是運用兒童熟悉的材料，要求兒童盡可能說出或做出舊報

紙的用途，從此活動可以評量出兒童創造力中的流暢性和獨創

性。 

（二）、測驗形式與計分 

      「新編TCAM創造力測驗」中的四個活動共可測得兒童的流暢力、獨

創力、想像力與總分等四種分數。在本研究中，所有受試對象皆由研

究者以一對一的方式施測，並進行評分。 

各分數中的「流暢力」指的是所有不同的、有關的及恰當的反應

數總和，所謂有關的和恰當的是指受試者的反應符合活動的要求；「獨

創力」是指與眾不同或很少人能想到的反應，以本研究全部受試者在

統計上的稀有反應為基礎，建立獨創常模，予以評分所得之總和，要

獲得較高的獨創分數，反應必須是恰當的、創新的和獨創的；「想像

力」是指本測驗活動二的四個想像情境題目所得分數的總和。為避免

受試幼兒的思緒在活動過程中因為時間限制的關係而受到阻礙，並考

慮到幼兒比成人需要更多時間醞釀以進行活動，故在本測驗的設計

上，並無時間限制。 

 

 



（三）測驗信度檢核 

1.評分者信度  

由於本測驗的評分經常受評分者主觀因素的影響，根據 Torrance

（1981）的說明，只要評分者瞭解四個活動的理論基礎，明白流暢力、

獨創力、想像力的意義，仔細閱讀評分手冊，依照手冊中評分的規則

批改 4-5 份測驗題本，然後與有經驗的評分者討論每個活動上各分數

不一致的地方，取得觀念一致後，隨機抽取 20-40 份測驗題本各自批

改，通常相關係數很容易能達.90 以上。倪鳴香（2004）以不同評分

者評分 20 份測驗之結果，所得信度：流暢力為.99，獨創力為.96，

想像力為.81，可見本測驗的評分者信度尚佳。 

   2.再測信度 

       倪鳴香曾以 20 為小學一、二年級學生為受試，間隔六星期的再測信度

為：流暢.93，獨創.89，想像.48，以及創意總分.83，可見本測驗的再測

信度頗佳。 

（四）效度 

     Torrance (1980)認為至今尚未發現任何正確有效的方法，來直接研

究 TCAM 測驗的效度。例如：這些年來發現教師的評量並不可靠；且其它

幼兒創造力測驗的活動形式與 TCAM 並不相同，不適合用來比較。因此有

關 TCAM 的效度可以從一些研究報告，加上編者設計之初的理論基礎，獲

得進一步的瞭解(倪鳴香，民 70)。此外，本研究 TCAM 測驗除經由其該領

域之專家檢視過，以確定其專家效度之外。另採用效標關聯效度，以

Torrance 的活動與律動創造思考測驗（簡稱 TCAM 測驗）作為新編 TCAM 測

驗之效標，結果發現，本測驗與效標間的相關程度達.65，可見本測驗的

效標關連效度尚佳。 

 

 



二、 父母管教幼兒方式量表 

（一） 編製來源和內涵 

   本研究自編的父母管教幼兒方式量表，乃以王鍾和（1975）參考

Sears 依據幼兒對父母日常生活情境中，所給予的獎勵或處罰等反應

情形編製而成的父母管教幼兒方式量表為基礎，修訂為「要求」與「反

應」雙向度，新編一情境式設計量表，研究幼兒對父母管教方式的知

覺。 

 

（二）形式與計分 

       本量表共計10題，題本包含幼兒正向與負向的行為表現情境，由研

究者單獨與受試幼兒以會談的方式進行，請幼兒說出圖片中的行為表現

情境，及自己父母親在同樣情境中的反應方式。 

計分方式則由施測者依照幼兒的回答來評分，每題分為「要求」

與「反應」兩種分數，父母在「要求」向度有回應則得1分，反之得0

分，「反應」向度亦然。各題合計後「要求」與「反應」分數越高者，

表示幼兒知覺到父母親「要求」與「反應」的程度越高。至於父母管

教方式的類型，是以父母親在「反應」、「要求」二向度的中位數來

劃分： 

1.「開明權威」型：指的是在量表得分中，父母的「要求」和「反應」

分數皆高於中位數者。 

2.「寬鬆放任」型：指的是在量表得分中，父母的「要求」分數低於或

等於中位數，「反應」分數高於中位數者。 

3.「專制權威」型：指的是在量表得分中，父母的「要求」分數高於中

位數，「反應」分數則低於或等於中位數者。 



4.「忽視冷漠」型：指的是在量表得分中，父母的「要求」和「反應」

分數皆低於或等於中位數者。 

 

 

（三）信效度考驗 

父母管教幼兒方式量表預試對象為 40 名台北市幼兒。本研究預試

後以主成分分析法進行統計，依據文獻構念強制抽取兩個因素，以最大變

異法進行直交轉軸，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52％，選取因素負荷量大於.49 的

題目共 10 題進行分析，所得 KMO 值為.71，累積解釋變異量達 60％，故以

此作為正式的父母管教幼兒方式量表。 

在信度方面，父母管教幼兒方式量表的 Cronbach α值為.8012。此

外本研究亦針對量表進行評分者信度及再測信度考驗，本量表以不同評分

者評分 20 份量表，求得相關係數結果為.71，再測信度為.92，可見本量

表信度頗佳。完整量表的編制詳見附錄一。 

 

三、 個人基本資料表 

此資料表為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蒐集受試者與父母之背景資料概

況，其內容包括：受試者之學校、實際年齡、性別、父母教育程度、父母

職業等。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過程可分為文獻評閱、研究工具的選擇、研究對象的確

認及問卷調查實施等四個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評閱 

研究者自民國九十四八月開始著手蒐集與閱讀關於父母管教、幼兒創

造力等相關文獻，至民國九十四年九～十月初始確定研究主題及研究架

構，並著手進行研究工具的選擇與編訂。 

二、研究工具的選擇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共計三種，其中分別為「新編TCAM測驗」、

「父母管教幼兒方式量表」、「個人資料表」，其中除「新編TCAM測驗」

採用現成工具外，「父母管教幼兒方式量表」、「個人資料表」兩項工具

乃研究者依據本研究主題與指導教授自編或修訂。 

三、研究對象的確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便利取樣的方式，皆由研究者親自電洽願意協

助施測的學校，安排日期到校施測，以幼稚園與國小一、二年級學生為取

樣對象。 

四、問卷調查實施 

本研究於施測前，先與願意接受研究者施測的學校主任聯繫，安排施

測時間與地點，由研究者親自前往說明並進行一對一施測，問卷調查時間

為民國九十五年一月至四月。 

 

 



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經問卷調查所收集之資料，採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SPSS13 for 

windows」進行分析，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待答問題，擬採用之統計

方法說明如下： 

一、 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及內容建構效度，作為編制

「父母管教方式量表」題目效度考驗的依據。並進行內部一致性信度

考驗。 

二、 卡方考驗 

本研究欲以卡方考驗來考驗假設1-2、1-2、二。 

三、 T考驗 

     本研究欲以T考驗來考驗假設3-1。 

四、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假設3-2、四、五。 

五、 二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假設6-1、6-2。 

六、 多元逐步迴歸法 

本研究以多元逐步迴歸法考驗假設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