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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測驗與統計概要 

戴明老師解題 
一、某課程研究欲針對後設認知意識、批判思考意向與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三個變項評估學生的學

習成效，學期初分別進行這三個變項量表的前測，學期末進行這三個變項量表的後測（前、

後測均為同樣的量表），前、後兩測均完成作答的學生為 11 人，以 0.05 顯著水準考驗的

結果如下表所示。本研究使用了何種研究設計方法與統計考驗方法？（1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度中等：★★★ 

《破題關鍵》 熟悉實驗研究法的類型 

               正確選用適合的統計檢定方法 

《使用觀點》實驗研究法及其統計檢定 

【擬答】 
 依據題意說明，本研究主要採用「實驗研究法」來評估學生學習成效，該方法透過有系統的操

弄自變項，控制無關變項，以觀察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作用。實驗研究法依照有無設置對照

組以及樣本是否隨機安排，可再進一步區分為前實驗研究、準實驗研究以及真實驗研究等三種。

由於本研究並無對照組的設計，加上有實施前後測，因此屬於前實驗研究中的「單組前後測設

計」。該設計的優點是因有前測，故「樣本差異的選擇」可獲得控制；缺點在於由於缺乏對照

組以資比較，以致許多因素干擾實驗效果，加上如同時事件、成熟、前測經驗、測量工具、統

計迴歸、因素間交互作用等因素皆可能干擾實驗效果。另外，有前測，亦增加實驗的人工化，

易產生「霍桑效應」。 
 統計方法採用「相依樣本 t 考驗」針對前後測的分數差異進行統計檢定，以了解教學前後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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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上統計考驗結果，從上述三個變項中，任挑其中一個變項寫出其在本研究中的一組統計考

驗的假設：虛無假設和對立假設。（1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度中等：★★★ 

《破題關鍵》掌握虛無假設及對立假設的意涵 

《使用觀點》統計假設 

【擬答】 
 所謂「假設」係指對變項間的關係所做的暫時性解釋，包括研究假設（research hypothesis）與

統計假設（statistical hypothesis）兩大類，前者是對研究問題所提出的暫時性「解釋」或「答

案」，有待實徵來驗證。它是根據理論、前人研究或個人經驗所做的一種「理智猜測」，用以

敘述研究變項間的可能差異、相關或因果。後者則是用「統計的語言」來敘述「研究假設」，

包括「虛無（null）假設」和「對立（alternative）假設」。其中虛無假設係對未知「母群參數」

所提出的假設，因常有被拒絕推翻的可能，所以稱為虛無假設。意即與研究者想要支持的假設

完全相反的假設，以數學符號表示時通常會包括等號。對立假設則是研究者想要支持的假設，

可分為「無方向假設」與「方向性假設」。 
 以下以「後設認知意識」作為本研究中的一組統計考驗的假設。研究者首先主張教學可以提升

學生「後設認知意識」，亦即後測的後設認知意識平均分數會比前測的平均分數為高。接著，

分別寫出虛無假設計以及對立假設： 𝐻 : 𝜇 ≥ 𝜇   (虛無假設：經教學後，學生在後設認知意識後測平均數小於或等於前測平均數) 𝐻 : 𝜇 < 𝜇   (對立假設：經教學後，學生在後設認知意識後測平均數大於前測平均數) 
 
三、承上統計考驗結果，針對後設認知意識，其統計假設的考驗結果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為何？

可能會犯那一類型錯誤並說明這個錯誤的內涵為何？（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度中等：★★★ 

《破題關鍵》統計檢定結果判讀 

              清楚區辨第一類型錯誤及第二類型錯誤 

《使用觀點》統計檢定 

【擬答】 
 就教學前後的後設認知意識平均數，經以相依樣本 t 考驗進行統計檢定，結果 t=-1.16, p=0.273 

> 0.05，表示經該教學後，學生在後設認知意識的前測與後測平均數之差異並未達 0.05 顯著水

準，亦即該教學對學生的後設認知意識並沒有顯著的提升效果。 
 然而，前述的宣稱也有犯「第二類型錯誤」(type Ⅱ error)之可能性。在統計檢定中，當對立假

設 H1 是正確的，但我們卻拒絕了 H1，而接受了虛無假設 H0，此時就犯了「第二類型錯誤」。

以本題為例，在「教學可以提升學生後設認知意識」的研究假設中，當研究者作出「教學無法

提升學生之後設認知意識」的結論，但事實上教學是能提升學生之後設認知意識，此時我們就

犯了第二類型錯誤。通常犯第二類型錯誤的概率以 β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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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上統計考驗結果，針對批判思考意向，其統計假設的考驗結果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為何？

可能會犯那一類型錯誤及其理由為何？（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度中等：★★★ 

《破題關鍵》統計檢定結果判讀 

              清楚區辨第一類型錯誤及第二類型錯誤 

《使用觀點》統計檢定 

【擬答】 
 就教學前後的批判思考意向平均數，以相依樣本 t 考驗進行統計檢定，結果 t=-2.362, p=0.04 < 

0.05，表示經該教學後，學生在批判思考意向的前測與後測平均數之差異達 0.05 顯著水準，亦

即該教學對學生的批判思考意向有顯著的提升效果。 
 然而，前述的宣稱也有犯「第一類型錯誤」(type Ⅰ error)之可能性。在統計檢定中，當虛無假設

H0 是正確的，但我們卻拒絕了 H0，而接受了對立假設 H1，此時就犯了「第一類型錯誤」。以

本題為例，在「教學可以提升學生批判思考意向」的研究假設中，當研究者作出「教學可提升

學生之批判思考意向」的結論，但事實上教學是無法提升學生之批判思考意向，此時我們就犯

了第一類型錯誤。通常犯第一類型錯誤的概率以 α來表示。 

 
五、承上統計考驗結果，針對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其統計假設的考驗結果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為

何？可能會犯那一類型錯誤及其理由為何？（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度中等：★★★ 

《破題關鍵》 統計檢定結果判讀 

               清楚區辨第一類型錯誤及第二類型錯誤 

《使用觀點》統計檢定 

【擬答】 
 就教學前後的自我導向學習傾向平均數，經以相依樣本 t 考驗進行統計檢定，結果 t=0.071, 

p=0.945 > 0.05，表示經該教學後，學生在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的前測與後測平均數之差異並未達

0.05 顯著水準，亦即該教學對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傾向並沒有顯著的提升效果。 
 然而，前述的宣稱也有犯「第二類型錯誤」(type Ⅱ error)之可能性。在統計檢定中，當對立假

設 H1 是正確的，但我們卻拒絕了 H1，而接受了虛無假設 H0，此時就犯了「第二類型錯誤」。

以本題為例，在「教學可以提升學生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的研究假設中，當研究者作出「教學

無法提升學生之自我導向學習傾向」的結論，但事實上教學是能提升學生之自我導向學習傾向，

此時我們就犯了第二類型錯誤。通常犯第二類型錯誤的概率以 β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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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若是想要自編標準化量表，需如何進行？亦即需進行那些項目與程序以確認量表的性質與品

質適合用於研究，所舉項目與程序需詳細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容易：★★ 

《破題關鍵》熟悉標準化測驗的編製過程 

《使用觀點》測驗編製 

【擬答】 
所謂標準化量表，係指指測驗工具的編製、施測、計分以及解釋等均按一定的標準程序進行。

具體的例子為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以及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均依此流程進行編製。其特徵包括試題品

質較高、有實施及記分的指導說明、有解釋分數的常模、有可供比較的複本測驗、有編製手冊、

提供測驗結果解釋以及測驗的限制等。在編製時，主要會經過以下程序，以確保測驗的品質。 
 確定量表目的與內容：編製前要先確定量表的目的是甚麼、所欲測量的構念有哪些，這些可以

從既有的量表工具、文獻或請教專家著手。 
 著手編擬題目：編擬時應考量題目屬性選擇適合的命題原則。 
 邀請專家審核：邀請對該主題熟悉的專家學者初步審核量表題目的內容效度及表面效度，並可

利用雙向細目表等工具協助檢視。 
 進行預試：  
從將來所要施測的母群體中，選出具代表性樣本進行預試。 
預試實施情況盡可能相似或接近於正式施測時。 
盡可能提供受測者填答時間，以蒐集充分資訊以作為後續修改。 
隨時記錄預試過程中的受試者填答時的反應，如題意不清。 
 題目分析：包括「質的分析」與「量的分析」。藉著分析受試者在試題的反應組型，選取良好

試題，並修正或汰除不良試題。 
 編輯正式量表：經「題目分析」後，選取最適切的題目編輯成正式量表。 
 正式施測：選取代表性樣本進行分析，確立信效度，並建立常模。若未達理想要求則捨棄重來。 
 撰寫「指導手冊」：內容包括 
前言 
編製過程：文獻探討、編擬題目等 
實施方式：測驗前準備、實施說明、測驗整理與記分、其他注意事項 
題目分析 
信效度 
測驗結果解釋及限制 
 

七、現行許多量表、問卷常以電子表單進行施測，這種施測方式已漸漸地取代了紙本施測方式，

試評論以電子表單施測方式的優點與缺點。（1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等：★★ 
《破題關鍵》 

本題嚴格來說係屬教育研究法的題目，和測驗評量關係較小。歷年來曾考過如何增

進問卷調查的回收率，屬問卷調查法的問題，而網路調查亦屬於問卷調查法的一

種。 
《使用觀點》掌握問卷調查法的面訪調查、郵寄調查及網路調查之概念 
【擬答】 

問卷調查法一直都是社會科學研究常用的資料收集方法之一，使用問卷調查不僅可以蒐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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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遙遠且分散的資料，並且能對整個社會現象做整體的評估，因此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常會採

用問卷調查來進行資料的收集。 
隨著這幾年來網際網路的進步，網路的發達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型態，也方便了我們的研

究方式，網路問卷調查及電子表單的應用已廣受研究者使用。其優點包括：1.降低訪問者特徵的

影響：使用網路問卷，受訪者較不會被訪問者的性別、情緒或語調等特性影響到回答的內容。2.
成本相對低廉：進行網路調查只需要設計網頁以蒐集資料，這些設計費用一般不會太高，且可直

接以電子檔案進行統計紀錄及分析。3.問卷修改容易：問卷內容修改方便，不用在紙本上重複修

改。4.調查回收份數較多：網路可同時供數十人甚至數百人填寫問卷，效率相當高。5.較無時間限

制：使用者可以再三閱讀問卷內容，然後回答問題，由於不受時間限制，有時正確度較高。在沒

有時間限制的狀況下，一些開放式問卷讓客戶上網填寫時，往往可以取得較為詳細的答案。6.背
景說明詳盡且生動：圖片、錄音或者影片可以成為網路調查資料解說的一部分。這可以讓背景說

明更一致，並且將問卷調查推廣到更多國家。 
網路問卷的缺點包括：1.使用限制：網路族群有特殊性，並不見得適用所有的產品。例如網

路族群由於習慣使用電腦，對於電腦圖片的要求較多，詢問這些人關於手提電話的攝影功能、或

者數碼相機的性能需求，可能會有所偏差。2.樣本代表性：無法達到真正的隨機取樣，也無法確

定網路族群是否能真正代表目標群。3.選擇退出容易：網路調查的回收率可能比紙上調查低 80％
之多，因為有好幾個原因會抗拒接受網路調查，包括使用問卷調查的困難度；無法來回看前後頁

的問題；回答中遭打斷很難重新開始，以及擔心身份暴露。4.匿名性：設計不良的網路調查常會

導致難以置信的正面調查結果。在許多情況下，這個問題都源自受訪者不願意抱怨，因為他們不

確定自己是否真的匿名。5.受訪者特性：不同類型的調查方式會吸引不同的應答者。網路調查的

典型使用者都有私人用的電腦，所負的責任較重，薪資也較高。網路調查傾向於吸引層級較高的

應答者，而中下階層人士則仍然使用紙本調查。因此受訪者特性可能嚴重影響調查結果。6.受訪

動機：為提高調查件數，研究者多以小禮物回饋受訪者，相對地也會造成為拿禮物而再次填寫問

卷之重複受訪現象。 
綜合來說，網路調查的優點為相當便利、且蒐集資料之速度快。其被詬病的地方在於抽樣的

方式以及結果的推論性。另一個問題是「自填問卷」，自願性的樣本可能產生系統性之誤差。最

後一個問題是網頁的設計可能會影響受訪者的行為。其實這一點在一般發放的紙本問卷上也會發

生，有些問卷設計的很精美，有些設計的排版非常醜且字都擠在一起，造成回答者的困擾。但是

畢竟一般問卷的發展歷史比較長久，似乎已經形成固定的模式，網路問卷剛起步，尚待後續關注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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