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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 

社會科學研究法 

（含測驗與統計） 

試題 

適用學系：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 

 

一、選擇題（共 60%，每題 3%） 

1. 下列哪一組資料得到的測量標準誤最小？ 

(A) 平均數＝50，標準差＝10，信度係數＝.84 

(B) 平均數＝50，標準差＝10，信度係數＝.96 

(C) 平均數＝40，標準差＝20，信度係數＝.96 

(D) 平均數＝30，標準差＝20，信度係數＝.91 

 

2. 下列哪一個不是評分者間信度的表示方式？ 

(A) Kappa 係數 

(B) Spearman 等級相關 

(C) Cronbach’s alpha 相關 

(D) Kendall 和諧係數 

 

3. 下列有關真分數模式(True score model)的數學假定何者為真？ 

(A) 測量誤差的平均數為 1 

(B) 不同測量間的相關為 1 

(C) 不同測量間的誤差彼此無關 

(D) 真分數和誤差彼此是有相關的 

 

4. 在同一個常態分配團體中，下列哪一個標準化測驗分數的相對地位最

高？ 

(A) Z 分數 1 

(B) PR 75 

(C) 百分等級 50 

(D) T 分數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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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將下列四個分數列於常態分配曲線上，則何者位於最右側？ 

(A) Z 分數為 1.5 

(B) 百分等級為 50 

(C) T 分數為 75 

(D) stanine 為 4 

 

6. 張安安是一位對原住民有高度興趣的研究生，她想要知道原住民發生家

庭暴力的背景因素，所以前往部落訪問當地原住民，擬藉以找到問題核

心。請問她的研究為何種目的？又屬於哪種研究類型？ 

(A) 探索性目的；量化研究 

(B) 探索性目的；質性研究 

(C) 解釋性目的；量化研究 

(D) 解釋性目的；質性研究 

 

7. 皮亞傑對自己的子女長期觀察紀錄，之後提出各種關於人類發展的理論。

在研究的類型中，皮亞傑的研究是屬於下列哪幾項？ 

甲.量化研究；乙.質性研究；丙.橫斷研究；丁.縱貫研究；戊.基本研究；    

己.應用研究。 

(A) 乙丁戊 

(B) 乙丁己 

(C) 甲丙己 

(D) 甲丙戊 

 

8. 有位研究者想探討出生月份與憂鬱症間的關係，抽樣調查全省一百所大

學，共一百五十位憂鬱症學生，結果發現憂鬱症學生以 12 月出生者居多。

下列哪一個結論最適切？ 

(A) 出生月份對憂鬱症的發生具有影響，12 月出生的人最容易憂鬱症 

(B) 大學憂鬱症學生中，有較高比例的人是 12 月出生者 

(C) 出生月份影響憂鬱症的發生，12 月出生者有高機率得到憂鬱症 

(D) 大學憂鬱症學生中，最容易得憂鬱症的是 12 月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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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份難以理解和填答的問卷，造成的誤差會與填答者的教育程度有關，

結果造成不同教育程度的填答者，對問卷題目的觀點有所差異。事實上

並不是他們的觀點有差異，而是他們對問題的理解有差異。這是以下何

種誤差造成的？ 

(A) 相關誤差 

(B) 系統誤差 

(C) 隨機誤差 

(D) 選項誤差 

 

10.如果受訪者的言談觸動研究者的情緒，研究者該如何因應？ 

(A) 暫停研究，以免影響研究內容 

(B) 練習懸置，不讓研究受到干擾 

(C) 補充自己相關經驗以排解情緒 

(D) 亦可身兼受訪者以增加研究量 

 

11.某甲被分派到對照組，當他得知自己只是作為比較對照之用時，心中很不

服氣，遂加倍努力，以致有好表現而超越實驗組，最後無法判定實驗效

果。請問某甲的態度是下列哪一種效應？ 

(A) 觀察者效應 

(B) 霍桑效應 

(C) 月暈效應 

(D) 亨利效應 

 

12.關於實地研究的步驟包括下列幾項：甲.選擇使用的方法；乙.選擇區域；

丙.洞察力與感受力；丁.觀察者的角色；戊.將觀察的實務意義化。下列排

序何者正確？ 

(A) 甲丁戊己丙 

(B) 丁戊甲乙丙 

(C) 乙甲丁戊丙 

(D) 丙戊丁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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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質性研究中「編碼」是連結所蒐集的資料和發展理論以解釋這些資料的

重要樞紐。以「紮根理論」的觀點，「逐行編碼」可能達到的目的為何？ 

(A) 發展出理論性類別 

(B) 在新的視野中看到普通性 

(C) 檢視研究者對研究主題的先前概念 

(D) 連結次類別和類別，並找尋他們之間的相關性 

 

14.進行質性研究時，有很多技術可以提高研究的信度。下列哪項方法可以

提高「可驗證性」的信度指標？ 

(A) 長期投入－建立關係與信任感 

(B) 持續觀察－獲得深入且正確的資料 

(C) 省思日誌－紀錄對自我和方法省思的日誌 

(D) 三角驗證－驗證資料 

 

15.紮根理論取向採取「持續比較法」，藉著系統的編碼程序進行資料分析，

包括了三個步驟，以下何者為非？ 

(A) 開放編碼 

(B) 主軸編碼 

(C) 選擇編碼 

(D) 模式編碼 

 

16.某研究者進行一項以中、彰、投三個地區國小教師為對象的研究，在抽

樣時，先將中、彰、投三個地區的國小規模分為大、中、小三類，並將

該三地區視為分群體，之後再按學校教師人數的不同比率抽取各區樣本

教師。該研究應屬於何種抽樣方式？ 

(A) 便利抽樣 

(B) 分層比率抽樣 

(C) 叢集抽樣 

(D) 分層等量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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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下列對於研究成果發表之倫理考量，何者較不正確？ 

(A) 重複他人研究、使用他人觀點、引用他人文字，而不在論文中說明

研究概念的來源，研究者便有剽竊之嫌 

(B) 使用引號引述他人詞句或資料，引號內的字句及標點符號要與原文

一模一樣 

(C) 一稿不能多投，但投稿被拒之後可以另投其他刊物 

(D) 摘述或整理自他人的詞句或資料，可視情況註明出處 

 

18.下列對於研究假設的陳述何者有誤？ 

(A) 研究之待答問題（或研究問題）均可概念化為研究假設 

(B) 研究假設具有檢證或考驗的性質（亦即涉及推論） 

(C) 研究假設至少可以分為差異式與函數式（關係式）二種 

(D) 研究假設依抽象度可分為描述性假設與分析性假設 

 

19.雖然調查研究問卷回收率有一般可能都低於 40%，但作為適當的研究發

現之基礎，學者建議回收率至少應該多少？ 

(A) 40% 

(B) 50% 

(C) 60% 

(D) 70% 

 

20.對於探究人類行為多種哲學基礎中，下列描述何者有誤？ 

(A) 這些哲學基礎包括實證主義(positivism)、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及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B) 建構主義採真實的現象非絕對性，涉及機率的論點 

(C) 建構主義典範中，並無所謂真理可被探索發現，因此也沒有假設或

對假設的檢定 

(D) 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目的在確認出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二、問答題(15%) 

1. 試述單盲(Single-blind)與雙盲(Double-blind)實驗設計各為何。(10%) 

 

2. 研究者所進行的量化研究總是希望其結果能夠支持自己的研究假設，並

常將顯著水準(significance level)，α定為.05。試述你對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效果）與未達顯著水準的看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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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算題(25%) 

1. 以下是部分的 ANOVA 表格，完成 ANOVA 表格後，使用.05 的顯著水準

回答下列問題： 

(1) 共有多少個處理？樣本總個數是多少？(5%) 

(2) 敘述你對虛無假設的結論。(5%) 

 

 

2. 假設某份問卷有 3 題，分別是 a, b, c，資料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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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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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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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總分

2
� 10 

試求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10%) 

 

3. 某測驗有 30 題，信度.50，需增加幾題，信度才能達到.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