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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探討介入策略對難養型嬰

兒母親之育兒自我效能的成效。爲了更清楚介入策略的進行，本章分

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介入策略、研究過程等，詳加敘述。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瞭解難養型嬰兒氣質表現及母親育兒狀況，並發展個

別性介入策略，以探討對難養型嬰兒母親之育兒自我效能的成效。本

研究屬準實驗研究設計，以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為研究對象，分為兩

組，一組為「接受介入」的實驗組；另一組為「未接受介入」的控制

組。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嬰兒母親均先接受「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

的前測，研究者再對實驗組進行為期二個月，每週一次，共 8次的家

庭介入，介入歷程全程錄音，並謄寫逐字稿進行質性資料分析，介入

完成後一週再對實驗組與控制組進行「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的後

測，介入完成後一個月再對實驗組與控制組進行「母親育兒自我效能

量表」的後後測，最後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嬰兒母親的育兒自我效能

是否因「接受介入」而有所差異。本研究實驗設計模式如表八。 

 

 
表八   
實驗組及控制組前、後測及後後測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設計 後測 後後測 

實驗組 T1 E T2 T3 

控制組 C1  C2 C3 
註：T1：實驗組之前測  T2：實驗組之後測  T3：實驗組之後後測 

C1：控制組之前測  C2：控制組之後測  C3：控制組之後後測   
E：實驗組接受為期二個月的家庭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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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變項分為三類，茲說明如下： 

一、自變項：本研究之自變項為是否接受介入，分為「接受介入」及

「未接受介入」兩組。 

二、依變項：本研究之依變項為母親育兒自我效能，是指受試母親在

自編之「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中的得分，得分越高，母親育

兒自我效能越高。 

三、控制變項 

（一）測量工具：兩組之前測、後測與後後測均由研究者以相同工具

實施。 

（二）嬰兒氣質：研究對象為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兩組的嬰兒氣質

屬同類型。 

（三）介入者特質：實驗組的家庭介入均由研究者擔任，研究者為護

理系畢業，具護理師執照，有醫學中心 6年的臨床經驗，於研究

所就讀期間曾修習幼兒發展與保育、嬰兒知覺發展、幼兒認知發

展、兒童氣質專題研究、依附關係專題研究、幼兒與家庭等課程。 

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二。 

 

 

 

 

 

 

 

 

 

 

 
圖二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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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難養型氣質嬰兒及其母親，樣本來自台北市某區域

醫院的坐月子中心。受試對象的選擇參照 Carey與McDevitt的氣質類

型，選擇「輕度難養型」嬰兒為受試嬰兒，輕度難養型的定義是指在

規律性、趨避性、適應性、情緒本質、反應強度五項氣質向度中，其

中至少二項的得分高於平均值，或是超過一個標準差，但無法歸類為

Carey與 McDevitt的其他四類氣質類型「高度難養育」、「慢吞吞型」、

「中度難養型」、「容易養育型」者。除了嬰兒氣質為選案標準之外，

嬰兒必須是母親親自照顧，也以第一胎、核心家庭為原則。 

在選案過程中，先請具近十年工作經驗的資深護理人員依本研究

之選案原則先初步挑選出適合本研究的受試嬰兒後，研究者再於母親

坐月子期間親自到醫院拜訪徵求父母同意參與本研究（附錄一）。原有

意願參與本研究的母親共計 8位，當嬰兒滿一個月時請母親填寫「早

期嬰兒氣質量表」，並依結果篩選出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共 6對為本研

究的受試對象，這 6對中有兩對為雙胞胎、四位單胞胎，共計有 6位

母親、8位嬰兒參與本研究，其氣質現況見表九。確定受試對象後，

再依隨機分派的方式，將 3對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2位單胞胎、1

對雙胞胎，共 3男 1女）歸入實驗組並接受介入；再將另外 3對難養

型嬰兒及其母親（2位單胞胎、1對雙胞胎，共 2男 2女）歸入控制組，

未接受介入。 

    6位受試母親基本資料見表九，由表可知，受試母親的年齡介於

28到 41歲之間，教育程度皆為大學以上學歷，目前職業皆為家庭主

婦，在家中親自照顧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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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實驗組及控制組受試嬰兒氣質表現情形與母親資料表 
組
別 單胞胎組 雙胞胎組 

祥祥（男） 小泰（男） 敏敏（女） 安安（男）

活動量大  （＞2SD） 

規規律律性性低低    （（＞＞22SSDD））  
趨近性    （＜1SD） 

適適應應性性低低    （（≒≒11SSDD））  

負負向向情情緒緒    （（＞＞22SSDD））  
反應強度中等（≒M） 
堅持度低  （＞2SD） 
分神度低  （＞1SD） 
反應閾高 （＜2SD） 

活動量中  （≒M）

規規律律性性低低    （（＞＞MM））
趨近性    （≒1SD）
適應性高  （＜M）

負負向向情情緒緒    （（＞＞11SSDD））
反應強度中等（≒M）
堅持度低  （＞2SD）
分神度高  （＜1SD）
反應閾高  （＜1SD）

活動量大  （＞1SD）

規規律律性性低低    （（＞＞22SSDD））
趨近性    （＜2SD）
適應性高  （＜M）

負負向向情情緒緒    （（＞＞11SSDD））
反應強度小（＜1SD）
堅持度高  （＜M）
分神度高  （＜M）
反應閾低  （＞M）

活動量大  （＞2SD）

規規律律性性低低  （（＞＞22SSDD））
趨近性    （＜2SD）
適應性高  （＜M）

負負向向情情緒緒    （（＞＞11SSDD））
反應強度小（＜1SD）
堅持度低  （＞2SD）
分神度高  （＜2SD）
反應閾高  （＜2SD）

祥祥媽媽 小泰媽媽 敏安媽媽 

 
 
 
 
實 

 
 
驗 

 
 
組 

35歲 
碩士（在職） 
家庭主婦 

29歲 
大學畢 
家庭主婦 

41歲 
大學畢 
家庭主婦 

小耀（男） 冬冬（女） 小諒（男） 小乃（女） 

活動量中等（≒M） 

規規律律性性低低    （（＞＞11SSDD））  

趨避性中等（≒M） 

適適應應性性低低    （（＞＞MM））  

負負向向情情緒緒    （（＞＞11SSDD））  

反應強度小（≒2SD） 

堅持度低  （＞1SD） 

分神度中等（≒M） 

反應閾中等（≒M） 

活動量大  （＞1SD）

規規律律性性低低    （（＞＞MM））

趨近性    （＜1SD）

適適應應性性低低    （（≒≒11SSDD））

負負向向情情緒緒    （（＞＞22SSDD））

反反應應強強度度大大（（≒≒11SSDD）

堅持度低  （＞2SD）

分神度低  （＞2SD）

反應閾高  （＜1SD）

活動量大  （＞2SD）

規規律律性性低低    （（＞＞11SSDD））

趨近性    （＜1SD）

適應性中等（≒M）

負負向向情情緒緒    （（＞＞MM））

反反應應強強度度大大（（＞＞MM））

堅持度低  （＞1SD）

分神度中等（≒M）

反應閾低  （＞1SD）

活動量大  （＞2SD）

規規律律性性低低    （（＞＞11SSDD））

趨近性    （＜1SD）

適應性中等（≒M）

負負向向情情緒緒    （（＞＞MM））

反反應應強強度度大大（（＞＞11SSDD））

堅持度低  （＞1SD）

分神度中等（≒M）

反應閾低  （＞1SD）

小耀媽媽 冬冬媽媽 諒乃媽媽 

 
 
 
控 

 
 
制 

 
 
組 

28歲 
大學畢 
家庭主婦 

35歲 
大學畢 
家庭主婦 

30歲 
大學畢 

家庭主婦 

註：1SD代表一個標準差，2SD代表一個標準差，M代表平均分數。 
粗體字項目代表符合選樣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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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與介入策略 
 

   根據研究目的需要，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與介入策略，分述如下： 

 

壹、研究工具 

一、早期嬰兒氣質量表 

（一）量表內容 

  早期嬰兒氣質量表（Early Infant Temperament Questionnaire）由

Medoff-Coope、Carey與 McDevitt（2000）發展，適用於 1-4個月嬰兒，

內含 76題項，其內容符應 Thomas和 Chess的九大氣質向度。量表之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為.43 ~.76、再測信度為.48∼.80。 

本研究所使用之早期嬰兒氣質量表乃經由鍾志從（民 94）修訂，

透過預試與項目分析，刪除不適用題項後，成為 50題項的修訂版「早

期嬰兒氣質量表」，其內容仍包含 Thomas和 Chess的九大氣質向度。

原量表與修訂版之相關檢定與內部一致性檢定，以及題項分配如表十。 

本研究使用的修訂版早期嬰兒氣質量表包含活動量 4題、規律性

6題、趨避性 5題、適應性 7題、反應強度 4題、情緒本質 7題、堅

持度 7題、分神度 3題、反應閾 7題，計分由一分至六分，填答「從

未」者給一分，「極少」者給兩分，「偶爾」者給三分，「通常」者給四

分，「經常」者給五分，「總是」者給六分。反向題則以相反方式計分。

各向度得分越高代表活動量大、規律性低、退縮逃避、適應性低、負

向情緒、反應強度大、堅持度低、分神度低、反應閾低。   

（二）效度 

    本量表曾請專家（附錄二）就翻譯的正確性及適用性進行審核，

確定量表內容的內容效度。 

（三）信度 

    本量表信度以內部一致性信度建立之，總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

為.82，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的數值為.61~ .85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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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早期嬰兒氣質量表之題項分配 
向度 題號 α係數 與舊量表相關係數（r）
活動量 11、25、30、3883. 61. ٭*** 
規律性 1290. 64. ٭47、44、39、26、19、٭*** 
趨避性 1、5、13、20、27 .78 .93*** 
適應性 295. 67. ٭48、45、40、٭36、31、6、٭*** 
反應強度 14、21、28、32 .64 .89*** 
情緒本質 794. 78. ٭49、٭46、٭41、٭33、22、15、٭*** 
堅持度 3٭42、٭34、٭29、٭23、٭16、٭8、٭ .85 .99*** 
分神度 4、9、17 .64 .77*** 
反應閾 10、18、24、35、37、43、50 .74 .94*** 

註：٭為反向計分題  ***ｐ＜.001 

 

二、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所稱之母親育兒自我效能是指母親對於照顧嬰兒的成效信

念，包含母親的育兒能力、母親育兒信心、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等。 

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評估方式，參考 Teti與 Gelfand（1991）製訂的

「母親自我效能量表（Maternal Self- Efficacy Scale,簡稱 MSE）」、

Gibaud-Wallston（1977）編製的「教養能力感量表（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簡稱 PSCS）」之「自我效能」次量表、以及 Brazelton

與 Nugent (1995)編製的布列茲頓新生兒行為評估量表（The Brazelton 

Neonatal Behavioral Assessment Scale，簡稱 NBAS）中之「母親與嬰

兒量表」進行量表的重新編製，發展適用於 0-3個月嬰兒之「母親育

兒自我效能量表」。此量表內容包含三個向度，分別為「母親育兒能力」

10題、「母親育兒信心」6題及「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5題，共計

21題（附錄三），量表之題項分配如表十一。計分由一分至五分，填

答「完全符合」者給一分，「符合」者給兩分，「有些符合」者給三分，

「不符合」者給四分，「完全不符合」者給五分，反向題則以相反方式

計分，量表得分越高代表母親之育兒自我效能越強。 

1.母親育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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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向度內容為母親欲與嬰兒建立良好親子關係所須具備的能力，包

含三部分，分別為「回應能力」4題，係指母親能正確、適當的回

應嬰兒需求的能力，如母親能瞭解嬰兒哭泣的原因；「互動能力」3

題，係指母親能主動提供刺激的能力，如母親能在嬰兒清醒時常跟

他說話；「技術能力」3題，係指母親能與嬰兒同步互動的能力，如

母親能安撫、吸引嬰兒注意力。 

2.母親育兒信心 

此向度包含 6題與母親照顧嬰兒的信心相關的題目，如：母親照顧

嬰兒是否覺得焦慮、慌張、挫折、自我懷疑，若無上述感受者則自

信心較高。 

3.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 

此向度包含 5題與母職自我評價相關的題目，如：母親是否自覺擁

有稱職母親所具備的能力、是否能勝任母職、是否能掌控嬰兒狀況。 

（二）效度 

本量表業經學者專家進行內容效度審定，確定量表內容的正確性

及適用性。也透過因素分析建立量表之建構效度，結果「母親育兒能

力」之因素負荷量為 31.42﹪、「母親育兒信心」之因素負荷量為 43.19  

﹪、「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之因素負荷量為 45.84﹪，整體量表的

解釋量為 20.24%。 

 

 
表十一 
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之題項分配 

題型 題號 
母親育兒能力（回應能力） 10、13、14*、20 
母親育兒能力（互動能力） 2*、6*、12* 
母親育兒能力（技術能力） 1*、4*、7* 

母親育兒信心 3、5、9、11、15、17 
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 8*、16*、18、19*、21* 

註：＊為反向計分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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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 

本量表信度以內部一致性信度建立，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信度

係數為.72，其中「母親育兒能力」之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55、「母

親育兒信心」之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73、「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

價」之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68。此外，在重測信度的部分則請 2

位母親於第一次填完量表後 5天再重測一次，得量表之平均重測信度

r 値為 .77（p＜.01）。 

 

貳、介入策略 
 

一、介入目標 

本研究的介入目標為促進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爲了達到此目標，

介入的策略共包含五點，分述如下： 

（一）母親對嬰兒氣質有所認識、能採適配的策略來與嬰兒互動 

本研究採納 Thomas與 Chess的觀點：協助父母瞭解嬰兒的氣質

及氣質對嬰兒行為的影響，是建構適配性互動關係的基礎。因此，於 

家訪第一週時將氣質的意義及九大向度介紹給母親，讓母親對氣質概

念有初步的認識；第二週時與母親討論嬰兒氣質的分析結果，第三週

時向母親介紹有關適配性的概念，整理各氣質向度所可能衍生的問題

及合適的回應策略，於家訪時介紹給母親；第四到八週，則是持續評

估嬰兒的氣質及母親回應的適配性，若有策略不合適或是無效時隨時

與母親一同討論、調整策略，繼續評估策略的成效；第八週則與母親

分享「氣質工具」一書，讓母親往後若有氣質與教養上的問題時得以 

參考。此項策略的進行方式為書面資料的提供及討論，書面資料（附

錄四 1-1~1-4）包含「氣質的意義」、「嬰兒的氣質」、「適配性的意義」、

「適配於氣質的回應方式」等等。 

 

（二）母親對嬰兒狀態、行為線索有所瞭解，能適配回應嬰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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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母親能正確瞭解嬰兒的意識狀態（state）、行為線索（cues）時，

在照顧上會更有自信心。若嬰兒的意識狀態及行為線索無法被母親瞭

解時，母親將無法區辨嬰兒的需求，只能憑其猜測來回應嬰兒的需求，

如此一來將會影響母親的自信心。是故，母親對嬰兒的意識狀態及行

為線索必須有所瞭解。本研究採納 Barnard（1990）的所提出之「嬰兒

意識狀態」、「嬰兒行為線索」概念，於家訪第二週時透過影片觀賞，

輔佐書面的資料的提供，讓母親對嬰兒的意識狀態及行為線索有所認

識，以運用到嬰兒的觀察上。第三到八週則持續評估嬰兒的意識狀態、

行為線索及及母親調解嬰兒意識狀態及行為線索方式的合適性，母親

若有誤解嬰兒意識狀態、行為線索時給予立即的澄清，以調整其回應

方式。此項策略的進行方式為「key to caregiving」影片觀賞、書面資

料的提供及討論、示範，書面資料（附錄四 2-1~2-2）包含「嬰兒意

識狀態」、「嬰兒的行為線索」。 

 

（三）母親對嬰兒發展及其能力有所察覺 

母親育兒自我效能與其行為的關係受到母親對兒童發展知識的影

響，當母親很有自信又具備足夠的知識時，其育兒自我效能與行為間

的關係越顯著。有鑑於此，本研究透過提供母親所需知而不知的一般

嬰兒發展知識，讓母親對嬰兒的能力有更多的察覺。在家訪第一、四、

八週時分別跟母親討論嬰兒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時應有的發展情

形，讓母親看到嬰兒的能力及發展的軌跡；第二週時與母親討論有助

於發展的刺激提供方式，讓母親知道能如何與嬰兒互動；第七週時則

與母親討論適合嬰兒的書籍及玩具，讓母親有選擇的依據；第八週時

則提供 4~12個月的發展檢核表，讓母親能繼續觀察嬰兒的發展情形。

此項策略的進行方式為書面資料的提供及討論、示範，書面資料（附

錄四 3-1~3-8）包含「嬰兒一個月時的發展」、「嬰兒兩個月時的發展」、

「嬰兒三個月時的發展」、「發展的檢核表」、「刺激的提供」、「適合嬰

兒的玩具」、「適合嬰兒的書籍」、「嬰兒發展與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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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親能增強照顧嬰兒的知識和技能 

    母親照顧嬰兒的知識及技能會影響到母親的育嬰信心，若能提供

母親所需的育兒知識、技能，將有助其育兒自我效能的建立。母親照

顧新生兒應有的知識，包含餵食、洗澡、排氣等技術性知識；營養評

估、皮膚觀察、溢奶/吐奶、便秘/腹瀉等特殊狀況處理知識。 

    在母親照顧技能中，安撫嬰兒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當嬰兒哭

泣時，若能安撫嬰兒激動的情緒不僅能讓嬰兒產生信任感，母親也能

從中建立自信心。而所有嬰兒訊號（signals）中，哭聲是影響母嬰互

動發展中最重要的因素，當母親能讓嬰兒的哭聲停止，就能對自身的

照顧技巧充滿自信；若無法終止嬰兒的哭泣，則會覺得自己是無能的，

而影響親子互動，所以協助母親重新詮釋嬰兒的訊號及對嬰兒的知覺

是本研究所著重的。當嬰兒哭的時候，與母親一同觀察嬰兒的行為、

討論可能造成嬰兒哭泣的原因，並嘗試去回應其需求，最後再次確認

哭聲的意涵，並持續頻估嬰兒的哭泣頻率及強度。 

    本研究於每週家訪時觀察母親所遇到之有關嬰兒照顧上的問題，

再適時針對母親的個別需求給予解答，因為嬰兒的狀況極具個別性，

故將依情況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此項策略的進行方式為書面資料的提 

供及討論、示範，曾提供的書面資料（附錄四 4-1~4-4）包含「嬰兒

的營養問題」、「常見哺乳問題」、「安撫嬰兒的方法」、「協助嬰兒入睡」；

口頭衛教則包含「乳房護理」、「預防乳腺炎」、「乳頭破裂的護理」、「擠

奶的技巧」、「脂漏性皮膚炎」、「嬰兒玫塊疹」、「嬰兒便秘問題」、「嬰

兒過敏問題」、「鼻淚管阻塞」等等。 

 

（五）母親能適應母職角色 

母親會藉由評價自己的親職能力，逐漸去獲得母性的角色與認

同。而母職角色的達成是逐漸形成的，當母親真正有自己執行角色的

型態時，母親對角色的自信就會伴隨著出現，但在適應母職角色的歷

程中，需要重要他人的支持與協助、需要相關的訊息、也需要嬰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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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在本研究中，將於家訪中透過訪談了解母親對為人母職的感受

及心路歷程，區辨出影響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因素，並提供情緒上的

支持及其他相關的協助。此項策略的進行方式為書面資料的提供及討

論，曾提供的書面資料（附錄四 5-1~5-2）包含「托育服務」、「相關

育兒網站」。 

    本研究介入歷程將依上述策略實施，但依母親實際問題與需要作

調整，並以文字及錄音詳實記錄全部過程，呈現本研究介入策略，以

為研究結果及討論之依據。 

 

二、介入內容 

各週家訪的目標（附錄五）分述如下： 

1.第一次家訪： 

（1）請母親談談家庭一般狀況及每日作息。 

（2）請母親談談嬰兒的健康狀況及她執行餵奶、洗澡、換尿布等技術

情況。 

（3）與母親討論她對嬰兒的了解，觀察她與嬰兒的互動情形。 

（4）請母親談談為人母的心情及所面臨關於育兒方面的問題。 

（5）向母親說明「氣質的意義」及「嬰兒一個月的發展」。 

（6）請母親填寫「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作為前測依據。 

2.第二次家訪： 

（1）請母親談談家庭一般狀況、家庭成員及互動情形。 

（2）請母親談談嬰兒的健康狀況、提供有關嬰兒健康問題的醫療資訊。 

（3）與母親討論並觀察嬰兒的進食的情形，說明「嬰兒的營養」。 

（4）與母親討論執行餵奶、洗澡、換尿布等技術的情況並示範可調整

的方式，協助她執行新的照顧技巧。 

（5）與母親討論她與嬰兒的互動情形，說明「嬰兒的氣質」，並協助

母親觀察嬰兒的氣質。 

（6）與母親討論嬰兒的狀態及行為線索，藉由「照顧者之鑰（ke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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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giving）」影片說明「嬰兒的意識狀態」分哪些階段及合適的

回應行為、「嬰兒的行為線索」的種類及其意涵及向母親介紹狀

態調解的方法，並協助母親觀察嬰兒的意識狀態及行為線索。 

（7）與母親討論嬰兒的發展情形，說明有助嬰兒發展的「刺激提供方

式」。 

（8）與母親討論為人母的心情及所面臨關於育兒方面的問題，並觀察

家庭可運用資源。 

3.第三次家訪： 

（1）請母親談談家庭一般狀況、家庭成員及互動情形。 

（2）請母親談談嬰兒的健康狀況、提供有關嬰兒健康問題的醫療資訊。 

（3）與母親討論並觀察嬰兒的睡眠的情形，說明「協助嬰兒入睡」。 

（4）請母親討論她執行餵奶、洗澡、換尿布等技術的情況，並示範可

調整的方式，協助母親執行新的照顧技巧。 

（5）與母親討論並觀察嬰兒的焦躁、哭泣情形及母親的安撫方式。 

（6）與母親討論她所觀察到的嬰兒氣質，及所嘗試過的成功或不成功

的回應方式，並說明「適配性的意義」，再與母親討論「適配於嬰

兒氣質的回應方式」，協助區辨出嬰兒-父母-環境間不適配的部

分，並協助母親擬定問題處理的優先順序。 

（7）與母親討論她所觀察到的嬰兒意識狀態及行為線索，及所嘗試過

的成功或不成功的狀態調解、線索回應方式，並協助母親執行適

配於嬰兒的狀態調節、線索回應方式。 

（8）與母親討論嬰兒的發展情形、觀察母親提供的刺激及方式後，與

母親討論與嬰兒適配的刺激提供方式，並協助母親執行。 

（9）與母親討論為人母的心情及所面臨關於育兒方面的問題，了解影

響母親育兒效能的主要妨礙因素。 

4.第四次家訪： 

（1）請母親談談家庭一般狀況、家庭成員及互動情形。 

（2）請母親談談嬰兒的健康狀況、提供有關嬰兒健康問題的醫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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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母親談談嬰兒的進食、睡眠情形，觀察母親執行餵奶、洗澡、

換尿布等技術的情況，並與母親討論並示範可調整的方式，協助

母親執行新的照顧技巧。 

（4）與母親討論並觀察嬰兒的焦躁、哭泣情形及母親所嘗試過的成功

或不成功的安撫方式，說明並示範幾種「安撫嬰兒的方法」。 

（5）與母親討論她所觀察到的嬰兒氣質，及所嘗試過的成功或不成功

的回應方式，與母親討論適配於嬰兒氣質的回應方式並協助母親

執行。 

（6）與母親討論她所觀察到的嬰兒意識狀態及行為線索，及所嘗試過

的成功或不成功的狀態調解、線索回應方式，與母親討論適配於

嬰兒的狀態調節；線索回應方式並協助母親執行。 

（7）與母親討論嬰兒的發展情形，說明「嬰兒二個月大的發展」，同

時觀察母親提供的刺激及嬰兒的回應，再與母親討論與嬰兒適配

的刺激提供方式，並協助母親執行。 

（8）與母親討論為人母的心情及面臨關於育兒方面的問題，與母親討

論社會支持的重要性，並提供母親相關可運用資源「托育服務」。 

5.第五次家訪： 

（1）~（3）同第四次家訪 

（4）與母親討論並觀察嬰兒的哭泣情形及喜歡的安撫方式。 

（5）與母親討論適配性回應嬰兒氣質的成效，重新協助區辨出嬰兒- 

父母-環境間的適配情形，再協助母親擬定問題處理的優先順序。 

（6）同第四次家訪 

（7）與母親討論嬰兒的發展情形、觀察母親提供的刺激及嬰兒的回 

應，與母親討論與嬰兒適配的刺激提供方式，並協助母親執行。 

（8）與母親討論為人母的心情及所面臨關於育兒方面的問題，評估母

親運用相關資源的情形。 

6.第六次家訪： 

（1）~（3）同第四次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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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母親討論她所觀察到的嬰兒氣質，及所嘗試過的成功/不成功 

的回應方式，與母親討論適配於嬰兒氣質的回應方式並協助母親 

執行。 

（5）同第四次家訪（6） 

（6）同第五次家訪（7） 

（7）與母親討論為人母的心情及所面臨關於育兒方面的問題，與母親

討論未來的規劃及可運用的資源，並再次評估影響母親育兒效能的

主要妨礙因素。 

7.第七次家訪： 

（1）~（2）同第四次家訪 

（3）與母親確認她能正確、流暢執行餵奶、洗澡、換尿布等技術。 

（4）與母親討論適配性回應嬰兒氣質的成效。 

（5）與母親確認嬰兒的意識狀態及行為線索，母親採取之狀態調節、

線索回應的適配性。 

（6）與母親討論嬰兒的發展情形及母親提供刺激間的適配性，提供「適

合嬰兒的玩具」、「適合嬰兒的書籍」、「嬰兒發展與遊戲」給

母親參考。 

（7）與母親討論為人母的心情及評估母親的育兒自信度。 

8.第八次家訪： 

（1）~（2）同第四次家訪 

（3）同第七次家訪 

（4）與母親討論嬰兒氣質與母親回應的適配性，與母親分享「氣質工

具」一書，提供依氣質來教養的指引。 

（5）同第七次家訪 

（6）與母親討論嬰兒發展情形及所提供刺激間的適配性，說明「嬰兒

三個月的發展」，並提供後續可參考資訊「每個月的發展檢核表」。 

（7）與母親討論為人母的心情及評估母親的育兒自信度，提供「相關

的育兒網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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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研究過程說明如下： 

一、預備階段 

    研究者於九十四年七月確定主題後，隨即著手蒐集相關文獻以確

立研究設計方法、量表的編製。 

（一）撰寫研究計畫 

    於九十四年七月到十月進行難養型氣質、母親育兒自我效能、介

入策略等相關文獻探討後，本研究將以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為研究對

象，分為兩組，分別為「接受介入」的實驗組及「未接受介入」的控

制組，兩組受試母親均先接受「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的前測，研

究者再對實驗組進行為期二個月的家庭介入，介入完成後一週對兩組

受試母親進行「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的後測，介入完成後一個月

再對兩組受試母親進行「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後後測，最後比較

實驗組與控制組之母親育兒自我效能是否因「接受介入」而有所差異。 

（二）編製「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 

於九十四年十一月，依研究需要參考 Teti與 Gelfand（1991）製

定的「母親自我效能量表（maternal self- efficacy scale,簡稱MSE）」、

Gibaud-Wallston（1977）編製的「教養能力感量表（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簡稱 PSCS）」之「自我效能」次量表，以及 Brazelton

與 Nugent (1995)編製的布列茲頓新生兒行為評估量表（The Brazelton 

Neonatal Behavioral Assessment Scale，簡稱 NBAS）之「母親與嬰兒

量表」，進行量表的重新編製。 

（三）進行「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之審查 

本量表初稿（附錄六）擬定後爲確定內容的正確性及適用性進一

步送請相關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效度檢核，最後綜合專家學者意見，增

修或刪除不適用的題項。修正後量表之「母親育兒能力」增加為 17

題，並細分為「回應能力」、「互動能力」、「技術能力」三部分，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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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4、7題；「母親育兒信心」增加為 6題，「對母職角色的整體評

價」仍維持 5題，預試用量表共計 28題（附錄七）。 

（四）進行「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預試 

爲瞭解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題目的適切性，於九十四年十二月

針對台北某區域醫院健兒門診中家有 0-3個月嬰兒的母親進行預試，

共計 30位母親接受預試。 

（一） 考驗量表信效度 

    本研究就預試結果分析量表之內部一致性，「母親育兒能力」中，

「母親回應能力」原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50，刪除第 5、24題後，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提升為.58；「母親互動能力」原 Cronbach`s α信

度係數為.47，刪除第 16題後，Cronbach`s α信度係數提升為.53；「母

親技術能力」原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38，刪除第 7、8、11、14

題後，Cronbach`s α信度係數提升為.70。「母親育兒信心」之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73，題數未予更動；「母職角色的整體評價」之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68，題數未予更動。本量表經項目分析後正式版母親育

兒自我效能量表共計 21題，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72。 

 

二、介入階段 

（一）選擇研究對象 

  於九十四年十二月到九十五年一月，透過台北某區域醫院的坐月

子中心之資深護理人員的協助，依本研究之選案原則先初步挑選出適

合本研究的受試嬰兒後，研究者再於母親坐月子期間親自到醫院拜訪

徵求父母同意參與本研究，當嬰兒滿一個月時請母親填寫「早期嬰兒

氣質量表」，並依結果篩選出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共 6對為本研究的受

試對象，再依隨機分派的方式，將 3對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歸入實驗

組並接受介入；再將另外 3對難養型嬰兒及其母親歸入控制組，未接

受介入。 

（二）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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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入前，研究者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觀察者、引導著、示範著

及支持者，在提供建議前先經過詳實的觀察以確認問題，透過與母親

澄清的方式確認問題的存在及可能原因，再以母親可以接受的方式給

予引導，當母親有不懂時予以示範，讓母親願意也能夠以新的方式來

回應嬰兒、解決問題。因為本研究期待的是看到母親育兒自我效能的

增進，爲了避免因直接教導而引起母親的自卑及反彈，研究者只提供

所需的訊息，當母親願意嘗試新方法時，給予正面的肯定，當母親無

法接受建議時也接纳她的選擇，因為研究者在介入過程中強調的是母

親能力的自我發現及肯定，希望讓母親覺得最了解嬰兒的是她自己，

此「增權賦能（empower）」的概念即是本研究的核心。另一方面，研

究者也期望成為母親的支持系統及夥伴，當母親有事要忙時幫忙照顧

嬰兒一會兒，當母親心情不好時予以傾聽，並跟母親共享關於嬰兒的

一切，讓介入在一種輕鬆、自在的氣氛下進行。 

（三）進行前測及介入 

    介入時程為九十五年二月到四月，每個個案進行為期二個月，共 

八次的家庭介入。確認實驗組的對象後，於嬰兒滿一個月後 7天內開 

始第一次家訪，此後，每週家訪一次，間隔時間以 7±2天為原則，每

次家訪約 4~6小時，家訪的時間以母親 

方便、舒服為原則。在每次家訪前先擬定每週家訪目標（附錄八）、寶 

寶紀錄表（附錄九）及預提供的相關資料，於家訪過程中依嬰兒的狀 

況及母親的個別需求隨時調整，並將家訪過程全程錄音。每次家訪結 

束後立即完成寶寶紀錄表，並整理每次家訪紀錄單（附錄十）以作 

為下週家訪目標及提供資料的依據。 

（四）進行後測 

實驗組於介入完成後一週（約於九十五年三月八到四月二十六

日），控制組於嬰兒滿三個月時，研究者將「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

及填寫說明（附錄十一）郵寄給母親填寫後寄回。 

（五）進行後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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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於介入完成後一個月（約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九到五月十七

日），控制組於嬰兒滿四個月時，研究者將「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

郵寄給母親填寫後寄回。 

 

三、資料處理階段 

（一）量表資料分析 

    於九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後，將本研究「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

之前測、後測、後後測得分分別予以登録，並利用 SPSS套裝軟體進

行數據統計分析。使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1.依選案標準篩選出難養型嬰兒母親為本研究進一步進行母親育兒自

我效能凖實驗的研究對象。 

2.以獨立樣本 t考驗分析實驗組及控制組前測得分之同質性考驗。 

3.實驗組與控制組之「母親育兒自我效能量表」得分以平均數、標準

差表示。 

4.以 t考驗分析實驗組及控制的前測得分情形；考驗實驗組前測與後

測、前測與後後測、後測與後後測得分之差異情形。 

 

（二）質性資料整理、分析 

每週介入後研究者將錄音帶內容轉為逐自稿，編碼方式是以個案

編號、介入次數、介入日期作為標示，有關轉譯符號及訪談紀錄的編

碼格式如表十二。完成每週的逐字稿後，先將該次家訪內容重要之處

標記出來，在旁邊加以說明，再配合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作歸類及分

析，透過閱讀、歸類、再閱讀、分析的方式寫下論述。 

 

四、撰寫研究結果、完成論文 

於九十五年五月至六月底進行研究結果的分析、歸納，並於討論 
後提出相關建議，完成論文撰寫。整個研究流程參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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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轉譯符號及訪談紀錄的編碼格式 
符號 意義 舉例 
…… 表示有轉譯但與此處的討論

無關的話語 
媽：「他沒表情的時候，如果你一直對他笑，

他就會對你笑，很容易受到暗示」……，媽：
「如果一直把他放躺著，他就是不行」 

~~ 表示話語的尾音拉長 媽：「他最近自己變的白天比較不睡，晚上睡

的比較長」，我：「是喔~~跟之前差很多？」
我 研究者 嬰兒哭著、晃動四肢，我：「快要翻過去了」

＃1 受試個案編號 
2/8 8次家訪中的第 2次家訪 

950118 當次訪談的日期 

如（＃1  2/8  950118） 
即表示此資料來源為 95年 1月 18日到個案
一家中進行第二次家訪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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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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