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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用歸納與演繹是科學研究運用的兩套邏輯體系，請問下列何者是演繹邏輯體系的特性？ 

 從一般原理或理論出發  從個別到共通 

從具體到抽象  從經驗到理論 

2 下列陳述何者屬於虛無假設之型式？ 

教育程度較高者會比程度較低者有較好的兩性溝通能力 

教育程度較高者其兩性溝通能力越佳 

教育程度的高低與其溝通能力的優劣並無顯著的相關 

教育程度高者與教育程度低者會在溝通的能力上顯出其差異嗎？ 

3 瞭解測量工作是否反映了概念和命題的內部結構之效度考驗稱之為： 

 表面效度（content validity） 效標效度（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外在效度（external validity） 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 

4 在研究過程中讓研究者無法辨認某項反應（意見）是來自特定研究對象的做法，是遵守那項研究倫理

原則？ 

保密 不可欺瞞 匿名 自願參加 

5 中央單位想要進行國內獨居老人生活狀況調查，但是經費有限無法進行普查，而必須進行抽樣調查。為

獲得具代表性之樣本，您會建議採用下列何種抽樣方法？ 

立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 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 

簡單隨機抽樣（simple random sampling） 多階段叢集抽樣（cluster sampling） 

6 為能瞭解目前單親家庭的生活狀況，某一縣市政府社會局將在年底進行一次家戶訪視調查。請問就研究

時間面向的觀點，此調查研究是屬於何種類型？ 

趨勢研究 追蹤研究 橫斷面研究 同期群研究 

7 「看電視或逛街是你喜歡從事的休閒活動嗎？」請問這樣的問卷題項設計犯了何種錯誤？ 

概念抽象 問題帶有傾向性 問題與答案不協調 雙重涵義問題 

8 在設計問卷時，應注意下列那項原則？ 

不用注意敏感性問題  問題的順序可隨意排列 

問項儘量不用否定提問  為了減少字數，可大量使用專有名詞 

9 為能有效的收集莫拉克颱風對屏東林邊鄉居民生活狀況造成影響之資料，做為災後重建之重要依據。請

問下列何者研究類型較為適當？ 

實驗法 實地觀察法 內容分析法 文獻回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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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能建立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下列何種研究類型最為適切？ 
內容分析法 歷史研究法 實驗法 社會調查法 

11 下列何者之實驗設計是屬於真實驗設計（True Experimental Design）？ 
 R   O1   X  O2   O1  X  O2 
   R   O3       O4 
 X   O   O1  O2  O3  O4  X  O5  O6  O7  O8 

12 下列何者之研究主題不適合採質性研究？ 
當一個研究的主題鮮為人知時 當事者的心路歷程是研究的主要項目時 
涉及大量個案，強調變項的因果關係 強調事件發生的社會脈絡 

13 以正在成長的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進行單組前測、後測實驗設計，主要研究目的是在探討學校綜合課程

對其情緒管理能力之效益。請問在此研究過程中，容易受到下列何種因素之影響而降低其內在效度？ 
課程情境操作過多的控制  個人的身心成熟 
測量工具的準確度  實驗組和控制組的相互競爭 

14 下列何者變項之測量屬性是屬於連續性（continuous）變項？ 
性別 年齡層 家庭月收入 職業 

15 做好觀察記錄是觀察研究重要項目之一。請問在一特定的時段裡，觀察者依特定的區段時間，去觀察案

主是否有出現目標行為，稱之為何者記錄法？ 
定點查驗記錄法（Spot-check Recording） 持續記錄法（Duration Recording） 
強度記錄法（Magnitude Recording） 頻率記錄法（Frequency Recording） 

16 用同一份問卷的問題，對同一群受測者前後調查兩次，再根據調查的結果，計算其相關係數，此信度檢

驗稱之為： 
複本信度（alternate-form reliability） 折半信度（split-half reliability） 
再測信度（test-retest reliability） 分數信度（score reliability） 

17 以郵寄問卷方式來收集資料，其面臨最大的挑戰是下列何者？ 
隱私權的尊重  回收率 
難以使用開放問項  研究者無法單獨完成 

18 下列何者無法提高郵寄問卷的回收率？ 
給予參與者誘因  問卷易於閱讀 
在重要假日期間寄發問卷  追蹤催收 

19 下列有關郵寄問卷、面對面訪談、電話訪談三者之陳述，何者錯誤？ 
郵寄問卷是否由本人填寫無法得知 
電話訪談不用考慮受訪者家中有電話的比率 
電話訪談不適宜問太長或太深入的問題 
電話訪談省時省錢、回答率高、效率也不錯，是工商社會中最常被使用的調查方法 

20 有關於累積量表的陳述何者有誤？ 
又稱格特曼量表（Guttman Scale） 
累積量表主要是由受訪者的回答型態，來評定受訪者的等級 
以問項總加得分來代表一個人的態度 
問卷題目是由具有同一性質的項目所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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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請問一般智力測驗是屬於那一種類型的測驗？ 

能力測驗 成就測驗 人格測驗 興趣測驗 

22 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是屬於那一種量表結構形式？ 

累積量表 等距量表 總加量表 語意差異量表 

23 建構效度是衡量測量工具合乎理論概念內涵的重要驗證方式。請問下列那一種統計方法可進行建構效度

驗證？ 

卡方檢定 因素分析  F檢定 線性迴歸 

24 下列那一種研究方法是屬於非干擾性研究？ 

內容分析 實驗研究 調查研究 單案研究 

25 問卷中每一問題選項設計最重要的兩原則為：廣泛性 週延性 互斥性 複雜性 

    

26 以下何者不是質性研究法強調的精神？ 

研究結果強調絕對性 

重點放在事實的本質 

強調事實的整體性 

細緻的探討人與人、人與事之間的種種無窮盡的互動關係 

27 那一個研究方法可兼或採用量化或質性資料探索方法？ 

實驗研究 觀察法 歷史詮釋法 焦點團體法 

28 社會工作方案設計及推動初始，首要做的評估研究稱為： 

方案名稱評估 影響性評估 過程評估 需求評估 

29 以所觀察的事實為依據，藉以發展出通則或概推之研究基礎方法，稱做： 

演繹法 歸納法 化約法 邏輯法 

30 界定某一變項如何測量叫做： 

操作化 概念化 假設化 檢測化 

31 研究概念的形成，有不同來源形式，下列那一種是由其他概念轉化而來的？ 

性別（gender）  工作滿足（job satisfaction） 

社經地位（SES）  教育（education） 

32 進行社會研究當中，社會科學研究較重視邏輯方法與經驗主義取向的論點為： 

詮釋論 心理論 社會學習論 實證論 

33 下列那一個研究方法，較會使用量化方法？ 

田野訪談法 深度訪談法 調查研究法 口述歷史法 

34 在問卷設計時，不提供既定答案選項，好讓應答者自行創作並填寫答案，這種題型稱之為： 

封閉式問題（closed-ended questions） 開放式問題（open-ended questions） 

封閉式開放問題（closed-open questions） 開放式封閉問題（open- closed questions） 

35 下列那一種研究，為描述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方法，常使用於人類學的研究上？ 

族譜研究 歷史文獻研究 民族誌 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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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進行實務的社會研究來研析服務民眾策略及方法時，要善用那一種理論類型，當做研究的論述基礎，最

為恰當？ 

基礎理論 問題理論 外借理論 處遇理論 

37 大規模暸解社區居民需求，較會選擇那一種資料蒐集與分析方法？ 

訪談法 觀察法 問卷法 深度訪談法 

38 在隨機抽樣中，避免因隨機誤差而導致過度集中或忽略某一區間樣本，會採用那種方法？ 

系統隨機抽樣 分層隨機抽樣 集叢隨機抽樣 以上皆用之 

39 研究之進行有其步驟，通常在研究假設形成之前，研究者要先完成那一研究階段步驟？ 

問卷設計 測量 調查工具 命題 

40 蒐集資料並分析之後，用來預測人們行為之研究，屬於那一種研究分析類屬？ 

量化分析 質性分析 田野分析 個案分析 

41 下列何者是面對面訪談的優點？ 

適用於大地區的母群調查  成本低廉 

高回收率  快速的資料收集 

42 社會工作研究倫理議題中，所謂受訪者「同意」，最適切的意義是： 

默認後受訪 受訪後同意 同意後告知 告知後同意 

43 下列何者不是影響實驗設計內在效度的主要因素？ 

歷史 統計迴歸 實驗情景的人工化 研究樣本的流失 

44 當有天災地變發生時，進行災難社會服務的研究，來瞭解受災民眾的社會心理問題與需求，採用那一種

方式較為適切？ 

深度訪談法 實驗研究法 外在觀察法 戶口普查法 

45 把抽象的概念具體化，使之可以用測量的方式來衡量此概念之內涵，請問此步驟稱為？ 

歸納 操作化 概念的形成 形成假設 

46 在進行原住民工作狀況調查資料收集之後，想要進一步瞭解不同性別在工作所得是否有明顯差異時，請

問可以使用那一種統計方法？ 

 t檢定 複迴歸分析 典型相關 卡方檢定 

47 使用亂數表進行抽樣是屬於那一種抽樣方法？ 

分層抽樣 立意抽樣 簡單隨機抽樣 隨意抽樣 

48 有關信度與效度兩者關係之描述何者正確？ 

信度高，效度未必高  效度低，信度一定低 

效度高，信度有可能低  信度低，效度有可能高 

49 統計方法可以在調查研究資料收集後，協助研究者以具體的數字來呈現研究結果，其中集中趨勢統計方

法是描述所收集到的資料之代表值。請問下列那一個方法不是屬於集中趨勢統計方法？ 

眾數 中數 四分位 平均數 

50 有一研究結果指出，家庭經濟狀況是影響青少年休閒參與高低之重要因素。試問在上述陳述中，家庭經

濟狀況此變項是？ 

依變項 中介變項 預測變項 主動變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