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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 

教育研究法 科試題 
 
 
 

壹、問答題（每題 20分） 

一、試以教育研究或教育改革的重要議題，自行研擬一份研究題目，並說明研究問題與
研究設計為何？ 

 
二、使用量化研究法時，統計考驗的顯著水準(α值)可以設定為.05、.01或.001，為甚

麼教育領域的研究研究者通常都將顯著水準設定為.05？試從下面兩觀點說明之： 
(1)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標的屬性之差異； 
(2)推論統計上的第一類型錯誤(type I error)與第二類型錯誤(type II error)的概念。 

 
 

貳、選擇題（每題 2分，其中 1-10題為五選一，11-25題為四選一，26-30題為複選題） 

1. 在某一教育研究中，若研究者採取以下的哪一項作為，則比較可能增加該研究的外在
效度(external validity)？ 
(A) 增加取樣的人數。 
(B) 增加問卷的題數。 
(C) 減少調查的經費。 
(D) 減少問卷的題數。 
(E) 減少調查的訪員。 

 
2. 某一教育調查研究中，研究者所取得的所有樣本中，其中的每一個樣本從該母體中被
選中的機率完全都一樣，則該研究者所使用的取樣架構，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種？ 
(A) 分群(cluster)取樣。 
(B) 分層(stratified)取樣。 
(C) 系統(systematic)取樣。 
(D) 二階段(two-stage)取樣。 
(E) 簡單隨機(simple random)取樣。 

 
3. 量化的研究中，研究者常需利用顯著水準(significant level)來考驗研究中的假設

(hypothesis)，0.05是常見的顯著水準，若某研究者將其顯著水準設定為 0.001，則對
該研究者依此新標準所得的研究結論的描述何者比較正確？ 
(A) 其研究結論的錯誤機率較小。 
(B) 其研究結論的效果比較顯著。 
(C) 其研究結論型一誤差較小。 
(D) 其研究結論型二誤差較小。 
(E) 其研究結論的檢力(power)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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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部委託某教育大學的研究所進行學童國語文能力現況的調查與檢測，以下的哪一
項作為不能減少該項研究中的抽樣誤差(sampling errors)？ 
(A) 確認抽樣的母體。 
(B) 增加抽樣的學校數。 
(C) 確認抽樣的內在效度。 
(D) 增加抽樣的學童人數。 
(E) 確認抽樣的外在效度。 

 
5. 在各式的質性或量化的教育研究中，研究者若選定自行研發問卷調查工具，則研究者
便會被要求呈現該自編工具的信度係數，這是為了要確認該工具的哪一項特質？ 
(A) 一致性。 
(B) 真實性。 
(C) 可信性。 
(D) 有效性。 
(E) 經濟性。 

 
6. 量化的教育研究結果，需要以統計方法來確認研究結果並進而建立研究結論，其中〔
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是一種教育研究中很常見的統計分析方法，關於變
異數分析，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適用於檢查平均數是否相等。 
(B) 適用於檢查變異數是否相等。 
(C) 適用於檢查中位數是否相等。 
(D) 適用於確認檢查變異數的比值。 
(E) 適用於確認檢查量尺數的比值。 

 
7. 一個設計不良的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例子中，該研究者自己設計教學法，自己執
行該教學法，並以自己的班級為研究對象，這樣的研究設計若以典型的實驗研究的觀

點來看，該研究很有可能已經包含了以下哪些缺點？ 
(A) 缺乏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 
(B) 缺乏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 
(C) 觀察的誤差(observational errors) 。 
(D) 非觀察的誤差(non-observational errors) 。 
(E) 以上皆有可能。 

 
8. 某一研究者設計並隨機(random)選取了兩組受測者各十人，若該研究者想要確認該兩
組人員的基本學力測驗的平均分數是否相等，而且若相關的統計假設都符合的情況下

並考量簡易性，則該研究者應該使用以下何種統計分析方法？ 
(A) 卡方檢定。 
(B) 皮爾遜相關係數。 
(C) 獨立 t考驗(t test) 。 
(D) 變異數分析(ANOVA) 。 
(E) 成對 t考驗(paired t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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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某次教育研究中，所使用的是 Likert 的量表模式，若將該次研究的全部受訪對象者
的問卷資料，全部都加一個常數，則以下的測驗指標何者會產生改變？ 
(A) 變異數。 
(B) 平均數。 
(C) 相關係數。 
(D) 結構效度。 
(E) 折半信度係數。 
 

10. 教育研究的設計典範中，可以分為實驗設計(experimental design)與準實驗設計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從兩者的基本設計邏輯(logic)中，以下何者為兩者間的
最主要差異？ 
(A) 實驗組的組數。 
(B) 對照組的組數。 
(C) 參與研究的人數。 
(D) 取樣單位的隨機性。 
(E) 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 
 

11. Cronbach α 係數最常用來建立研究工具的何種性質？  
(A) 再測信度。 
(B) 內部一致性信度。 
(C) 內容效度。 
(D) 構念效度。 
 

12. 如果某個研究所的入學測驗的主要目的，在於判斷不同背景的考生未來研究表現的
潛力，則這個入學測驗需要依下列何種測驗的編製原則加以設計？  
(A) 成就測驗(achievement test) 。 
(B) 人格測驗(personality test) 。 
(C) 態度測驗(attitude test) 。 
(D) 性向測驗(aptitude test) 。 
 

13. 為了探討智力與學業成就的相關，以下列何者為對象比較容易看出此兩變項之間的
相關性﹖ 
(A) 一般國小學生。 
(B) 國小資優班學生。 
(C) 高中生。 
(D) 研究生。 
 

14. 如果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與閱讀理解表現的相關係數為 0.40，則由後設認知能力可
以預測閱讀理解表現變異總量的比例是多少？  
(A) 84％ 。 
(B) 60％ 。 
(C) 40％ 。 
(D)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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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對於 2 × 2 × 2 的多因子實驗設計，下列何者正確？  
(A) 2個自變項。 
(B) 2個依變項。 
(C) 3個自變項。 
(D) 3個依變項。 
 

16. 「由實際情境中系統性的蒐集與分析資料，以發展概念或形成理論」，此段文字係在
描述下列何種研究？ 
(A) 現象學研究(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 
(B) 紮根理論研究(grounded theoretical research) 。 
(C) 敘事研究(narrative study) 。 
(D)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 
 

17. 某人於民國 95年對台中教育大學的學生抽樣進行教育信念的問卷調查，三年後再對
台中教育大學學生抽樣進行前述問卷調查，此種調查研究方式為： 
(A) 趨勢研究(trend studies) 。 
(B) 小組研究(panel studies) 。 
(C) 同期群研究(cohort studies) 。 
(D) 橫斷式研究(cross-section survey) 。 
 

18. 某研究生分析比較三所國民小學的學校層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請問其係偏屬何種
個案研究設計類型？ 
(A) 單一個案整體設計。 
(B) 單一個案嵌入設計。 
(C) 多重個案整體設計。 
(D) 多重個案嵌入設計。 
 

19. 下列有關「強亨利效應」 (the John Henry effect)的敘述，何者為真？  
(A) 只發生於準實驗設計中。 
(B) 主要影響實驗的外在效度。 
(C) 起因於控制組的不甘示弱心態。 
(D) 可透過精神安撫與實質補償雙管齊下以降低此效應之影響。 
 

20. 下列有關測量尺度(scale)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採等距尺度測得的資料可作加減乘除的運算。 
(B) 低層次的尺度受限性小，故可轉化為較高層次的尺度來應用。 
(C) 小明期中考的數學分數屬於等比尺度的資料。 
(D) 研究中以不同尺度測量變項，會影響統計分析方法的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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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1－25：請根據下列問題情境，回答問題 21－25 
近年因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數學領域課程新綱要的實施，產生了數學新舊課

程綱要內容的銜接問題。某研究生想探究接受不同的數學銜接補強教學模式的學

生，其數學成就是否有所差異。他就近選擇台中市區一所國小，再經訪問該校六年

級級任教師後，擇定可配合實驗之兩班六年級學生進行研究。研究者隨機將其中一

班分派為融入式教學組，進行研究者所設計的融入式銜接課程，將需要銜接補強的

數學教材融入於相關單元教材中進行教學；另一班則為非融入式組，依現行教材的

內容與形式，將需要銜接之內容採用附加的方式單獨進行教學。兩班學生於實驗教

學之前先接受一份數學成就測驗，再由同一位教師進行兩班學生之數學銜接補強教

學，教學的時段和時間均相同。歷經一學期後，兩班學生再接受一次數學成就測驗。

最後，研究者以學生第一次測驗的成績為共變數，進行共變數分析，以探討不同組

別學生學習表現的差異。 
 

21. 依上所述，本研究之自變項為何？  
(A) 課程綱要。 
(B) 銜接補強教學模式。 
(C) 數學成就。 
(D) 教學時間。 
 

22. 研究設計中，兩班學生由同一教師進行教學，教學時段和時間亦相同。此種做法的
主要功能為何？  
(A) 改善研究工具的穩定性。 
(B) 獲得可推論的研究資料。 
(C) 提升研究結果的有效性。 
(D) 增進研究發現的可應用性。 
 

23. 下列有關本研究設計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兩班學生經過隨機分派，可視為等組。 
(B) 數學成就測驗的信效度會威脅研究結果之正確性。 
(C) 研究過程中同時事件的可能影響已獲適當控制。 
(D) 本研究設計所得的結果具有良好的生態效度。 
 

24. 本研究之設計較屬於下列哪一種？  
(A) 等組前測-後測實驗設計。 
(B) 等組後測控制組設計。 
(C) 不等組前測-後測設計。 
(D) 不等組後測控制組設計。 
 

25. 研究者所採用之「共變數分析」，其主要功能為何？  
(A) 以統計方法消除干擾變項的影響。 
(B) 分析干擾變項影響的程度。 
(C) 檢驗自變項間的交互作用。 
(D) 提高實驗教學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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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26－30題 為複選題》 
 

26. 下列有關「個案研究」之敘述何者有誤? 
(A) 保護研究對象並使用匿名乃是個案研究之必要條件。 
(B) 個案研究最重要目的是在「描述」而非「解釋」與個案相關之事實現象。 
(C) 個案研究中可並用質性與量化的多元資料蒐集策略。 
(D) 使用多重個案設計可解決單一個案設計無法克服之統計概括問題。 
 

27. 下列有關人種誌(ethnography)研究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因為無法事先預期與掌控研究過程與方法，故採用緊接著的設計(emergent 

design)。 
(B) 使用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主要在提昇研究的外在信度。 
(C) 主要採用非干擾性的技術蒐集資料。 
(D) 主要採用歸納分析。 
 

28. 下列有關「觀察研究法」的敘述何者有誤？  
(A) 心理學家 J. Piaget有關兒童發展的論述來自對兒童的觀察，其乃屬於一種人為
情境的觀察。 

(B) 採行事件取樣的策略較能觀察到研究對象的關鍵行為，因此其在教育研究上的
適用性優於時間取樣策略。 

(C) R. L. Gold將觀察者角色概分為四種，若依參與情境的程度大小排列，應為：完
全參與者＞觀察者的參與 (observer-as-participant) ＞參與者的觀察 
(participant-as-observer) ＞完全觀察者。 

(D) 在評鑑性觀察中，提供給觀察者的評定量表等級劃分越細，則觀察信度越低。 
 

29. 某人由台中市國民小學學童中抽取代表性樣本，欲了解學生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的
關係，其藉由學習態度量表與學業成就標準化測驗測得兩變項的分數，請問下列敘

述何者適切？  
(A) 本研究可以積差相關(product-movement correlation)來分析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
的相關。 

(B) 若是採某種統計考驗的結果相關係數為正且達.01顯著水準，即表示國小學童的
學習態度對學業成就具正向影響。 

(C) 研究者若想了解學生學業成就是否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可採用 t檢定(t-test)。 
(D) 若研究者依據學生在學習態度量表上的得分情形，將學生分為高、低兩組，再
求取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的關係，則應採用二系列相關(biserial correlation)分析。 

 
30. 蔡老師想比較ＡＢＣ三種教學方法在自然科學領域之成效，因此採取「對抗平衡設
計」進行研究，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此設計可控制成熟、廻歸、選樣等因素而保有較佳之內在效度。 
(B) 此設計藉由控制次序效應以提升處理成效的客觀性。 
(C) 研究者至少需選擇兩個班級作為控制組與實驗組來實施此三種教學法。 
(D) 研究者應在不同處理階段選擇學習難度和概念複雜度不同的實驗材料，以提升
教學方法實際應用的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