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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測作業                   表現 

 

施測作業                            表現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研究方法呈現研究架構圖（見圖3-1）、研究樣本、研究設計與工具、實施程序、

資料的整理，說明如下: 

                                        假裝的心智理解 

                           

                                 ◎假裝的心智理解作業      假裝的心智理解層次 

     研究對象                    1.「區辨真實與假裝」作業        層次零 ;層次一 

                                 2.「假裝者想法」作業            層次二 

                                 3.「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        層次三 

                        

                                        

 

       一般的心智理解 

  

◎ 一般的心智理解作業       一般的心智理解 

                                 1.「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作業         得分 

                                 2.「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作業       得分 

 

                            

                       圖3-1  研 究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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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樣本 

 

一.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分析 

研究對象為台北市某公辦民營托兒所幼兒，對該所五歲70人、四歲54人以及三歲

42人，發函取得家長同意書之後的研究對象計有五歲33人，四歲27人及三歲幼兒20人。

再經語言能力測驗，扣除語言能力表現未達到該年齡層25%的幼兒，成為本研究實施心智

理解測驗的對象，計有五歲26人，四歲21人及三歲16人，共計63位幼兒。 

以三至五歲幼兒為選樣考慮的因素如下：雖然Leslie（1987）指出二歲幼兒即已具備

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但有鑑於本研究作業有賴幼兒對於口語問題的理解，並需要幼兒單

獨面對受測的情境，考慮二歲幼兒可能難以勝任，因此提升年齡層至三歲以上幼兒為對

象。又因多數國外文獻指出三歲幼兒已具備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如Joseph, 1998 ; 

Cassidy,1998 ; Hickling等人,1997)但不具備一般錯誤相信理解能力，而四歲以上多數幼兒則

此二種能力均已具備，可見幼兒的假裝與一般心智理解能力，分別於三至四歲之間似乎有

著關鍵性的發展，因此三及四歲幼兒成為本研究的對象。另外，有鑑於保心怡(民92)的研

究發現，國內四歲幼兒在錯誤相信作業的表現，仍在機會水準以下，一直到五歲幼兒通過

錯誤相信的比例才大幅攀升，本研究為能夠比較假裝與一般錯誤相信心智理解發展的差

異，因此也將五歲幼兒列為本研究對象。 

    以本研究開始施測的日期計算，研究對象年齡層分佈（見表3-1），三歲幼兒平均年

齡三歲六個月大，四歲幼兒平均年齡四歲七個月大，五歲幼兒平均年齡為五歲六個月大。

三及五歲幼兒男女比例相當，四歲幼兒女生多於男生。 

表3-1  各年齡層幼兒年齡分佈範圍及平均數、標準差 

年齡層 人數 分佈範圍（月） 平均數（月） 標準差(月） 

五歲 26人 

 

男 13人 

女13 人 

 

    61－71 

66.70 

（五歲六個月大） 

 

3.04 

四歲 21人 男 8 人 

女13人 

 

48－59 

56.32 

（四歲七個月大） 

 

3.47 

三歲 16人 男 8人  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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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8人 37－48 （三歲六個月大） 2.79 

合計 63人 男29人 

女34人 

 

37－71 

55.47 

（四歲六個月大） 

 

3.12 

 

二. 幼兒父母親背景（參考附錄二） 

1.幼兒父母親教育程度 

全體幼兒父親之教育程度以專科學校畢業者（31.7%）最多，而專科學校以上畢業者

之比例達79.4%。幼兒母親教育程度以大學畢業者最多（34.9%），專科學校以上之比例達

66%。 

2.幼兒父母親職業性質 

全體幼兒父親職業性質以從商及服務業各佔28.9%為最多數，明顯高出從事其他職業

性質的比例。相較於幼兒父親，幼兒母親之職業性質，則顯得較為平均且分散，依序為服

務業（27﹪）、公（17.5﹪）、商（17.5﹪）、家管（15.9﹪）、教（12.9﹪）及製造業（1.6﹪）。 

由上可知，本研究對象之父母親教育程度及職業性質多屬中等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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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工具 

 

壹. 研究設計 

    本研究先對幼兒施以語言能力測驗，以選擇具有基本理解與作答能力的幼兒成為本研

究正式的研究對象，再實施三項「假裝」及二項「一般錯誤相信」共五項心智理解作業。

其中關於假裝的心智理解作業包括有: (一)「區辨真實與假裝作業」 (二)「假裝者想法作

業」 (三)「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而關於一般的錯誤相信心智理解作業，包括有(四)「錯

誤相信未預期移位（unexpected transfer task）作業」 (五)「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unexpected 

contents task）作業」。 

    本研究有關假裝心智理解的三種作業，乃依據Leslie（1987）的觀點，界定並設計出(一)

「區辨真實與假裝作業」 (二)「假裝者想法作業」。另外，再結合一般錯誤相信作業的程

序，置入假裝的情節，而設計出(三)「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以評量幼兒假裝的心智狀

態理解能力。 

Leslie(1987)認為二歲幼兒能心智化地從事假裝遊戲，因為他們已具備後設表徵能力，

使得他們得以掌握以下三種假裝的心智狀態： (一)知道他人正在假裝，(二)知道他人假裝

成什麼，(三)知道他人的假裝與原來真正行為之間的關係。就Leslie的觀點，在假裝情境

中，幼兒有能力區別真實的初級表徵與假裝的後設表徵之不同。而且假裝要能發生，假裝

者A必然能在假裝的當時能確實知道假裝者B的想法，且知道假裝者B的想法不一定與

事實相符合。但如研究者在第一章緒論所述，本研究假設幼兒對於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發

展是漸進式的，研究的設計乃假設幼兒對於假裝的心智理解發展具有不同的層次，因此有

關假裝心智理解的三項作業（見表3-2），乃在探討幼兒具備有何種層次的假裝心智理解

能力。各項作業設計目的及特性說明如下: 

一. 作業設計的目的： 

(一)區辨真實與假裝作業： 

    根據Leslie(1987)的觀點，當孩子假裝時，他們對什麼是真實的和什麼是假裝的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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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區別，若非如此，孩子會被同伴假裝的動作所困惑。依此觀點，本作業設計目的於考驗

幼兒能否區辨真實與假裝的不同。 

依幼兒是否通過此作業，將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區分為二種層次，分別為層次零：無

法分辨真實與假裝的不同，及層次一： 能分辨真實與假裝不同。必須強調的是， Leslie

認為經由後設表徵的能力，幼兒能區別真實與假裝的不同，也就是說幼兒能心智化地區別

真實與假裝的差異。不過，本研究者認為能區辨真實與假裝的不同，仍不足以證明幼兒具

備心智理解假裝的能力，因為幼兒仍有可能只是依據行為者外在動作像是什麼而判斷為假

裝，除非能證明幼兒知道假裝者的想法，如以下二種設計作業所考驗的假裝心智理解能力。 

表3-2  幼兒假裝的心智理解作業層次及能力 

依據的理論 

與層次

能力   

心智 

理解作業 

 

依據Leslie 的 

理論觀點 

 

假裝的 

心智理解層次 

 

理解心智表徵的能力 

 

 

區辨真實與假

裝作業 

 

知道他人 

正在假裝 

層次一： 

幼兒能區辨真實與假裝的

行為。 

幼兒能區辨真實與假裝的行為，但仍可能只

是從外表動作「好像是什麼」（acting as if）

而判斷，不一定有涉及理解心智表徵的能力。

 

假裝者想法作

業 

知道他人 

假裝什麼 

層次二： 

幼兒能理解假裝者的想法。

幼兒能理解假裝是一種心智表徵 

 

 

假裝者錯誤想

法作業 

知道他人的 

假裝與原來 

真正行為的關係 

層次三： 

幼兒能理解假裝者錯誤的

想法。 

具備以下二種能力： 

1.幼兒能理解假裝是一種心智表徵，而且知

道表徵可能與事實並不相符合。 

2.理解假裝者並不知道他自己（假裝者）的

假裝與事實之間的關係。 

 

(二)假裝者想法作業： 

「假裝者想法作業」需要幼兒在假裝的情境下，判斷他人內在的心智表徵為何，有別

於「區辨真實與假裝」的能力，假裝者的想法是判斷幼兒具備假裝心智理解的證據。本作

業的設計在於考驗是否如Leslie所指稱的幼兒具備假裝的心智理解能力，作業內容乃根據



 72

Leslie(1987)所述:「幼兒知道他人的假裝」之概念設計。Leslie指出：對一位幼兒而言，了

解他人正在假裝，幼兒必定能推論他人正在假裝什麼( Leslie, 1987，1988)。就「幼兒必定

能推論他人的假裝」的字面意義而言，或許不能充分指出幼兒具備假裝心智理解的能力，

不過根據Leslie的觀點強調幼兒的假裝具備後設表徵能力，他認為幼兒明白假裝乃包括能

夠推論假裝者的想法，依此理論觀點的具體呈現，研究者設計此「假裝者想法作業」。能

勝任此作業的幼兒，則具備有假裝心智理解層次二：理解假裝者想法的能力。 

（三）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 

為了再考驗幼兒是否如Leslie（1987）所主張：「幼兒知道他人的假裝，且知道假裝

與原來真正行為之間的關係」的概念，以及本研究為進一步真正了解幼兒在假裝情境下，

是否比在一般情境下更具有心智理解的能力？主張只有在一般與假裝這二種狀態下，設計

心智需求難度一致的作業，才能回答上述問題。如此構思來自二個理由：其一，由於一般

錯誤相信作業已成為主要用來測驗幼兒心智理解的經典工具，因此，將假裝的狀態置入於

一般錯誤相信作業情節的結構中，成為此一「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才能真正比較出幼

兒在假裝與一般狀態下的心智理解能力是否有所不同。其二，雖然研究者認為，Leslie所

指出的幼兒在假裝所需的第三種心智理解需求：「知道他人的假裝與原來真正行為的關

係」，與一般錯誤相信作業下所需幼兒的心智理解需求仍有差異。前者所需求幼兒的心智

推理是一種「初級的後設表徵能力」，在於考驗幼兒：「我（幼兒）知道你的假裝與事實並

不相同」的能力；而理解一般錯誤相信的作業則須要更高層次的「第二層級後設表徵能

力」，在於考驗幼兒：「我（幼兒）知道你並不知道你的想法與事實並不相同」的能力。然

而一方面有許多研究者均以 Leslie(1987)的概念，直接設計為等同一般錯誤相信作業心智

需求的假裝心智理解作業（如 Gopnik & Slaughter,1991; Woolley,1995a;Cassidy,1998）以及

Leslie(1987)強調假裝與一般狀態下的心智理論都有賴幼兒有效運用後設表徵能力的觀

點，因此研究者也認為 Leslie所指的「幼兒知道他人的假裝，且知道假裝與原來真正行為

之間的關係」此一認知能力的概念，可視之為與一般錯誤相信作業下的認知能力概念相當。 

所以本項「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的設計，即在於考驗幼兒是否具備有如理解一般

錯誤相信作業「第二層級後設表徵的能力」，也就是：「我（幼兒）知道你並不知道你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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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裝與先前的假裝並不相同」的能力。本作業與一般錯誤相信作業在作業本身的推理需

求難度上相一致，而更能比較出假裝與一般測驗情境之下，幼兒的心智理解是否存有差

異。通過此作業的幼兒具備有層次三：理解假裝者錯誤想法的能力。除非幼兒在「假裝者

錯誤想法作業」表現明顯優於一般錯誤相信作業的表現，才能真正說明假裝狀態是幼兒心

智理解的有利情境。 

二. 作業設計的特性： 

目前對於三至五歲幼兒是否理解假裝心智需求的研究結果並無共識。有不少研究指

出，幼兒並不真正具備理解假裝的心智需求（如Lillard, 1993a, 1993b ; Lillard & Flavell, 1992 ; 

Lillard, 1998c ; Richert & Lillard, 2001）。根據Lillard的看法，她認為我們高估了幼兒假裝的

能力。幼兒可能知道他人正在假裝，但幼兒並不理解假裝的表徵本質，也就是說，幼兒並

不了解假裝需要假裝者有想法或意圖才能產生；幼兒了解假裝僅是從假裝者外在行為，例

如「做得像是什麼」來判斷而已。 

不過，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為了要回答幼兒是否具備假裝的後設表徵能力，Lillard

等人設計一系列Moe娃娃的假裝作業，所呈現的方式與內容，可能遠超過幼兒能夠了解

的程度，因而無法真正有效評量出幼兒假裝的後設表徵能力。例如，呈現Moe娃娃，並

告訴幼兒：「Moe娃娃跳得像兔子」，但Moe娃娃並「沒有想到一隻兔子」或「不知道兔

子怎麼跳」。然後問幼兒，Moe娃娃是否有假裝為一隻兔子？研究發現大部分五歲以前幼

兒的回答並不正確，他們傾向認為Moe娃娃正假裝為一隻兔子。也就是說，幼兒只留意

到有關外在跳動的動作，而忽略了如果Moe娃娃不具有想法或意圖，則無法假裝兔子跳。 

Lillard等人研究中所採用的作業本身確有可議之處，茲針對其中可能的問題及依問

題所提出的修正建議如下： 

（一）作業中向幼兒提及主角「Moe娃娃並沒有想到一隻兔子」此一主角不可見的內

在心智狀態，相對於告知幼兒並以動態呈現主角「Moe娃娃跳得像兔子」此一主角突顯的

外在跳動動作，此二訊息呈現出的強度明顯不同，而且彼此相互衝突。在此情況下，幼兒

很難不受到主角外在動作的影響。在外在動作相當突顯的線索下，幼兒必須要先能壓抑受

到主角外在動作的干擾，才能想到主角的內心狀態，幼兒有可能因而忽略了與心智狀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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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訊息。因此在方法上有需要調整可能會影響受測幼兒的偏見，一種方式是同時呈現給

幼兒有關主角不同想法的相對等內容，以供幼兒判斷選擇。這種對等比較性的選擇策略，

應該可以幫助幼兒減少受制於主角外在動作突顯的干擾。在此可以考慮以不同思考泡泡的

圖片，呈現出主角不同的想法以供幼兒選擇。不過，為避免以思考泡泡方式的呈現，反而

可能造成幼兒理解作業問題本身的認知負擔，因此在正式施測前，需要先教導幼兒有關思

考泡泡圖片所表徵的心理意涵，以利幼兒在此基礎下，能呈現出是否具備或具備何種心智

理解的真正能力。 

 其二則是避免外在動作與內在表徵二者相互衝突對立的作業情節。因為對幼兒而言，

對一事物投以相對等的不同表徵，與對一事物投以相互對立的不同表徵，所需的心智需求

並不相同。透過上述作業情節的調整，才能有助於幼兒呈現出真正的理解能力，以回歸到

作業問題的本身－判斷作業中主角的心智狀態為何。 

（二）作業故事情節不合常理，超出幼兒日常所從事假裝遊戲的經驗。例如，告訴幼

兒「主角跳得像兔子」但卻又「沒有想到兔子」，這種不尋常的情節，幼兒似乎不容易理

解。因此，有需要提供幼兒合理、熟悉的作業情節，才會是合乎幼兒正常推理、客觀有效

的作業訴求。 

（三）Lillard等人一系列的作業，告知幼兒有關主角的心智狀態及呈現主角的行動，

再請幼兒以這些訊息來判斷主角是否正在假裝，這種方式所需幼兒推理的心智需求，比起

先告知幼兒主角正在假裝的狀態為前題，以評估幼兒是否具備理解他人心智狀態的能力要

更為困難。正如許多研究者指出，Lillard等人的作業需要的是對幼兒較為困難的「假裝知

識（pretend-by-knowledge）」理解能力（如Wellman, 1990 ; Rosen, Schwebel, & Singer, 1997; 

Joseph, 1998），其推理困難度高於對「假裝(pretend)」理解能力的推理。因為前者在沒有告

知幼兒有關主角正在假裝的情況下，幼兒必須先能夠推理「主角沒有假裝的想法則不可能

假裝」，才能回答主角是否正在假裝，這與後者在幼兒已被告知主角正在假裝情境下，再

判斷主角的想法，所需的心智推理能力並不相同。因此，當研究目的是探討幼兒對於假裝

的心智理解能力的表現，那麼施測作業呈現出假裝的情境，應該是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下

再評估幼兒是否真正理解假裝者的心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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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所設計作業具有以下特性： 

（一）對於作業中主角的想法，同時呈現訊息強度一致的二張想法的思考泡泡圖片內容供

幼兒選擇判斷，思考泡泡圖片作為評估幼兒理解心智表徵是有效的工具。由Schult, 

Hollander, & Wellman(1994)的研究已經指出，三歲幼兒有能力理解思考泡泡的概念，可藉

以反應出幼兒的心智狀態。本研究各作業所呈現的思考泡泡圖片內容乃反應主角當時可能

會擁有的心智表徵，其一是與真實性（或假裝改變之前）有關的內容，如作業情節中，主

角把「積木」假裝為一艘「船」，其中與真實性有關者是「積木」；而與主角具備心智表徵

有關者，則是作業情節中的「船」。 

（二）提供幼兒熟悉、生活化的內容情節作業。本研究在作業設計之前，先觀察幼兒園所

自然情境下幼兒的假裝遊戲，再依「物品取替」、「物品特性的取替」及「假想的事或物」

三種假裝的類型為架構，改編成幼兒熟悉、容易理解的作業內容情節。 

（三）直接告知幼兒有關作業中主角「正在假裝」的訊息，在此基礎下檢測幼兒對假裝的

心智表徵的理解情形。 

 

貳.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施測工具內容及計分方式請參考（表3-3），並說明如下: 

表3-3 各種施測作業內容及計分方式一覽表 

作業類別 作業方式 題數 計分範圍 

 

語言能力測驗 

 

1.語言能力測驗 1-1語言理解 

1-2口語表達 

1-3語言總分 

30

32

百分位數 

百分位數 

百分位數 

2. 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作業 2-1現場作業 

2-2現場作業 

2-3現場作業 

 

1 

1 

1 

0~1分 

0~1分    共計0~3分 

0~1分   

 

一般的心智理

解作業 

 

 

 

 

 

3. 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作業 3-1現場作業 

3-2現場作業 

3-3現場作業 

1 

1 

1 

0~1分 

0~1分    共計0~3分

0~1分 

 4.區辨真實與假裝作業 4-1現場作業 

4-2現場作業 

4-3現場作業 

2 

2 

2 

假裝的心智理    

0~2分 

0~2分    共計0~6分 

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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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假裝者想法作業 5-1現場作業 

5-2現場作業 

5-3現場作業 

 

1 

1 

1 

0~1分 

0~1分 

0~1分   共計0~3分 

解作業 

6.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 6-1現場作業 

6-2現場作業 

6-3現場作業 

 

1 

1 

1 

0~1分 

0~1分 

0~1分   共計0~3分 

 

一. 語言能力測驗： 

    本研究在幼兒語言能力測試部份採用的為林寶貴及林美秀於民國八十二年所編製的

「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已建立全國性常模，量表的重測效度為 .92，顯示本量表

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與張正芬、鍾玉梅(民75)「學前兒童語言發展量表」之同時效度係數

為 .85，均達 .001的顯著水準。此量表除了可用作鑑別語言障礙兒童之篩選工具外，還

可以做為評量學前兒童之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語言發展之指標(林寶貴、林美秀，民82)。

此量表適用年齡為3足歲至5足歲11個月之學前一般兒童，為個別測驗，測驗過程中採

用畫冊圖形，施測所需時間僅15 ~ 25分鐘左右(引自保心怡，民92)。 

 

二. 區辨真實與假裝作業： 

(一)施測前的示範說明（參考附錄三） 

    為使幼兒了解本作業施測問題中有關「真實」與「假裝」所代表的意涵，在正式施測

前，施測者先向幼兒示範解釋，以便確知幼兒能在理解問題的前提之下作答。 

1.施測者在桌上擺放二張圖片(圖一：一位男孩騎腳踏車；圖二：一位女孩騎腳踏車) 

施測者說：「○○，你好。我這裡有一些圖片，我們來看看圖片裡的小朋友在做些什麼?」。 

2.施測者說：「我們有時候真正在做一些事情，有時候假裝在做一些事情。像這樣(手指圖

一)圖片裡的這個男孩在騎腳踏車，他知道自己正在騎腳踏車，我們會說他是真的在騎

車，不是假裝在騎車；像這樣(手指圖二) 圖片裡的這個女孩在騎腳踏車，她知道自己

正在騎腳踏車，現在她說她正在騎馬，我們會說她是假裝在騎馬，不是真的在騎馬」，

施測者示範解釋後，確認幼兒是否了解。 

3.施測者問：「(呈現圖一)這個男孩正在騎腳踏車，他知道自己在騎腳踏車，他是真的在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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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還是假裝在騎腳踏車?」，等幼兒回答，施測者再問：「(呈現圖二)這個女孩正在

騎腳踏車，她知道自己在騎腳踏車，她說她正在騎馬，她是真的在騎馬還是假裝在騎

馬?」，等幼兒回答，如果幼兒無法正確回答示範的問題，則再重複上述教導的程序，確

定幼兒能正確回答後準備進行正式施測。 

4.施測者說：「等一下我要告訴你有一些小朋友在做的事情，請你想一想他們是真正的在

做那些事情，還是假裝在做那些事情?」。 

(二)正式施測 

    在研究工具的設計上，「真實」與「假裝」在外顯行為方面是相同的，但主角的內心

狀態則不同：在「真實」情況下，主角內心是認真的；而在「假裝」情況下，主角內心則

是假裝的。 

本作業設計三種情境，分別為「物品取替」、「物品特性的取替」及「假想的事或物」，

每種情境下包括「真實」與「假裝」二種狀態，如此共設計出六個分項作業。作業的情節

由圖卡配合口語說明呈現。每種分項作業提問一個測驗問題及根據幼兒對於測驗問題答案

的理由問題，測驗問題答對得1分，因此本作業計分範圍在0 ~ 6分之間。 

1. 物品取替： 

「區辨真實與假裝作業」以物品取替特性設計的作業情節，「真實」與「假裝」狀態

的分作業，所呈現圖卡中的主角外顯行為都是一個小朋友坐在椅子上，施測者說「這是

瑋瑋，他坐在椅子上」，並說明主角的認知狀態：「瑋瑋知道自己坐在椅子上」，表示主角

並不是弄錯了。 

（1）在「真實」狀態作業中，施測者問幼兒測驗問題：「瑋瑋真的坐在椅子上還是假

裝坐在椅子上?」，等幼兒回答後，再依其回答，問理由問題：「為什麼瑋瑋真的/假裝坐在

椅子上?」。 

（2）在「假裝」狀態作業中，施測者說明作業中主角將物品（椅子）取替的假裝行

為，施測者說：「瑋瑋知道自己坐在椅子上，他現在說自己坐在飛機上」，再問測驗與理由

問題。 

2. 物品特性的取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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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品特性取替設計的作業情節，「真實」與「假裝」狀態二種分項作業，在圖卡中

主角的外顯行為，都是拿著掃把，使用掃把一般用來掃地的主要特性，施測者說：「這是

琦琦，她今天在家裡拿著掃把在掃地」。 

（1）在「真實」狀態下，主角將掃把一般用來掃地的主要特性取替以用來打蟑螂的

不同特性。施測者說：「她（琦琦）突然看到一隻蟑螂，嚇了一跳，就趕快拿起掃把打蟑

螂」，測驗問題：「琦琦是真的在打蟑螂還是假裝在打蟑螂?」，等幼兒回答再問理由問題：

「為什麼琦琦真的/假裝在打蟑螂?」。 

（2）「假裝」狀態下，主角將掃把一般用來掃地的主要特性取替以用來假裝撲滅火

災。施測者說：「現在琦琦在家裡拿著掃把在拍打，她說：『森林發生火災了，趕快來滅火

啊！』」，再問測驗與理由問題。 

3. 假想的事或物： 

以假想的事或物取替特性設計的作業情節，「真實」與「假裝」狀態二種分項作業，

在圖卡中主角的外顯行為，都是描述一位小朋友（美美），她的玩具車放在家裡。施測者

說：「這是美美，她的玩具車放在家裡沙發上面」。 

（1）在真實狀態下，描述主角「記錯了」事情，施測者說：「美美背著書包要去學校，

她一直記得玩具車放在書包裡面」。  

「到了學校，美美想要玩玩具車，打開書包一看才知道玩具車沒有放在書包裡面，美

美說：『我記得玩具車放在書包裡面，結果沒有』」。測驗問題：「美美真的以為還是假裝玩

具車放在書包裡?」，等幼兒回答，再問理由問題：「為什麼美美真的以為／假裝玩具車放

在書包裡呢?」。 

（2）在「假裝」狀態下，描述主角「假想的」事情，施測者說：「美美背著書包要去

學校，她知道玩具車放在家裡沒有在書包裡，只是為了好玩，美美故意把玩具車想成是放

在書包裡面」，再問測驗與理由問題。（詳細作業內容如附錄三）。 

 

三.假裝者想法作業 

(一) 施測前的示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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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假裝者想法作業」及以下的「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及一般錯誤相信作業，

均透過思考泡泡圖片的呈現方式供受測幼兒判斷選擇，因此需要先向幼兒說明有關作業中

思考泡泡所代表的意義。 

1. 施測者呈現布偶(貝貝熊娃娃)，施測者說：「○○你好，這是貝貝熊，你會不會像貝貝

熊這樣? 在想一些事情的時候，頭腦上面會出現一些圖片」(施測者把畫有思考泡泡的

小狗圖片放在貝貝熊頭頂上)。 

2.施測者說：「像現在貝貝熊正在想他的小狗，我就在貝貝熊的頭頂上放一張有泡泡的圖

片，這張有泡泡的圖片，就是牠正在想的事情」。 

施測者問：「你能在貝貝熊頭上放一張泡泡的圖片，表示他正在想一隻小狗嗎?」(把思

考泡泡圖片交給幼兒，等幼兒回應)。 

3.施測者說：「很好，現在我要讓你看貝貝熊正在想別的事情，那些事情的圖片會放在他

的頭頂上，就像剛才我們做的一樣」。 

4.施測者呈現布偶(貝貝熊娃娃)，並在貝貝熊頭上擺放思考泡泡的圖片 ~ 一隻貓。施測者

說：「看到這張有泡泡的圖片，你能告訴我貝貝熊正在想什麼嗎?（等幼兒回答）對了，

他正在想一隻貓，所以他想的貓會在這張有泡泡的圖片上」。 

(二) 預測 

1. 幼兒對於思考泡泡意義的理解：呈現布偶(多多狗娃娃)。 

施測者說：「這是多多狗，她現在正想吃香蕉（呈現二張圖片，其一為香蕉，另一為思

考泡泡裡的香蕉）哪一張圖片代表多多狗正在想的？」，確定幼兒能正確回答。 

2. 幼兒對於作業呈現方式的了解：呈現布偶(多多狗娃娃)。 

施測者說：「這是多多狗，她正在想一些事情。有時候她想吃蘋果，有時候她想吃香蕉。

現在她想吃蘋果」(呈現想法的圖片擺放在多多狗娃娃頭頂上 ~ 二串思考泡泡呈現的圖

案分別為蘋果及香蕉)。 

3. 施測者問：「現在多多狗正在想，那麼你覺得哪一張圖片是她正在想的?」，確定幼兒能

正確回答後，再進行正式施測。 

(三)正式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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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作業共有三個題目，每個題目的測驗問題、事實問題及記憶問題，均答對得1分。

因此，三個題目計分範圍在0 ~ 3分之間。作業情節由布偶、道具及思考泡泡圖卡配合說

明呈現。 

本作業分別以「物品取替」、「物品特性的取替」及「假想的事或物」等狀態，描述

主角從事「真實」與「假裝」二種不同的行為，以檢視幼兒是否能理解主角在假裝狀態下

的想法為何。在作業內容的設計上，「真實」與「假裝」二種不同的行為呈現的訊息強度

一致，另外思考泡泡圖片內容乃反應主角當時可能會擁有的心智表徵，以供幼兒判斷選擇。 

1.物品取替: 

（1）真實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說：「○○你好，這是貝貝熊(手指布偶)，他喜歡玩積木（施測者使布偶堆疊

積木），貝貝熊說：『我要玩積木，我把積木堆得高高的』」。 

（2）假裝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讓布偶坐在一個積木上面。 

施測者說：「有時候貝貝熊也喜歡玩假裝遊戲。現在，貝貝熊假裝積木是一艘船，他

坐在積木上面說：『船要開了，我要去旅行了』」。 

（3）呈現問題： 

施測者在布偶頭上擺放想法的思考泡泡圖片(其一是布偶坐在積木上，另一是布偶坐

在船上)，接著問測驗問題：「現在貝貝熊正在假裝，你認為哪一張圖片是他正在想

的?」，等幼兒回答再問理由問題。 

理由問題：「為什麼他想的是積木／船?」。 

事實問題：「其實，貝貝熊真正是坐在什麼上面?」，等幼兒回答再問記憶問題。 

記憶問題：「貝貝熊假裝積木是什麼?」。  

2.物品特性的取替： 

（1）真實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拿出布偶和一個乾淨的小狗布娃娃。 

施測者說：「這是貝貝熊（手指布偶），貝貝熊有一個乾淨的小狗布娃娃」(手指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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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娃娃)。 

「貝貝熊知道小狗布娃娃的身體很乾淨，她說：『好乾淨，好乾淨的小狗』」。 

（2）假裝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說：「現在貝貝熊假裝小狗布娃娃的身體髒了，她說：『好髒，好髒的小狗』」。 

（3）呈現問題： 

接著施測者在貝貝熊的頭上面擺放想法的思考泡泡圖卡(其一是乾淨小狗布娃娃，另

一是骯髒小狗布娃娃)，接著問測驗問題。 

測驗問題：「現在，貝貝熊正在假裝，你認為哪一張圖是她正在想的?」，等幼兒回答

再問理由問題。 

理由問題：「為什麼她想的是乾淨的小狗／骯髒小狗?」。 

真實問題：「貝貝熊還沒有假裝的時候，小狗布娃娃的身體是乾淨的還是髒的?」。 

記憶問題：「貝貝熊假裝小狗布娃娃的身體是乾淨的還是髒的?」。 

3.假想的事或物： 

 （1）真實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拿出布偶和空的杯子。 

施測者說：「這是貝貝熊（手指布偶），他知道沒有東西在杯子裡面，他說：『這個杯

子是空的，裡面沒有東西』」。 

（2）假裝情節的說明： 

現在貝貝熊假裝杯子裡有蘋果汁，他假裝要喝杯子裡的蘋果汁，他說：『我假裝杯子

裡面有蘋果汁，我想要喝蘋果汁』」。 

（3）呈現問題： 

接著施測者在布偶的頭上面擺放想法的思考泡泡圖片(其一是空杯子，另一是裡面有

蘋果汁的杯子)，接著問測驗問題。 

測驗問題：「貝貝熊現在正在假裝，你認為哪一張圖片是他正在想的?」，等幼兒回答

再問理由問題。 

理由問題：「為什麼他想的是沒有東西在裡面的杯子/有蘋果汁的杯子?」，等幼兒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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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問真實問題。 

真實問題：「其實貝貝熊手上拿的杯子是空的還是真的有蘋果汁?」， 等幼兒回答再問

記憶問題。 

記憶問題：「貝貝熊假裝杯子裡有什麼?」。   

 

四.假裝者錯誤想法作業 

本作業共有三個題目，每個題目包括測驗問題、事實問題及記憶問題，均答對得1

分。因此，三個題目計分範圍在0 ~ 3分之間。 

本作業分別以「物品取替」、「物品特性的取替」及「假想的事或物」等狀態，檢視

幼兒是否能理解作業主角在不同的假裝狀態下的錯誤想法為何。在作業內容的設計上，「原

來的假裝」與「改變後的假裝」二種不同假裝行為呈現的訊息強度一致，另外思考泡泡圖

片內容乃反應主角當時可能會擁有的心智表徵，以供幼兒判斷選擇。 

1.物品取替:  

（1）真實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向幼兒介紹二個布偶和他們的幾個積木。 

施測者說：「這是貝貝熊和多多狗，他們的身邊有一些積木，他們喜歡玩積木（施測

者使布偶堆疊積木）」。 

（2）假裝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讓二個布偶坐在積木上面。 

施測者說：「有時候貝貝熊和多多狗也喜歡玩假裝遊戲。現在，他們假裝積木是一艘

船，他們坐在積木上面說：『船要開了，我們要坐船去旅行了』」。 

（3）改變後的假裝情節說明： 

施測者將貝貝熊移走到房間外面。 

施測者說：「後來貝貝熊到廚房喝水了。現在多多狗把積木假裝是一架飛機，多多狗

說：『飛機要開了，我要坐飛機去旅行了』」(施測者讓多多狗坐在積木上面)。 

（4）呈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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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者在貝貝熊的頭上面擺放想法的思考泡泡圖片(其一是一艘船，另一是飛機)，接

著問測驗問題。 

測驗問題：「貝貝熊現在到廚房喝水，還在想剛才假裝的遊戲，你認為哪一張圖片是

貝貝熊正在想的?」，等幼兒回答再問理由問題。 

理由問題：「為什麼他想的是飛機／船?」。 

事實問題：「貝貝熊到廚房喝水的時候，多多狗把積木假裝成什麼?」，等幼兒回答再

問記憶問題。 

記憶問題：「貝貝熊離開以前，貝貝熊和多多狗一起假裝積木是什麼?」。  

2.物品特性的取替：  

（1）真實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拿出二個布偶和一個乾淨的小狗布娃娃。 

施測者說：「這是貝貝熊和多多狗，他們有一隻乾淨的小狗布娃娃。他們知道小狗布

娃娃的身體很乾淨，他們說：『好乾淨，好乾淨的小狗哦！』」。 

（2）假裝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說：「有時候貝貝熊和多多狗也喜歡玩假裝遊戲。現在，他們假裝小狗布娃娃

的身體髒了，他們說：『好髒，好髒的小狗哦！』」。 

（3）改變後的假裝情節說明： 

接著施測者將貝貝熊移走到房間外面。 

施測者說：「後來貝貝熊到廚房喝水了。多多狗現在假裝小狗布娃娃的腳受傷了，她

說：『小狗受傷流血了』」。 

（4）呈現問題： 

施測者在貝貝熊的頭上面擺放想法的思考泡泡圖卡(其一是身體骯髒的小狗，另一是

腳受傷的小狗)，接著問測驗問題。 

測驗問題：「貝貝熊現在到廚房喝水，還在想剛才玩的假裝遊戲，你認為哪一張圖片

是貝貝熊正在想的?」，等幼兒回答再問理由問題。 

理由問題：「為什麼他會想小狗髒了／小狗的腳受傷了?」，等幼兒回答再問事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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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問題：「貝貝熊到廚房喝水的時候，多多狗假裝小狗怎麼了？」，等幼兒回答再問

記憶問題。 

記憶問題：「貝貝熊離開以前，貝貝熊和多多狗一起假裝小狗怎麼了?」。  

3.假想的事或物： 

（1）真實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拿出二個布偶和空的杯子。 

施測者說：「這是貝貝熊和多多狗，他們知道沒有東西在杯子裡面」。 

（2）假裝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說：「現在他們假裝杯子裡有蘋果汁，假裝喝杯子裡的蘋果汁，他們說：『好喝

的蘋果汁』」。（施測者使布偶拿杯子做出喝的動作）。 

（3）改變後假裝情節的說明： 

施測者說：「後來貝貝熊到廚房喝水了；多多狗現在假裝杯子裡有葡萄汁，假裝喝杯

子裡的葡萄汁，她說：『好喝的葡萄汁』」。（施測者使布偶拿杯子做出喝的動作），接

著問測驗問題。 

（4）呈現問題： 

測驗問題：「貝貝熊現在到廚房喝水，還在想剛才玩的假裝遊戲，你認為哪一張圖片

是貝貝熊正在想的?」，等幼兒回答再問理由問題。 

理由問題：「為什麼貝貝熊會想假裝喝的是葡萄汁/蘋果汁?」，等幼兒回答再問真實問

題。 

真實問題：「貝貝熊到廚房喝水的時候，多多狗假裝喝的是葡萄汁還是蘋果汁?」，等

幼兒回答再問記憶問題。 

記憶問題：「貝貝熊離開以前，多多狗和貝貝熊一起假裝喝葡萄汁還是蘋果汁?」。   

    

五. 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作業 

    本研究採取之錯誤相信作業修改自Wimmer & Perner (1983)的未預期移位作業，用來

檢測幼兒是否理解故事中主角的行動乃是由於其錯誤的相信而來。本作業包括有三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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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作業，均由縮小尺寸的人物畫像及道具來呈現。以第一個分項作業為例，施測者說：「小

明和他的媽媽剛剛做好一個蛋糕，他們把它放到櫥櫃裡，後來小明到外面玩，媽媽決定

把蛋糕改放進冰箱裡」施測者再說：「後來小明回家想要吃蛋糕」，此時呈現二張思考泡

泡圖卡（其一為櫥櫃，另一為冰箱）並問幼兒測驗問題：「小明會先想到哪裡找蛋糕? 哪

一張圖片是他正在想的?」，等幼兒回答再問理由問題，理由問題：「為什麼小明會先到櫥

櫃/冰箱找蛋糕?」，再問記憶問題：「在小明出去之前，小明和媽媽把蛋糕放在哪裡?」，等

幼兒回答再問真實問題：「現在蛋糕放在哪裡?」，等幼兒回答。（詳細作業內容說明請見

附錄三）。  

 根據Siegal & Beattie (1991)及Surian & Leslie (1995)的研究發現，時間標記(temporal 

marker，也就是「會『先』想到」)被置入測驗問題，能有助使問題不那麼困惑而且減少幼

兒有可能會解釋問題為主角所有要去找東西的地方。除此，第二及第三個未預期移位錯誤

相信分項作業在結構上是完全相同的。第二個分項作業主角的玩具車從它原來被放置的地

方(沙發)，被他人改放到玩具箱內。第三個分項作業主角的球從原來放置的矮櫃，被他人

改放到沙發下面。計分方式以「真實控制」、「記憶控制」及「測驗問題」均答對得1分，

因此三題計分範圍在0 ~3分之間。 

 

六. 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作業 

    本作業程序參考Hogrefe, Wimmer, & Perner(1986)發展修改的「Smarties –未預期內容錯

誤相信作業(unexpected contents task)」。因考慮台灣幼兒對於Smarties糖果並不見得普遍熟

悉，改採葡萄乾盒(內裝蠟筆)、餅乾盒(內裝橡皮擦)及巧克力棒盒（內裝鉛筆）作為測試

物。 

以第一個分項作業為例，施測一開始，施測者先向幼兒介紹玩偶貝貝熊，並說貝貝

熊有事情要先出去，等貝貝熊離開後，呈現給幼兒看一個盒蓋未打開的葡萄乾盒。 

施測者問:「你想在這盒子裡有什麼東西?」，等幼兒回答後，打開盒子讓幼兒看內容物為

蠟筆，再蓋上盒蓋。此時在貝貝熊頭上呈現思考泡泡圖片並問幼兒測驗問題。 

施測者問:「等一下貝貝熊回來，看到這個葡萄乾盒子會想裡面是什麼? 哪一張圖片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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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等幼兒回答再問理由問題。 

理由問題:「為什麼貝貝熊會想裡面是葡萄乾/蠟筆?」，接著施測者評估幼兒對自己最初相

信的記憶。 

記憶問題:「剛剛我一開始給你看葡萄乾盒的時候，你想葡萄乾盒裡面有什麼東西?」，等

幼兒回答後再問事實問題。 

事實問題:「你知道現在盒子裡面是什麼東西嗎?」。（詳細作業內容說明請見附錄三）。 

    上述三個問題均答對則得1分。除此，第二及第三個未預期移位錯誤相信分項作業在

結構上是完全相同的。第二個分項作業以餅乾盒內裝橡皮擦為測試物，第三個分項作業以

巧克力棒盒內裝鉛筆，以相同的程序內容及評分標準施測。因此，本作業計分範圍在0 ~ 3

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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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施程序 

 

1.研究工具的選擇與製作： 

本研究所設計各種假裝及錯誤相信心智理解作業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有縮小尺寸

的模型、圖卡及道具（見附錄三）。道具部分乃配合作業內容所需而審慎選用，模型及圖

卡部分則分別由一位幼兒美術老師及一位幼教老師畫製。研究者將作業內容向二位老師說

明，再對於模型及圖卡所需呈現的特性與效果，進行多次的溝通與修改，畫製完成後，再

以6位幼兒進行預測，發現少部分圖畫尚有表意不明之處，如圖畫色彩、圖畫中主角的表

情及動作不夠明確，再經修改後完成。 

2.托兒所的選擇： 

研究選擇的對象機構為台北市某一公辦民營托兒所，選擇該所乃基於以下因素的考

慮：（一）該托兒所採學習角落的開放教保模式，幼兒有機會在各學習角落活動，對於假

裝遊戲應該不陌生，（二）在取得托兒所幼兒家長同意書及去除語言能力不通過的幼兒人

數之後，還需要能有足夠的研究樣本，（三）從台北市家長的背景考量，該托兒所所在地

區之家長背景並不偏頗（見附錄二），（四）本研究需要多次前往機構進行施測，並需要一

獨立施測空間，且需機構認同並有配合研究的意願。 

研究進行之前，研究者先口頭向所長說明研究的性質與內容，取得所長同意之後，再

與各班老師說明，並擬定研究說明及同意書（見附錄一），請各班老師代為轉發給幼兒家

長，以取得家長同意回函。 

3.施測人員： 

施測人員有二人，其一為研究者本人，另一位為具有碩士資格，並對於幼兒發展與

教保工作有興趣者。為使施測作業客觀一致，在正式施測前將每種作業程序內容明列於

施測作業書，以便必要時參考，同時將作業使用的模型、圖卡及道具依類別及順序定位

妥當，練習熟悉每一個作業的程序與方式，並控制用語、動作、姿態、表情，以使施測

過程在各方面能有一致的表現，練習過程中並安排6位幼兒(非正式研究對象)以供試測並

依幼兒反應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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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幼兒建立關係： 

    在正式施測前，二位施測人員進入受測幼兒的教室，與幼兒見面、互動，建立關係。 

5.施測場所： 

    施測過程需要一單獨安靜的空間，經所方的同意與支持，提供了該所的圖書視聽室作

為施測場所。該場所位於中庭的一側，除具有單獨安靜的特性之外，也是所內幼兒熟悉的

地方。 

    施測場所鋪設木質地板，空間大小約為6×8公尺，室內主要擺放著歸類排列整齊的

圖書，以及一套視聽設備，這些陳設不至於分散幼兒注意力。除此，為研究所需，在室內

對角二定點各擺放一套桌椅作為施測使用。  

6.正式施測： 

利用幼兒在托兒所，以不影響午休及用餐的時間為原則，安排幼兒個別進行施測。施

測員對幼兒進行施測，並記錄幼兒所有的作答內容。每施測完一位幼兒，由施測人員帶回

原班教室，並依先行安排的觀察順序，帶領下一位幼兒進行施測，若逢受測幼兒缺席，則

依原排定順序之下一位幼兒遞補。 

參考保心怡(民92)為避免幼兒每次進行多項作業之施測可能造成疲累，而以每次20

到30分鐘的施測時間為考量，對個別幼兒施測，分為語言能力測驗、假裝心智理解作業

及錯誤相信作業共三次進行。 

另外，二種錯誤相信作業採抗衡(counter balance)設計，使每位幼兒之施測作業以不同

順序實施，不過假裝心智理解作業則因考慮各作業在設計上具有理解層次上的差異，所以

一律採由易至難的程序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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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施測完成之後將資料輸入電腦，建立資料檔，再將資料以SPSS/13軟體進

行統計分析。各心智理解作業內部一致性的Cronbachα值表現在 .459至 .924之間（見表

3-4），除了「區辨真實與假裝作業」的內部一致性稍低之外，其他如「假裝者錯誤想法

作業」、「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作業」及「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作業」都具有相當良好

的內部一致性，顯示此三者是比較穩定的作業。除此，二位施測者在各作業理由問題的

質性資料編碼一致性也相當良好（見表3-5）。 

 

表3-4  各項心智理解作業信度分析 

作業名稱 題數 各分項作業 本題刪除後α係數值 信度係數α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1 .349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2 .354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3 .428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4 .352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5 .427 

 

 

 

 

區辨真實與假裝

作業 

 

 

 

 

6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6 .464 

 

 

 

 

 

.459 

假裝者想法分項作業1 .347 

假裝者想法分項作業2 .657 

 

 

假裝者想法作業 

 

 

3 

假裝者想法分項作業3 .454 

 

 

 

.597 

假裝者錯誤想法分項作業1 .773 

假裝者錯誤想法分項作業2 .620 

 

 

假裝者錯誤想法

作業 

 

 

3 

假裝者錯誤想法分項作業3 .765 

 

 

 

.797 

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分項作業1 .888 

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分項作業2 .894 

 

 

錯誤相信未預期

移位作業 

 

 

3 

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分項作業3 .888 

 

 

 

.924 

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分項作業1 .914  

 

錯誤相信未預期

內容物作業 

 

 

3 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分項作業2 .819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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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分項作業3 .825  

 

 

表3-5 各作業理由問題的質性資料編碼一致性 

作業名稱 題數 各分項作業 資料編碼一致性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1 .95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2 .98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3 .94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4 .95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5 .96 

 

 

 

 

區辨真實與假裝

作業 

 

 

 

 

6 

區辨真實與假裝分項作業6 .93 

假裝者想法分項作業1 .97 

假裝者想法分項作業2 1.0 

 

 

假裝者想法作業 

 

 

3 

假裝者想法分項作業3 .96 

假裝者錯誤想法分項作業1 1.0 

假裝者錯誤想法分項作業2 .95 

 

 

假裝者錯誤想法

作業 

 

 

3 

假裝者錯誤想法分項作業3 1.0 

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分項作業1 1.0 

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分項作業2 .92 

 

 

錯誤相信未預期

移位作業 

 

 

3 

錯誤相信未預期移位分項作業3 .92 

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分項作業1 .94 

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分項作業2 .98 

 

 

錯誤相信未預期

內容物作業 

 

 

3 

錯誤相信未預期內容物分項作業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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