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點數對評定量表信度與效度影響之模擬研究(I)

Effects of Number of Categories 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 Monte Carlo Study (I)

計畫編號：NSC 89-2413-H-002-048
執行期限：89 年 8 月 1 日至 90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翁儷禎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ljweng@ccms.ntu.edu.tw
  
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以模擬研究的方法探討影響
評定量表信度的因素。模擬研究中操弄量
表點數、題目間的共變數、量表題數、受
試者判斷的正確度（即個別題目之信度），
與點量表題目得分分配五個變項，以探究
此五因素對內部一致性信度α，再測信
度，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平方等三種
信度係數的影響。結果發現各交互作用項
的影響相當小，各因素的影響可以加成模
式解釋。內部一致性信度主要受題間共變
數與量表題數影響；再測信度主要受受試
者判斷的正確度影響，量表題數次之；真
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平方主要受受試者
判斷的正確度與量表題數影響，量尺點數
與分配次之。此研究結果可作為評定量表
設計之參考，以編製最能增進測量結果信
度之量尺。

關鍵詞：評定量尺、李克特式量尺、量尺
點數、題目分配、再測信度、內部一致
性信度

Abstract

The Monte Carlo method was proposed 
to examin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reliability of Likert-type rating scale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manipulated included 

number of response categories, inter-item 
covariance, number of items, respondents’ 
judgment accuracy (or reliability of 
individual item), and item score distributions 
of the rating scales.  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three estimates of test reliability: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α ,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the squared 
correlation between true scores and observed 
scores.  The research is the first part of a 
two-year projec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αwas mainly 
affected by inter-item covariance and 
number of items.  Respondent judgment 
accuracy and number of items affecte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The squared correlation 
between true scores and observed scores was 
affected by judgment accuracy, number of 
items, number of response categories, and 
item score distributions of the rating scale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study will assist developers of 
Likert-type rating scales in choosing 
appropriate design to achieve optimal 
reliability for measurement in their research.

Keywords：rating scales, Likert-type scales, 
number of response categories, item 
distributions, test-retest reliability,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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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此研究為一兩年研究計畫之第一部
份，旨在探討評定量尺點數及其他因素對
量表信度的影響。評定量尺為社會科學研
究中常用的度量化方法之一，研究者常藉
評定量表測量個人特質或反應（楊、趙，
民 76）。建構評定量尺時，研究者一般會
考慮量尺點數與量尺標示語的選擇兩個向
度。自 Likert（1932）提出此測量方法以來，
已有許多學者探討此類量尺的特性，其中
量尺點數對量表信度影響的研究最多，廣
為研究者重視。然而過去有關此議題的研
究結果並不一致，研究方法與設計亦是紛
歧。大多數研究為以實際量表施測之實徵
研究，另有一些則以模擬研究的方法進
行。其中實徵研究使用的量表，討論的點
數以及信度的類別不盡相同。大多數研究
乃探討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α受點數影響
的情形(如：柯，民 83;翁，民 88；黃，民
75; Aiken, 1983; Halpin, Halpin, & Arbet, 
1994; Jenkins & Taber, 1977; Komorita & 
Graham, 1965; Lissitz & Green, 1975; 
Masters, 1974; Matell & Jacoby, 1971; 
Oaster, 1989; Wong, Chuen, & Fung, 
1993)，點數對再測信度影響的研究則較少
(翁，民 88；黃，民 75;Jenkins & Taber, 1977; 
Lissitz & Green, 1975; Matell & Jacoby, 
1971; Oaster, 1989)。再測信度研究由於需
要對同一群受試者施測至少兩次，較內部
一致性信度研究耗力費時，因之與其相關
的研究結果亦較少見。然而，再測信度受
量表點數的影響乃必須研究的議題，因為
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α與再測信度兩者所
關切的測量誤差是不同的，內部一致性信
度考慮的是題目間的相關一致性與量表測
量特質的同質性，再測信度則探討不同時

間測量結果的穩定性(Anastasi & Urbina, 
1997)。一個具備高度內部一致性的量表，
如果在不同時間測量的結果並不穩定，亦
即再測信度低，則該量表將影響整體研究
推論的可信度。

以往的實徵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認為
點數與信度並無顯著關係（如：Aiken, 1983; 
Wong, Chuen, & Fung, 1993），有的研究認
為點數與信度高低有關，但各研究建議的
最優點數亦不盡相同，少至兩、三點（如：
Matell & Jacoby, 1971），六、七點（如：柯，
民 83; Oaster, 1989; Symonds, 1924），乃至
多達 18 點或更多（如：Champney & 
Marshall, 1939）。Komorita 與 Graham (1965)
認為點數對信度的影響乃視題目的同質性
而定，對於同質的題目，兩點與六點的α
並無差異，但對異質性的題目，六點量表
的α值高於兩點量表。Masters(1974)則認
為點數的影響乃需考慮量表總分的變異
量。總分變異量高時，亦即受試者意見較
不同時，量表點數與α無關；但總分的變
異量較小，亦即受試者意見較接近時，增
加量表點數可提高變異量與量表的α值。
唯總分變異量同時受各題變異數與題間共
變數影響，解釋上之意義或較模糊。
Churchill 與 Peter(1984)整合分析 108 個與
測量工具信度相關的市場行銷研究，結果
發現量表點數愈多信度愈高。他們所分析
的信度乃以內部一致性信度為主，再測信
度為輔。

在回顧一系列與量表點數相關的文
獻後，Guilford (1954)覺得多少點數最佳或
乃隨情境而異，因而建議就一量表而言，
多少點數最適當宜由實徵研究結果決定。
此建議固然很好且值得嘗試，但許多研究
可能無法在實際進行主要研究前，先進行
一系列前導研究來探討將要採用或編製之
量表的最佳點數。有鑑於此，Lissitz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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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1975)乃率先以模擬研究的方法探
討量表信度如何隨著點數與題間共變數而
改變，盼望該研究結果能提供量表編製與
使用者一些線索，以選擇適當的點數。

繼Lissitz與Green (1975)之後，Jenkins
與Taber (1977)以 Lissitz與Green的研究為
基本架構，再考慮可能與量尺點數交互影
響量表信度的其他因素，進一步探討量表
點數、題目間的共變數、量表題數、受試
者判斷的正確度（亦即個別題目之信度）
四個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對信度係數的影
響。吳（民 85）亦以模擬實驗探討問卷長
度、項目間平均相關係數、各項目變異數
變異程度三者對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α之
影響，此研究乃評估各因素對模擬之連續
資料α值的影響，未將連續資料轉換成間
斷之評定量表式點資料，。Jenkins 與 Taber
的結果發現，操弄之四因素的交互作用並
不顯著，因此可以加成的模式整合這四個
因素對量表信度的影響。Lissitz 與 Green
及 Jenkins 與 Taber 此二模擬研究均發現量
表點數達到五點之後，就算點數增加，信
度亦不會隨之而增高，因而認為以五點量
尺進行測量即已足夠。然而此二研究假設
回答各點數的人數均等，亦即點量表的題
目 分 數 分 配 為 均 等 分 配 (uniform 
distribution)。此種分配在一般真實資料中
並不多見，也因此其結論不一定能直接類
推到實際資料上。Jenkins 與 Taber 亦指出，
假設各點數的人數均相等乃該研究的限
制，因為大多數實際資料的分配並非如
此。因此，為考慮題目分配的影響，
Bandalos 與 Enders (1996)乃進一步以十題
量表為標的，研究不同題目分配對信度的
影響，然其研究主題乃在探討連續真分數
分配與點量表觀察分數分配兩者的相似性
對信度的影響，且僅只研究內部一致性信
度係數α，而未包含再測信度等其他信度

估計值。因此，為增進模擬研究結果在實
際資料分析時的參考性，本研究以模擬研
究方法探討量尺點數等因素對量表信度的
影響時，將對連續的觀察分數作不同的處
理，以形成各式的點量表題目分配，而非
僅假設各點的機率相同。

簡言之，本研究以模擬研究的方法探
討量尺點數等五個變項對量表信度的影
響。信度估計延續 Lissitz 與 Green (1975)
及 Jenkins 與 Taber (1977)的作法，包含內
部一致性信度α，再測信度，真分數與觀
察分數相關的平方三者。模擬研究中除了
操弄 Jenkins 與 Taber 所探討的量表點數、
題目間的共變數、量表題數、受試者判斷
的正確度（即個別題目之信度）四個因素
外，亦操弄點量表的題目分配，使模擬情
境更接近實徵資料的特性，以提高此模擬
研究結果對量尺設計的參考價值。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操弄五個獨變項，各獨變項
包含之數述如下。(a)量尺點數：量尺點數
涵蓋 2 至 14 點，此設計不僅包括 Lissitz
與 Green(1975)和 Jenkins 與 Taber (1977)所
研究的 2、3、5、7、9、10、14 點，並且
把其中的各數點量尺均包含在內。(b) 題目
間的共變數：此變項依 Lissitz 與 Green 和
Jenkins 與 Taber 的作法，包含 0.2、0.5、
0.8三數值。(c) 量表題數：此變項依 Jenkins
與 Taber 的作法，包含 2、3、5、7、9、10、
14 題，另加 12、15 與 20 題三種情形。(d) 
受試者判斷正確度：此變項依 Jenkins 與
Taber 的作法，包含 0.50、0.70、0.85、1.00
四種情形。(e) 點量尺題目得分分配：本研
究由檢視以往實徵資料中各點數量尺題目
的頻率分配（例如翁，民 88），選取較常
出現之分配，作為模擬研究中點量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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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選取之依據。共選取六種分配情形，
包含均等分配、常態分配，以及四種不同
程度偏態之分配，此四分配之偏態係數與
峰度係數分別為（0.5，0.5）、（1.0，1.5）、
（1.5，2.25）與（2.0，4.0）。

此模擬研究之依變項包括內部一致
性信度α，再測信度，真分數與觀察分數
相關的平方等三種信度係數。資料產生步
驟乃根據 Lissitz 與 Green(1975)之作法，先
依古典測驗理論建構連續觀察資料，再轉
換成各種題目得分分配之點量表反應資
料。每一情境重覆 100 次，每次產生 100
個受試者資料。資料收集後，即計算各情
境各信度係數的平均數與標準誤等基本統
計量，並以變異數分析之η2 探究各因素及
其交互作用對各信度係數的影響程度，η2

> .14 代表效果值高，η2 > .06 代表中等程
度效果值(Cohen, 1988)。

四、結果與討論

表一列出五個操弄變項主要效果的效
果值大小η2。除了題數與判斷正確度對再
測信度的交互作用達中等程度效果（η2

＝.08）外，所有的交互作用項均未有中等
程 度 以 上 的 效 果 ， 與 Jenkins 和
Taber(1977)的結果一致，故表一僅列出主
要效果的效果值大小。結果發現影響各類
信度數值的變項不一。內部一致性信度α
主要受題間共變數與量表題數影響，受試
者判斷正確度亦有影響。再測信度主要受
受試者判斷正確度，另受量表題數與題間
共變數影響。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平
方則同時受到受試者判斷正確度、量表題
數、點量尺題目分配型態與量尺點數影
響。此研究結果支持 Jenkins 和 Taber 結
果，惟本研究進一步提供題目分配特性對
信度的影響，題目分配主要影響真分數與

觀察分數相關的平方，對內部一致性信度
α與再測信度的影響小。

由於絕大多數的交互作用效果小，表
二乃列出各操弄變項每一情境下三信度係
數估計值的平均數與標準誤。整體而言，
三種信度估計值的平均數以再測信度最
高，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平方次之，
內部一致性信度α最低，與 Lissitz 與
Green(1975)及 Jenkins 和 Taber(1977)的
結果一致。三者的標準誤則以內部一致性
信度α高於其他兩者，再測信度與真分數
與觀察分數相關的平方的標準誤則相去不
大。表二中的信度平均數與標準誤乃多種
不同情境組合之信度係數的統計量，因此
顯示內部一致性信度α的數值容易因為抽
樣誤差以及本研究所操弄得量表條件而變
化，其餘兩者受到的影響相對而言則較小。

量尺點數主要影響真分數與觀察分數
相關平方的估計值，由表二的結果可發現
量尺點數超過六點後，真分數與觀察分數
相關平方估計值的增加並不大，超過八點
後增加量更少；此外，雖然量尺點數對其
於兩種信度估計值的影響不大，但可發現
點數超過五點後信度的增加量變小，七點
之後增加量更是微少。雖然 Lissitz 與
Green(1975)及 Jenkins 和 Taber(1977)均建
議五點的量表設計即可有令人滿意的量表
信度，本研究的結果雖未與之相背，但若
檢視信度的平均值與標準誤，可發現偶數
點量尺採用六點，或是奇數點量尺採用七
點的結果應會較為穩定。

題目間的共變數大小對內部一致性信
度α影響極大，此乃與內部一致性信度α
的定義一致，因其主要的誤差來源為題目
同質性之高低，亦即題間共變數之大小。
量表題數對三種信度係數均有影響，其中
對內部一致性信度α影響最大。由表二可
發現當量表題數達到五或七題後，題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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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對再測信度與真分數和觀察分數相關平
方兩種信度的增加量影響極微，內部一致
性信度α則需在量表題數達到九或十題後
信度估計值隨題數增加的程度方較趨緩。
受試者判斷正確度主要影響再測信度，再
者為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平方。此結
果亦與預期一致，因為受試者判斷正確度
會影響受測者在同一份量表上反應的穩定
程度，亦即影響觀察分數的穩定性，進而
影響再測信度與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
平方。此結果亦顯示評量量表信度時，如
果僅考慮內部一致性信度是不夠的，應再
評估再測信度，如此方能知道受測者在量
表反應上的穩定性。由於當量表編製完成
後，以量表為測量變項的實徵研究通常僅
收集一次量表資料，因此在量表發展歷程
中實在需要評估其再測信度，如此將來的
量表使用者方能知道一次測量所得的結果
是否穩定，量表結果的穩定與否極可能影
響整體研究的最終結論。

點量尺題目分配型態對信度係數的
影響主要呈現在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
平方上，雖然點量尺分配型態偏離常態時
信度係數會下降，但此下降程度在內部一
致性信度α與再測信度上均極微，僅在真
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平方上較大，信度
係數平均數由常態分配時之.870降至偏態
係數 2.0，峰度係數 4.0 時之.719。此低
影響度可能因為所操弄分配的型態並未極
端地偏離常態，譬如偏態為 3.0 或 4.0，
或是峰度高達 4.0 或 7.0 等。然而本研究
所操弄得分配型態應為一般研究較常見
者，顯示內部一致性信度α與再測信度對
量表題目分數分配的強韌性。臨床診斷用
心理測驗的題目分配可能異於一般研究，
而有偏態與峰度較高的題目分配，未來亦
可針對此類分配進行研究，以更全面性地
瞭解題目分配對信度係數的影響。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由於
點量表廣為研究者使用，本計畫之研究結
果將具理論與實用價值，可供研究者了解
各因素對信度之影響情形，並作為建構點
量表時之參考，選擇適合的量尺點數，以
提高測量工具的信度。研究成果在評定量
尺使用廣泛的國內兼具學術及應用價值，
且可與國外研究比較，應適合於國內外學
術期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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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操弄變項在三信度指標之主要效果的效果值η2

  信度

操弄變項
內部一致性信度α 再測信度 真分數與觀察分數

相關的平方
量尺點數 .019 .035 .153
題間共變數 .452 .070 .049
量表題數 .326 .158 .208
受試者判斷正確度 .087 .521 .270
點量尺題目分配 .008 .009 .163
註：所有效果值對應之 F 值皆顯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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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操弄變項各情境之三信度係數估計值的平均數與標準誤

信度
內部一致性係數α 再測信度 真分數與觀察分數

相關的平方
   操弄變項 變項水準 平均數(標準誤) 平均數(標準誤) 平均數(標準誤)

2 .632(.236) .808(.177) .683(.144)
3 .653(.233) .826(.167) .719(.151)
4 .688(.223) .854(.146) .786(.135)
5 .706(.219) .869(.136) .813(.131)
6 .714(.216) .876(.131) .830(.124)
7 .720(.215) .882(.127) .835(.120)
8 .723(.214) .884(.125) .844(.119)
9 .726(.213) .887(.122) .846(.117)
10 .728(.212) .888(.122) .851(.117)
11 .727(.213) .887(.122) .849(.116)
12 .728(.212) .888(.122) .852(.116)
13 .731(.212) .891(.120) .855(.115)

   量尺點數

14 .730(.212) .891(.121) .854(.118)
.2 .510(.197) .823(.160) .774(.151)
.5 .749(.163) .882(.126) .832(.127)   題間共變數
.8 .865(.117) .910(.106) .844(.117)
2 .448(.245) .759(.192) .688(.169)
3 .531(.233) .795(.173) .729(.157)
5 .637(.210) .840(.145) .781(.137)
7 .698(.191) .867(.126) .812(.123)
9 .742(.173) .886(.113) .834(.113)
10 .759(.165) .894(.108) .842(.110)
12 .787(.151) .905(.098) .855(.101)
14 .809(.141) .915(.092) .866(.097)
15 .817(.136) .920(.085) .871(.092)

   量表題數

20 .854(.114) .935(.072) .889(.083)
0.50 .610(.225) .730(.145) .709(.144)
0.70 .696(.213) .843(.103) .804(.116)
0.85 .743(.205) .914(.066) .857(.101)

   受試者判斷正確
度

1.00 .784(.197) 1.000(.000) .897(.098)
均等分配 .727(.212) .886(.124) .861(.116)
常態分配 .727(.211) .883(.125) .870(.121)
0.5/0.50 .720(.214) .878(.131) .854(.124)
1.0/1.50 .711(.217) .873(.134) .827(.126)
1.5/2.25 .690(.226) .859(.148) .770(.131)

   點量尺題目分配
   （偏態/峰度）

2.0/4.00 .674(.233) .850(.154) .7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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