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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

姻關係與婚姻態度，並分析其影響因素。根據相關文獻之探討，擬定

本研究之架構與方法，以在北部地區從事高科技產業研發相關工作的

未婚男性為研究對象，進行問卷調查。本章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

與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與資料處理等六節，以說明本研究

之方法與步驟。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相關文獻探討知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1。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 親密程度

＊ 和諧程度

性別角色態度

＊ 家庭內權利與分工

＊ 社會能力表現

＊ 兩性互動與關係

婚姻態度

＊ 婚姻的必要性

＊ 婚姻的長久性

＊ 對婚姻的感受

＊ 對婚姻的意向

個人背景變項

＊ 年齡

＊ 個人收入

＊ 異性交往經驗

＊ 家庭社經地位

＊ 過去就讀學校科系男女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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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基於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問題，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一、不同個人背景變項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婚姻態度有顯著差

異。

1-1 不同年齡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有顯著差異。

1-2 不同個人收入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有顯著差

異。

1-3 不同異性交往經驗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有顯著

差異。

1-4 不同家庭社經地位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有顯著

差異。

1-5 不同過去就讀學校科系男女比例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

姻態度有顯著差異。

二、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性別角色態度與其婚姻態度具有顯著相

關。

三、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其婚姻態度具有顯著

相關。

四、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性別角色態度各層

面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能有效解釋其婚姻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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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

姻關係與婚姻態度之相關。因此在研究對象上，針對在北部地區科技

公司工作的男性未婚研發人員為研究樣本。而挑選研發相關人員為研

究樣本的原因在於，這樣的樣本有著類似的特性，例如：其工作時間

較長、教育程度普遍較高、工作壓力較大，這些特性可能會直接對他

們的生活形態或價值觀造成共同的影響。

北部地區指台北縣市、新竹縣市、桃園縣市這六個科技業較為密

集的縣市為本研究抽樣地區。本研究對象為研究人員、直接參與或協

助研究之技術人員及支援人員在內。例如：電子工程師、測試工程師、

電腦硬體工程師、軟體工程師、系統工程師、測試工程師、程式設計

師等都包括在內。

壹、預試樣本之選取

   本研究限於人力、財力、時間等問題，採立意取樣法。在預試階

段，採用傳統的紙本問卷與線上網路問卷的方式並行，且以網路問卷

為主。預試問卷確定後，立意選取北部地區科誠、仁寶、八達、普誠

等公司進行預試問卷的施測。首先在各個公司找一位聯絡人，請他幫

忙轉寄內含網路問卷網址的電子郵件，並且利用 msn 線上及時傳訊，

進一步邀請合適的對象進行網路問卷的填答，仁寶、八達、普誠這三

間公司就是採用這樣的方式。

網路問卷開放填答的時間為 2005 年 8 月 11 日到 8 月 25 日，這

期間填答的人數有 110 人次，因為是網路問卷電腦會提醒填答者是否

有遺漏題，故不會因遺漏過多而剔除問卷，但部分填答者非本研究對

象，例如已婚者、女性、非科技業員工、非工程師等，故一一剔除後，

共回收有效問卷 81 份。而科誠股份有限公司則是用傳統的紙本問卷

發放 20 份，回收有效問卷 19 份，合計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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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式樣本之選取

因為從預試的經驗讓研究者發現，原本的施測方法必須要有所調

整。原本希望各個公司的聯絡人以其公司同仁為主要發放對象，但是，

有些聯絡人受限於其公司規模過小或其公司部門劃分過於精細，導致

其可發放的對象有限，倒不如將其過去求學階段的同班同學納進來作

為發放網路問卷的對象，反而較為實際。所以，在正式施測的時候研

究者請求各個聯絡人除了將網路問卷發給同事外，也發給同樣在科技

業工作的研究所或大學同學等同窗好友。但是這樣一來，研究者只能

確定問卷來源是出自那個聯絡人，而無法確定填問卷的受試者來自哪

些公司。是故，研究者在問卷中加入幾個題目以確定上網填答的受試

者是否為本研究所需的研究對象。例如：性別？是否未婚？是否在科

技業工作？是否是工程師？與勾選其公司所在地等，以此當作篩選合

適的受試者的方式。

本研究預計正式施測的公司不限規模大小，有鑑於預試時紙本問

卷寄發與回收耗費較多時間，於是在正式施測時一律採取網路問卷填

答方式。研究者利用「中華電信研究所網路問卷 e 點靈」網站製作網

路問卷，花費 1000 元，租時從 2005 年 9 月 6 日到 10 月 12 日，上網

瀏覽過此問卷有 1545 人次。而確實填完問卷，且研究者以 IP 位置檢

核樣本來源後，無問題的問卷有 442 份，再扣除非本研究對象的未婚

女性工程師 10 份、已婚的工程師 10 份、其他產業的未婚男性（非高

科技產業或非工程師）28 份、非北部地區的 30 份，共回收有效樣本

364 份。

使用網路問卷施測，從經濟與資料整理的角度來看，是非常方便

的。例如，不用花錢大量印製紙本問卷，不用花費寄送問卷的郵資，

以及問卷資料收回來的時候都不需要再一一的輸成數字檔，只需在

EXCEL 上稍做轉換即可。但是，相對的，因為要受試者主動進入網

頁填寫問卷，而不像填答紙本問卷時是被動的接受問卷，是故，施測

的過程中，研究者面臨更大推銷問卷的壓力。研究者為吸引受試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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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卷，故採取填問卷可抽獎的方式，吸引合適的受試者，最後，也

電腦抽獎送出了數十張的華納威秀電影票、星巴客咖啡卷與陽明山住

宿卷酬謝填答的受試者。另外，研究者為了避免有受試者重複填答，

也經由確認網路 IP 位置來源與細目檢核，刪除了 18 份問卷，以確保

本研究問卷的可用程度。

最後，本研究因採網路問卷，電腦會幫忙檢視與提醒受試者的漏

答狀況，是故的漏達率很低。雖然，後來無法確定所有受試者的所屬

公司名稱，但是，研究者根據回收問卷，將受試者的公司所在地，依

地區來源整理如表 3-3-1。另外，研究者羅列聯絡人所屬的公司與其

任職公司所在區域（如附錄一），以表示抽樣的地區仍是鎖定在原先

設定的北部地區，從附錄一中也可發現，科技產業研發相關工作，仍

以台北與新竹為主要。

表 3-3-1 研究對象所處地區與人數分配表

地區 人數 百分比

台北市 140 38.46%
台北縣  95 26.09 %
桃園縣市  33  9.06 %
新竹縣市  96 26.39 %
總計 364 100%



53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量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性

別角色態度量表」、「婚姻態度量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及「個

人背景資料調查表」等四個部分。以下依各問卷之初稿擬定、量表、

效度預試與正試問卷等項說明如下：

壹、性別角色態度量表

一、問卷初稿的擬定

（一）性別角色態度初稿擬定歷程

本研究系參考相關文獻及下述量表改編而成。

1.羅瑞玉的「性別角色態度量表」

分為四個分量表，四個層面係由量表初稿涵蓋兩性交往、婚姻、

親職、工作、求學、社交、家庭關係、經濟與金錢、權利與社會參與

等九大範疇組成，經由因素分析建構為四大因素。茲將四個分量表內

容說明如下：

（1）社會權利與義務：兩性所應擔負之社會/文化中之性別角色

的權利與義務關係，本層面經由因素分析結果分由家庭權

利、家務分工、社會參與等三大因素組成。

（2）職業興趣與工作：專指對男性與女性適合的職業或工作之

看法

（3）能力特質與表現：男女性在學校或社會中的學習能力、處

事特質與表現的看法。

（4）兩性互動與關係：比較趨向男女在兩性交往中的互動角色

的法。

2.李思亮的「男性性別角色量表」

（1）避免女性化特質：係指男性在態度、行為舉止上，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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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具有傳統女性特質。此層面包含避免娘娘腔、情感

壓抑、害怕同性戀與性態度等概念。

（2）追求獨立自主：係指男性在心理、情感上要堅強，並有強

健的體魄與獨立自主的人格。

（3）具積極主動特質：係強調男性具冒險精神，並追求身分地

位、實現理想，以獲得他人的敬重。

3.葉姿利（2002）、胡真萍（1999）、高淑娟（1998）等三人的性

別

角色態度量表面向與內涵於表 2-1-1 呈現。

是故本量表內容參酌上述多位學者，尤其參考羅瑞玉的性別角色

態度量表，爲配合本研究對象，組織成三個主要的面向，其過程與理

由為：

1.為瞭解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對於兩性家庭內角色扮演的期待，

故抽取羅瑞玉的「社會權利與分工」的四個題目，加上高淑娟、

胡真萍、葉姿利的題目，組合成為「家庭內權利與分工」這個

面向。

2.男性的社會參與及氣質能力表現有很大的相關性，故結合羅瑞

玉、葉姿利、李思亮的題目組合成「社會能力表現」這個面向。

3.因為研究對象為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所以對於其婚前的兩性

互動的性別角色態度特別的重要，故結合羅瑞玉與胡真萍的問

卷題目而形成「兩性互動與關係」這個面向，目的在於希望瞭

解兩性互動機會及經驗應最為頻繁的這個階段，高科技產業未

婚男性是如何展現其性別角色態度於其中，並且探討這跟其婚

姻態度有何關聯存在？

（二）性別角色態度量表計分方式

本研究指對性別角色態度之測量，乃由受試者依自身的看法，評

量「性別角色態度量表」所列各題項依個人同意的程度而加以圈選。

其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有點不同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

意等六個程度，得分依次為 1 至 6 分。分數愈高者表示其性別角色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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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愈傳統。「性別角色態度量表」包含三個面向：家庭內權利與分工、

社會能力表現、兩性互動與關係。

（三）性別角色態度量表內容

本研究量表初稿擬定的三個面向如下：

1.「家庭內權利與分工」：指在家庭內，男女角色的權力分配與

家務分工。

2.「社會能力表現」：指在非家庭內，男女表現的社會參與表現

及特質展現。

3.「兩性互動與關係」：指對兩性交往及互動關係模式之看法。

二、量表效度

性別角色態度量表延請國內相關領域學者專家九位進行內容效度

（content validity）處理（附錄二），請專家逐題評定是否「採用」或

「修改後採用」或「刪除」，並提供修改意見與建議，進而綜合專家

及指導教授意見，對問卷內容作修正，將三個量表中內容不適、題意

不清、語意不順或雙重概念的語詞加以增修或刪除，題數更正成「性

別角色態度量表」23 題，所形成的預試問卷如附錄三。

 三、預試問卷

（一）預試問卷之項目分析

本次項目分析乃是將所有受試者的得分總和，一高低分排序，將

前 27％定為高分組，後 27％定為低分組，就高分組在個別題向的平

均數進行 t 考驗，作為決定題項的依據。若該題的決斷值未達顯著水

準（P＜.05），代表不具鑑別力，便可予以刪除。因此，「性別角色態

度量表」中第 5 與第 15 題未達顯著水準，予以刪除；「性別角色態度

量表」各題高低分組的差異情形如附錄四所示。

（二）預試問卷信度考驗─內部一致性分析

本次預試問卷以 Cronbachα信度係數考驗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在「性別角色態度量表」中，刪除第 5、15 題前、後的各分量表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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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如表 3-4-1。

表 3-4-1 預試問卷的「性別角色態度量表」信度分析

面向名稱 Cronbachα 刪除不適用題目後

Cronbachα
家庭內權利與分工 .6104 .6194（刪除第 5 題後）

社會能力表現 .5768 .6262(刪除第 15 題後)
兩性互動與關係 .5783 .5783（未刪題目）

四、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確定後，於 2005 年 9 月進行施測，共得 364 有效問卷，

茲將其項目分析與信度考驗之結果如下：

(一)項目分析

本次項目分析乃是將所有受試者的得分總和，一高低分排序，將

前 27％定為高分組，後 27％定為低分組，就高分組在個別題向的平

均數進行 t 考驗，作為決定題項的依據。若該題的決斷值未達顯著水

準（p＜.05），代表不具鑑別力，便可予以刪除。「性別角色態度量表」

各題高低分組差異均達顯著水準(附錄五)，亦即此量表具良好的鑑別

力。

(二)信度考驗─內部一致性分析

本次正式問卷以 Cronbachα信度係數考驗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在「性別角色態度量表」的 α係數為.83，各分量表的係數為見下表 3-
4-2；

表 3-4-2 正式問卷的「性別角色態度量表」信度分析

面向名稱 Cronbachα
家庭內權利與分工 .66

社會能力表現 .71
兩性互動與關係 .69

整體層面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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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婚姻態度量表

一、問卷初稿的擬定

（一）婚姻態度量表編制基礎

    國內的婚姻態度量表主要沿用由李閏華（1993）所建構出來的婚

姻態度量表。例如，何嘉雯（1998）、陳素琴（2000）、蘇倩雪（2002）、
的研究也都直接使用，或是以這個架構為主的改編量表。而國外在量

表的部分，有許多研究沿用 Wallin（1954）所發展的婚姻態度量表，

國內也有研究者改編這個量表來測量婚姻態度，例如：李秋霞（1991）
及李育忠（2000）的量表都是依照 Wallin 的量表編制，主要是測量受

試者對婚姻正向與負向態度。Wallin 的量表一共九題題目，內涵包括

認為婚姻是快樂或是不快樂的、調適婚姻生活是困難還是簡單、願意

負擔婚姻的責任嗎、會不會懷念單身生活等。但是李秋霞與李育忠的

量表後來有再延伸，所以題數有增加。

另外也有些研究對於婚姻態度的測量只用了兩、三個問題作為評

斷，例如 Koball（2004）的研究問：「找到對的人結婚以及有一個快

樂的家庭生活，對你而言是一件多麼重要或不重要的事」？Sugihara
與 Katsurada（2002）的研究問 1.渴望結婚嗎？2.想要結婚的年齡為何？

除此之外，Martin（1982）針對婚姻與家庭生活態度做調查，其討論

的面向就很廣泛，包括：同居和婚前性關係、結婚和離婚、兒童時期

及養育小孩、家務工作及專業工作、婚姻和非婚姻的性關係、個人的

權力和社會的需要、宗教、溝通。

不過雖然有這麼多不同的形式的量表或問題來測量婚姻態度，本

研究還是採用蘇倩雪（2002）依據李閏華（1993）所編制的量表為將

婚姻態度分成四個面向，以「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婚

姻的感受」與「對婚姻的意向」這四個面向作為本量表修訂的依據，

因為「婚姻的必要性」與「婚姻的長久性」這兩個面向可清楚的表達

人們對婚姻的認知，而且是從婚姻內在的心理期待層面出發，而不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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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對婚姻這個概念外在表徵的認知。而「對婚姻的感受」與「對婚

姻的意向」，符合態度的另外兩個層面：對事物的情感與行為傾向，

是故這樣的組合，可以清楚表達婚姻態度，也是探討婚姻面向最為簡

單明瞭、清楚完整的方法。

（二）婚姻態度量表初稿擬定歷程

本研究系參考相關文獻及下述量表自編而成。

李閏華的「婚姻態度量表」分為三個層面：

1.認知層面：認知層面指的是對婚姻這個對象所產生的知識與概

念，也就是對婚姻的瞭解與主觀看法。包括婚姻之

必要性、婚姻之長久性。

2.情感層面：對婚姻直覺判斷或評價正向負向的感受傾向。正向

有，甜蜜、快樂、溫馨；負向有，不自由、負擔等。

3.行為傾向層面：想要表現之行為的可能與意向。包括想結婚的

部分與想使婚姻長久的部分。

李閏華的婚姻態度量表折半信度在.85 至.97 間，內在一致性則

在.82 至.95 間。

本量表內容主要參酌蘇倩雪的婚姻態度量表，另外還參酌李閏華

謝佩珊、陳素琴的婚姻態度量表題項。雖然說謝佩珊等人的婚姻態度

量表架構也是以李閏華的改編而成，但是因為在研究對象上多有差

異，所以題目的字詞稍有修改，是故本研究婚姻態度的量表題目也同

樣稍有編改。

（三）婚姻態度量表計分方式

本研究指對婚姻態度之測量，乃由受試者依自身的看法，評量「婚

姻態度量表」所列各題項個人同意的程度而加以圈選。其分為非常不

同意、不同意、有點不同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等六個程度，

得分依次為 1 至 6 分。得分愈高者表示其婚姻態度愈趨正向。「婚姻

態度量表」包含四個面向：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婚姻的感

受、婚姻的意向。

（四）婚姻態度量表預試內容

未來婚姻長久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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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量表初稿擬定的四個面向如下：

1.婚姻的必要性：認為婚姻是否是人生中必要的歷程。

2.婚姻的長久性：認為婚姻是否是長久的。

3.對婚姻的感受：對婚姻在心理的評價與判斷。

4.對婚姻的意向：指個體在進行婚姻前的心向與準備狀態。

二、量表效度

婚姻態度量表之內容效度方面，延請國內相關領域學者專家九位

進行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處理（附錄二），請專家逐題評定是

否「採用」或「修改後採用」或「刪除」，並提供修改意見與建議，

進而綜合專家及指導教授意見，對問卷內容作修正，之後題數更正成

「婚姻態度量表」20 題，所形成的預試問卷如附錄三。

三、預試問卷

（一）預試問卷之項目分析

乃是將所有受試者的得分總和，一高低分排序，將前 27％定為高

分組，後 27％定為低分組，就高分組在個別題向的平均數進行 t 考驗，

作為決定題項的依據。若該題的決斷值未達顯著水準（P＜.05），代表

不具鑑別力，便可予以刪除。「婚姻態度量表」中第 12 與第 17 題未

達顯著水準，予以刪除；「婚姻態度量表」各題高低分組的差異情形

如附錄四所示。

（二）信度考驗─內部一致性分析

     本次預試問卷以 Cronbachα 信度係數考驗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在「婚姻態度量表」中，刪除第 12、17 題前、後的各分量表信度分

析結果如表 3-4-3。

表 3-4-3 預試問卷的「婚姻態度量表」信度分析

面向名稱 Cronbachα 刪除不適用題目後

Cronbachα
婚姻的必要性 .7907 .7907（未刪題目）

婚姻的長久性 .4803 .4803（未刪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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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婚姻的感受 .6810 .6866（刪除 12 題後）

對婚姻的意向 .6038 .6868（刪除 17 題後）

四、正式問卷

（一）項目分析

本次項目分析乃是將所有受試者的得分總和，一高低分排序，將

前 27％定為高分組，後 27％定為低分組，就高分組在個別題向的平

均數進行 t 考驗，作為決定題項的依據。若該題的決斷值未達顯著水

準（p＜.05），代表不具鑑別力，便可予以刪除。此次正式施測，「婚

姻態度量表」各題高低分組差異均達顯著水準(附錄五)，亦即此量表

具良好的鑑別力。

二、信度考驗─內部一致性分析

本次正式問卷以 Cronbachα信度係數考驗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在「婚姻態度量表」中，總量表的 α係數為.86，各分量表的係數為見

下表 3-4-4。
表 3-4-4 正式問卷的「婚姻態度量表」信度分析

面向名稱 Cronbachα
婚姻的必要性 .80
婚姻的長久性 .56
對婚姻的感受 .64
對婚姻的意向 .70
整體層面 .86

參、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

一、問卷初稿的擬定

（一）量表編製基礎

國內測量父母婚姻關係的量表多由李閏華的改編而成，如林素妃



61

（2003）、陳怡吟（2003）、陳怡文（2002）、李育忠（2000）。是故介

紹李閏華（1993）所發展之「父母婚姻關係知覺」，其包含兩個部分：

1.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指在可觀察的行為下，父母表

現出親密或是疏離的現象。包括：共同相處情形、情感表達情

形、分離傾向情形。

2.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可觀察行為下父母表現出和諧

或

是衝突的現象。包括：意見一致的情形、衝突的情形，共兩個

分量表。

（二）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計分方式

本研究指受試者對父母婚姻關係的看法，評量「知覺父母婚姻關

係量表」所列各題項依受試者知覺到的程度加以圈選。其分為從未如

此、很少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等四個程度，得分依次為 1 至 4
分。分數愈高表示受試者之父母婚姻關係愈好。

二、量表效度

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之內容效度方面，延請國內相關領域學

者專家九位進行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處理（附錄二），請專家

逐題評定是否「採用」或「修改後採用」或「刪除」，並提供修改意

見與建議，對問卷內容作修正，將量表題數更正成「知覺父母婚姻關

係量表」20 題，所形成的預試問卷如附錄三。

三、預試問卷

（一）預試問卷之項目分析

本次項目分析乃是將所有受試者的得分總和，一高低分排序，將

前 27％定為高分組，後 27％定為低分組，就高分組在個別題向的平

均數進行 t 考驗，作為決定題項的依據。若該題的決斷值未達顯著水

準（P＜.05），代表不具鑑別力，便可予以刪除。「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量表」則是第 16 題予以刪除。各題高低分組的差異情形如附錄四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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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度考驗─內部一致性分析

    本次預試問卷以 Cronbachα 信度係數考驗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中，刪除第 16 題前、後的各分量表信

度分析結果如表 3-4-5。

表 3-4-5 預試問卷的「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信度分析

面向名稱 Cronbachα 刪除不適用題目後

Cronbachα
親密程度 .8455 .8455（未刪題目）

和諧程度 .8529 .8577(刪除第 16 題後)

三個量表刪除未達顯著水準的信度與刪除後的信度關係如表 3-4-
6。

表 3-4-6 預試問卷修正後各量表信度分析

量表名稱 刪除題目前 刪除不適用題目後

Cronbachα
性別角色態度量表 .7797 .7957

婚姻態度量表 .8462 .8615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 .9055 .9070

四、正式問卷

（一）項目分析

本次項目分析乃是將所有受試者的得分總和，一高低分排序，將

前 27％定為高分組，後 27％定為低分組，就高分組在個別題向的平

均數進行 t 考驗，作為決定題項的依據。若該題的決斷值未達顯著水

準（p＜.05），代表不具鑑別力，便可予以刪除。「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量表」各題高低分組差異均達顯著水準(附錄五)，亦即此量表具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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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鑑別力。

（二）信度考驗─內部一致性分析

本次正式問卷以 Cronbachα信度係數考驗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的 α係數為.88，見下表 3-4-7。

表 3-4-7 正式問卷的「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信度分析

面向名稱 Cronbachα
親密程度 .84
和諧程度 .80
整體層面 .88

肆、個人背景變項之操作性定義

（一）年齡

指受試者受試時的年齡，從上一次生日是幾歲來判定。統計分析

時，研究者依照其填答數字再加一歲，為其實際年齡。

進行差異分析時，因為年齡是連續變項，是故依據民國九十三年

男性平均初婚年齡 31.2 歲（內政部統計通報，2004），將年齡變項分

成兩組，一為 23~30 歲；另一為 31 歲以上。

（二）個人年個人收入

指受試者去年的年個人收入，本研究年個人收入指受試者之每月

固定薪水加上分紅，若是有配股的話也包括在內，研究問卷分成以五

個類別供受試者勾選：

1.30~60 萬；2.61~90 萬；3.91~120 萬；4.121~150 萬；

5.151~180 萬；6.181 萬以上。

進行差異分析與迴歸分析時，依據民國九十四年台灣地區平均每

人國民生產毛額約是 50 萬新台幣（內政部主計處網頁，2005），將個

人個人收入分成兩組，一為 30~60 萬；另一為 61 萬以上；

（三）異性交往經驗

指受試者是否曾經有過異性交往經驗，研究問卷分成以兩個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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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受試者勾選：

1. 未曾有過戀愛經驗；

2. 有過 1 次以上戀愛經驗；

（四）家庭社經地位

一般社經地位主要是以父母的教育程度、職業與個人收入為參考

的指標。本研究是指受試者父與母的教育程度、職業狀況為計量的標

準。參照 Hollingshed（1957）的二因子社經地位指數法，將職業分為

無技術性、半技術性、技術性、半專業性與專業性等五個等級，職業

指數依次為 1 至 5 分。教育程度則依小學、國（初）中、高中（職）、

專科學校、大學與研究所以上等五個等級，教育指數依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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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父或母分數高的一方為其家庭社經地位指數，並於統計分

析時，依據李思亮（2001）的分類方式，將家庭社經地位指數轉換成

低家庭社經（指數 4~29）、中家庭社經（指數 30~40）、高家庭社經（指

數 41~55）等三組。

（五）過去就讀學校科系男女比例

指受試者知覺其大學或專科時，就讀科系的男女比例是接近：1.
男生比女生多很多；2.男生跟女生差不多；3.女生比男生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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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旨在討論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

婚姻關係及婚姻態度之關係，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程序（圖 3-5-1）分

述如下：

壹、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研究流程圖。

確定研究主題

文獻探討收集資料

撰寫研究計畫

問卷編制與預試

抽樣與正式施測

回收問卷資料處理

資料分析與討論

論文撰寫

               圖 3-5-1 本研究實施程序流程圖

貳、研究進度

本研究之執行進度，說明如下

一、確定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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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泛收集文獻與閱讀相關文獻，以確定研究主題。

二、搜集資料並撰寫研究計畫

確定研究主題後，著手再進行資料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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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婚姻態度之各向度，編

製量表初稿，進行預試，再根據預試結果，採用項目分析，先後完成

預試信度、效度之建立，再篩選與修改試題。題目分析完成後隨即著

手編製正式量表。

四、抽樣、聯絡、正式施測

　　正式問卷確定後，進行聯絡與正式施測。

五、資料處理分析及論文撰寫

　　問卷回收後即陸續將有效問卷輸入電腦，並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
12.0 For Windows）進行資料統計與分析。

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所得之資料乃以 SPSS 12.0 進行資料處理，進行各項統

計分析，並以 α＝.05 顯著水準進行各項考驗。本研究使用的統計方

法分別為：

一、描述性統計

以簡單百分比、次數分配、平均數及標準差等描述統計的方法呈

現各變項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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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 考驗

1.考驗不同個人背景因素（年齡、個人年個人收入、異性交往經

驗）對性別角色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2.考驗不同個人背景因素（年齡、個人年個人收入、異性交往經

驗）對婚姻態度是否顯著差異存在。

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1.考驗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家庭社經地位、過去就讀學校科系男

女比例）對性別角色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2.考驗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家庭社經地位、過去就讀學校科系男

女比例）對婚姻態度是否顯著差異存在。

三、以皮爾遜積差相關來探討

1. 性別角色態度各層面與婚姻態度是否有相關存在。

2.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婚姻態度是否有相關存在。

四、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角色態度各層面與知覺父母婚姻關

係為自變項，婚姻態度各層面與整體面向為依變項，以了解各變

項對於婚姻態度的解釋力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