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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研究擬以模擬研究的方法探討信度

類別與量尺特性對評定量表相關係數校正

的影響。模擬研究中擬操弄量表點數、量

表內題目間的共變數、量表題數、受試者

判斷的正確度（即個別題目之信度），跨量

表題目真分數間的共變數，與點量表分配

六個因素，比較以內部一致性信度 α，再
測信度，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平方等

三種信度係數校正之相關係數之差異。結

果發現以內部一致性信度 α校正之相關係
數在題目同質性低時易高於理論值，其他

兩類信度校正之相關係數的偏誤則較小。 
 
關鍵詞：李克式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

再測信度、效標關聯效度、相關係數校

正 
 
Abstract 
 

The Monte Carlo experiment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the type of reliability and the 
properties of Likert-type rating scales on 
correlations corrected for attenuatio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manipulated included 
number of response categories, inter-item 
covariance, number of items, respondents’ 
judgment accuracy (or reliability of 

individual item), correlations between true 
score items across measures, and distribution 
of scores of the rating scales. The quality of 
th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corrected for attenuation by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α,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the squared correlation 
between true scores and observed scores 
were compared. The correlation corrected by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α was found 
to be higher than the population value when 
items were less homogeneous. The 
correlations corrected by the other two types 
of reliability, in general, yielded less biased 
results. 
 
Keywords ： Likert-type scales,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correction for 
attenuation 
 
二、 前言與研究目的 
 

評定量尺為社會科學研究常用的度

量化方法之一，研究者常藉評定量表測量

個人特質或反應（王、翁，民 91；楊、趙，
民 76； Likert, Roslow, & Murphy, 1993）。
在量表建構中，信度與效度是研究者需要

探討的兩個主要的心理計量特性。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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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rt（1932）提出此測量方法以來，已有
許多學者探討評定量尺設計對量尺信效度

的影響。在過去此方面研究中，研究者通

常將量尺設計對量表信度與效度的影響分

開探討，本研究則擬綜合雙方面的研究，

以模擬研究探討量表特性對相關係數校正

(correction for attenuation)的影響。 
相關係數是效度研究中常用的統計

量，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一般即以測驗與效標間的相關係數進行評

估。又如聚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
辨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亦是應用多
個測量工具間的相關係數綜合討論

(Campbell & Fiske, 1959)。此外，在一般研
究中，研究者亦常運用相關係數以瞭解變

項間的關係。然而，測量工具常會因為測

量誤差之故，無法具有完全的信度。此等

測量誤差會影響相關係數的估計，使得所

估計出來的相關係數被低估，致而無法充

分反應研究者研究旨趣所在之心理構念間

的理論關係。有鑑於此，Spearman (1904)
遂乃提出相關係數校正的概念與作法，嘗

試估計當測量工具不受測量誤差影響時，

理論構念間的相關為何。Block (1963)認為
當研究重點為評估兩測量工具在所測量的

構 念 上 是 否 相 當 時 (conceptual 
equivalence)，相關係數應該適度地校正，
校正因測量誤差而導致的相關係數下降程

度，以充分反應理論構念間的關聯程度。

雖然對於相關係數校正的適用性至今仍有

論爭(Muchinsky, 1996)，相關校正依然有其
適用之必要情境。以前述構念比較研究為

例，當研究者的主要目的為了解不同量表

所測量構念間的關係時，測量誤差乃為實

徵研究中難以避免的瑕疵，如果研究者未

對樣本估計之相關係數進行校正，測量誤

差將使得理論構念間的關係強度被低估，

而無以呈現構念間的關聯程度，甚至可能

因此錯誤推論不同量表測量之構念的關

係。Block即舉多例說明此現象。Muchinsky 
(1996) 並 認 為 ， 效 度 類 化 （ validity 
generalization ） 研 究 、 整 合 分 析

（meta-analysis），以及效用評估（utility 
assessment）研究之發展亦使得相關係數之
校正受到重視。 

但是，倘若要進行相關係數校正，究

竟要採用何種信度係數？各類型的信度係

數乃評估不同來源的測量誤差對測量結果

的影響程度 (Anastasi & Urbina, 1997; 
Crocker & Algina, 1986)，因此，採用何種
信度宜取決於研究中對測量誤差的定義

(Guilford, 1954; Lord & Novick, 1968)。此
建議就概念層次考量相當合理，然而，一

個測驗的分數可能同時受各種誤差來源影

響，此時，經由不同信度係數校正後的相

關係數結果有何差異？何者偏差較小較接

近真實的相關？而且，評定量表的設計是

否會影響校正後的相關？本研究即欲以模

擬研究方法回答此等問題，探討信度類別

與量表特性對相關係數校正正確度的影

響。 
Lissitz 與 Green (1975)率先以模擬研

究的方法探討量表信度如何隨著量表點數

與題間共變數而改變，冀能提供量表編製

與使用者選擇適當點數。該研究探討的信

度係數包括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再測
信度，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的平方三

者。Jenkins 與 Taber (1977)繼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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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對三信度係數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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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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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信度係數 α 之影響。但其乃估計模
擬之連續資料的 α 值，未將連續資料轉換
成間斷之評定量表式點資料。 

Jenkins與 Taber (1977)發現可以加成
模式整合操弄之四個因素對量表信度的影

響。Lissitz 與 Gree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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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情況在一般真實資料中

並不多見(Micceri, 1989)，也因此其結論難
以直接類推到實際資料上(Weng, 2004a)。
Jenkins 與 Taber 亦指出，假設回答各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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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

進模擬研究結果在實際資料分析時的參考

性，乃有研究者進一步以模擬研究方法探

討評定量尺分配等因素對量表信度與效度

的影響，將連續的觀察分數作不同的轉

換，以形成各式的點量表分配，而非僅假

設各點的機率相同（翁，民 90，民 91；Enders 
& Bandalos, 1999; Bandalos & Enders, 1996; 
Weng, 2004b; Weng & Cheng, 2004）。 

翁（民 90，民 91; Weng, 2004b; Weng 
& Cheng, 2004）以模擬研究的方法探討影
響評定量表信度與效標關聯效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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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代表效標

關聯效度之相關係數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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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各因素對不同信度

指標的影響程度未必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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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量表

特徵與受試者特性對評定量表效標關聯效

度的影響則發現，題間共變、量表題數與

受試者判斷正確度對效標關聯效度的影響

較大，量表點數與題目分配則影響不大。

研究結果顯示，以評定量表測量時，影響

信度指標與相關係數的因素並非完全一

致。若是如此，採用不同的信度係數校正

相關係數時，效果是否會相左？在不同的

評定量表設計下，各類信度係數的校正效

果為何？此即本研究欲回答的問題。 
Zimmerman與Williams (1997)曾以模

擬研究探討分數分配對相關校正的影響，

發現當信度高時，校正後的相關係數非常

接近真分數相關，但低信度則易導致過度

校正，甚而得到高於 1 的校正後相關，母
群分數的分配與相關校正之結果則無關

係。然而，Zimmerman與Williams的研究
並未充分考量評定量表特性的影響，以致

於其結果是否能類推至使用評定量表測量

的情形，則有待進一步探討。言要之，本

研究以模擬研究的方法，探討信度類別與

量表特性對相關校正結果的影響。由於評

定量表常用以收集研究資料，此研究結果

將有助於瞭解考量不同誤差來源時，相關

係數校正之品質。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操弄六個獨變項，各獨變項

包含之情境如下。 
(a) 量尺點數：量尺點數涵蓋 2至 9點。此
設計未包括過去研究之多點數情境，主

要考量以往研究結果與一般人之認知

能力兩因素。過去研究發現量尺點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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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在五至七點後即不甚明顯(翁，民
90，民 91; Jenkins & Taber, 1977; Lissitz 
& Green, 1975)，而且研究參與者未必
能精準地區辨多點數反應間的差異，回

答高點數量表極可能反而引進不必要

之測量誤差。 
(b) 量表內題目間的共變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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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5與 20題四種情形。 

(d) 受試者判斷正確度：亦即題目之信度，
為題目真分數變異數對題目觀察分數

變異數之比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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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2.0，
4.0）、(4.0，7.0)與(0.0，4.0)。 

(f) 兩量表各題真分數間之共變數：此變項
依量表內題間共變數而異，在題間共變

為 0.2，0.5，0.8時，分別為 0.1，0.1-0.4，
與 0.1-0.7。 
此模擬研究之信度指標包括內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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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量表相關係數，以及分

別以三種信度指標進行校正後之相關係數

的平均數與標準誤等基本統計量，並計算

各信度校正後相關係數的偏誤。繼以變異

數分析之 η2探究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對各

信度校正之相關係數的影響程度，η2 > .138
代表效果值高，η2 > .059代表中等程度效
果值(Cohen, 1988)。 

 
四、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就同量表內題目間共變之三

種情境分別對以三類信度校正後之相關係

數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兩量表各題

真分數間之共變與量表題數的效果量最

大，量尺點數、點量尺題目得分分配、受

試者判斷正確度之影響不大；而且，交互

作用項的效果相當小，幾乎均未達小效

果。換言之，就本研究探討的變項與情境

觀之，兩量表各題真分數間之共變與量表

題數是影響校正後相關係數大小之主要因

素。此結果與兩量表真分數相關之理論值

相符，兩量表真分數相關之理論值即為校

正後相關之理論值，顯示本研究之模擬資

料應為合理正確。基於本模擬研究設計之

情境，以代數推導可知，兩份量表間真分

數之高低與兩量表各題真分數間之共變、

量表題數、同量表內各題間之共變三者有

關，而且，當量表題數趨近無窮大時，量

表真分數之相關趨近兩量表各題真分數間

之共變與量表內題目間共變兩者之比值。

由於題數為 1之結果與題數大於 1之組合
量表分數的結果具相當差異，有鑑於一般

心理學量表均為多數題之組合，本文之討

論因之乃集中於題數大於一之量表情境。 
為進一步了解不同類型信度校正之

相關係數與理論值之差異，乃分別檢視比

較不同情境下以三種信度校正之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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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數與量表真分數相關理論值之差

距，此亦即各信度校正後相關係數的偏

誤。結果發現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在量
表內題間共變為 0.2與 0.5時可能過度校正
量表間的相關程度，而導致校正後的相關

高於理論值，在題數少如二或三題時尤

然。再測信度以及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

的平方則較少發生此現象，平均數較接近

理論值，其中再測信度有時會稍微低估量

表真分數間之相關。三類信度校正結果之

差異主要可能肇因於三類信度估計值之數

值高低。在 Lissitz & Green (1975)與Weng 
(2004b)，以及本研究的模擬研究設計下，
量表各題符合平行項目之假設，此時，內

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乃為信度之估計而非
下限。然而，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的數
值在量表內題間共變非 0.8時，均低於其
他兩類信度，致使其校正後之相關偏高。 

因此，誠如 Cronbach（1947）與 Lord
與 Novick（1968）所言，以不同類型之信
度校正相關係數可能得到不同之結果，然

而其間之比較不見的沒有意義。一個量表

或測驗的分數可能同時受各種誤差來源影

響，雖然採用何種信度宜取決於研究中對

測量誤差的定義(Guilford, 1954; Lord & 
Novick, 1968)，但經由不同類別信度係數
校正後之相關係數的偏誤並不一致。本研

究發現，再測信度以及真分數與觀察分數

相關的平方校正之相關的偏誤一般較小較

接近相關係數的理論值，內部一致性信度

係數 α在量表內題間共變低時，則可能過
度校正而造成嚴重偏誤，題數少時尤然。

再測信度在題目反應點數少如 2或 3點，
題目信度高或極端分配如（0，4）與（3，
7）時，可能因校正不足而低估量表真分數
間的相關。以真分數與觀察分數相關平方

校正之相關係數整體結果則頗佳，只於部

分極端情境具偏誤。有鑑於各類信度校正

後相關在偏誤上的差異，研究者宜於界定

測量誤差後，避免可能產生偏誤的李克式

量表設計，以免造成相關係數之過度校正

或校正不足的情形。 
 
五、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原則上依原計畫進行，另並推

導兩量表真分數相關，亦即校正後相關係

數之理論值以作比較。本研究之研究結果

將有助於對相關係數校正影響因素之瞭

解，應可於相關期刊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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