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巿立師範學院 

九十四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所  別：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科  目：教育研究法 

考試時間：九十分鐘 

總    分：一百分 

※ ※ 注意：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

序寫在答卷上。(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一、 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 分） 

1. 在某次教育統計期中考，班上有過半數同學的成績低於平均數，

那麼這次考試結果的分配為何？ 

(A) 常態 

(B) 正偏態 

(C) 負偏態 

(D) 無從判斷 

2.在下列四種情況中，何者應使用雙側考驗： 

(A) 考驗女生的語文能力是否比男生好。 

(B) 考驗常翹課的學生成績是否比一般學生差。 

(C) 考驗體育組學生體能是否優於其他學生。 

(D) 考驗個別化教學的效果是否有別於團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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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列那一項的敘述是正確的?  

(A) r=.90 是 r=.45 的兩倍。 

(B) r=.92 的兩變數之間有高相關，r=.28 的兩變數之間有低相  

   關。 

(C) 積差相關係數的界限是在+1.00 到-1.00 之間。     

(D) 與朋友聚餐回來的人拉肚子，是因為聚餐吃壞的。 

4.國三某班月考英文成績的平均數為 45，標準差是 10，如果英文老 

  師為班上每位同學各加 25 分，則新的標準差為： 

(A) 7 

(B) 10 

(C) 15  

(D) 35 

 5.統計上最常用的離散量數是什麼？ 

(A) 標準差 

(B) 平均差 

(C) 四分差 

(D) 全距 

6.某研究者在民國 92 年 8 月，蒐集台北市 200 位大班幼兒氣質的資

料，並持續在民國 93 年 2 月、民國 93年 8 月及民國 94年 2 月等

三個時間點上，持續蒐集這 116 位兒童氣質的資料。這種在一段

時間內，針對相同樣本蒐集資料的方法，是下列哪種方法 ? 

(A) 小組研究(panel studies) 

(B) 同期群研究(cohort study) 

(C) 趨勢研究(trend studies) 

(D) 橫斷研究(cross-sectio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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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若 X 代表在校成績，Y 代表聯招成績。現在聯招成績僅分成，錄  

  取與不錄取兩類。則在校成績與參加聯招是否錄取之關係，宜求： 

(A) 積差相關 

(B) 列聯相關 

(C) 點二系列相關 

(D) 皮爾森積差相關 

8.最新資料顯示新生男嬰的體重平均為 3200 公克，標準差為 900     

  公克，而某城鎮懷疑其空氣受到化學污染，隨機抽取 100 位男嬰，  

  得到平均體重為 300 公克，該城鎮男嬰體重是否低於常模？探討 

  這個問題，宜採下列哪一項考驗？ 

(A) 單側 Z考驗 

(B) 雙側 Z考驗 

(C) 單側 t考驗 

(D) 雙側 t考驗 

9.在什麼情況下，使用中位數會比使用平均數更為恰當？ 

(A) 極端分數對於平均數的影響太大時 

(B) 平均數不是整數時 

(C) 需要有高信度時 

(D) 平均數與眾數相差太大時 

10.若研究者想比較 80 年代出生的人與 90年代出生的幼兒，其零到  

   三歲身高體重生長的差異，請問此研究問題的時間面向宜採:  

(A) 橫斷性研究  

(B) 世代研究  

(C) 趨勢研究  

(D) 時間序列研究 

（第三頁，共七頁） 



11.下列何者屬於次及資料分析研究(secondary analysis 

    research)? 

(A) 研究者到新移民聚集社區去收集新移民家庭的子女數和所得

收入，與該社區其他(非新移民)家庭做比較 

(B) 研究者去教育局找到新移民之子的語言發展資料，然後依照 

   第二語言學習曲線，去比對新移民之子對國語文的習得，是 

   否符合第二語言學習的狀況? 

(C) 收集新移民之子的語料(與母親共讀故事、自發性地分享生活 

   經驗)，與一般幼兒的語料有何不同?  

(D) 以上皆非。 

12.若研究者想比較初任及資深幼教老師在教學信念的差異，而他/

她從各縣市幼兒教育協會的會員所屬幼稚園中抽取幼師樣本，請

問幼兒教育協會會員是： 

(A) 樣本  

(B) 母群體  

(C) 抽樣架構  

(D) 抽樣元素 

13.下列有關實驗研究法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前實驗設計沒有隨機分派  

(B) 準實驗設計沒有隨機分派  

(C) 拉丁方格設計是用來檢測預試的效應  

(D) 以上皆非 

14.下列有關內容分析法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內容分析法可以揭露一些平時不容易覺察的文本內容  

(B) 分析教課書內容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最好以文章段落來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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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單位。  

(C) 內容分析法可以揭露出文本訊息，但並不表示對訊息接收者  

   已產生影響  

(D) 以上皆非 

15.下列哪些因素是導致測量缺乏信度的原因?  

(A) 設計的任務未與操作性定義配合  

(B) 不當的題目數量  

(C) 結果變項的操作性定義不當  

(D) 未與其他測量工具求相關 

16.下列有關問卷問題排序的注意事項，何者是正確的?  

(A) 把敏感性的問題，埋藏於問卷中間位置  

(B) 把相同參照架構的問題放一起，方便應答者採用某一角度來 

     思考問題  

(C) 依問題的長度和樣式，盡量不要變換樣式，以維持應答者的 

     興趣  

(D) 把要查核信度用的配對問題分開擺置 

17.若一位幼教老師想從溝通的角度，來了解幼兒比較容易跟誰成為

固定友伴，於是他/她擬觀察幼兒與朋友 v.s.非朋友的語言行為

之差異，請問下列何種觀察取向是最適當的?  

(A) 時間取樣法  

(B) 事件取樣法  

(C) 連續紀錄  

(D) 以上皆非 

18.下列有關觀察法的敘述，何者為非?  

(A) 觀察者應了解觀察是主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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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觀察者應了解觀察場所本身對行為所造成的限制，因此需要 

   描述環境的特質  

(C) 若研究者將觀察目的定義為:「這班的老師在帶領團體討論過 

   程中，鼓勵幼兒發問嗎?」這樣的定義是夠清楚的  

(D) 以上皆非 

19.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A) 將原始分數轉化為 z 分數，其只是轉換平均數和標準差，團 

   體成員分數之間的相互關係並未改變  

(B) 轉化為 z分數後，因團體成員之間相對位置並未改變，因此 

   分配的形狀亦未改變  

(C) 若原始分數的分配並非為常態分配，而我們將之常態化，這 

   是一種線性轉換的過程  

(D) T 分數是經過常態化的一種標準分數 

20.下列有關第一類型與第二類型錯誤的敘述，何者為非?  

(A) 第一類型錯誤為正確地推翻錯誤的虛無假設的機率  

(B) 第二類型錯誤是錯誤地推翻正確的虛無假設的機率  

(C) 第一類型錯誤是接受正確的虛無假設  

(D) 第二類型錯誤是接受錯誤的虛無假設 

二、 簡答題（每題 5分，共 20 分） 

1. 請扼要解釋敘說分析。 

2. 請扼要解釋照片式社交評量法。 

3. 請扼要解釋測量標準誤。 

4. 請扼要解釋雙重保密實驗(double-blind experiment)的意義。

並舉一例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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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答題（每題 20 分，共 40 分） 

1. 試舉一實例，說明在兒童發展研究上，縱貫研究設計(longitudinal 

design)的適用時機及其研究過程？並描述縱貫研究設計的優點與缺點？ 

2. 請設計一個觀察法，去探究一般家長在觀察自己幼兒上經常發生 

  的觀察者偏誤之現象。請寫出研究目的、研究問題、行為定義、 

  觀察程序(時間、空間、觀察方式和內容、觀察時程等)，並說明 

  資料分析的方法、以及資料分析後可以獲致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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