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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接 攻 擊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內容主要說明研究的架構與方法，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

研究架構；第二節描述研究對象；第三節探討研究工具；第四節陳述

研究流程；第五節說明資料處理方式。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綜合相關理論與研究資料後，依據研究目的

擬定研究架構。以下以研究架構圖說明各變項間的關係，如圖 3-1所示。 

 

 

 

 

 

 

 

 

 

 

 

 

 

 

  圖 3-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自 我 概 念 

家 庭 自 我 

學 校 自 我 

外 貌 自 我 

身 體 自 我 

情 緒 自 我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年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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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九十五學年度台北縣公立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童為

研究母群，抽取台北縣永和、新莊、三重三個地區各一所公立國民小

學，每間國小抽取每個年級各兩班。樣本總共十二個班級發出量表 390

份，回收量表 388份，剔除無效量表後，共計樣本數 340位，回收率

達 87.18%，詳細人數資料如表 3-1所示。由表 3-1可知，五年級受試

學童共 169人，六年級受試學童共有 171人，男生 180人，女生 160

人。 
 
 
 
 
 
 
 
表 3-1 
有效樣本之學校、年級、性別人數分布概況 

學校 年 級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小 計 

A國小 五 年 級 26 26 

B國小 五 年 級 34 29 

C國小 五 年 級 31 23 

169 

A國小 六 年 級 28 32 

B國小 六 年 級 28 27 

C國小 六 年 級 33 23 

181 

合   計 180 160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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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需要，使用兩種研究工具收集資料，分別

為：「間接攻擊量表」，用以探究國小學童平時在校所表現的間接攻擊；

另外，向心理出版社購買「自我概念量表」（同意書請參見附錄二），

蒐集國小學童的自我概念資料，茲分述如下： 

壹、間接攻擊量表 

Björkqvist、Lagerspetz與Österman於1992年設計「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scales」調查學童的身體、口語與間接攻擊表現。適用於 8~15

歲的學童，量表總共有 24題，調查三種攻擊類型：7個項目用以調查

直接身體攻擊（direct physical aggression），包含打、踢、推擠、絆倒

別人等等；5個項目調查直接口語攻擊（direct verbal aggression），包含

對別人大聲吼叫、用難聽的話羞辱別人等；12個項目調查間接攻擊

（indirect aggression），包括拒絕讓他人參與團體、散播謠言、故意忽

略某人等等。評量方式為 Likert的五點量表，可藉由同儕評量、教師

評量或自我評量的方式進行。 

從文獻得知，探究間接攻擊的方式，大多以問卷調查為主，不論是

透過教師評定、自我評量或是同儕提名等。教師評量適用於幼兒階段，

或是班級人數較少，老師能夠有足夠的時間與機會觀察幼兒的行為時

使用。Underwood、Galen與 Paquette（2001）認為利用觀察法來調查

不論何種形式的攻擊行為都是相當困難的，即使面對年紀較大的兒

童，使用觀察法仍受限於攻擊行為發生的頻率與地點。考量研究時間

與國小班級人數，認為施實教師或同儕評量有其困難，因此本研究採

用自我評量進行國小學童的間接攻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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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表編製過程 

（一）量表試題編製與專家效度 

本量表翻譯並修訂 Björkqvist、Lagerspetz與 Österman於 1992年設

計「直接與間接攻擊量表」中的 12題評量間接攻擊項目。研究者進行

初步翻譯後，依據文獻增加問項至 15題，並請外文系畢業且目前擔任

國中英語課程的教師給予協助指正。接著邀請五位大學教授、兩位國

小主任、一位任職於國小高年級的導師與以指導修正（參見附錄一），

以取得量表之專家效度，並完成預試量表（參見附錄三）。 

 利用 Charles Lawshe於 1975年所提出的「內容效度比率」算出每

一題的效度。每位專家以「適當」、「尚可」、「應刪除」三類評判標準，

對十五個間接攻擊問項進行評等，根據專家所評等的資料，計算每一

題問項的內容效度比率（content validity ration）（引自石兆蓮，民 90，

p.85；Rungtusanatham, 1998） 

 

公式：  CVR = 
2/

2/
N

Nne−  

      CVR = 內容效度比率 

    en  = 評等「適當」的專家人數 

    N = 專家總人數 

 

 

 依上述公式計算每一問項的 CVR值（如表 3-2），刪除低於.50問項，

修訂低於 1.00.之題目，保留 1.00之問項，最後完成正式量表共 11題，

鑒於原量表名稱可能促使填答者受「社會期許」的影響，因此研究者

將標題改為「國小兒童同儕關係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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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間接攻擊量表問項內容效度比率一覽表 

問 項 CVR  處理方式 

1.拒絕跟他(她)一起遊戲 0.75 修正後保留 

2.故意和別人做朋友來報復他(她) 0.75 修正後保留 

3.故意對他(她)視而不見 0.75 修正後保留 

4.跟別人亂說他（她）在生氣 0.25 刪  除 

5.告訴別人關於他（她）不好的事情 0.25 刪  除 

6.在暗地裡偷偷計畫整他(她) 0.75 修正後保留 

7.在他(她)的背後說關於他(她)的壞話 0.75 修正後保留 

8.跟班上其他人說:「我們不要跟他(她)好」 1.00 保  留 

9.把他(她)的秘密故意告訴別人 0.50 修正後保留 

10.在紙上寫下批評他(她)的話語，並傳給別人看 1.00 保  留 

11.批評他(她)的髮型或者是穿著 0.75 修正後保留 

12.想辦法讓大家都討厭他(她) 0.50 修正後保留 

13.告訴其他人要照著自己說的話做，否則就不跟他（她）

們做朋友 
0.25 刪  除 

14.團體活動時，拒絕讓他(她)跟自己同一組 0.75 修正後保留 

15.跟別人說一些關於他（她）但卻沒有事實根據的事情 0.00 刪  除 

 

二、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量表題目的填答方式採 Likert的五點量表的方式進行。1代表「從

不如此」、2代表「很少如此」、3代表「偶爾如此」、4代表「常常如此」、

5代表「總是如此」。受試者在量表中各題的得分累加總分，即表示該

生表現此行為的程度，得分越高，表示間接攻擊程度愈高；反之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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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預試有效樣本之年級、性別人數分布概況 

年 級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小計 

五 年 級 26 24 50 

六 年 級 25 25 50 

合   計 51 49 100 

 

三、預試的實施 

 綜合八位學者專家之意見，修正並潤飾完成預試量表，並以「國小

同儕關係問卷」作為標題，參見附錄三。隨即進行預試，選取台北縣

三重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108位學生為預試樣本，扣除 8份填答不完

整，得到有效量表共 100份，預試樣本人數分布概況如表 3-3，回收率

達 92.59%。 

四、量表信度 

原始量表之 Cronbach α係數為 0.93（Björkqvist et al., 1992）。利用

預試所之資料，考驗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得到 Cronbach α係數為

0.84，顯示量表的信度頗佳。 

 

貳、自我概念量表 

 本研究之「自我概念量表」採用學者吳裕益和侯雅齡（民 89）所

編製的「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以下根據指導手冊說明本項研究工

具之性質。 

一、量表編製與適用對象 

吳裕益與侯雅齡（民 89）以 Shavelson等人於 1976年提出的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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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階層化自我概念理論為基礎，輔以本土化實證性方法，所建構我國

兒童非學業自我概念的理論模式，根據此理論模式編製出適合我國國

小四、五、六年級學童施測的自我概念量表，量表題目是採由下而上

的方式蒐集，題目的來源是由兒童填寫的開放式量表及其對兒童訪談

的結果加以歸納、整理而得。並經過兩次預試及依據古典測驗理論與

現代測驗理論進行題目分析後，編製而成。 

二、量表內容 

本量表共分為五個分量表，各分量表的題目不等。全量表包含家庭

自我概念分量表有 17題（題號 1至 17）、學校自我概念分量表有 14

題（題號 18至 31）、外貌自我概念分量表 9題（題號 32至 40）、身體

自我概念分量表 12題（題號 41至 52）、情緒自我概念分量表有 9題（題

號 53至 61），全量表總計 61題。茲將各分量表之定義與題數整理表

3-4。 
 
 
表 3-4 
自我概念各分量表之定義與題數整理表 

分量表 題數 定義 

家庭自我概念 17 
個人知覺自己與父母、家人以及兄弟姐

妹間的相處和互動情形 

學校自我概念 14 
個人知覺自己在學校與老師、朋友、同

學的關係 

外貌自我概念 9 個人對於自己體態、長相的知覺 

身體自我概念 12 個人對於自己在運動、身體狀況的知覺 

情緒自我概念 9 個人對於自己日常情緒狀態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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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答與計分方式 

（一）答題方式 

本量表是由兒童根據自己行為表現選擇適當的回答。為了避免學童

產生習慣式反應的作答情形，各分量表中有正、反向題不規則的穿插

於各分量表中。 

 另外，外貌自我概念分量表中有兩個意義相同的問題，但分別屬於

正、反向陳述，正向敘述是第 33題，反向敘述是第 36題，作為檢視

學童是否有用心作答的「檢核題」。透過檢核題的考驗，剔除無效之量

表資料。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 Likert五點記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選 1者給 1分；

2表示「大部分不符合」，選 2者給 2分；3表示「有些符合」，選 3者

給 3分，4表示「大部分符合」，選 4者給 4分：5表示「完全符合」，

選 5者給 5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概念越高。反向題的記分方

式則相反，選 1者得 5分，選 2者得 4分，選 3者得 3分，選 4者得 2

分，選 5者得 1分。 

四、信效度與常模 

 （一）信度 

在內部一致性信度方面，常模樣本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值介於 0.83~0.89之間，而所有題目與總分之相關亦高，顯示各題與

各分量表有不錯的相關（參見表 3-5），本量表有良好的一致性。在重

測信度方面，間隔兩週進行的重測信度考驗，其各分量表的相關值介

於 0.76~0.91之間，顯示本量表在時間的穩定性頗佳（參見表 3-6）。 

（二）效度方面 

透過自我概念量表分別與許維的「兒童家庭氣氛」、「班級社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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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國小兒童自我概念分量表之相關矩陣 

 兒童自我概念 

 家庭自我 學校自我 外貌自我 身體自我 情緒自我

家庭自我 1.00     

學校自我 .89 1.00    

外貌自我 .60 .70 1.00   

身體自我 .57 .68 .56 1.00  

情緒自我 .69 .76 .66 .68 1.00 

 

 
表 3-6 
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與重測信度 

 Cronbach α 重測信度 

家庭自我概念 .86 .91 

學校自我概念 .83 .84 

外貌自我概念 .87 .76 

身體自我概念 .86 .86 

情緒自我概念 .89 .86 

 

量」、鄭翠娟的「焦慮量表」、郭為藩（民 76）的「兒童自我態度量表」

的相關矩陣及典型相關分析，發現家庭自我概念與家庭氣氛有較高的

相關、學校自我概念與班級社交計量有較高的相關、情緒自我概念與

焦慮量表有較高的相關、身體自我概念與自我態度量表中的身體特質

有較高的相關等，可以證明此量表具有頗高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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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構有關效度的證據上，以高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考驗，結果

證實自我概念是一個多向度、階層性的心理構念，因此，此量表建構

效度極佳。 

（三）常模 

吳裕益與侯雅齡（民 89）將全國分為北、中、南、東四區，採分

層叢集抽樣，以班級為單位，隨機抽取各地區學校四至六年級的班級

作為建立常模之樣本，共計樣本數一千五百四十四份，依性別分別建

立自我概念以及各分量表的常模。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此節旨在說明本研究實施程序及相關事項，茲分述如下： 

一、準備階段 

 研究者自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份，即將研究方向鎖定在國小學童的間

接攻擊上，接著進行文獻資料的蒐集。暸解國外對於此一社會行為的

研究趨勢，發現國內針對此種攻擊行為的研究並不多，並且從文獻中

發現自我概念引導著個體的行為表現，於是產生了疑問，國小學童的

間接攻擊與自我概念是否存在著某種關係？ 

二、撰寫研究計畫 

 蒐羅相關資料後開始進行相關文獻的整理，於民國九十五年開始著

手轉寫研究計畫，尋找適當之研究工具，並與指導教授討論，確定研

究架構。在間接攻擊方面，決定編修 Bjorkqvist、Lagerspetz與 Osterman

（1992）所設計的「間接攻擊量表」進行調查。並使用吳裕益與侯雅

齡（民 89）所設計的「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探討國小學童的自我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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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表編製與預試 

 編製量表後邀請專家學者給予意見修正量表，進行專家效度的考

驗，完成間接攻擊量表預試版。另一方面，開始與台北縣國民小學行

政單位連絡，邀請校方予以協助，確定預試樣本，安排預試時間與地

點，由研究者親自進行預試施測，資料蒐集後考驗量表的信度，最後

修訂為正式施測版的間接攻擊量表。 

四、確定研究對象 

 預計將於民國九十六年二月開始與校方進行聯繫，並確定受試的班

級與安排施測的時間。 

五、量表施測 

 各校施測時間原則上以國民小學的晨光時間（8:00~8:40）為宜，若

有不便則請該校另行安排妥適的時間。預計每個班級安排一次施測，

每次進行約三十分鐘的時間，地點以安靜的教室為考量。對於受試學

童採取團體施測，由學童自行閱讀量表。 

六、資料整理與分析，並撰寫研究結果 

 量表經回收後，剔除作答不完全或自我概念未通過檢合題之無效樣

本，將有效之量表予以編碼，依各研究工具之說明，進行計分工作並

將資料輸入電腦，以統計軟體 SPSS 12.0進行統計分析，依據統計之結

果加以歸納與討論，在九十六年六月撰寫完整之研究論文。 

 

第五節 資料處理 

資料收集後，即著手整理資料，並仔細檢視回收的量表，剔除作答

不完整或無效之量表，將有效量表的填答結果建立電腦資料，以 S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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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的處理與分析。茲將本研究採用的統計分析方

法說明如下： 

一、描述統計 

以總數、平均數、標準差分析受試者不同性別、年級、家庭社經地

位、自我概念與間接攻擊的資料。 

二、t考驗 

利用 t考驗瞭解台北縣國小高年級學童之間接攻擊與自我概念的現

況，並探討不同性別（男、女），不同年級（五、六年級），在間接攻

擊與自我概念及其各分量表的得分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並分析高、低

間接攻擊者自我概念的差異情形。 

三、多元逐步迴歸 

以性別、年齡、自我概念五個分量表等因素做為預測變項，以間接

攻擊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測量其預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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