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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探討，再配合研究實施的可行

性，設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期得到預期之效果。本研究採分層叢

集非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研究。擬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

究假設、研究工具、研究程序與資料處理，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由個人因素（性別、家庭結構、戀愛經驗、父母社經地位）、

父母管教方式、及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來探討台北市青少年異性交

往態度。採問卷調查法，經多變項變異數分析，來瞭解青少年異性交

往態度之差異情形。  

 

 

 

 

 

 

 

 

 

 

 

 

 

 

 

圖 3-1-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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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 母群 

    本研究以台北市公私立高中日間部一、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二、 預試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北市立西松高中為預試對象，分別抽取一、二年級各

兩班進行預試。回收有效問卷 155 份，預試施測樣本分佈情形如表

3-2-1。  

 

三、 正式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北市九十二學年度註冊在籍公私立高中日間部一、二

年級學生，為正式研究對象。根據台北市教育統計資料九十二學年度

高中一、二年級學生總數共計 49,089 人。根據 Krejcie 與 Morgan（ 1970）

建議之樣本推估方法，本研究採 5%之抽樣誤差（ sampling error）及

95%的信賴水準（ confidence level），當母群體人數為 49,089 人時，有

效樣本人數需達 381 人，若問卷回收率為七成五，則需施測樣本人數

約 510 人，此外為考慮樣本的有效性，因此增加施測人數，總計約需

抽取 600 名樣本，而目前高中一班學生人數約 38 人，故約需抽取 16

班進行施測，其中高一、高二各施測 8 班。  

為取得足夠樣本，本研究採分層叢集非隨機抽樣法。目前台北市

公立學校學生人數為 37,569 人，私立學校學生人數為 11,520 人，公

私立學校學生人數比約為 3：1，因此，本研究在抽樣時從台北市十二

個行政區（松山區、信義區、南港區、內湖區、士林區、北投區、大

安區、中山區、中正區、大同區、萬華區與文山區）中非隨機抽取兩

所私立、六所公立學校，其中四間施測高一、四間施測高二，正式施

測樣本分佈情形如表 3-2-2（附錄一）。  

本研究共抽取八所學校 17個班級進行問卷施測，總計發出問卷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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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問卷 696份，回收率為 98.72％。剔除無效問卷 45份（包含漏

答嚴重與亂答問卷 30份，家庭結構不是單親與雙親的問卷 15份），餘

下之有效問卷為 651份，有效率為 93.53％。  

 

表 3-2-1 預試施測樣本  

學校名稱  年級  班級數  施測卷 回收卷 有效卷 男 女  缺失值

西松高中  高一  2 76 76 76 48 27 1 

 高二  2 80 80 79 27 52 0 

總計   4 156 156 155 75 79 1 

 

表 3-2-2 正式施測樣本  

行政區  學校名稱  年級  班級數 施測卷 回收卷 無效卷  有效卷

松山區  中崙高中  高一  2 73 73 3 70 

南港區  育成高中  高一  2 81 79 11 68 

士林區  陽明高中  高一  2 79 79 4 75 

北投區  薇閣高中  高一  3 109 109 4 105 

中山區  大同高中  高二  2 83 83 5 78 

中正區  成功中學  高二  2 90 89 5 84 

大同區  靜修女中  高二  2 95 93 4 89 

萬華區  華江高中  高二  2 95 91 9 82 

總計  8  17 705 696 45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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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架構與文獻探討，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下：  

一、青少年的父母管教方式因個人因素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1-1 青少年男女，其父母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  

1-2 不同家庭結構的青少年，其父母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  

1-3 不同戀愛經驗的青少年，其父母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  

1-4 父母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少年，其父母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  

1-5 父母不同職業狀況的青少年，其父母管教方式有顯著差異。  

   

二、青少年的父母管教方式與父母社經地位有顯著相關。  

 

三、青少年的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因個人因素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1 青少年男女，其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有顯著差異。  

3-2 不同家庭結構的青少年，其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有顯著差異。 

3-3 不同戀愛經驗的青少年，其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有顯著差異。 

3-4 父母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少年，其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有顯著差

異。  

3-5 父母不同職業狀況的青少年，其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有顯著差

異。  

 

四、青少年的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父母社經地位有顯著相關。  

 

五、青少年的異性交往態度因個人因素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5-1 青少年男女，其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差異。  

5-2 不同家庭結構的青少年，其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差異。  

5-3 不同戀愛經驗的青少年，其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差異。  

5-4 父母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少年，其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差異。  

5-5 父母不同職業狀況的青少年，其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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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青少年的異性交往態度與父母社經地位有顯著相關。  

 

七、父母管教方式與青少年的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相關。    

 

八、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的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相關。    

 

九、青少年的個人因素（性別、家庭結構、戀愛經驗、父母社經地位）、

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對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解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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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分「異性交往態度」、「異性交

往之親子溝通」、「父母管教方式」及「個人基本資料」四項。以下就

問卷初稿擬定、效度、預試問卷與正式問卷，分別說明如下：  

 

一、 問卷初稿擬定 

（一）異性交往態度量表  

1.量表來源  

本量表參考潘婉茹（民 89）所編之「異性交往態度量表」與相關

文獻編修而成，共 33 題。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約會過程中的態度」

十七題、「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七題、「對外表的看法四題」與「期

待異性的表現」五題。本研究信效度考驗待量表初稿擬定後，為確立

量表正確而適用，將延請國內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內容效度處理，

研究者依據學者專家們對問卷的建議，再對問卷內容作修正。在信效

度方面，將等正式問卷回收後，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檢驗，再

以因素分析進行各因素命名，確定本研究量表之信效度。  

 

2.計分方式  

本研究採四點計分方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而分別計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二）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量表：  

1.量表來源  

本量表修訂自李育忠（民 89）所編之「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量

表」。分為三個分量表，分別為「親子婚姻 /性溝通」十九題、「父母干

涉」五題與「子女告知」四題，共 2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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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分方式  

本研究採四點計分方式，為「從未如此」、「很少如此」、「有時如

此」、「經常如此」，而分別計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三）父母管教方式量表：  

1.量表來源  

本量表修訂自王德琳（民 83）改編王鍾和（民 82）所編之「父母

管教方式與滿意度量表」，含父母對青少年行為表現所做的「反應」、

及「要求」兩部分，共 30 題。   

 

2.計分方式  

本研究採四點計分方式，為「從未如此」、「很少如此」、「有時如

此」、「經常如此」，而分別計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四）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變項包括性別、家庭結構、與父母社經地位。  

 

 

二、 效度 

在內容效度方面，本研究問卷初稿擬定後，為確立量表正確而適

用，於九十三年一月中、下旬延請國內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十位進行內

容效度處理（附錄二）。請專家針對每個題目是否能測得學生異性交

往態度、異性交往之親子交往與父母管教方式三方面，提出修改及建

議。各題計分標準採三分法，「適用」、「修正」與「刪除」，並於

評分表後留一空白欄作為效度專家提供修改意見及建議之用。  

綜合專家及指導教授意見，對問卷內容作修正。將「異性交往態

度量表」中內容不適、題意不清者，加以修改或刪除，題數變為 26題。

在「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量表」中也將內容不適、題意不適者，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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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刪除，題數變為 25題。在「父母管教方式量表」中，將語意不

順或雙重概念的語詞加以增修或刪除，題目仍為 30題。在「個人基本

資料」的部分，則沒有改變（附錄三）。  

 

 

三、 預試問卷 

將預試施測的有效問卷進行電腦編碼後，進行信度分析與項目分

析：  

 

（一）信度  

本研究以台北市立西松高中高一、高二共 155 位學生為預試對

象。在信度方面，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進行檢驗。預試問卷題

目各面向題目的分佈情形及信度係數如表 3-4-1。所測得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總除異性交往態度量表中「期待異性的表現」為 .05

外，其餘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皆介於 .68-.96 間，顯示除「期待異

性的表現」外，其餘各分量表皆具相當理想的內部一致性。因此，異

性交往態度量表中「期待異性的表現」概念下的四題（ 23-26 題）應

該修改或刪除。  

 

（一） 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 i tem analysis）又稱為試題分析。即分析受試者在預試

試題上的反應，其目的在刪除不適當的題目，並選取適當的題目，及

修正部份題目或撰擬新增題目，以組合成正式施測用的問卷。進行方

式係將反向題改採正向計分，計算所有受試者在預試各分量表之得分

總和。依高低分排序，以各量表之最高分與最分低之 25%，做為高分

組與低分組，進行項目分析，以求各題之鑑別力。並據以將  p值未達  

﹒ 05 顯著水準的題目刪除或修改。  

其中，「異性交往態度量表」、「父母管教方式量表」與「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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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之親子溝通量表」各題均達顯著水準， t 值愈高代表題目之鑑別

度愈好（附錄五、六、七）。  

 

表 3-4-1 預試問卷題目各面向題目的分佈情形及信度係數  

量表名稱  題數 題號  cronbach’s α

一、異性交往態度  26  .73 
約會過程中的態度  12 1-12 .68 
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  6 13-18 .90 
對外表的看法  4 19-22 .72 
期待異性的表現  4 23-26 .05 

二、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  25  .91 
父親子婚姻 /性溝通  16 1-16 .91 
父干涉  5 17-21 .89 
父子女告知  4 22-25 .94 
母親子婚姻 /性溝通  16 1-16 .93 
母干涉  5 17-21 .88 
母子女告知  4 22-25 .96 

三、父母管教方式  30  .97 
父反應  15 1-15 .96 
父要求  15 16-30 .95 
母反應  15 1-15 .96 
母要求  15 16-3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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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正 

由信度與項目分析分析結果顯示除異性交往態度量表中「期待異

性的表現」此構面下的題目（ 23-26 題）應作修改或刪除外，其餘各

題目之項目分析皆達顯著，量表之信度也不錯。因此，研究者修正此

概念下之四個題目，原題目題意有些並不適合男女雙方填答，經研究

者多次與專家討論後依照題目原來之概念將其修改為刻板印象中期待

男女朋友表現之面向。另綜合各意見，於個人基本資料中加入一題戀

愛經驗（指有無戀愛經驗，與交往次數）。最後正式問卷題數，「異

性交往態度量表」二十六題，「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量表」二十五題，

「父母管教方式量表」三十題，以及「個人基本資料」五題（附錄四）。 

 

 

四、 正式問卷 

將正式施測的有效問卷進行電腦編碼後，進行信度與因素分析：  

 

（一）異性交往態度量表  

1.量表  

本量表分為四個分量表，分別為「交往態度」、「對婚前性行為的

看法」、「對外表的看法」與「期待異性的表現」。「交往態度」包含 1、

3、 8-12 等七題，量表分數愈高，代表在異性交往過程中所表現的態

度愈趨向兩性平等。「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包含 13-18 等六題，量表

分數愈高，代表青少年對於婚前性行為的態度愈趨向保守，反之則為

開放。「對外表的看法」包含 19-22 等四題，量表分數愈高，代表異性

交往時，對外表愈不看重。「期待異性的表現」包含 2、 4-7、 23-26 等

九題，量表分數愈高，指在異性交往中，期待男女朋友所表現的態度

愈趨向兩性平等。  

 

2.計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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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四點計分方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分別計 1 分、2 分、3 分、4 分。第 2、4-7、15-18、20-26

等十六題為反向計分題。  

 

3.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主軸法及直交均等變異法轉軸後抽取共同因素，共抽取

出四個共同因素，特徵值分別為 3.90、3.24、2.51、1.65。研究者再依

題目概念，而予以命名，分別為「交往態度」、「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

「對外表的看法」與「期待異性的表現」，分別可解釋之結構變異量為

15.00%、 12.46%、 9.66%、 6.33%，四個因素共可解釋 43.45%的結構

變異量。各題之因素負荷量除第一題為 .28 外，其餘各題之因素負荷

量皆在 .30 以上，因此未來在使用本量表之研究者需注意其對量表之

影響，各因素之因素負荷量值如表 3-4-2。  

 

4.信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進行檢驗。「交往態度」

cronbach’s α為 .65、「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cronbach’s α為 .85、「對

外表的看法」 cronbach’s α .為 69、「期待異性的表現」 cronbach’s α

為 .70，總量表 cronbach’s α為 .73。所測得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值皆介於 .65-.85 間。因此，顯示總量表與分量表皆具不錯之內部一致

性。正式問卷各面向題目的分佈情形及信度係數如表 3-4-2。  

 

（二）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量表  

1.量表  

本量表分青少年知覺父親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母親異性交往之

親子溝通兩部分，共 25 題。含「親子婚姻 /性溝通」、「父母干涉」與

「子女告知」三部分。「親子婚姻 /性溝通」包含 1-16 等十六題，量表

分數越高，代表親子間對於婚姻及性知識的互動、溝通情形愈頻繁。「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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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干涉」包含 17-21 等五題，量表分數愈高，代表父母對子女異性交

往的干涉情形愈嚴重。「子女告知」包含 22-25 等四題，量表分數愈高，

代表子女愈能主動告知父母其異性交友的情形。此外，在回答量表時

若是屬於單親家庭則選與其同住一方之父親或母親回答。  

 

2.計分方式  

本研究採四點計分方式，為「從未如此」、「很少如此」、「有時如

此」、「經常如此」，而分別計 1 分、 2 分、 3 分、 4 分。第 17-21 等五

題為反向計分題。  

 

3.信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進行檢驗。正式問卷各

面向題目的分佈情形及信度係數如表 3-4-3 所測得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皆介於 .85-.95 間，顯示總量表與各分量表皆具相當理

想的內部一致性。  

 

（三）父母管教方式量表：  

1.量表  

本量表分父親與母親管教方式量表，共 30 題。含父母對青少年行

為表現所做的「反應」、及「要求」兩部分，其中前十五題為父母「反

應」向度之問題，分數愈高，表示青少年所知覺到父母管教方式其反

應的程度愈高。後十五題為「要求」向度之問題，分數愈高，表示青

少年所知覺到父母管教方式其要求的程度愈高。此外，在回答量表時

若是屬於單親家庭則選與其同住一方之父親或母親回答。  

 

2.計分方式  

本研究採四點計分方式，為「從未如此」、「很少如此」、「有時如

此」、「經常如此」，而分別計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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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進行檢驗。正式問卷各

面向題目的分佈情形及信度係數如表 3-4-4。所測得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皆介於 .91-.96 間，顯示總量表與各分量表皆具相當理

想的內部一致性。  

 

（四）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變項包括性別、家庭結構、戀愛經驗、與父母社經

地位，分述如下：  

1.  性別：指男生與女生。   

2.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與生父母共同居住。   

＊單親家庭 --父母離婚與父或母同住、母親去世與父親同住及父親

去世與母親同住。  

＊繼親家庭 --與父或母再婚之家庭同住  

＊其他  

3.  戀愛經驗：指有無戀愛經驗，戀愛次數。  

4.  父母社經地位：參照Hollingshed 與  Redlich （ 1958）的二因子社

會地位指數方法，將職業分為無技術性、半技術性、技術性、半專

業性和專業性工作等五個等級，職業指數依次為 1至 5分。教育程度

則分為小學，初（國）中，高中（職），專科學校、大學和研究所

以上等五個等級，教育指數為 1至 5分，並將教育指數乘 4，職業指數

乘 7加以計算，兩數合計即為其社經地位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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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正式問卷異性交往態度各因素之因素負荷量值  

 題         目  1▲ 2 3 4 
17 .  如果能妥善避孕，發生婚前性行為是沒有關係的 .85    
14 .  我在婚前絕對不會和別人發生性關係  .81    
16 .  只要兩個人互相喜歡，就可以發生性行為  .79    
13 .  婚前性行為會讓人良心不安，產生罪惡感  .76    
15 .  性與道德無關，只要自己高興就好了  .65    
18 .  男女之間若是相愛，婚前可以同居  .58    
26 .  男女朋友交往時，男生未來的工作或事業成就應
該高於女生  

 .66    

4 .  男女朋友約會時，男生應該要主動邀約，而女生
應該要被動  

 .65    

23 .  男女朋友交往時，男生應該負責營造浪漫的氣氛  .63    
24 .  男女朋友交往時，男生在學業的表現上應該比女
生好  

 .61    

2 .  男女朋友約會時，應該由男生負責安排約會   .55    
5 .  男女朋友約會時，男生應提供足夠的物質享受   .54    

25 .  男女朋友交往時，女生應該比男生細心、體貼   .49    
6 .  男女朋友約會時，女生總是比男生吃虧些   .38    
7 .  男女朋友約會時，哭泣是女生打動男生的最好工
具  

 .38    

12 .  男女朋友約會可以增加對異性的認識    .79   
11 .  男女朋友約會可以學習社交技巧    .72   
10 .  男女朋友約會時，彼此尊重是很重要的    .63   
8 .  如果我與男 /女朋友發生爭執時，我會積極與對方
溝通討論  

  .56   

3 .  男女朋友約會時，雙方都有保護對方的責任    .55   
9 .  如果我有要好的男 /女朋友，我願意讓他人知道   .45   
1 .  男女朋友約會時，各項開銷應公平分擔    .28   

22 .  選擇男女朋友時，體型胖瘦是很重要的     .81
21 .  選擇男女朋友時，身材高挑是很重要的     .77
19 .  選擇男女朋友時，外表的美醜並不是很重要的事
情  

   .59

20 .  選擇男女朋友時，穿著體面、時髦是很重要的     .58

 特徵值  3 .90 3 .24  2 .51  1 .65
 變異量  15 .00 12.46  9 .66  6 .33
 累積變異量  15 .00 27.46  37 .12  43 .45
 cronbach’s α  .85 .70  .65  .69
▲： 1 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 2 期待異性的表現、 3 交往態度、 4 對外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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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正式問卷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各面向分佈情形及信度係數  

量表名稱  題數  題號  cronbach’s α
二、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  25  .91 

父親子婚姻 /性溝通  16 1-16 .91 
父干涉  5 17-21 .89 
父子女告知  4 22-25 .94 
母親子婚姻 /性溝通  16 1-16 .92 
母干涉  5 17-21 .87 
母子女告知  4 22-25 .95 

 

 

表 3-4-4 正式問卷父母管教方式各面向分佈情形及信度係數  

量表名稱  題數 題號  cronbach’s α
三、父母管教方式  30  .96 

父反應  15 1-15 .96 
父要求  15 16-30 .93 
母反應  15 1-15 .95 
母要求  15 16-3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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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表 3-5-1），如下：  

一、確定研究主題  

廣泛閱讀相關文獻，以確定研究主題。  

 

二、蒐集資料並撰寫研究計畫  

確定研究主題後，著手進行資料蒐集、研讀與探討。並根據相關

文獻，擬定研究架構，撰寫研究計畫。  

 

三、編制研究工具及預試  

根據研究架構及相關文獻所得，編製本研究之問卷。初稿編製完

成後於九十三年一月進行專家效度考驗，彙集各專家學者意見，完成

預試問卷。問卷修改後，於九十三年二月對台北市立西松高中進行預

試，待預試問卷回收後，刪除填答不全與亂答之無效問卷，對預試結

果進行統計分析，經專家檢視後﹐最後修訂成正式問卷。  

 

四、抽樣、聯絡、正式施測  

正式問卷確認後，於九十三年三月初以分層叢集非隨機抽樣方

式，進行相關聯絡。以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學一、二年級學生為研究

母群，樣本採非隨機叢集抽樣。由研究者商請各校家政老師協助，向

其說明，各校隨意抽出兩個同年級之班級進行施測，問卷填答完畢，

即全面收回問卷。  

 

五、資料處理分析及論文撰寫  

本研究於九十三年三月下旬回收全部問卷，根據回收的有效問

卷，將之編碼後輸入電腦。以  SPSS 11.5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統計

與分析，並進行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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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研究程序  

 
 92年 93年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擬定研究計畫         

文獻探討收集資料 

撰寫研究計畫      

問卷編制與預試        

抽樣           

正式施測           

回收問卷資料處理        

資料分析與討論          

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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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所得之資料乃以 SPSS 11.5 進行資料處理：  

 

一、描述統計：  

1.  利用描述統計的簡單百分比與次數分配，來分析樣本個人基本

資料在樣本中的人數與百分比。  

2.  利用描述統計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來瞭解不同父母管教方式、

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異性交往態度所呈現的情形。  

 

二、 t 考驗：利用 t 考驗探討不同個人因素（性別、家庭結構、戀愛經

驗）其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異性交往態度上

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個人因素（戀

愛次數、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職業狀況）其父母管教方式、異性

交往之親子溝通、與異性交往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皮爾遜積差相關：本研究以積差相關探討父母社經地位、父母管

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異性交往態度間的關係。  

 

五、多元迴歸分析：本研究以個人因素（性別、家庭結構、戀愛經驗、

父母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為自變項，

異性交往態度為依變項，以瞭解各變項對於異性交往態度各因素

的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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