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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1. 研究構想

2. 調查研究

3. 問卷資料分析

4. 實驗研究與資料分析



01 研 究 構 想



何謂科學？

確認問題

提出假設性的
解答

規劃研究設計
去驗證假設

收集資料

分析資料獲得
假設的結論

科學是一種獲得知識的方法



研究的問題

1. 對於新聞報導的專業性，一般閱聽大眾的感覺如何？

（調查研究）

2. 不同年齡民眾的使用圖書館的意願是否有所差異？

（調查研究）

3. 社會科學領域的教科書中，對人的描述有偏誤嗎？

（內容分析研究）

4. 一般周一至周五的上學時間內，小學的班級教室內都在做些什麼？

（人種誌研究）

5. 電子書會比傳統書籍的學習效果好嗎？

（實驗研究）

＃這些疑問句可以被研究的原因是，我們可以收集資料來回答這些問題！



科學問題是藉由實
徵資料(empirical 

data)的收集來獲得
解答。

實徵資料則是
指可觀察(收集)
的分數或測量

資料



研究構想的來源

日常生活

理論

過去的研究

實務上的議題



好的研究構想往往來自理論、過
去研究與實務議題的整合



研究題目範例

從科技接受度與科技準備度探討大學生對大學圖書館預約自助式
取書機之使用

以資訊採用模式探討高等教育學生的圖書館社群媒體使用經驗

高等教育學生對公共藝術展示於大學圖書館內部零碎空間之看法

例一

例二

例三



研究題目範例

從科技接受度與科技準備度探討大學生對大學圖書館預約自助式
取書機之使用

例一



02 調 查 研 究



如果你想知道人們在想什麼，
那就去問他們。



調查法的推論

• 調查法除了瞭解受試對象（樣本）對某件事的反應外，最重要工作，是在透過
樣本去推論母體群體的特性。

母群體樣本

推論（Inference）

取樣（Sampling）

代表性

普遍性

統計量（已知） 母數（未知）



調查的種類

調查研究

橫斷式

cross-sectional

縱貫式

longitudinal

趨勢研究
（trend study）

世代研究

（cohort study）

長期追蹤

（panel study）



橫斷式調查

• 從事先決定的母群體所選出的樣本蒐集資料，且資料只在一個時間點蒐集。

• 雖然資料在同一時間點蒐集，但蒐集時間可能歷時幾個星期或更久。

• 若整個母群體都被調查，即為普查(census)，e.g. 人口普查

https://www.dgbas.gov.tw/lp.asp?ctNode=3273&CtUnit=384&BaseDSD=7&mp=1


橫斷式調查：優缺點比較

1. 省時省力，可迅速蒐集

不同年齡層的大規模樣

本資料。

2. 無重複測驗帶來的不良

效果。

優點

1. 無法觀看個案的發展

2. 無法顧及斷代間文化或環

境改變所引起的差異

缺點



縱貫式調查

• 在不同時間點蒐集資料，以探究時間所帶來的改變。

• 縱貫研究通常會持續數年，雖然至少包括兩個時間點或兩個資料收集階段，但
仍可視研究問題而允許多次的資料收集。

• 由於需要長時間的資料收集過程，以致縱貫研究費用龐大。



調查工具與方法

調查工具與方法

問卷

questionnaire

團體施行問卷 郵寄問卷 網路問卷

訪談

interview

面對面訪談 電話訪談



訪問調查法的類型

結構性訪問(Structured Interview)

非結構性訪問(Unstructured Interview)

半結構性訪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結構性訪問

• 結構性訪問(Structured Interview)是在訪問前，將訪問的內容及程序標準化，又稱
「標準化訪問」(Standardized Interview)，因為訪問的內容與程序，均在訪問進行
之前就已經標準化，訪問的實施，完全遵照預定的訪問表格，逐一進行。

範例：

以進行「○○國小高年級生閱讀習慣之研究」為例，將訪問的內容及程序標準化，
成為結構性訪問，訪問問題如下：

問題 1：請問你喜歡閱讀那一類的書籍？(可複選)

□心理 □宗教 □科學 □應用科學 □社會科學 □史地 □文學 □藝術 □漫畫□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二：請問你一週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

□1 小時以下 □1-3 小時 □3-5 小時 □5-7 小時 □7 小時以上



非結構性訪問（深度訪談）

• 非結構性訪問(Unstructured Interview)此種訪問又可稱之為「非標準化訪問」

(Unstandardized Interview) ，這種訪問沒有使用訪問表格與事先決定好的訪問程序，

對於受訪者的反應，也沒有任何限制，訪問的情境較為開放，可獲得較深入的訪

問內容。

• 非結構性訪問僅會以少許問題來導引談論的方向，因此受訪者常在不知不覺下接

受訪問，全盤托出自己的想法，不致有所顧慮，而隱瞞自己的觀點。

• 缺點是：

1. 資料的紀錄不容易量化。

2. 因缺乏系統的控制，不同的訪問資料無法比較。

3. 訪問者可能有所偏見，如無充分的經驗者或接受過專門訓練者不宜進行。



半結構性訪問

• 半結構性訪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介於結構性訪問與非結構性訪問兩極端之間，
訪問者最初向受訪者發問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然後為深入探求起見，採用開放性問題，
以期獲得更完整的資料。

• 具備合理的客觀性，並允許受訪者充分反映己見。

• 範例：

1. 請說明拿到VR設備後，您是怎麼使用的？（與自己小孩互動？用在課堂上的學生？或有其他用法？）

2. 您覺得這套系統（Google Expedition）好用嗎？為什麼？不好用的地方是什麼？

3. 您未來會繼續使用這類型的系統來輔助教學嗎？為什麼？

4. 對於這套系統（Google Expedition）有沒有什麼建議？（例如：您覺得虛擬實境戶外教學系統應該要如
何設計才能與你的教學互相搭配？）

5. 以您的專長學科領域為例（或是要談別的學科也可以），您覺得什麼主題適合發展為VR戶外教學系統
的學習內容？為什麼？

6. 就這次使用的經驗而言，您認為VR導入課堂教學是否能幫助班上孩童的學習？為什麼？

7. 您認為VR導入課堂教學對於學生可能的學習影響（認知、動機、或態度等）是什麼？或您覺得VR可以
扮演的角色為何？



訪談資料分析範例



訪談資料分析範例

Cheng, K. H. (2021).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exploiting immersive virtual field trips for learning in primary educ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訪談資料分析範例

Cheng, K. H. (2021).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exploiting immersive virtual field trips for learning in primary educ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訪談資料分析範例

Cheng, K. H. (2021).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exploiting immersive virtual field trips for learning in primary educ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問卷開發的基本流程

文獻整理與資料蒐集

發展測驗編製計畫

預試施測

項目分析

建立正式量表

技術指標建立
(信度與效度分析)

量表維護與更新

正式施測

試題編寫

準備階段

預試階段

正式階段

後續發展



問卷種類（1）

• 李克特量表：以問題來反映受訪者對議題所持態度之強度的觀點。

• 每一敘述/項目皆具有同等的「態度價值」、「重要性」，或「權重」
等之假設。

在使用這個虛擬實境教材系統的過程中…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感受到挑戰，但我相信我的技能會讓我克服挑戰 □ □ □ □ □

2 .我的技能足夠應付系統中提供的挑戰 □ □ □ □ □

3. 我清楚知道我想要在系統中做到什麼 □ □ □ □ □

4. 教材系統的目標是清楚的 □ □ □ □ □

5. 我知道我在系統中所有操作的反應結果 □ □ □ □ □

6. 透過系統給我的訊息，我可以知道我在系統的表現如何 □ □ □ □ □



問卷種類（2）

• 同一個問卷題目，可由不同面向詢問受試者的看法，例如同時詢問學
生對網路課業求助「經驗」、「信心」、及「偏好」。



問卷種類（3）

https://www.ueq-online.org/

＃語意差異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https://www.ueq-online.org/


問卷種類（4）

Self-assessment manikin (SAM) (Source: Lang, P.J. 
(1985). The cognitive psychophysiology of emotion: 
Fear and anxiety, In A.H. Tuma & J.D. Maser (Eds.), 
Anxiety and the anxiety disorder (pp. 131–17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Valence

Arousal

Dominance



問卷種類（5）

PrEmo 情緒量表(Desmet, 2002) 



問卷題目的改善（1）

題意一定要清楚

• 你認為大眾傳播工具會對兒童產生影響嗎？ □是 □否

• 你認為看電視會對兒童的功課產生影響嗎？ □是 □否

問題焦點越簡單越好

• 你贊成國小取消早自習和午休嗎？ □贊成 □不贊成

• 你贊成國小取消早自習嗎？ □贊成 □不贊成



問卷題目的改善（2）

使用一般用語

• 你認為學校正經歷極高的缺席率，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 你認為今年學生缺席數比往年高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避免威脅性的用語

• 如果考試作弊，會被學校退學，你知道嗎？

• 你知道學校有作弊被退學的規定嗎？



問卷題目的改善（3）

題目不要過長

• 在這次的市長選舉裡，每位候選人都提出很多政見來爭取選票，有些
並不是市長的權限，你會根據政見來選舉市長嗎？

• 選舉市長時，你會衡量候選人的政見是否可行嗎？

避免雙重否定

• 你不反對利用課餘監督學生做功課吧？

• 你願意利用課餘監督學生做功課嗎？



問卷題目的改善-範例



03 問卷資料分析



測量尺度

名義尺度（nominal scale）

• 計算不同類別事物的個數

• 寵物：狗5隻、貓12隻、魚7條、倉鼠3隻。

• 憂鬱症類型：抑鬱型30人、緊張型18人、產後46人、季節性情22人。

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

• 將事物依其特質數量的多寡排序

• 年級：一年級10人、二年級13人、三年級8人、四年級11人

• 憂鬱症等級：輕度69人、中度43人、重度31人



測量尺度

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

• 將人們擁有的某種特質的多少予以量化

• 溫度：-10度、0度、10度、20度、30度

• 憂鬱程度：1-10分

比率尺度（ratio scale）

• 將人們擁有的某種特質的多少予以量化，但在比率尺度上的分數若為0，
則表示此人不具有該測量工具所測量的東西

• 年所得：33萬、56萬、102 萬

• 學業成績：0分、65分、83分、95分



測量尺度

名義 等距

順序 比率

非連續
變項

連續
變項



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

描述統計常用於整理與描述所蒐集資料的特徵。這蒐集的
資料有時也稱作資料集或資料。

描述統計通常簡稱為統計量，是指某一個用來描述或分析
從樣本得到的數據的單一數值，而樣本是一大群東西當中
的一小部分。



次數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

用圖說明資料的最基本方式就是建立次數分配。次數分配是計算和展
現特定分數出現多頻繁的一種方法。

次數分配是指將資料依數量大小或類別種類而分成若干組，並列出各
組所含次數(即各組所含觀測值的個數)，最後再以次數分配圖表(或其
他的處理方式)表示之。

次數分配表可分成
• 類別資料的次數分配

• 連續資料的次數分配



次數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

用圖說明資料的最基本方式就是建立次數分配。次數分配是計算和展
現特定分數出現多頻繁的一種方法。

次數分配是指將資料依數量大小或類別種類而分成若干組，並列出各
組所含次數(即各組所含觀測值的個數)，最後再以次數分配圖表(或其
他的處理方式)表示之。

次數分配表可分成
• 類別資料的次數分配

• 連續資料的次數分配



類別資料的次數分配

假定問20位學生他們有幾個兄弟姊妹，得到下面的回應：

兄弟姊妹人數 次數 百分比

無 4 20

一個 6 30

兩個 5 25

三個 2 10

四個 2 10

六個 1 5

總和 20 100



類別資料的次數分配

長條圖（bar graphs）適用於類別資料



連續資料的次數分配

100 隻八周大小鴨經特殊飼養後的體重增加量(公克)被紀錄如下，這些小鴨
的成長來得及賣錢做薑母鴨嗎?主人想了解小鴨的體重狀況。



次數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

光看這張體重表，非常難描述100隻小鴨的體重增加量分佈，且難回
答主人的問題。

1. 最小值為何？最大值為何？

2. 大部分的體重增加量量測都大於3.9？集中在最小值3.6？集中在最
大值 4.9？還是平均分佈在這的區間之內？

次數分配表可以回答這類型的問題！



連續資料的次數分配

直方圖（histograms）適用於連續資料



其他圖示資料-線圖

當你想要用相同的區間顯示資料
中的趨勢時，就用線圖。

• 例如：三個州立大學生中，每季
通報的感冒個案的數量



其他圖示資料-圓餅圖

當你想要顯示組成一系列資料點的
每一個項目的比例時，應該使用圓
餅圖。

• 例如：不同種族生活在貧困狀態的
兒童數量。



對於類別資料的處理，除了次數分配的
統計分析外，還可以用什麼統計方法？



卡方檢定的基本概念

• 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主要是用於類別資料的資料分析。

• 卡方檢定之基本概念是：
• 比較各類別資料抽樣所得到之「觀察次數」(observed frequency)與在

虛無假設成立之條件下之「期望次數」(expected frequency)之差異，
然後計算檢定之統計量。

• 常見的檢定方式有兩種：
1. 適合度檢定

2. 獨立性檢定



適合度檢定
Goodness-of-fit test



適合度檢定

• 適合度檢定是檢驗：某組資料是否符合某種分配。

• 研究問題舉例：班長想了解同學對班服的三種款式看法是
否有差異，因此調查了全班30位同學的意見…

1. 如果同學們沒有特別的喜好，理論上每種服裝被選擇的人數為
30÷3=10，10稱為期望次數，但實際調查結果（觀察次數）是
否與期望次數符合，則需要加以考驗。

2. 虛無假設：同學對三種班服款式的喜好程度沒有差異。

3. 研究假設：同學對三種班服款式的喜好程度有差異。



適合度檢定-範例

• 下面的資料是90位市民對於發放教育卷的意見，我們想知
道市民對於這項政策是否有不同意見。



卡方檢定統計量與決策

表示檢定統計量

20.6 是卡方值

p<0.05 表示對虛無假設的任何檢定來說，意見次數在

各個分類中均等分布的機率小於5%。

※ 市民對於教育卷這項政策持有不同意見



獨立性檢定
Test of independence



獨立性檢定

• 獨立性檢定是檢驗：兩個屬性是否有相關 。

• 研究問題舉例：
從退休教師母群體中隨機抽取1077位教師，試問退休教師的社會參與頻率
與其退休後生活滿度是否有顯著的關係?

社會參與

時常參加 偶而參加 很少參加

生活滿意

很滿意 350 150 48

無意見 120 102 88

不滿意 30 87 102



卡方檢定統計量與決策

• χ2 = 207.329 , 𝑝𝑝=.000<.05，達顯著水準。

• 表示退休教師的社會參與與生活滿意度之間有顯著關聯，
亦即兩變項間並非互為獨立。換句話說，退休教師的社會
參與頻率越高，其退休後的生活滿意度也越高。

• 因為是3x3的列聯表，故使用列聯係數來檢視兩變項間的關
聯程度。列聯係數=0.402, p<.001，表示社會參與與生活滿
意度兩個變項間的關聯性屬於中度相關。



問卷開發的基本流程

文獻整理與資料蒐集

發展測驗編製計畫

預試施測

項目分析

建立正式量表

技術指標建立
(信度與效度分析)

量表維護與更新

正式施測

試題編寫

準備階段

預試階段

正式階段

後續發展



信度與效度

• 信度（reliability）
• 利用測量工具所衡量出來的結果，具有穩定性及一致性

• 在不同的時間點或不同的環境下，測量結果應穩定不變

• 效度（validity）
• 測量工具能否測得研究者所想得知的結果



信度與效度的關係

有信度、也有效度有信度、但沒有效度沒有信度、也沒有效度



信度係數

• 信度係數（reliability coefficient）
• 相關係數的一種，作為信度的量化指標

• 信度係數介於0與1之間（e.g., 0.7），值越高表示信度越高

• 信度高：如果測驗反映真正分數的能力很強，那麼多次測量或不同的
題目來測量，測得的分數差異應很小，相關係數應該很高。

• 信度低：如果測量的誤差很大，多次或多題的測量分數差異很大，相
關係數很低。



內部一致性信度

• 計算測驗信度時，直接計算測驗題目內部間的一致性，以作為測驗的
信度指標，稱為內部一致性信度。

• 只需要實施測驗或量表一次，這也是為什麼期刊文章通常會報告內部
一致性信度的原因。

• 普遍被用來計算內部一致性信度的方法有
1. 庫李信度 (Kuder-Richardson reliability)

• 是由Kuder & Richardson(1937)所提出，其適用於二分題目的信度估計方法，也就是非對即
錯(是非題或選擇題，有一個標準答案，沒有模擬兩可的中間地帶)。

2. Cronbach α係數

• Cronbach (1951) 將庫李信度做了一些修改，得到α係數。



內部一致性信度

• 計算測驗信度時，直接計算測驗題目內部間的一致性，以作為測驗的
信度指標，稱為內部一致性信度。

• 只需要實施測驗或量表一次，這也是為什麼期刊文章通常會報告內部
一致性信度的原因。

• 普遍被用來計算內部一致性信度的方法有
1. 庫李信度 (Kuder-Richardson reliability)

• 是由Kuder & Richardson(1937)所提出，其適用於二分題目的信度估計方法，也就是非對即
錯(是非題或選擇題，有一個標準答案，沒有模擬兩可的中間地帶)。

2. Cronbach α係數

• Cronbach (1951) 將庫李信度做了一些修改，得到α係數。



效度

• 效度是指一份測驗能正確測量到所要測量之特質程度，也就是測驗
的可靠性與有效性。

• 若測驗效度越高，表示測驗的結果越能凸顯其想測驗的內容與此份
測驗真正的特徵。

• 效度是指「測驗結果」之正確性或可靠性，而非指工具本身。



效度評估的模式

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
related validity)

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表面效度

預測效度

同時效度

收斂效度

區別效度

專家效度



問卷資料分析範例



問卷資料分析範例



問卷資料分析範例



問卷資料分析範例



問卷資料分析範例



問卷資料分析範例



04 實 驗 研 究



實驗的概念

前後比較：你調整某些東西後，與調整之前的狀況進行比較。

舉例來說，某天你試著發動車子，結果發現發不動，你「實驗著」把電
池接點清乾淨後再試一次。你調整某些事物（清理電池接點）然後比較
結果（車子是否發動）與之前的狀況（車子發不動）。

並列比較：你有兩個相似的東西，而你調整其一但不動另外一個。

舉例來說，你假設搖過的汽水罐會噴得到處都是，但沒搖過得不會。因
此，你拿了兩罐汽水，一罐劇烈搖晃；另一罐則不搖晃，同時打開兩罐
汽水，觀察其噴濺情形。



實驗的概念

由一個假設的因果
狀況開始

調整其中一個狀況，
或帶入一項改變

比較有調整與沒調
整的結果



實驗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

自然科學的實驗研究：

物理、化學的研究常在特別設計的實驗室裡面，刻意操弄自變項（e.g. 
增加摩擦力），同時注意觀察並測量依變項的變化（e.g. 物體移動速
度），藉觀察測量的結果，確定自變項的刻意變化是否造成依變項的效
應。

社會科學的實驗研究：

• 實驗是在人為設定的環境中進行

• 將受試者分成實驗組及控制組

• 研究者藉由操作自變數，觀察其對依變數的變化

• 實驗的同時，須控制干擾變數



實驗研究

實驗組
（創新教學法）

控制（比較）組
（傳統教學法）

學習成效

自變項：教學法 依變項

干擾變項／無關變項／調節變項

不同教師上課？課程內容範圍？先備知識差異？性別差異？



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比，實驗法
是最能提供檢測因果關係的方法



弱（前）實驗設計 準實驗設計 強（真）實驗設計

實驗研究設計的連續向度

• 執行社會科學研究時，無法
總是隨機選取或隨機分派

• 就地制宜，做最有效的控制



弱（前）實驗研究設計

單組後測設計（one-group posttest-only design）

X O

X：實驗處理
O：觀察或測驗結果



單組後測設計（one-group posttest-only design）

舉例：在某位國中教師的歷史課班上，放映20分鐘有關族群統合的影片。
結束後實施一項測驗，學生平均86分（高分表示對接納各種族群採正面
態度）。

該老師相信看過影片的得分，比未看影片前高，因老師覺得這次的分數
比以前類似班級（未看影片）施測的平均分數高

所以他下結論：影片對於減低種族偏見有顯著效果。

老師的結論是否有問題？



單組後測設計的效度威脅

1. 沒有前測，缺乏比較的基礎。

2. 無法說明若沒有接受實驗處理，依變項會得到什麼結果。

不是一個好的實驗研究設計

但在行動研究中，可用以試探研究問題，或發展觀念或工具。

＃類似個案研究設計（case study design），但不宜混為一談，個案研究
設計是針對一段期間、以一個人、團體事件或背景，著手的質性研究。



弱（前）實驗研究設計

單組前後測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X OO
前測測量 後測測量

比較



單組前後測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舉例一：在某位國中教師的歷史課班上，在放映20分鐘有關族群統合的
影片前，先實施前測，學生看過影片後，實施後測。老師計算前後測的
平均分數差異，發現分數由66分提升至86分。

根據分數差異結果，老師下結論：學生種族偏見態度已獲得明顯改善，
乃是觀看影片的結果。

老師的結論是否有問題？



單組前後測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舉例二：對國中一年級學生實施一個新的閱讀課程，在課程開始前，先
進行學生的閱讀能力測量，經過整個學期的課程施行，學期末再進行一
次閱讀能力測量。

結果顯示全部年級學生的閱讀都有進步，根據此結果，老師下結論：學
新的閱讀課程方案對於提升學生閱讀能力有明顯效果。

老師的推論是否有問題？



單組前後測設計的效度威脅

不能確保實驗處理是影響結果（前後測差異）的唯一或主要因素。

1. 測驗效果：進行一項測驗，可以讓你對測驗主題的議題變為比較敏
感或更熟悉，當測驗進行第二次時，你會自行修正填答結果，或因
為熟悉測驗，而表現較好。

2. 歷史：指實驗處理以外，在實驗開始之後會影響依變項的任何事件。
以前述例子而言：學校舉辦讀書會活動。

3. 成熟：指隨著時間流失，個體內在狀況的改變，包括生理與心理的
歷程。

4. 迴歸現象：看起來像實驗處理所造成的效果，但實際上是均值迴歸
造成的。例如本來該班級學生的測驗分數就比較低，不管何種相關
的實驗處理，都能提高後測分數。



單組前後測設計的研究範例一

鄭琨鴻（2020）。探索擴增實境科學小說閱讀對大專院校學生的科學知識觀之影響及認知負荷感受。數位學習科技期刊，12(3)，59-87。



單組前後測設計的研究範例二

Cheng, K. H.*, & Tsai, C. C. (2019). A case study of immersive virtual field trips in an elementary classroom: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eacher-
student interaction behaviors. Computers & Education, 140, 103600. 



單組前後測設計的研究範例二

Cheng, K. H.*, & Tsai, C. C. (2019). A case study of immersive virtual field trips in an elementary classroom: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eacher-
student interaction behaviors. Computers & Education, 140, 103600. 



單組前後測設計的研究範例二

Cheng, K. H.*, & Tsai, C. C. (2019). A case study of immersive virtual field trips in an elementary classroom: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eacher-
student interaction behaviors. Computers & Education, 140, 103600. 



強（真）實驗研究設計

隨機化前測-後測控制組設計（randomized pretest-post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

實驗組 R O X O

控制組 R O C O

後測前測



準實驗研究設計

不等前測-後測控制組設計（nonequivalent pretest-post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

實驗組 O X O

控制組 O C O

後測前測

------ 無隨機分派



納入前測的優缺點

1. 檢查隨機化程序

2. 檢視天花板效應（ceiling 
effect）或地板效應

（floor effect）

3. 可使用共變數分析

（ACOVA），用統計方法

控制前測的差異

優點

1. 測驗效果的威脅

2. 無法類化到沒有接受前測

的母體（外在效度）

缺點

＃許多研究者相信，納入前測的

優點超過缺點，前後測控制組設

計也確實是強的研究設計。



準實驗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範例

Chang, S. C., Hsu, T. C., Chen, Y. N., & Jong, M. S. Y. (2020). The effects of spherical video-based virtual reality implementation on students’ 
natural scie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8(7), 915-929.



準實驗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範例

Chang, S. C., Hsu, T. C., Chen, Y. N., & Jong, M. S. Y. (2020). The effects of spherical video-based virtual reality implementation on students’ 
natural scie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8(7), 915-929.

共變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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