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年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分階段
考試、營養師、心理師、護理師、社會工作師考試試題 

等 別 ： 高等考試 

類 科 ： 社會工作師 

科 目 ：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考試時間 ： 2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 10770 
頁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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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一項研究需要有詳實的規劃，做為進行研究之依據。因此，請詳述一份完整

的研究計畫書應該包含那些內容？（25分） 

二、問卷是進行調查研究時重要的研究工具，請詳述當研究者進行設計一份問卷時，應

該遵守那些原則？（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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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觀察發現某市某區某家戶的成員支持 A 政黨，作出該市所有區域內的家戶皆支持 A 政黨之結論，

此種謬誤稱為： 

化約論 套套邏輯 月暈效應 目的論 

2 對於操作型定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操作型定義是指當界定概念或變項時，直接描述該被界定項的性質或特徵，不需考慮該界定項所作的

操作活動 

操作型定義是可具體測量的變項定義 

變項的操作型定義，較適用於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在進行測量之前，需先想好將會使用的統計方法，避免資料蒐集完成卻無法分析 

3 對於焦點團體的描述和實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相較於個別式深度訪談，可以蒐集更多資料  

研究議題較敏感或涉及個人隱私時，可使用焦點團體蒐集資料 

主持人最好是傾聽者和議題引導者  

如果可以，最好篩選同質性、相容性和互補性高的成員參與討論 

4 分層隨機抽樣是實務上常用的抽樣方法，關於其步驟或陳述，下列何者正確？ 

最好符合各類（層）之間個體的同質性要高，各類（層）之內個體的異質性高 

獲得之樣本不具代表性，抽樣效率低 

母群體中的人口資料， 若各層人數比例差異過大，適合使用加權（weighting）處理 

不同類（層）之間不需互斥 

5 若社工人員將個案滿意度問卷中的所有題目進行預試，藉由統計軟體進行「因素分析」計算，歸納出三

個因素，這三個因素的負荷狀況也呼應理論結果，此為何種效度？ 

建構效度 效標關聯效度 預測效度 同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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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問卷調查的實施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相較於面對面訪談或填寫，郵寄問卷的完成率較高 

將問卷放置於網路上，讓網路使用者自行填寫，研究結果的推論容易受到限制 

相較於面對面訪談或填寫，電話訪談的問卷題目數量可以更多 

相較於面對面訪談或填寫，郵寄問卷的回收速度更快 

7 若研究議題牽涉複雜或敏感領域、想要蒐集深度資料、研究問題可以被解釋或想繼續追問時，較適合選

用下列何種方法蒐集資料？ 

內容分析法 歷史研究法 實驗法 面對面訪談 

8 在問卷的施測中，用同一種測量，對同一群受試者前後測驗兩次，再依據這兩次測驗的分數，計算其相

關係數，此種測驗的可信度稱為： 

再測信度 折半信度 分數信度 複本信度 

9 研究者想知道某些特定對象的酗酒情況，若到該特定對象居住社區的垃圾桶計算空酒瓶數量，將此作為

補充性佐證，此種資料蒐集方式稱為： 

非干擾測量（非反應式研究） 問卷調查 

實驗設計  深度訪談 

10 關於行動研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研究的外在效度較不受限  

一種研究取向，且限制只能使用單一種研究方法 

不強調實務作者參與 

結合研究的過程和步驟，找出解決或改變實務工作困境的策略 

11 實務上，對年長者服務的滿意度調查，結果常為「非常態趨勢」，進而影響後續統計檢定方法的使用。

假設今日的滿意度調查為比例尺度資料，資料為左偏趨勢（負偏態），其平均數、中位數和眾數三個數

值的大小關係為何？ 

平均數等於中位數，中位數等於眾數 平均數小於中位數，中位數小於眾數 

眾數小於中位數，中位數小於平均數 中位數小於眾數，眾數小於平均數 

12 下列何者不是資料分散（變異）趨勢的指標？ 

平均數 變異數 標準差 全距 

13 某機構社工人員為了解處遇成效，由全體個案中隨機抽取 30 名個案，在處遇施行之前先透過量表進行前

測，同一群人，在處遇施行之後透過相同量表再施行後測。假設已經知道兩次測量結果皆為常態分布，

且資料為比例尺度，若要進行假設檢定兩次測量結果是否有顯著差異，下列何種統計檢定方法較適合？ 

Z 檢定，兩個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t 檢定，兩個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假設變異數不相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t 檢定，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假設變異數相等 

14 對於研究對象的保護和倫理議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告知或參與同意書之取得，有時很麻煩，所以可以省略 

為了保護研究對象，有些嚴謹的單位之研究案申請，需要再遞送至人體試驗暨研究倫理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審查 

在一項告知受訪者為匿名調查的研究中，為了方便追蹤，可在每位受訪者的問卷進行編碼 

依據特定研究目的所蒐集或申請之資料，在研究結束後，可在未經申請同意之下，移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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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變異數分析（又稱變異量分析，ANOVA）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可用來檢定因子（自變項或獨立變項）對依變項是否有關係或影響的統計方法 

可用來檢定 3 個或 3 個以上母體平均數是否相等的統計方法 

當計算之 F 值小於臨界值時，可以拒絕虛無假設 

拒絕虛無假設之後，可藉由多重比較發現各個母體之間的差異 

16 下列有關變項的敘述，何者錯誤？ 

變項由概念演化而來   

變項是概念的具體延伸  

變項是屬性的集合   

自變項和依變項之間，一定只有正相關和負相關兩種可能 

17 一種關心評估方案的最終成效，以及是否應該繼續進行方案，這是指下列何種方案評估？ 

形成性評估（formative evaluations） 診斷性評估（diagnostic evaluations） 

總結性評估（summative evaluations） 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s） 

18 研究者擬了解機構式及社區式安養老人與其生活適應的關係，設計一份生活適應量表進行測量，以量表

總加得分作為生活適應程度高低情形。研究者應使用下列何種統計方法檢定二者之關係？ 

卡方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   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因素分析 

19 由於沒有測量方式可以避開偏誤，因此研究者會使用多種不同方法蒐集相同資料，確認是否得到類似的

研究發現，是指下列何種方法？ 

三角檢測法 反覆法 回溯檢視法 正反驗證法 

20 即使是研究者也無法根據所提供的特定資訊辨識出是那一個體，此為下列何種研究倫理議題？ 

通則化 保密性 匿名性 自願性 

21 下列那一變項的測量，其屬性是屬於連續性變項（continuous variable）？ 

薪資 職業 教育程度 名次 

22 某人的研究問題為：「為什麼某些地區容易產生較高的自殺比率」，你認為這個研究的分析單位是： 

幫派團體 企業組織 交換電子郵件 地區別 

23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質性研究的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描述是其主要目標，但也接受嘗試性的解釋 

描述一個草根社區組織的誕生與經驗是其相關案例 

研究者的功能是充當被研究者的資源 

個案研究法的獨特性是在於其研究關注只有一個特定的個案 

24 研究者儘量將實驗的前測與後測時間縮短時，其可能避免何種內在效度的威脅？ 

更不可能發生成熟效應  更可能發生歷史效應  

更不可能發生測量效應  更可能發生統計迴歸效應 

25 研究者直接使用「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研究貧窮對兒童青少年的影響，這種方法是屬於下列何種方法？ 

敘事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法 內容分析法 次級資料分析法 

26 研究者若以郵寄問卷來收集資料，為提高受訪者代表性其最需注意的問題是下列何者？ 

問卷的回覆率 使用開放式設計問卷 成本低廉問題 快速的資料收集 

27 根據所需要的樣本大小，從母群清冊中的名單每隔 K 個元素的間隔抽取樣本，稱為何種抽樣？ 

系統抽樣 分層抽樣 亂數表抽樣 叢集抽樣 

28 有關統計顯著性檢定當某關係具有統計顯著性，一般社會工作研究者普遍會選擇多少作為區辨是否達成

統計上顯著的分割點？ 

0.005 0.02 0.05 0.0001 



代號： 10770 
頁次： 4－4  

29 當我們只知道案主對 A 項服務非常滿意，對 B 項服務只感到有點滿意，但無法得知不同滿意程度間的精

確差距。這是指下列何種測量尺度？ 

類別尺度 順序尺度 等距尺度 等比尺度 

30 兩個變項間的變化會朝著不同方向，即當一個變項增加時另一個變項則減少，這是屬於下列何種關係？ 

正向關係 負向關係 虛假關係 曲線關係 

31 質性資料處理程序，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可以讓我們預備資料以利分析的進行有三個關鍵的工具，下列

何者不是質性資料處理的工具？ 

編碼 概念圖示 測量 備忘錄 

32 科學的傳統模式有三大要素，通常會依次在研究過程中出現，其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理論→操作化→觀察 觀察→操作化→理論 理論→觀察→操作化 操作化→觀察→理論 

33 研究者擬從家庭系統理論開始研究，且先把失功能家庭視為青少年逃家的主因。從這種理論根基，發展

出值得檢驗的假設。這是屬於下列那種研究過程？ 

奠基於歸納邏輯的研究過程 奠基於觀察的研究過程 

奠基於演繹邏輯的研究過程 奠基於系統的研究過程 

34 在不同典範影響下，研究「政策更新」的議題時，研究者採取實驗法，比較有及沒有實施新政策的區域

中，脫離貧窮的人口比例。這是屬那一種典範？ 

實證主義 女性主義 批判理論 詮釋論 

35 關於內容分析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資料分析時，研究者可加入個人主觀性  

不需系統化（systematic）  

不需通則化或定律（generality）  

量化的描述不僅是次數分配，還需包含函數分析（contingency analysis）的概念，藉由數據來說明某些

現象和另一個變項的關係 

36 設計問卷時，研究者事先擬好既定的選項，以提供受訪者自行填寫的答案，這種問卷的題型是屬於那一種？ 

開放式封閉題型 封閉式題型 封閉式開放題型 開放式題型 

37 研究者擬測試對某主題做更廣泛研究的可行性，是屬於下列那一種研究的目的？ 

描述性研究 探索性研究 評估性研究 解釋性研究 

38 有關研究之過程、成果和倫理議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39 有關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主張將研究的「主體」化約為「客體」的「菁英研究取向」 

參與式行動研究倡導者將取得知識與權力劃上等號 

認為研究功能並非只有知識生產的意義，也應該是「教育和意識發展，以及行動動員的工具」 

與社會工作有密切相關的參與式行動研究常常和窮人有關 

40 研究者若擁有「地區」為分析單位的研究結論，卻想要在「該地區民眾」層次作出結論，此種混淆分析

單位的錯誤推理被稱為： 

區位謬誤 化約論 演繹式 歸納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