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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內容從研究步驟、研究工具、研究樣本來說明研究方

法，茲分節說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步驟 

為達成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將依下列步驟進行（圖 3-1）： 

 

 

 

 

 

 

 

 

 

 

 

 

圖 3-1  研究步驟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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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階段 

（一）可行性探究：分析相關文獻，與專家討論後，確定本研究可

行性。 

（二）相關文獻與技術探討：想要將傳播科技概念量表內容構想清

楚，前提是必須先清晰的構思想要測量的內容。要清楚的構

想量表內容，必須對所欲測量之內容有正確且足夠的瞭解，

如此量表的內容才不會被導入錯誤的定義，因此量表必須根

基於實質理論，理論可以澄清我們的概念，並提供一個正確

的方向。所以，本研究針對傳播科技的概念項目與概念階層

的定義做完整文獻的探討，以加強科技概念的理論基礎，做

為編製的依據，並且將文獻探討出來的傳播科技內涵架構與

概念項目初稿（表 2-4），整理出「傳播科技內涵架構與概

念項目」請專家針對內容提出看法與建議，並依專家的意見

修改完成。 

（三）撰寫研究計畫：確定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

對象，建立研究架構，發展研究工具、擬定施測計畫並且構

思資料分析方法。 

二、分析與設計階段 

（一）科技系統的分項設計：分為傳播、營建、製造、運輸與生物

科技。 

（二）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教育的內涵架構探討：電腦傳播、圖文傳

播、影像傳播與通訊傳播。 

（三）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念項目探討：依文獻與傳播科技內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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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整理出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教育的科技概念項目。 

（四）概念階層的分析：概據認知發展理論（CLD 理論），將概念

發展階層分為具體、辨識、分類與活用階層。 

（五）專家評估：針對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發展出「中學階段傳播

科技概念內涵架構與傳播科技概念項目專家問卷」，請各傳

播科技領域之專家評估後，依專家意見修改與調整，以確定

中學階段各個傳播科技教育的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 

（六）傳播科技概念量表的雙向細目表設計：綜合中學階段傳播科

技教育的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與概念發展階層兩項結果，設

計出適合中學階段學生之傳播科技概念量表的雙向細目

表。縱座標為傳播科技內涵架構（電腦、圖文、影像、通訊

傳播），橫座標為 CLD概念階層（具體、辨識、分類與活用

階層），並依此表逐步發展題目問項。 

三、發展階段 

（一）量表內容的發展設計：依量表的發展原則逐步設計量表內

容。撘配概念階層的意涵發展題目，使每一步驟皆符合發展

原則。 

1. 具體階層：呈現實物或現實生活中常見的情況，請受試者

選出相同的事物。 

2. 辨識階層：偏重在受試者能否辨識出各種事物所具有的相

同用途或功能。 

3. 分類階層：偏重在對各項事物性能的了解，在解決問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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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給予提示，讓受試者能根據提示來選出相同性質之事

物。 

4. 活用階層：偏重在個體的問題解決能力之上，在問題解決

之前受試者要提出可能的假設，根據假設將各選項加以分

析歸納為同類之事物，是較為抽象的概念。 

（二）傳播科技概念量表預試題目發展：編製量表題目時，依類型

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原則，須考慮到題數、題型、題幹、選

項計分式及命題的技術等。由於選擇題能適用於各種性質不

同的材料，可以測量到各種不同層次，而且易於實施、作答

方式簡單、易於計分是各類試題中使用最廣泛的一種。故本

研究採用決定四選一「選擇題」，並參考相關文獻依雙向細

目表與量表的發展方式，依下列原則逐題編製發展出最初的

預試題目： 

1. 敘述題幹時，應力求清晰明確，但避免過於冗長。 

2. 要包含問題的主旨，要力求完整，避免被選項分割成兩部

分。 

3. 儘可能以正面陳述的方式來敘述題幹，若用否定敘述時，

否定字須加底線表示或用粗體字書寫，以提醒填答者注意。 

4. 每題的問項數宜求一致，至少三個或不超過五個。 

5. 不要含有明確錯誤之選項且要避免含有不相關或不重要之

隱涵或線索。 

6. 將每一選項放置一行，且標準答案必定是正確的或是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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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盡量少用「以上皆非」、「以上皆是」為選目，

而且正確答案不要集中於某一選項，應均分於各選項。 

7. 問項使用之詞彙用語應該考量受測者之閱讀及理解能力，

且要清晰而不含糊的，要讓受試者很清楚的明白重點的所

在。 

（三）科技概念量表的專家評估：將發展出來的量表設計與原始預

試題目整理成「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念量表專家問卷」請第

一線的中學生活科技教師提出修正建議。 

（四）量表預試題目的完成：依專家意見修正完成預試量表初稿。

並請國文老師與高中學生逐題審視用字遣詞，以確保語意之

適當。由這專家、教師、學生審視這些問項，評估每個問項

與所欲測量的現象之間是否適切，並評估問項的清晰度與簡

要性，以增加量表的信效度。最後刪減修改不當題目。最後

潤飾文字用語成為確定的「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念預試量

表」。 

四、完成階段 

（一）量表的預試：為了要確定問項之適當性，樣本要大到足以消

除受測者的變異性，這是個重要的著眼點，吳殷齊（1999）

在量表的發展一書中建議樣本數為問項數目之十倍。為提高

樣本的代表性，預試樣本的區域分配要廣泛，層度範圍也要

分佈均勻，以基測入學成績為依據，選取的樣本要包含各層

度範圍，所以我們找了北部、中部、南部各兩所高中，挑選

每校約 3~4班的高一學生為預試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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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分析：將收集的資料輸入電腦，利用 TESTER 2.0及 SPSS 

軟體進行 S-P表分析、信效度考驗、鑑別度與難度分析。 

（三）量表修正：試題分析完成後，即可依據各試題的量化數據（如

試題注意係數、難度指數和鑑別度指數）及專家的審核意

見，選取最適切的題目，以組合成正式測驗或量表。 

（四）量表完成：完成正式的量表後，檢測其內容分配上，是否與

雙向細目表相互乎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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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工具如下： 

一、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念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 

由於國內並無針對中學階段學生編製之傳播科技概念的調查問

卷工具，因此本研究依據現階段中學生活科技課程之傳播科技教育內

涵與目標，並參酌國內外有關資訊與傳播科技教育文獻，及徵詢相關

專家學者之意見後加以修訂，據以編製成第一階段之「中學階段傳播

科技概念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初稿」（表 2-4）。然後請傳播科技領域

的專家學者針對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念內涵架構與傳播科技概念項

目初稿提出意見，並依其意見修改調，整以確認「中學階段傳播科技

概念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表 3-1）。 

表 3-1  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念內涵構與念項目 

傳播科技內涵架構 傳播科技概念項目 

電腦介紹 
電腦的演進、莫耳定律、二進位、電腦的型式、
類比數位、位元與位元組 

電腦硬體 輸入輸出、中央處理、記憶單元 

電腦軟體 系統軟體、應用軟體、電腦病毒 

電腦傳播 

電腦網路 網路配備、網路服務、通訊協定、網域名稱 

識圖與製圖 
立體圖、平面圖、尺寸標註、線條、製圖設備、
CAD & CAM 圖文傳播 

印刷的要素 三原色、印刷版、印刷機、被印物 

光學系統與原理 光的三原色、透鏡成像 

攝影的配備 
傳統與數位相機、動態影像、鏡頭、感光度、
腳架、閃光燈 

攝影的方法 景深、光圈、快門、採光 

影像傳播 

影像資料的記錄與保存 解析度與像素、沖印、每秒張數、儲存裝置 

通訊傳播的原理 傳送步驟、載波、頻道 
通訊傳播 

通訊傳播的配備與應用 電話、電視、SNG、人造衛星、GPS 

 

二、中學生傳播科技概念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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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念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之後，再依

此內涵架構與概念項目，結合認知學習理論（CLD 理論）的概念發

展階層整合出傳播科技概念雙向細表（表 3-2），並配合量表的發展

原則，發展出第二階段問卷「中學生傳播科技概念量表專家問卷」（如

附錄三）。先請任教於中學階段的生活科技教師針對問卷內容逐題提

出意見。依問卷結果修正調整不適當的量表題目。再依此問卷結果，

刪除較不恰當的題目，並將部分題目依問卷意見修改調整後，再請國

文科教師逐句修改問卷文字描述，並請高中一年級學生檢視問卷內

容，以期能符合學生閱讀理解之程度，最後完成「中學生傳播科技概

念預試量表」（附錄五）。 

表 3-2  中學階段傳播科技概念雙向細目表 

傳播科技教育內涵架構 具體階層 辦識階層 分類階層 活用階層

電腦介紹 

電腦硬體 

電腦軟體 

電腦 
傳播 

電腦網路 

    

識圖與製圖 圖文 
傳播 印刷的要素 

    

光學系統與原理 

攝影的配備 

攝影的方法 

影像 
傳播 

影像資料的記錄與保

    

通訊傳播的原理 通訊 
傳播 通訊傳播的配備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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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研究樣本母群為台灣中學階段的學生，因應目前的生活

科技課程，傳播科技分散於各年級，選定高一學生為預試樣本的原因

是其已完整接受國中階段的傳播科技育內容，其對國中所學的內容還

有深刻印象，且高中階段的傳播科技課程也都安排在上冊，也就說高

一學生也接受了幾手完整的中學階段的傳播科技課程，所以選定高一

的學生做為預試樣本。 

為了要確定問項之適當性，樣本要大到足以消除受測者的變異

性，且為提高樣本的代表性，預試樣本的區域分配要廣泛，層度範圍

也要分佈均勻，所以本研究選取北部、中部、南部各兩所高中。由於

要考慮學生知識層度上的差異，本研究所選取的學校的基測入學分數

涵括了高、中、低各個範圍。每校各發出 135分問卷（約 3~4班），

但因每校的班級人數的不同，所以回收的問卷量也不一樣，總計回收

的問卷有 679份。扣除無效問卷後，得 623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率

為 91.8％。 

表 3-3  預試樣本的分配與人數表 

代號 地區 入學成績 回收樣本 有效樣本 有效比率 

A 台北市 高 117 117 100％ 
B 台北縣 中 120 115 95.8％ 
C 台中市 高 134 129 96.2％ 
D 苗栗縣 中 82 73 92.3％ 
E 高雄市 中 128 113 88.3％ 
F 高雄縣 低 98 76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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