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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在問卷設計完成後，研究者常會進行「試測」，請問「試測」是要解決那些問卷設

計之問題，請寫出四種？（25 分） 

二、在社會工作實務領域中，單案研究經常被使用，此種研究可以分為 A-B 型、ABAB
型、多重基線設計和多重處置設計四種，請問：  
單案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什麼？（5 分） 

A 和 B 分別代表什麼？（10 分） 
請說明何謂多重基線設計（5 分） 
請說明何謂多重處置設計（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107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4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什麼是社會工作研究的第一步？ 

廣泛閱讀文獻 構思研究方法 發想研究問題 注意研究倫理 

2 執行研究是為了解概念，但我們仍得在研究前，針對概念給予基本描述與簡要定義。請問這個步驟是： 

操作化 概念化 變項化 通則化 

3 皮爾森相關係數（r）有幾個特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相關係數為零表示兩個變項間可能沒有關係 相關係數為正值表示正相關 

相關係數介於-1 與+1 之間 相關係數有單位 

4 關於信效度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信度指的是研究的準確性 

效度指的是研究測出研究者想要測量的概念之能力 

有信度，就一定有效度 

質化研究無須注重信效度 

5 當我們要判斷兩個變項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時，下列那種判斷標準不合適？ 

兩個變項有相關，就有因果關係 

兩變項間關係不是由於第三變項造成 

在時間順序上，被視為原因的變項必須先於被視為結果的變項 

兩個變項之間須互為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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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演繹法的說明，何者有誤？ 

演繹法從假設的擬定開始 是種從理論到研究的過程 

與歸納法奠基於相同的哲學觀 實驗方法與調查方法是立基於演繹法 

7 當資料呈現正偏態（positively skewed）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平均數可能小於眾數  中位數可能大於平均數 

中位數可能趨近於平均數 大部分的分數分布在橫軸數值較低位置 

8 當控制變項 Z，原先被視為有因果關係的 X 與 Y 兩個變項間的關係消失了，這個被控制的變項 Z 是： 

前導變項（antecedent variable） 內含變項（component variable） 

外加變項（extraneous variable） 中介變項（intervening variable） 

9 下列那種作法可能不具有文化敏感度？ 

以回譯（back-translation）方式，確保測量工具的翻譯品質 

聘用會講雙語的訪談者或工作人員從事資料蒐集 

以研究者自身文化背景解讀研究資料 

注意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對移民社群的影響 

10 隨著網際網路普及，線上調查（online surveys）運用越來越受重視，下列對線上調查限制的陳述何者錯誤？ 

線上調查仍會花費很多成本於資料處理 線上調查無法與填答者確認及澄清答案 

無法接觸到沒有使用網路的人 無法分辨回應問卷者及未回應問卷者間的差別 

11 關於單案設計（single-case design）的說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單案設計是種應用時間序列設計邏輯，評估方案實務效果的評估方式 

單案設計主要思維在於比較方案介入前與方案介入後資料的比較 

當案主處於危機狀況時，無法獲得介入前資料，使用單案設計從事因果關係解釋則有限制 

單案設計常被人質疑內在效度不佳 

12 了解測量工具的一致性與穩定性，是要評估測量工具是否具備： 

區辨度 效度 信度 敏感度 

13 質性研究學者通常不會以下列那種觀點來看待理論與研究之間的關係？ 

理論建構來自於研究過程發展而來 理論來自於實際經驗或現象研究的過程 

理論提供研究變項的界定與操作性定義的依據 理論來自於概念的了解與歸納 

14 下述那個敘述不是質性研究取樣時的思維或特徵？ 

隨著研究過程逐步浮現取樣方式 常使用立意取樣 

強調樣本與母體間要有一致性 選取的樣本要能提供研究豐富的資訊 

15 在量性研究中，常被使用的「非常樂意」或「非常不樂意」等選項是那種測量尺度？ 

類別尺度（nominal scale） 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 

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 比例尺度（ratio scale） 

16 利用「焦點團體」蒐集資料，何者非其優點？ 

較省時、省錢  可以獲得暢所欲言的資料 

同時蒐集到多位參與者口語和非口語的資料 可能有助於激發出多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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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當研究者想要了解同一批學生在參與家暴防治方案前後，對於家庭暴力概念的了解是否有改變時，下列

那種假設檢定方式可以被使用？ 

Z 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 關聯樣本 t 檢定 ANOVA  

18 針對同樣一群樣本進行持續數年調查的研究類型是： 

趨勢研究（trend study） 世代研究（cohort study） 

橫斷式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 固定樣本連續研究（panel study） 

19 有種質性資料分析方式，強調研究者該了解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並探看這樣的生命經驗是被怎樣的

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所形塑或影響。請問上述資料分析方式是： 

敘事研究 紮根理論 現象學分析 論述分析 

20 為了解家長參與小學中家長支持團體活動的經驗，研究者欲採用在旁觀察團體進行的方式進行研究。請

問研究者在此情境中的觀察者身分，是下列四種中的那種身分呢？ 

完全參與者 參與者就是觀察者 觀察者就是參與者 完全觀察者 

21 描述、檢查與記錄方案執行程度與狀況的研究是那種評估研究呢？ 

需求評估 過程評估 成果評估 效益評估 

22 某研究對中華民國男性國民，分別在 1990 年對 20 歲、2000 年對 30 歲、2010 年對 40 歲，隨機各抽樣 1,000

名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受訪者對於徵兵制的看法，請問這是屬於什麼研究設計？ 

趨勢研究（trend study） 世代研究（cohort study） 

個案研究（case study）  固定樣本連續研究（panel study） 

23 某研究想要了解我國五個不同學年度的國中生中輟率，請問此研究中的分析單元（units of analysis）是： 

學年度  國中生中輟率 

年度國中學生總數  年度國中生中輟人數 

24 存在於兩個或多個變項之間關係的一種「預期性的陳述」，稱為： 

命題（proposition） 假設（hypothesis） 理論（theory） 概念（concept） 

25 研究始於多方觀察，並從中找出一般原理的模式。這是： 

演繹法 歸納法 批判法 化約論 

26 進行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時，必須要注意： 

選擇能提供豐富資訊的樣本 選擇具有代表性的隨機樣本 

控制無關的變數  研究結果能驗證理論 

27 對於質性研究的敘述中，下列何者錯誤？ 

能更深入了解研究對象的心態 也適用於對熟悉領域的再探索 

透過演繹來建構新的理論 處理非數量化如文字、圖片、影音等資料 

28 下列那一項，並非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特性？ 

在問題解決的行動中研究，而不是為了研究而行動 

研究者也是實務者，和其他實務者是協同關係 

藉著研究以提昇實務智慧與能力 

解決實務問題為取向，具有良好的外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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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關於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的敘述，以下何者錯誤？ 

和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有共通處，兩者都是運用已有的資料進行分析 

可以節省大量金錢和時間 

方便讓研究者分析所有的假設與概念 

讓來自多項研究計畫的資料，有可能被合併 

30 某研究調查 26～35 歲未婚者的「結婚意願」，自變項中的「年收入」分「300,000 元（含）以下」、

「300,001-450,000 元」、「450,001-600,000 元」、「600,001 元（含）以上」四個選項。「結婚意願」是

自行設計 8 題，每題 4 點尺度的 Likert 量表組成，分數越高表示結婚意願越強。若想比較不同收入的四

組在結婚意願上是否有顯著差異，請問適合運用那一種統計方法？ 

卡方檢定  t 檢定 

變異數分析（F 檢定）  相關分析 

31 下列那一種抽樣方法獲得的樣本最具代表性？ 

簡單隨機抽樣  配額抽樣 

系統抽樣  分層比例隨機抽樣 

32 關於測量的「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下列何種情形不可能出現？ 

信度低、效度高 信度高、效度低 信度低、效度低 信度高、效度高 

33 如何把一個抽象的概念，轉變成為可以測量，並換成數字來呈現的歷程，稱為： 

概念化 系統化 通則化 操作化 

34 測量一個概念時，能反映涵蓋此概念所包含意義多寡的程度，稱為： 

內容效度 內在效度 建構效度 表面效度 

35 關於「訪問調查法」，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可以順便觀察受訪者  訪員要精確記錄受訪者答案，不可摘記 

面對不回答者，避免追問答案，以求中立 受訪回覆率較郵寄問卷高 

36 以下何者非「電話訪問」的優點？ 

有好的代表性  節省成本 

隱匿性降低受訪者的壓力 回覆率較郵寄問卷高 

37 下列何者屬於因果性的問題？ 

高中學生對結交網友的態度如何？ 

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承諾和其志工經驗有關嗎？ 

社工系學生應屆報考社會工作師考試的比率有多少？ 

挫折會導致人的攻擊性行為嗎？ 

38 在同一組變項關係條件下，以下那一個相關係數的「關係強度」（relationship magnitude）最大？ 

-0.93 0.81  0.50  -0.1 

39 就量性研究而言，下列那種抽樣方法比較適合？ 

立意抽樣 滾雪球抽樣 便利抽樣 分層抽樣 

40 關於「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的敘述，何者錯誤？ 

屬於「非干擾性（unobtrusive）」的研究 素材包含數位資訊、文件、影音、圖像… 

研究者根據自訂的概念架構來編碼和分類 節省經費且具備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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