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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測評 教心測:信度效度 

教學研究法 

教育統計 

自變項(因)→依變項(果)     A.B.C 教學法對成績之影響 

教育

統計 

母數 

統計學 

1.依變項連續(ex:分數 1-100) 

2.基本假設①常態分配(依)②變異數(母體)同質(母數整體標準差σ1
2=σ2

2=σ3
2) 

無母數

統計學 

※依變項不連續(ex:人數非常態分配.斷點)(間斷)(母體變異數不同) 

男:有抽中。女:沒抽中。 母體標準差σ≠樣本標準差 

 

母數 

統計學 

差異 

K:組別 

Z-test: σ已知 

t-test(K=2): σ未知(ex:比較男女在數學上的差異) 

F-test(K≧3): σ未知，組數大於 2，3 組以上 

共變數分析 ANCOVA:排除干擾變項(沒有組別限制) 

關係 積差相關 

二系列相關 

點二系列相關 

迴歸分析 

 

σ2:變異數 

※A.B 教學法 A:μ1  B:μ2  假設沒差     Ho:虛無假設  μ1－μ2＝0 

                                      H1:對立假設  μ1－μ2≠0 

∴必須拒絕 Ho→H1 才會成立  

(顯著水準 0.05%) 

 

           2.5%      2.5% 

         
−2𝛼

√𝑛
< 𝜇1 − 𝜇2 <

−2𝛼

√𝑛
    α:已知 

             被推翻掉!         α未知就用 S 樣本 

t-test 單一樣本 一群人和標準做比較 學生 vs 標準 

獨立樣本 同一班.不同群.比較男女成績差異 男 vs 女 

相依樣本 同一群學生學習前後實驗 前 vs 後 

 

F-test 單因子 ANOVA 教學法→成績  ①MAPS②POE③學習共同體 K=3 

多因子 ANOVA 教學法(K=3)、智力(高中低，K=3) →成績 3 × 3＝9  (但是是 2 個自變項) 

 

If 3X3X3X3 就是四個自變項，81 組 

※共變數分析(排除干擾變項)→(前測) →差異性→學生起點行為(去除干擾變項) ex:前項 

  (探討數學教學法與成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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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積差相關 兩數據間的相關性 ex:閱讀能力(X)和數學分數(Y)關係 

Ho:ρ(母體相關性係數)＝0  H1:ρ≠0 

樣本ν(相關係數)=0.9 (X(閱讀)和 Y(數學)的關係)  

① X 可解釋ν2(81%)的 Y 變異 (好的!81%)  不代表有因果關係(只能說有相關) 

② y=bx+c  b=ν
𝑠𝑥

𝑠𝑦
  其中 b 是迴歸係數，ν是相關係數 Sx、Sy是 X 和 Y 的標準差 

③ 標準迴歸係數β=ν →－1≦ν≦1 

二系列相關 人為二分(ex:高低)→連續→高分群、低分群 

鑑別度:1 和難度 0.5 是最好的!         鑑別度: PH -PL   難度:
𝑃𝐻+𝑃𝐿

2
 

PH:高分群(前 27%)答對率，PL:低分群(後 27%)答對率    

點二系列相關 真正二分→連續(ex:男、女) 

迴歸分析 ν2 :預測，解釋。(不會和積差相關同時出現) 

 

無母數 

統計 

(有沒有 

連續) 

∵斷點 

→不連續 

差異 χ2卡方考驗(例如:研究男女生參與社團類型) 性別 服務 運動 烹飪 

男 ▲ ★ ■ 

女 △ ☆ □ 

適合度考驗:不同種類觀察次數→預測次數  

(前後差異性)   

玩具備好 Hello 

kitty 

多啦 

A 夢 

皮卡丘 

觀察 30 5 40 

預期 25 25 25 

百分比同質性:不同群體百分比是否一致 

(獨立性與一致顯著性考驗很少考) 

同居年級 大二 大三 大四 

有 ▲ ★ ■ 

無 △ ☆ □ 

關係 Spearman(皮爾曼)等級相關 :例如:會考作文幾級分(2 人評等) 

評分者(2 人)→等級 3 級分.4 級分 

Kendall 和諧係數:量化.(三人以上) 一致  (例如:科展評分) 

ψ(phi)相關:列聯表(2x2) 菸 有抽 沒抽 

男   

女   

克瑞瑪相關:列聯表(超過 2x2，不含 2x2 的表) 

 

★補充:第一類型錯誤與第二類型錯誤 

H0:虛無假設，H1:對立假設 

Reality 

真實 

Conclusion 結論(人主觀意識) 

H0 為真 H0 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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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為真  typeⅠ error 第 8 一類錯誤(α機率) 

H0 為假 typeⅡ error 第二類錯誤(β機率)  

H0:病人無躁鬱症 

typeⅠ:病人無躁鬱症(真實)，被診斷有躁鬱症(結論)   

typeⅡ:病人有躁鬱症(真實)，被診斷無躁鬱症(結論) 

   H0            標準           H1 

                         β α                                   α↓ ，拒絕區↓， type Ⅰerror↓ 

                           標準↑，α↓，β↑∴typeⅠ↑，type Ⅱ↓  ★統計考驗力(1-β)大，比較好! 

▲中央極限定理 

母體μ=10 平均值，σ=8 標準差    

選擇 64 人①平均值=?②標準差=?③抽取 64 人，平均為 6，用甚麼方式驗證是否平均顯著低於母群? 

Answer: 平均值 10 。標準差
8

√64
= 1 。Z-test(因為母體標準差已知) 

                 因為被抽很多次→平均間的標準差會變小 （總次數平均） 

 

 

 

●教學研究法 Ｒ:Random 隨機。X:介入。Ｏ:測驗 

教學 

研究法 

前實驗設計 沒有對照組或控制薄

弱→弱實驗設計 

單組（實驗組）：末測設計    ＸＯ 

單組：前後測設計     Ｏ1 ＸＯ2  

靜態組比較設計 (控制薄弱)（環境薄弱） 

實驗組 ＸＯ１ 

對照組  Ｏ2  

真實驗設計 有對照組且有隨機分

配 

等組後測設計 ＲＸＯ１ 

              Ｒ Ｏ２ 

等組前後測設計 ＲＯ１ＸＯ２ 

        ＲＯ３ＸＯ４ 

所羅門四等組設計（上述兩者都有） 

ＲＯ１ＸＯ２ 

ＲＯ３ Ｏ４ 

Ｒ  ＸＯ５ 

Ｒ   Ｏ６ 

準實驗設計 現有班級現有族群 

有對照組但不隨機 

不相等的前後測設計（Ｏ２和Ｏ３不同） 

Ｏ１ＸＯ２ 

Ｏ１ Ｏ３ 

時間序列設計Ｏ１Ｏ２Ｏ３Ｏ４ＸＯ５Ｏ６Ｏ７Ｏ８ 

（有時間間隔） 

相等時間樣本設計ＸＯ１ＸＯ２ＸＯ３ＸＯ４ 

對抗平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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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組：Ｘ１Ｏ１Ｘ２Ｏ２ 

Ｂ組：Ｘ２Ｏ１Ｘ１Ｏ２ 

 

量尺 名義 順序 等距 比率 

數學屬性 Ｘ Ｖ（大小） Ｖ（＋−大小） Ｖ（+−×÷大小） 

大小規模 Ｘ Ｖ Ｖ Ｖ 

有無等距 Ｘ Ｘ Ｖ Ｖ 

有無絕對零點 Ｘ Ｘ Ｘ Ｖ 

 人事物 地震震度.百分位數.

衣服尺寸 

溫度.智商 薪資 

工作 time.年齡 

 

信度（Max=1）→測驗結果的一致性→良好穩定性.受誤差影響小（說明測量誤差所占成分）.可預測性 

Ex:同一份測驗測 1 班.2 班其分數分配差不多→信度高 

★信度高，越一致，測出該生的真實程度             

★題目多→信度高 

★難度=0.5，信度高 

★差異大，異質性高，信度高 

𝑠𝑡
2

𝑠𝑥
2  信度→真實分數變異數𝑠𝑡

2的比率所佔總變異數𝑠𝑥
2 

信度 常模 重測信度 

複本信度 

內容一致性 α係數 

庫李係數 

折半信度 

評分者信度 

標準 百分比一致性指標 

Ｋ係數 

●信度 vs 效度的關係 

信度是效度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沒有信度就沒有效度      信度高不見得有效度 

（沒有效度→不一定沒有信度） 

（Ａ是Ｂ的必要條件∴B 是Ａ的充份條件）（沒有Ａ的發生，就一定不會有Ｂ）→（Ｂ的發生一定要有Ａ） 

（何謂Ａ是Ｂ的充份條件→Ａ事件充分足夠才導致Ｂ的發生） 

Ａ（ex:考試考 100 分 and 中樂透）→Ｂ（很快樂） 

效度↑ 

箭射中靶心 

效度↓ 

射不中靶心 

信度↑ 

箭射中靶 

信度↓ 

箭沒射中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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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 信度就高 

效度↓ 信度不一定 

信度↑ 效度不一定 

信度↓ 效度就低 

★難度中等.能區分高低成就→信度高 

全距（最高分─最低分）低→信度（r）低 ∵同質性高  r→0~1 之間  ０的話無信度，１的話信度最高 

★系統誤差：學習、訓練、遺忘、生長        非系統誤差：身心、情境、試題 

Key word 特色 

常模 重測信度 同一份 test，不同 time，測兩次 1~2 週  缺點是練習效應 

複本信度 二份 test，同一批學生 相關係數(最好信度)   缺點是

練習費時大多測信度無複本 

評分者信度 不同評分者（2 位：spearman，3 位以上：kendal） 無法客觀 

內容一致性

信度(一次) 

折半 
隨機兩半 rx=

𝑔𝑟ℎ

1+(𝑔−1)𝑟ℎ
 

折兩半 

庫李 對或錯二元計分  

α 多元計分(五點式量尺)  

標準 百分比一致性 分析前後二次分類結果是否一致  

Ｋ係數 最大可能次數百分比(校正誤差)  

★測量標準誤≠標準差 

標準誤表示信度之一:個人測量實得分數和真正分數的差→測量誤差 

用來解釋個人分數真實可信範圍 

介於 0~1 之間，和信度成反比 

標準誤=標準差 ×√1 −信度係數    1σ→1 標準誤   2σ→1.96 標準誤   3σ→2.58 標準誤 

★標準差:統計分布的程度 

▲變異數:所有資料到平均數的距離，是標準差的平方 

●標準誤:同一個人被同一測驗測∞次，呈常態分配，此常態分配的標準差稱為標準誤 

 

▲效度:有效性，正確性，正確程度(異質性大，效度大) 

效度最大值=√信度 

有效度才有信度。雙向細目表:不良題目去除。外在效標 

效度

類型 

內容效度 適當性。教學目標，教材內容→雙向細目表。 

表面效度:給人的第一印象「好像」是在測量某種特質的指標，不是指測驗事實上能

測量到甚麼特質，可激勵學生認真作答(好的 test 內容+表面) 

專家效度:專家以雙向細目表得到效度 

校標關聯效度 測量分數與「外在效標」間關聯性的一種指標〝預測學生未來表現〞估計學生目前

在某些校標表現上的未知狀況 

預測效度:預測未來表現程度。自製測驗 vs 會考(校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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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效度:目前表現程度。自製測驗 vs 已知著名 test(校標)。IQ vs (魏氏) 

構念效度 心理學。因素分析法，多重特質，方法矩陣驗證 

(1) 信度 

(2) 輻合效度(聚斂):使用不同方法測量相同特質 

(3) 區辨效度:使用相同方法測量不同特質 

▲內部一致性分析法:內部品質是否測量相同的心理特質(強亨利效應宜避免) 

▲外在效標分析法:以一個有效度的測驗為校標計算相關係數(霍桑效應宜避免) 

▲因素分析法:抽少數幾個共同因素，以反應或代表這堆試題的共同結構。分析大量

變項間關係，用在人格量表上。 

內在效度 (因果)(可信度)操縱的實驗變項對依變項所造成影響真正程度。有效實驗出所要實驗

的因果關係。 

影響因素:1.成熟→生理心理變化→強亨利效應 

2.統計迴歸:前後測中，第二次測驗成績向團體平均數迴歸傾向 

外部效度 (可轉換性)(推廣適用性):實驗結果的可推論性程序大小。推論性高→通用性高。 

可推論其他受試者或其他情境  

★避免霍桑效應 

 

信度:一致性.穩定性(統計方法)→中靶與否 

效度:測量測驗特質的正確性(邏輯分析.統計應用)→靶心有無 

常模: 

→百分等級 PR(順序量尺，只有大小，不可運算)，N:全體人數，R:名次 

PR=100─
100𝑅−50

𝑁
 

 

★標準分數: 

 

 

 

★Z 分數:原始分數在平均數之上或下的幾個標準差   Z:
𝑋(原始分數)−𝑀(平均數)

𝑆(標準差)
 

★T 分數:因為 Z 分數有小數點、負數，為使用簡便，令平均數為 50，標準差為 10 

∴T 分數為正整數 T=50+10Z=50+10×
𝑋−𝑀

𝑆
 

★標準九(性向或成就):原始分數九等分，平均數:5，標準差接近 2 

口訣:0.5×9=4.5。 4.5÷2=±2.25 (此為 Z 和標準九之間的關係) 

常態分佈下(三數(Z，T，標準九)接近一致) 

-2.25~-1.75 -1.75~-1.25 -1.25~-0.75 -0.75~-0.25 -0.25~+0.25 +0.25~+0.75 +0.75~+1.25 +1.25~+1.75 +1.75~+2.25 

 1 2 3 4 5 6 7 8 9 

 

 

直線標準分數 常態化標準分數 

Z 分數 T 量表分數 

T 分數 標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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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中位平均                                      平均中位眾 

正偏態(尾巴指向正的) 眾<中<平             負偏態(尾巴指向負的)   平<中<眾 (大部分成績好) 

★比率智商=
𝑀𝐴

𝐶𝐴
× 100     (斯比)離差=100+15Z  (魏氏)=100+16Z   AGCT(美國陸軍團體智力測驗)=100+20Z 

T 分數=50+10Z 

★自陳測驗:編制許多問題要受試者依個人感覺或實際狀況回答，依答案衡量受試者特性表現的程度 

           (但易隱藏事實) 

★投射測驗:提供受試者一曖昧刺激情境，使受試者在不受限制下自由反應，將內心隱藏問題流露在反應中 

(1)聯想法(2)構造法(3)表達法 

★評定量表:觀察者依量表中的項目或問題，選擇和受試者行為最符合，化為數量予以評定 

           →很多文字敘述，劃記符合特質   (易有月暈效應) 

★檢核表:給文字，是否打勾 

★尖角效應(壞印象加深)→壞的~其他就壞       月暈效應(好的以偏概全)→某個特質→有其他好特質 

★邏輯偏誤(有點推論因果關係，對應到有某能力):例如:外向→口語表達好。很高→所以會打籃球 

★刻版印象:以全體認定個別(以全概偏) 

答對率%   

(中間這條線為 50%) 

優良 異質性 

困難 拙劣 

                     注意係數(最右邊為 1) 

 

★評量 

一、變通評量 

(1) 重知識真實性 

(2) 自我評鑑標準 

(3) 課程本位多元評量 

真實評量 

實作評量 

學習檔案 

動態評量 

生態評量 

(一) 真實評量:1.教學即評量:評量即教學 2.教師在真實教學活動(1)透過觀察.談話.學生作品.課程實際操作表現  

(2)應用.直接評量.提問.開放思考 →紙筆工作.作品集.表演 

(二) 實作評量:在自然或建構好的情境下要求學生執行或處理一件指定工作 

          (建壢高) (1)評量方式與現今建構式教學相符(2)兼具歷程與結果模式(3)能測出高層次思考 

      優點:(1)同時評量認知與技能(2)情境接近現實生活→學生學習遷移(3)合作機會(4)以學生為主(5)家長是  

             觀察者評量者積極角色 

      缺點:耗人力.時間.金錢，不易客觀(主觀信度低) 

      種類:紙筆實作、辨認測驗、結構化實作測驗 

結構化實作測驗→(1)標準控制下情境評量(2)情境結構性，要求每位學生表現出相同反應動作(3)操作型定義 

                  方式，可觀察、可測量、可量化(4)描述、界定可被接受的最低表現水準(5)評量結果客觀  

                  性.公正性 

(三) 學習檔案:有系統的蒐集學生作品，長時間連續蒐集資料，觀察學生在一個或多個領域內的努力.進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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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活動 評量 

            就 

   優點:(1)動態的.完整的真實性評量(2)尊重學生個別差異(3)兼重學習過程.結果(4)學生具評量主導權 

(5)評量學生批判思考能力(6)親師生互相溝通途徑 

      缺點:(1)費時費力(2)高經費.設備需求(3)評估主觀信效度有爭議(4)無法提供適時回饋(5)個別差異大.評分  

             設計不易 

(四) 動態評量:學習中的改變.維高斯基 ZPD，潛能發展水準，情境下能力運作有用訊息，教學評量中評量者

與被評量者互動  

過程為:測驗→教學→測驗            知覺.思考.學習問題解決過程而非成果 

(五) 生態評量:(1)依生態學環境交互作用(2)對學生的能力需求.必備能力分析(3)對目前.未來接觸環境為評量範  

圍→學校.家庭.社區.工作場所.休閒娛樂(4)教導適當社會性行為.協助社會化 

 

二、情意評量 觀察 (1)軼事紀錄(2)評定量表(3)項目檢核表 

晤談  

自我報告 自陳量表 

社會計量法 (1)社會計量法(2)社會關係圖(3)猜是誰技術 

▲軼事記錄法:和學生密切接觸的老師或校方人員，透過直接觀察、簡短記錄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特殊行為或    

            經歷事件→累積性紀錄 

1. 事先確定，對不尋常行為特別注意觀察行為 

2. 馬上紀錄 

3. 單一特定事件 

4. 紀錄積極事件(有做甚麼)與消極事件(沒做甚麼) 

▲評定量表: 數字(1,2,3,4)、圖示(從未、很少、偶爾、一直)、敘述文字(表現行為的最佳描述) 

▲項目檢核表: 是□或否□  (打勾) 

●自我報告法:標準化自陳量表(人格測驗) 

★社會計量法(莫里諾 Moreno):個人在該團體的人際關係 

(1)社會計量矩陣:最喜歡和誰?最不喜歡和誰在一起? 

(2)關係圖:不同圖形代表 

(3)猜是誰技術:提名法→友情判斷，寫下同學特質 

 

◎課程本位評量:教甚麼→考甚麼 

強調以實際授課內容、材料評估學生表現依據 

 

◎教學目標:知識與認知歷程，分為認知、情意、技能 

◎認知領域:知識理解分析綜合評鑑(Bloom 舊) 

           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Anderson 新) 

◎情意領域: (接應假豬哥) 接受.反應.價值判斷.價值組織.形成品格 

◎技能領域: (乾杯引 GY 試毒)感知.準備.引導反應(模仿嘗試).機械化.外在複雜化.調適.獨創 

◎知識:事實、概念、程序、後設認知 

◎認知歷程:1.記憶:分為回憶(回想寫出)與再認(判斷)2.了解:舉例.分類.摘要.推論.比較.解釋 3.應用:解決問題(新

問題新情境)4.分析:解構.區辨.歸因 5.評鑑:價值判斷 6.創造:重組成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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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試題步驟:計畫→撰寫→審查→分析→編輯 化撰神西邊 

內容:1.評量目的 2.目標 3.雙向細目表(內容+目標)4.編題 5.分析選題 6.定稿  屏幕向邊西定 

 

▲是非題:(1)避用否定，尤其雙重否定(2)除測因果關係外，同一題避免含兩個概念(3)對和錯的題目長度接近

相同(4)因果題型結果是對的，但原因敘述可對可錯(5)對錯相等題數，隨機排列之一 

優點:1.測量有誤解的迷思概念 2.測量因果關係能力 

缺點:1.易猜題，易引起誤解，信度低 2.易作弊 3.鑑別度差 4.易自動答對或錯的反應心向 5.敘述正確度不同 

 

▲選擇題: (1)力求簡短，相同字詞在題幹(2)似真性的誘答(3)避免以上皆是或以上皆非(4)題幹少用否定(5)正確

答案次數各選(目)項接近相同，隨機排列(6)題號用數字，選項用文字 

限制:1.不易評高層次 2.不易編寫誘答 3.無法免於猜測干擾 4.紙筆測驗偏重語文能力 

 

▲配合題 

1.選項性質力求相同 2.問題項目和反應項目不宜相同 3.反應項目按邏輯順序編排 4.尋找性質相同材料不易 

 

▲申論題 

高層次認知能力。組織.統整.歸納.問題解決.表達觀點 

限制:1.效度低:取樣不具代表性.範圍小無法涵蓋教材全部內容 2.信度低:受寫作能力.作答技巧影響 

3.評分主觀不一致 4.不允許學生可選其中幾道試題作答 

評分原則:1.預擬評分要點做依據 2.一次只評閱一道，不同人數不同題 3.同一段時間內閱完所有試題，避免中

途停頓打斷 

 

★等距量尺分析法 

→每題通過比例對應到 Z 分數 

  Δ=13+4Z    Δ:1~25   13 是平均 

Δ大→表示題目越難   也就是 P↓，難度指數小。 (Δ值大，通過率低) 

 

★D 鑑別度 PH-PL   0.25↑ 

  P 難度(PH+PL)÷ 2   0.5 為最佳。0.4~0.7 

 

★三角校正(質性):分為資料、研究者、理論、方法論 

★抽樣分為 

1.簡單:均等，獨立概率 

2.分層:組間異質，組內同質(具全國代表性) 

3.叢集:組間同質(班級)，組內異質 

4.立意:刻意尋找 

5.滾雪球:一個拉一個(因為樣本難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