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道德氣氛與學生道德發展之相關性。本章說

明研究設計、研究對象選取、研究工具編製、研究實施程序及資料處

理的方法等。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並根據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文獻

探討的結果，設計適合國中生使用的「社會問題意見調查問卷」與「道

德氣氛問卷」，經過信效度的檢測，以此問卷探討國中道德氣氛與學

生道德發展之相關。本章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

序與資料處理等，分節敘述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道德氣氛與學生道德發展之關係，並分析道

德氣氛中各個層面影響學生道德發展的情況。本研究之問卷調查部

份，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以及相關文獻探討，擬定本研究之研究

架構如圖 3-1-1 所示：個人背景變項直接影響道德發展，或透過道德

氣氛影響道德發展；道德氣氛影響道德發展，然而道德發展亦可能反

過來影響道德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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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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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擬以九十一學年度就讀於國民中學學生為研究

範圍，不包括特殊學校及金馬、澎湖離島地區的學生。為使樣本

具代表性，本研究採分層叢集立意取樣方法，茲將取樣方式和母

群、樣本概況說明如下： 

壹、母群體 

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國民中學學生為

研 究 的 母 群 體 ， 係 採 教 育 部 網 站

（http://140.111.1.22/school/index_a1.htm）上所公佈之九十學

年度各級學校學生數統計資料，為本研究取樣之依據。 

貳、樣本 

本研究考量研究目的、人力、時間、財力等因素，採取分層

叢集立意抽樣方式。先將台灣地區分層為北、中、南、東四區，

爲使抽樣更具代表性，再依據內政部明定的台灣地區行政區域劃

分，除澎湖縣外，計依二十二個縣市的劃分加以分層取樣，各縣

市取樣人數依表 3-2-1所示的各縣市公立國中學生人數之比率乘以

本研究預計抽取樣本六百人，即為各縣市的取樣人數依據。各層

抽樣比率依據表 3-2-1 所計算的抽樣比率。然施測以班級為單位，

雖依據各縣市學生人數比率計算取樣人數，但因以班級為施測單

位所以抽樣人數預計將超過六百人。本研究所抽取的學校，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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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一般國中、完全中學國中部以及綜合高中國中部共三種類型

學校，施測後經統計處理，僅抽取到一般國中及完全中學國中部

兩種類型學校的受試者。 

 

 

本研究共發出 935 份問卷，回收 844 份問卷，回收率為 90.3

％。將詳細核對後，刪除廢卷計 236 份，回收之有效問卷共計 608

份，實際有效的回收率為 72.0％，研究樣本分佈情形如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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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研究抽樣樣本數之分布 

地區 學生人數 學生人數

比率 
學生人數

比率和 取樣人數
取樣 

人數和 

台北市 100,864 10.8% 65 

台北縣 156,551 16.8% 101 

基隆市 16,166 1.7% 10 

桃園縣 78,606 8.4% 50 

新竹市 16,549 1.7% 10 

北區 

新竹縣 18,146 1.9% 

41.3% 

11 

247 

苗栗縣 23,290 2.4% 14 

台中市 45,520 4.8% 29 

台中縣 70,462 7.5% 45 

彰化縣 55,314 5.9% 35 

南投縣 20,653 2.2% 13 

中區 

雲林縣 29,314 3.1% 

25.9% 

19 

155 

高雄市 63,240 6.8% 41 

嘉義市 13,961 1.4% 8 

台南市 38,781 4.1% 25 

嘉義縣 16,952 1.8% 11 

台南縣 41,936 4.5% 27 

高雄縣 45,210 4.8% 29 

南區 

屏東縣 35,314 3.7% 

27.5% 

22 

163 

宜蘭縣 19,839 2.1% 13 

花蓮縣 13,799 1.4% 8 東區 

台東縣 9,078 1% 

4.5% 

6 

27 

總和 932,927 100% 100% 592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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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整體樣本分佈情形表 

 學校數量 發出問卷 回收問卷 有效樣本 

北部地區 11 400 368 263 

中部地區 5 210 181 139 

南部地區 5 200 179 112 

東部地區 4 125 116 94 

總    計 25 935 844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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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了解之情況，乃編製「社會問題意見調查問卷」與「 道

德氣氛問卷」，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 

 

 

依照本研究之設計，除了於問卷開始說明本問卷之調查目

的、作答原則以及隱私保密之外。為求範圍明確、作答簡便以及

統計上的便利，本問卷採取封閉式問卷設計。至於題目之選取設

計，則引用或改編國內外相關研究所施測過的問卷題目為主，並

經過預試修正而編製成正式的問卷，茲將本研究工具之編製過程

及其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壹、 量表編製內容與過程 

一、社會問題意見調查問卷 

本問卷係楊銀興（1987）參酌 Rest 等人所編之「界定問題測驗」

（DIT）原問卷及單文經（1980）修訂自 Rest 等人的「社會問題意見

調查表」局部修改而成的。 

（一）問卷簡介 

 

用以測量個體道德判斷發展的工具，最早為 Kohlberg 的道德判

斷測驗（moral judgment maturity score，簡稱 MMS）。然而，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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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等人認為 Kohlberg 之道德判斷測驗有以下四種限制： 

 

1. Kohlberg 的道德判斷測驗係以晤談的方式來進行，每個受試者皆

有其不同的反應方式，不適合作比較且缺乏結構性。 

2. 訪談員及計時接需要接受正式的訓練，耗時且耗力。 

3. 測驗的結果會受到訪談員使用不同之指導語及評分員主觀上之認

定而產生偏誤。 

4. 受試者的口語表達能力會影響測驗之結果，表達能力較差者無法真

正表現其道德判斷力。 

 

 

因此，Rest 參照 Kohlberg 階段劃分概念，編製成一套客觀且可

團體施測的測量工具，即為「社會問題意見調查問卷」。測驗之形式

為提出一個假設的兩難情境（hypothetical dilemma），然後再提出

12 個問題，透過受試者對每一個問題在其作決定時的重要性評定，

推論其道德判斷階段，又該測驗編製初，考慮到施測時有語文能力的

限制，不適合年紀較小的兒童使用，故將階段一的題目捨去，並將階

段五劃分為 5A 及 5B 兩種，另外又增加 A 和 M 兩種類型的題目（A

為介於階段四和階段五之階段；M 則為考驗受試者是否過於謹慎，

或僅就題目較為複雜者，不加考慮即填答）。 

 

 

Rest 原問卷總共有六個道德兩難故事，每個故事下有十二個「敘

述」（statement），每一個敘述都代表依各階段特性。單文經（1980）

修定此一問卷時以 Kohlberg 的「父子故事」取代一個較不合乎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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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的故事。Rest（1979）於使用手冊中建議該測驗施測時可採用其

中三個故事，作為縮本（short form），楊銀興（1987）選取 Rest 原

問卷中三個較為容易了解的故事為測驗內容（分別為「偷藥的故事」、

「逃犯的故事」、「趙老闆的故事」等）。 

（二）信度及效度 

 

在建構效度上，Rest（1974）將年齡配合教育程度，求取與 p 分

數的相關係數，為.62 至.67 之間。且不同教育程度的 p 分數樣本平均

數亦隨著教育程度呈現遞增的現象。楊銀興（1987）以國小六年級學

生 44 人，國中二年級學生 42 人，高中二年級學生 51 人為對象，得

到之 p 分數分別為 27.43、32.27、38.08，顯示不同年齡階段其 p 分

數會提高，且其差異達.05 之顯著水準。 

 

 

同時效度上，Rest（1974）以 16 名高中生、19 名大學生及 12

名研究生為樣本，以 p 分數與道德成熟分數（MMS）作比較，其相

關達.68；單文經（1980）以 29 名高二學生、40 名國二學生為樣本，

求得 p 分數與 MMS 分數間的相關為.486，兩問卷的階段分數相關

為.447。楊銀興（1987）以國小學生 44 人為樣本，其 p 分數與「生

活與倫理」科考試成績及教師評定的道德認知分數之相關係數分別

為.46 及.44 並達.01 之顯著水準。 

 

 

信度方面，與 MMS 道德成熟分數作比較，間隔兩年之穩定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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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58 至.68 間（Rest,1974）。Rest 等人以 19 名九年級學生隔兩週作

重測，p 分數的重測相關為.81。Me-George（1975）以 33 名澳洲大

學生為對象，相隔三週的重測信度為.71（Rest,1979）。以上所述兩中

樣本改以縮本進行施測，則九年級學生 p 分數的重測相關為.58：澳

洲大學生的重測信度為.67（Rest,1979）。 

（三）作答方式暨計分方法 

 

本研究所用的道德判斷問卷雖為縮本，但其作答方式與原卷完全

一樣，共分為兩部分；一為重要性評定（rating）；一為重要性排列

（ranking）。「重要性評定」是要求受試者就每一個故事下的十二個

陳述句，依個人的考慮，在「最重要」、「重要」、「尚重要」、「不重要」、

「毫不重要」五個選項重以打 V 的記號，評定每一陳述的重要性程

度。在「重要性排列」方面，則要求每一位受試者依其先前所做的重

要性評定部分，按其重要性的大小，選出四題，依照「第一重要」、「第

二重要」、「第三重要」、「第四重要」作等級排列。施測者在說明作答

方式時，要特別提醒受試者在作答第二部分「重要性排列」時，要根

據他先前重要性評定時列為「最重要」的題目開始排列，然後再依次

選取被列為「重要」的題目，依此類推，直至選足四個題目為止。換

言之，重要性排列時，選擇的依據必須按照重要性的大小，由大而小

依次選取，才不致有倒錯的情形發生。 

 

 

在計分方法方面，首先必須剔除廢卷，依據使用手冊（1979）規

定，有下列情形者必須加以剔除：對受試者所填答的問卷作一致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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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consistancy check），核對受試者在「重要性評定」和「重要性

排列」兩部分的作答是否一致，若某一受試者將某提在「重要性排列」

部分列為第一，則此題在「重要性評定」部分被評的等級應該比其他

題目為高。同樣的，若某題被列為第二重要，則除了已被列為第一重

要的這題之外，此題在「重要性評定」部分應該比其他題目的等級為

高，否則，即表示受試者忽略、不了解作答方式或隨意更改而構成作

答倒錯的現象。 

 

 

若有下列三種情形之一者，則此份測驗即不予計分：（1）在第一、

第二重要性的排列部分，有二則故事倒錯時；（2）有任何一個故事的

倒錯在 8 個題目以上時；（3）在「重要性評定」部分有一則故事，其

中九個題目被列在同一等級。將廢卷剔除之後，即可開始計分。 

 

 

計分時一下列四個步驟計算：（1）準備標準分數登記表（表

3-3-1）；（2）核對計分鑰（表 3-3-2）（計分時，只計「重要性排列」

部分）依次找到被列為第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第四重要各

題所代表的階段，然後在該階段的空格內填上加權分數，第一重要的

加權分數為 4、第二重要的加權分數為 3、第三重要的加權分數為 2、

第四重要的加權分數為 1；（3）合計各階段所的分數之合；（4）將 5A、

5B、6 三各階段的分數相加，即 P 原始分數，除以 40 再乘以 100 即

為 P 分數，用以代表原則期的道德思考分數，全部計算完畢後，共可

得階段 2、3、4、5A、5B、6、A、M、P 原始分數即 P 分數等十種

分數。階段 2 代表工具式的相對論導向；階段 3 代表人際和諧的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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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4 代表法律和秩序的導向；階段 5 A 代表社會契約的道德導向

（the morality of social contracts）；階段 5 B 代表直觀的人道主義道

德取向（the morality of intuitive humanism）；階段 6 代表理想社會

合作原則的道德導向（the morality of principles of ideal social 

cooperation ）；階段 A 代表反建制導向（ anti-establishment 

orientation），持這種觀點者反對傳統，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認為

現存的法律及社會秩序僅在保護富人及特權階級而已，Rest（1979）

認為這個階段介於道德成規期和道德原則期之間，故又可稱為 4 又

1/2 階段。M 分數的題目，看似冠冕堂皇，實際上卻無意義，並不代

表任何道德思考的階段。Rest 安排此題的用意，在了解受試者作答是

否太過謹慎，或只就敘述複雜的題目作反應，而沒有經過詳細思考，

受試者在以上各階段的得分，即代表他在面對道德困境，作道德決定

時，所給予該階段的重要性考慮。 

 

 

在以上所列的十種分數中，以 P 分數的效度最佳；因之，以 DIT

為測驗工具所作的研究，大部分以 P 分數來代表受試者的道德判斷能

力，P 分數與 Kohlberg 的道德判斷分數較為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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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社會問題意見調查問卷分數登記表 

   階段 
故事 2 3 4 5A 5B 6 A M P 

故事一          

故事二          

故事三          

故事四          

合計          

 

 

表 3-3-2  社會問題意見調查問卷計分鑰 

  題目 
故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故事一 4 3 2 M 3 4 M 6 A 5A 3 5A 

故事二 3 4 2 5A 5A 3 6 4 3 A 5B 4 

故事三 3 4 A 4 6 M 3 4 3 4 5A 5A 

故事四 3 4 A 2 5A M 3 6 4 5B 4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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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氣氛問卷 

（一）編製依據 

 

本研究之工具「道德氣氛問卷」係參酌荷蘭學者 Brugman 等人

所發展的「中學道德氣氛問卷」 (the secondary school moral 

atmosphere questionnaire, SMAQ)，研究者將問卷經過中文翻譯修

訂，刪除題意不適當，以及合併意義類似的題目之後，再請指導教授

仔細評定每一題目的適切性，並請指導教授多次提供修正意見。 

（二）計分方式 

 

本問卷在形式上採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五點量表，

由受試者就每一個題目所敘述的內容與自己的看法，在「非常同

意」、「同意」、「尚可」、「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 分、

4 分、3 分、2 分、1 分；反面敘述題則採用反向計分，從「非常

同意」、「同意」、「尚可」、「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 

（三）編製過程 

 

研究者將上述「道德氣氛問卷」共 44 道試題實施預試，預試

對象為台北市和平高中國中部和台北縣秀峰高中國中部兩所學校

之一年級、二年級各一班，共得有效問卷 7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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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預試結果經過項目分析與信度檢測，根據統計結果，研究

者決定選取臨界值達到 3 的題目予以保留，並參照 Alpha 值在刪

題前後的改變，以篩選出最適當的題目，預試結果各題項目分析

如表 3-3-3。刪除各題在題號前以*表示。另外，經項目分析後，保

留 21 題，然其中第 35 題之題意與第 5 題之題意相似，因此，取

CR 值較高之第 5 題。故正式道德氣氛問卷共 20 題，階段二外在

工具取向共 7 題；階段三團體關係取向共 7 題；階段四社群規範

取向共 6 題，見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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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道德氣氛問卷項目分析結果 

預試

題號 題目 CR 

*1. 因為我在這所學校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我才來上學。 0.128 

2. 當校隊贏得一場重要的比賽時，身為本校的學生都會感到很光榮。 3.784 

3. 因為在學校裡有很多朋友所以大多數的學生都喜歡上學。 3.060 

*4. 大多數學生的意見會對學校產生影響力。 2.703 

5. 我會上學，主要是因為如果不去上學，會受到處罰。 3.545 

*6. 我必須留意自己的所作所為，免得會被其他同學取笑。 1.135 

*7. 大多數的學生只有得到老師給他的獎勵才會去幫忙老師。 2.674 

*8. 大多數的學生覺得學校是一個師生相互關心的地方。 1.587 

9. 上學是我的權利和義務，所以我不應該逃學。 3.520 

10. 當報紙上報導學校優良事蹟時，我會以身為本校學生為榮。 3.997 

11. 上學對我的將來非常重要，所以我才會上學。 3.188 

12. 在學校裡師生的相處讓我覺得很自在。 3.351 

*13. 學校裡的事都由老師決定，學生沒有參與的權利。 -2.895 

*14. 上學是我不得不做的事。 2.610 

*15. 你要小心做事，因為老師就在你身後。 2.550 

*16. 我只幫助那些會回饋我的同學。 1.208 

*17. 若是有同學被排擠，我會設法幫助他。 2.025 

18. 因為學校是一個團體，所以師生必須遵守校規。 3.455 

*19. 因為我可以在學校學到很多知識學問，所以我上學。 2.093 

20. 假如學校推動慈善募款活動很成功，身為學校的一份子是很光榮的。 4.599 

21. 學校讓我覺得有像「家」的那種歸屬感。 6.305 

22. 若學生提出好的想法，學校會加以考慮。 4.067 

23. 我之所以會去上學是因為無事可做。 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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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 
題號 題目 CR 

*24. 我對學校印象並不好，因為學校裡總有一些愛出鋒頭的人。 2.433 

*25. 學校裡的同學只會支持他們自己的朋友。 0.805 

*26. 學校裡的新生會被嘲笑捉弄。 0.655 

*27. 學生與老師會共同為學校所發生的事負責。 2.281 

*28. 因為我想要有學歷證明，所以我去上學。 -0.957 

*29. 如果有學校的同學參加電視表演，會讓我覺得能就讀這所學校真好。 2.135 

*30. 學校裡有一股友善的氣氛。 2.924 

*31. 我對學校的印象並不好，因為所有的事情都由老師決定。 1.970 

32. 學校裡的同學除了自己的朋友外，對其他人都不重視。 4.277 

33. 在學校裡，我有時覺得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 5.870 

34. 
我認為身為學校的一份子，我有責任讓學校裡所有的同學都感到很

舒適。 4.100 

35. 我去上學，是因為如果我不去，爸媽會處罰我。 3.072 

36. 身為本校學生是一件光榮的事。 5.622 

*37. 若是班上有學生病很久，不論交情如何我都會想念他。 1.378 

38. 同學有時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而欺騙老師。 4.883 

39. 如果在班上我被嘲笑捉弄過，我也會參與嘲笑捉弄新同學。 4.181 

*40. 在學校裡，我可以信賴其他同學。 2.871 

*41 不能只要求學校為.我做什麼，而要先問我對學校有什麼貢獻。 2.447 

42. 我認為上學是一件很浪費時間的事。 4.658 

43. 身為這所學校的學生，我覺得很了不起。 4.228 

*44. 
當同學運氣不好、生病或有問題時，都會得到老師及其他同學的支

持幫助。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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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正式道德氣氛問卷各階段題目分配表 

題   目 

階
段
二  

外
在
工
具
取
向 

3. 我會上學，主要是因為如果不去上學，會受到處罰。(reverse) 

6. 上學對我的將來非常重要，所以我才會上學。 

12. 我之所以會去上學是因為無事可做。(reverse) 

13. 學校裡的同學除了自己的朋友外，對其他人都不重視。(reverse) 

17. 同學有時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而欺騙老師。(reverse) 

18. 如果在班上我被嘲笑捉弄過，我也會參與嘲笑捉弄新同學。

(reverse) 

19. 我認為上學是一件很浪費時間的事。(reverse) 

階
段
三  

團
體
關
係
取
向 

1. 當校隊贏得一場重要的比賽時，身為本校的學生都會感到很光榮。 

2. 因為在學校裡有很多朋友所以大多數的學生都喜歡上學。 

5. 當報紙上報導學校優良事蹟時，我會以身為本校學生為榮。 

7. 在學校裡師生的相處讓我覺得很自在。 

9. 假如學校推動慈善募款活動很成功，身為學校的一份子是很光榮的。

10. 學校讓我覺得有像「家」的那種歸屬感。 

14. 在學校裡，我有時覺得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 

階
段
四  

社
群
規
範
取
向 

4. 上學是我的權利和義務，所以我不應該逃學。 

8. 因為學校是一個團體，所以師生必須遵守校規。 

11. 若學生提出好的想法，學校會加以考慮。 

15. 我認為身為學校的一份子，我有責任讓學校裡所有的同學都感到很

舒適。 

16. 身為本校學生是一件光榮的事。 

20. 身為這所學校的學生，我覺得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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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於正式問卷編製完成並確定抽取樣本數之後，即由研

究者與各校聯繫，徵得各校教師同意後，隨後安排施測時間並針

對國中生展開問卷施測工作。 

 

 

由於時間與人力的限制，無法全部由研究者親自前往施測，

部分乃利用郵寄問卷的方式，委託抽樣的班級老師代為進行施測

工作。為使施測工作順利進行，研究者透過電話聯絡方式與主試

者溝通，以減少因為主試者不同所造成的誤差。 

 

 

施測方式以班級為單位，採團體填答的方式進行。首先由主試者

向受試學生說明研究目的與注意事項，而後由學生開始作答。學生填

答問卷所需時間約為 25 分鐘，原則上施測時間以一節課 45 分鐘進

行。施測主要步驟如下： 

 

1. 清理場地：請受試者清理桌上雜物，留下筆及修正液，並設法排

除可能之干擾，保持施測場所之安靜。 

2. 分發量表及問卷：本施測之問卷及量表採用紙張填寫方式施測，

每人僅發放題目及填答紙張，不另發答案紙。 

3. 填寫基本資料：請受試者在第一頁上端填寫學校地區、年級、性

別、學校型態等資料。 

4. 說明施測目的：主試者在施測前充分說明施測之目的及請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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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填寫問卷。 

5. 宣讀填表說明：主試者大聲、清晰唸出填表說明，並請受試者、

在心中亦跟著默讀。 

6. 回答問題：在受試者填寫量表及問卷前應詢問受試者有無任何問

題，若有問題或題意不清之處，主試者應立即予以解說或作補充

說明。 

7. 開始填寫：解釋完疑問後，即請受試者開始填寫，填寫時間約四

十五分鐘。 

8. 收回量表及問卷：受試者填妥量表及問卷交回後，主試者應檢查

是否有遺漏之未答問題，如發現遺漏應立即請受試者予以補上。 

 

 

正式問卷於 92 年 2 月初開始施測，於同年 3 月底完成回收工

作，總共歷時約四週時間。問卷回收後，立即開始進行資料登錄

與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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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的問卷在正式施測問卷回收之後，去除填答不完全的廢

卷之後，即進行登錄與編碼的工作。並將所蒐集的資料利用電腦

套裝程式 SPSS/PC+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求得所欲探討之結

果。本研究採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壹、 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 

    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分析受試者道德成熟 P

分數及道德氣氛問卷各題之調查結果。 

貳、 t 考驗（t-test） 

    以 t 考驗檢定個人背景中之性別、學校型態在道德發展成熟度

之差異情形。 

參、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用以分析不同的學校地區對於個人道德發展影響的差異、道德

氣氛各階段對個人道德發展差異之情形。若達到.05 顯著水準，則

進一步以薛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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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皮爾遜積差相關（person correlation） 

    用以探討受試國中道德氣氛與學生道德發展之相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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