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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說明本研究的架構與方法。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

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程序，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料分析與

本研究之多層次模式。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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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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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架構如上圖3-1所示，為二階層模式設計。本研究主要分為兩大部分：

第一部份主要為考驗依附焦慮對依變項(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

肯定)的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第一階層為個人層階，使用自己的依附焦慮與伴

侶的依附焦慮為預測變項，自己的性別為控制變項，個人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

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為依變項。第二階層為情侶階層，在這個

部分中，情侶階層沒有預測變項。 

第二部份主要考驗個人階層與情侶階層的交互作用。第一階層為個人層階，

使用自己的依附焦慮與伴侶的依附焦慮為預測變項，性別為控制變項，個人在與

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為依變項。第二階層為

情侶階層，以這對情侶的目前關係品質為預測變項。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參與者為台灣北部地區三十對成年異性戀情侶（30 位男性與 30 位女

性），研究者以網路、佈告欄、宣傳單與朋友介紹等方式邀請有意願並無酬的情

侶參與本研究（研究邀請函，請見附錄一），為求每對情侶彼此之間有一定的瞭

解，前來參與本研究之情侶將被要求至少需正式交往一個月以上。 

研究參與者之平均年齡男性為 23.53 歲（標準差 3.09 歲，範圍 19-30 歲）、

女性為 22.57 歲( 標準差 2.75 歲，範圍 18–28 歲）， 情侶平均交往時間為 26.5

個月(標準差 26.89 月，範圍 1.5-90 月)。三十對情侶中，雙方父母都知道這段

戀情的有 90%(27 對)。三十對情侶的目前交往狀況，有 76.7％(23 對)是約會時

才會見面，有 16.7％（5對）是同住，有 3.3%（1 對）目前已經訂婚，有一對情

侶假日才會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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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共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包括研究工具與觀察設計之確

定；第二階段為互動觀察階段，本階段中研究者將簡單向參與者介紹本研究的目

的與流程、請參與者填寫參與觀察研究同意書與量表，並參與關係議題討論任務

（此階段之指導語，請詳見附錄二）；第三階段是互動行為編碼階段，本階段的

目的在於訓練共同評分者，以及彼此取得一致的編碼共識，最後進行獨立編碼評

分。研究程序分別說明如下： 

一、準備階段 

(一) 閱讀相關中西文期刊論文，以建立對相關文獻進一步了解。並與指導教授

討論後，確定研究方向與主題。 

(二) 研究工具與施測細節之確定 

徵求「成人依附特質量表」修訂者之同意，研究者並加入情侶背景資料、後

續實驗邀請函，與指導教授討論施測細節。並著手進行「互動向度編碼系統」的

翻譯工作。 

 (三) 互動觀察之設計 

閱讀相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出一套合宜的行為評定標準，以及進行互動

觀察的實驗設計與注意事項。 

二、互動觀察階段 

（一） 研究介紹與量表填寫 

本實驗一次只邀請一對情侶兩人同時前來，當參與者進入本研究之諮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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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後，研究者將會先瞭解情侶前來參與實驗的動機與原因，之後感謝他們辛苦

前來，並簡單介紹本實驗。  

研究者會先與參與者承諾並保證接下來所填寫的量表都只作為學術之用，並

請他們在填答的過程中，不可以互相討論與觀看，但有問題可以隨時與研究者反

應。最後情侶雙方將各自填寫量表，這些量表旨在測量他們的背景變項（包括交

往狀況、約會次數等等）以及成人依附傾向。 

（二）關係議題討論任務 

在這個階段的一開始，參與者將被告知接下來的互動過程會全程錄影，同時

研究者也會再次承諾將會保障他們的隱私與權利，所有的錄影資料將作為學術之

用，絕對不會外流或公開。研究者提供一份參與觀察研究同意書（附錄三）之說

明文件，若參與者願意繼續參與本實驗，需在本同意書上簽名。 

俟每位參與者瞭解並同意，研究者會給每對情侶一張親密關係議題清單（附

錄四）。這份清單上面列有許多平常情侶們較容易爭吵或意見不合的議題。每對

情侶必須從中選出一個自己這段關係中最容易爭吵或意見不合的議題，若清單上

並沒有列到他們自己關係中爭吵的主要議題，則可以選擇「其他」，並填下在他

們關係中最容易爭吵或意見不和的議題。在這個階段中，情侶們最多有 3分鐘的

時間，在 3分鐘之內，一旦選出關係議題之後即可按下桌上的鈴，研究者即進入

諮商觀察室以結束這個階段的任務，並向情侶說明接下來的任務。 

當情侶選出他們關係中的議題之後，研究者會邀請他們在接下來的 10 分鐘

充分地討論。這 10 分鐘的討論必須是要切中他們所選出的主題，而且要嘗試著

去解決這個問題以及達成共識。研究結束之後，研究者會送給每對情侶一份小禮

物，並與他們說明等實驗結果分析出來後，會主動通知他們前來領取資料與免費

諮詢。 

三、互動行為編碼階段 

(一)編碼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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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互動討論是由三位獨立的編碼者進行評分。這三位編碼者皆不知本

實驗假設（除研究者之外）與參與者的其他資料。三位編碼者中之二位已經獲得

教育心理碩士學位，第三位編碼者為研究者，在這三位編碼者獨立編碼之前，三

位編碼者皆受過 10 小時以上的編碼訓練與討論，每位編碼者都需先熟讀過編碼

指導手冊以及定期參與會議討論。在討論過程中，三位編碼者一起看兩對情侶互

動，並且充分討論評分標準，然後再進行評分者信度的檢驗，最後每位評分者才

獨自進行評分。 

(二)編碼步驟 

1. 編碼者先獲得這段互動的總共時間。 

2. 編碼者將這段互動平分成三段時間均等的片段。 

3. 編碼者先看「全部」的互動過程。內容與情感線索都被編碼者記錄在編碼紀

錄單上（見附錄七），編碼者這個時候尚未做任何的評分。這個步驟的目的

是讓編碼者得到這對情侶整段互動的一個初步的印象。 

4. 編碼者看第一片段的互動，然後將線索做筆記在編碼紀錄單上。利用這些筆

記，進行指導手冊中所介紹的 9個個體編碼項目的評分（見附錄七）。在第

一次熟悉與使用這套編碼系統時，可能無法只看一次就評估完所有的項目，

編碼者可以根據其需要，多次的觀看第一片段的互動。 

5. 接著，編碼者再看第二片段與第三片段的互動，重覆第四個步驟。 

6. 編碼者分別對這三段互動進行評分後，需要去計算每個人在這 9個個體編碼

項目中分別的整體分數，這裡的重點是指每個項目的評定中，加總編碼者之

前已經評分過的 3個分數，然後選定一個編碼者自己感覺最能描述這個人在

此項目中整體強度的代表分數。總之，編碼者將會針對一個人在這每個個體

編碼中，評定 4個獨立的分數(3 個是三段互動的分數，1個整體的分數)。 

7. 最後，編碼者以全部的互動當作編碼單位，做這對情侶的五個互動(以情侶

為單位)項目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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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成人依附特質量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 ECR)

（附錄五）   

Brennan, Clark,and Shaver (1998)將常用的成人依附量表整理並編製為親

密關係經驗量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 ECR），經因素分析發

現其結構可分成焦慮與逃避兩大因素。這份量表在台灣已經有林佳玲(2000)、陳

曉維(2004)與孫頌賢(2007)等三種翻譯編修的版本，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孫

頌賢（2007）的研究對象都是約會情侶，故採用孫頌賢（2007）之版本為本研究

之工具（使用同意函見附錄八）。 

本量表共 36 題，包含焦慮分量表 18 題與逃避分量表 18 題。孫頌賢（2007）

將原本的七點量表改為六點量表，並將此量表之中文名稱命名為「成人依附特質

量表」。本量表之信度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89 與.94，以 SEM 進行驗證性因素

分析，得到逃避與焦慮量表的因素負荷量均介於.31 至.74 之間，顯示該量表具有

良好效度。 

本研究使用該份量表的目的為測量成人的依附焦慮與逃避的程度。參與者根

據他們與目前交往的約會伴侶（特定對象）相處之下的感覺、知覺與行為來作答。  

二、親密關係議題清單（附錄四）   

本研究為了解國內親密關係的衝突議題，特參考 Knox(1971)發展之關係議

題清單（Relationship Problem Inventory, RPI）之設計理念，自行編擬一份國內情

侶的親密關係議題清單，首先，研究者調查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之學生 254 名，請

他們填寫親密關係中最容易引發爭吵的議題（附錄六），本清單列出排名前十名

的議題（第十名的議題有兩個），再加上一個「其他」的選項，故有十二個選項。

本研究使用這份清單的目的旨在請每對情侶選出在他們關係中最容易引發爭吵

或意見不一致的議題，第十二個選項為其他，意為若是這對情侶平時最容易爭吵

或意見不一致的議題並不在這份清單上面，情侶可選第十二項，並簡單描述該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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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的議題為何。 

四、互動向度編碼系統(Interactional Dimensions Coding System, 

IDCS) （附錄七）   

本研究為瞭解情侶於關係議題討論時的正負向互動行為，採用由 Julien、 

Markman 和 Lindahl（1989）發展，並由 Kline 等人（2001）以及 Kline 等人（2004 )

修訂之互動向度編碼系統（IDCS），本系統原本提供 9 個個別向度(每個受試者

分別計分，兩個情感碼、三個內容碼、四個綜合碼)，以及 5 個對偶向度(以一對

情侶為分析單位，兩個綜合碼與三個直覺推論碼)，此外，研究者將 IDCS 及其

編碼指導手冊翻譯成中文並配合本研究目的加以修改使用，研究者根據需要，在

個別向度中加入了「焦慮」與在互動向度中加入「目前關係品質」兩項編碼項目，

一共有十六個編碼項目。 

研究者雖然在研究過程中將以上十六個項目都加以編碼，然而考量到前述之

研究目的與興趣以及分析上之聚焦性，在本研究中在個人向度中以兩個正向編碼

項目：「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以及兩個負向編碼項目：「負向情感」

與「衝突」作為主要的分析項目。在對偶向度中以「目前關係品質」為本研究之

情侶階層的變項。茲將本研究使用的編碼項目介紹如下： 

（一）個人向度(individual dimension) 

在本研究中使用四個細項，茲分別說明如下： 

1. 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是指負面的臉部表情、肢體動作姿勢和語調

情緒或聲音品質。有負向情感不等於沒有正向情感。 

2. 問題解決技巧(problem-solving skills)：是指個體釐清問題與使用雙方都

滿意的解決方式的能力。 

3. 支持肯定(support/validation)：是指個體使用正向傾聽與說話技巧，去表達支

持和了解伴侶。 

4. 衝突(conflict)：是指導致爭執的行為。個體表現出的緊張的程度、敵意、對

立與負向情感等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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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偶向度(dyadic dimension) 

在本研究只使用到一個細項，即目前關係品質（curr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其意為評分者覺得這對情侶目前的關係品質，相處起來是愉快的，

正向互動的程度。 

以上每個項目的分數範圍為 1-9 分，分數越高表示越符合該項目的定義與標

準。 

（三）評分者間信度 

本研究之 IDCS 評分者間信度如下表 3-1 所示，因為每個受試者在每個個人

向度的編碼項目中有四個分數（階段一、階段二、階段三與整體分數），研究者

取兩對情侶（兩男兩女）的分數，亦即，研究者將每個編碼項目選取十六個分數，

並將三位評分者（A、B、C）的這十六個分數進行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其中，由於對偶向度的項目沒有分階段評分，也就是每個受試者在每個對偶

向度的項目都只有一個分數，故研究者將對偶向度的六個編碼項目合起來計算，

也就是每個受試者於對偶向度有六個分數，同樣取兩對情侶的資料，因此有二十

四個分數，一樣將三位評分者（A、B、C）的這二十四個分數進行皮爾森積差相

關分析。 

由以上的方法得到三位評分者於各編碼項目間的相關係數為 r=.67
**至.94**

之間(P＜.01)，表示本研究的 IDCS 具有不錯的評分者間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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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向度 皮爾森積差相關 

A B           A C           B C 

負向情感 .89** .93** .94** 

問題解決技巧 .70** .81** .83** 

支持肯定 .67
** .72** .86

** 

衝突 .75** .86** .92** 

對偶向度 .92** .92** .93** 

        

 

（四）效度分析 

Julien , Markman, & Lindahl（1989）曾針對 IDCS 的效度進行檢驗。研究

者將他們的作法介紹如下： 

在 IDCS 與另一個編碼系統(CISS; Notarius &Markman,1981）的同時效度

（concurrent validity）方面，IDCS 的許多負向編碼項目與 CISS 的負向編碼

項目有相關，然而，IDCS 的正向編碼項目卻沒有發現這個現象(引自 Kline et al., 

2004 )。Julien et al.(1989)認為可能是因為這兩個編碼系統的正向編碼項目

上缺乏相似性，以及這兩個編碼系統在方法學上的不同（一個是整體性分析，一

個是微觀分析）也將造成正向編碼項目沒有相關。 

Julien et al.(1989)也將 IDCS 與其他自陳量表作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在男

生樣本中，IDCS 的正負向編碼項目與自陳量表的正負向項目有關，但這樣的結

果並沒有在女生樣本中被發現。然而最近幾年的研究（Saiz, 2001 ; Low,& 

Stanley, 2002）中發現，不管是男生樣本或女生樣本，IDCS 的負向編碼項目與

表 3-1  IDCS 各向度之評分者間相關係數 

註：AB 為編碼者 A與編碼者 B的相關，AC 為編碼者 A與編碼者 C的相關，BC為編

碼者 B與編碼者 C的相關。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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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陳量表的負向人際技巧有中度相關(引自 Kline et al., 2004 )。此外，IDCS 的預

測效度方面，Julien et al.(1989)得到正向循環與負向循環這兩個項目能預測

四年後婚姻的滿意度。 

本研究亦將 IDCS 正負向編碼項目與本研究所使用的成人依附特質量表中的

依附焦慮分析作相關分析。如表 3-2 所示，分析結果與 Julien et al.(1989)的

結果相似，在男生樣本中，IDCS 的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

與成人依附特質量表中依附焦慮都有顯著相關，但在女生樣本中，IDCS 的負向

情感、支持肯定與依附焦慮雖有顯著相關，但相關係數都偏低；衝突、問題解決

技巧與依附焦慮都沒有顯著相關。換言之，IDCS 在本研究中與成人依附焦慮的

效標關連效度在男生樣本中較好。 

 

 

 

 

 

 

 

註：*p＜.05 ，**p＜.01   

 

 

 

 

 成人依附特質量表：依附焦慮 

IDCS 男 女 

負向情感 .74** .36* 

衝突 .62** .30 

問題解決技巧 -.51** -.24 

支持肯定 -.53** -.48** 

表 3-2  IDCS 與成人依附特質量表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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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與本研究模式 

本節主要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資料分析方法，並將本研究的多層次模式以及

各係數意義介紹於後。 

一、資料分析 

（一）多層次模式分析(Multilevel Modeling, MLM) 

本研究所的資料以多層次模式進行分析。第一部份主要探討依附焦慮的個人

效果與伴侶效果，此部分的情侶階層沒有預測變項。第二部分主要探討個人層次

與情侶層次的交互作用，故此部分與第一部份不同之處，乃是第二部分的情侶階

層以「目前關係品質」為預測變項。 

（二）個人與伴侶相互依賴模式（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本研究採用 APIM 的理論觀點：當個體之間是在一段相互依賴的關係當中，

個體的結果變項不只會受到自己的特質所預測，也會受到伴侶的特質所預測。因

此本研究在每個模式中，都分別將自己的依附焦慮與伴侶的依附焦慮兩者同時納

入預測變項。 

二、本研究之多層次模式 

（一）依附焦慮之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模式 

1. 方程式 

Level 1: 

Yij = β0j + β1j(性別)+β2j(自己的依附焦慮)+β3j(伴侶的依附焦慮) +ε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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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 

β0j = γ00 +μ0j 

β1j = γ10   

β2j = γ20 

β3j = γ30 

將 Level 2 代入 Level 1 可得到以下的混合模式： 

Yij = γ00 + γ10(性別)+ γ20(自己的依附焦慮)+ γ30(伴侶的依附焦慮)+εij +μ0j 

2. 係數的意義 

(1) Yij 

本研究中，j為情侶的對數（j= 1~30），i為一對情侶中的第幾個人(i=1~2)，

Y 為本研究探討之依變項，分別以四個二階層模式去分析，分別為負向情感、衝

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故於第一個的式子中，Yij為第 j對情侶中第 i

個人的負向情感程度；於第二個的式子中，Yij為第 j對情侶中第 i個人的衝突

程度；於第三個的式子中Yij為第j對情侶中第i個人的問題解決技巧優劣程度；

於第四個的式子中 Yij為第 j對情侶中第 i個人的支持肯定多寡程度。 

(2) β0j 

本研究中β0j是指第 j對情侶的平均負向情感、平均衝突、平均問題解決技

巧或平均支持肯定。 

(3)β1j 

β1j為第 j 對情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性別對依變項（負向情感、

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為有效率的編碼，本研究參考

Campbell 和 Kashy（2002）以及 Kenny、 Kashy 與 Cook （2006）對類別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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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碼作法，將男生編碼為-1，女生編碼為 1，這樣的目的為使整體受試者平均

數為零，即可以將之視為是對所有男女生的「整體平均」而言。 

(4) β2j 

β2j為第 j對情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自己的依附焦慮對依變項（負

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5)β3j 

β3j為第 j對情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伴侶的依附焦慮對依變項（負

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6)γ00 

γ00為本研究中所有人（N=60）的平均負向情感、平均衝突、平均問題解決

技巧與平均支持肯定。 

(7)γ10 

γ10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所有人（N=60）之性別對依變項

（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8)γ20 

γ20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所有人（N=60）之自己的依附焦

慮對依變項（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9)γ30 

γ30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所有人（N=60）之伴侶的依附焦

慮對依變項（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10) ε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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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ij為第一階層的誤差項。 

 (11) μ0j 

μ0j為第二階層的誤差項。由於本研究為對偶資料（n=2），當採用 MLM 來處

理對偶資料時，斜率（slope）必須被限定住，亦即設定為固定效果(Kenny,1996; 

Kashy & Kenny,2000; Campbell & Kashy, 2002; Cook & Kenny, 2005; 

Campbell,Simpson,Boldry,& Kashy,2005; Kenny,Kashy, & Cook,2006) ，因此

本研究之第二階層只有在截距處設定誤差項。 

 

（二）個人階層與情侶階層交互作用之模式 

1. 方程式 

Level 1: 

Yij = β0j + β1j(性別)+β2j(自己的依附焦慮)+β3j(伴侶的依附焦慮) +εij  

Level 2: 

β0j = γ00 +γ01(目前關係品質) +μ0j 

β1j = γ10+ γ11(目前關係品質) 

β2j = γ20+ γ21(目前關係品質) 

β3j = γ30+ γ31(目前關係品質) 

將 Level 2 代入 Level 1 可得到以下的混合模式： 

Yij = γ00 + γ10(性別)+ γ20(自己的依附焦慮)+ γ30(伴侶的依附焦慮)+ γ01(目

前關係品質) +γ11(性別*目前關係品質) + γ21(自己的依附焦慮*目前關係

品質)+ γ31(伴侶的依附焦慮*目前關係品質) + εij +μ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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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係數的意義 

(1) Yij 

本研究中，j為情侶的對數（j= 1-30），i為一對情侶中的第幾個人(i=1-2)，

Y 為本研究探討之依變項，分別以四個的二階層模式去分析，分別為負向情感、

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故於第一個的式子中，Yij為第 j對情侶中第 i

個人的負向情感程度；於第二個的式子中，Yij為第 j對情侶中第 i個人的衝突

程度；於第三個的式子中Yij為第j對情侶中第i個人的問題解決技巧優劣程度；

於第四個的式子中 Yij為第 j對情侶中第 i個人的支持肯定多寡程度。 

(2) β0j 

本研究中β0j為第 j對情侶的平均負向情感、平均衝突、平均問題解決技巧

或平均支持肯定（group mean）。 

(3)β1j 

β1j為第 j 對情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性別對依變項（負向情感、

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為有效率的編碼，本研究參考

Campbell 和 Kashy（2002）以及 Kenny、 Kashy 與 Cook （2006）對類別變項

的編碼作法，將男生編碼為-1，女生編碼為 1，這樣的目的為使整體受試者平均

數為零，即可以將之視為是對所有男女生的「整體平均」而言。 

(4) β2j 

β2j為第 j對情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自己的依附焦慮對依變項（負

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5)β3j 

β3j為第 j對情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伴侶的依附焦慮對依變項（負

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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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γ00 

γ00為本研究中所有人（N=60）的平均負向情感、平均衝突、平均問題解決

技巧與平均支持肯定。 

(7)γ10 

γ10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所有人（N=60）之性別對依變項

（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8)γ20 

γ20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所有人（N=60）之自己的依附焦

慮對依變項（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9)γ30 

γ30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所有人（N=60）之伴侶的依附焦

慮對依變項（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10) γ01 

γ01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依變項（負

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預測程度。 

(11)γ11 

γ11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調節「性別

和依變項（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關係」的程度。 

(12) γ21 

γ21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調節「自己

的依附焦慮和依變項（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關係」的

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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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γ31 

γ31為本研究中，當控制其他預測變項時，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調節「伴侶

的依附焦慮和依變項（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或支持肯定）的關係」的

程度。 

 (14) εij 

εij為第一階層的誤差項。 

(15) μ0j 

μ0j為第二階層的誤差項。由於本研究為對偶資料（n=2），當採用 MLM 來處

理對偶資料時，斜率（slope）必須被限定住，亦即設定為固定效果(Kenny,1996; 

Kashy & Kenny,2000; Campbell & Kashy, 2002; Cook & Kenny, 2005; 

Campbell,Simpson,Boldry,& Kashy,2005; Kenny,Kashy, & Cook,2006) ，因此

本研究之第二階層只有在截距處設定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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