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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总 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思斌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生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更加突

出地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社会工作作为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其基本生活困难、

走出困境，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的专业学科，其快速和稳步发展

显得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中央十九部委也制定了《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此外，在政府、学术界

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与解决

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发展

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

的结合还不到位。

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基本理念、工作方法带有浓厚的西方文

化色彩，带有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印记。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进

程中，我国要发展社会工作事业，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优秀成果，走专业化

之路。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在此过程中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既

有成果有时并不恰当，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与

西方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社会

工作本土化，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要适应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解决问题的具体环境，则是没有那么多争论的。来自西方的

社会工作理论、工作方法必须在中国能落地，能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契合，

这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曾经讨论过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

也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几种路径：第一，研究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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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容之处，删去不适宜的部分，再应用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第二，对

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促进国际社会工作经验与本土社会工

作的比较和碰撞；第三，分析两种社会工作之异同，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强化

它们之间的亲和性；第四，在此基础上从事社会工作实践，扩大两者之间的相容

性，以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可能的实践中，笔者还提出过一种看法：本土社会

工作学者在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方面，他们熟悉产生于西方的社会

工作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他们长期生活于非西方社会之中，对何种社会工作

理论、知识和方法有助于本地问题的解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进行选择性

“过滤”。

回到当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现实处境。虽然大陆的社会工作学科重建已有

３０年，但是在学术研究、经验总结、理论反思方面还相对滞后。相比之下，我国

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较早，实践比较充分。在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本地

实践的磨合互动中，一些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经验模式、知识积累，这

对同具华人社会文化的大陆地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出版这套“华人社会工作丛书”的重要初衷。本丛书选择工作生活于世

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的资深华人社会工作学者的有分量的著

述加以印行，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能缩短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

程，也有利于向读者提供一个参照———这些优秀的学者是怎样在专业化与本土

化之间进行思考的。当然，这些学者工作、研究和进行专业实践的背景与大陆

地区也不相同，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工作制度方面的差异

也比较明显，因此对他们的理论、观点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如果大陆读者能

在这些华人学者的理论、经验与自己面对的现实之间进行比较、思考和反思，有

了新见解，那就真正从深层次上达到出版本丛书的目的了。说不定这会对华人

社会工作乃至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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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浅白的文字写一般人轻易就可以看懂的研究法教科书，是我多年来的心

愿，１９９８年出版的时候如此，２００４年修订时如此，２０１３年退休离开教职和２０１６

年进行最后一次修订，亦复如是，算是对社会工作学术界的告别。

把研究法的书写得简单易懂，虽然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但写作过程也因

此艰辛。因为把理论与抽象的概念写成白话，甚至用生活上的例子来说明时，

马上就失去了文字表达的安全空间；而研究法里一些至今仍模棱两可的定义、

见仁见智的说法，就算能说得浅白，也难表达得淋漓尽致。用这个方式来写书

需要不小的勇气。所幸，这个勇气仍然存在，年轻刚教书时如此，现在退休了，

仍然如此。

谢谢邹平仪博士对本书第十三章的贡献，把社会工作实务同仁平日所惧

怕的统计简要地做了介绍。也谢谢高雄医学大学的陈政智教授，在文献综述

中对如何在网络上收集资料做了很实用的说明，但愿对社工伙伴们在准备考

试或自己做研究时有实质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对本书教学ＰＰＴ的制作

耗费了不少心力，若因此让更多学校教师更愿意采用本书，这将是陈政智老

师的贡献。

１９９８年本书初版时，有助理方婷像天使般的协助。２０１３年退休了，我没有

助理，试着孤军奋斗，因此所造成的瑕疵或编排上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们谅解。谢谢东海研究所的学生在上课时给我的意见，谢谢东海社工系同仁在

书目格式单元中的建议，使本书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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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把本书献给在实务界不断付出的社工朋友们，若能因此对各位的进

修、升学或社工师考试有所助益，那将是我最大的喜乐。也期待社工学生们，把

研究法读好，研究时不离实务，实务工作时不忘研究，让社工更进步，让一代胜

过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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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问卷设计

第一节　前言
第二节　测量的定义
第三节　量度的性质
第四节　量表设计的方式
第五节　问卷的形式
第六节　问卷的信度测量
第七节　问卷的效度测量
第八节　总加量表的鉴别力（犇犘值）分析
第九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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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问卷不是研究者想到哪里就可以问到哪里。问卷设计是研究过程中

极其重要的部分，研究的概念如何落实，资料能否有效被收集，如何借着

研究中的假设及其所牵连的变量，把理念转变为一些相当具体的题目，以

测量所要调查的变量……这些都需要在问卷设计上下功夫。

量表是借着一些题目来测量，不同的性质在量表中有不同的功能，也

因此在资料分析时必须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所达到分析的功能亦会有

程度上的差异。一般而言，量表可分为类别、顺序、等距、等比四种。量表

的设计方面，则以总加量表、等距量表、累积量表最为普遍，其制作过程将

于第四节详述。

好的问卷首先必须注意到每个题目的用词与布局，面对不同的受访

者，理想的问卷当然必须面面俱到。从理论上来讲，好的问卷最重要的是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若是在信度、效度上能够清楚交代，调查几乎已成功

了一半。一般而言，信度可分为再测信度、折半信度、分数信度、复本信度

四种；效度可分为内容效度、并行效度、效标效度、建构效度等几种，如何

进行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读者不可不慎！



第八章　问卷设计

·００３　　　　·

第一节　前　　言

社会调查过程中，很多时候都要用问卷去测量，问卷的设计是否准确、

合宜，将大大地影响调查的结果。问卷绝对不是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也不

是研究者想问几个问题就问几个问题；问卷乃是一项严谨规划的过程，问

卷的来源、结构，以及组合都应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也需要仔细的设计，否

则问卷在研究中便失去了意义（Ｆｅｉｃｋ，１９８９）。问卷是借着研究中的假设，

及其所牵连的变量；或对抽象的理论不断地概念化与操作化的过程，并把

理念转变为一些相当具体的题目，用之于测量所要调查的变量，兹分述

如下。

一、概念（犮狅狀犮犲狆狋）的意义

概念指对某件事物的定义。例如，“成就感”是个概念，“满足感”也是个

概念，我们可以从字典中为这两个概念找到定义。较为专业的名词，就在较

专业的字典或百科全书中寻找，把这个概念定义清楚。问题是，不同的字典、

不同的行业，或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个概念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有的定义

简洁了断，有的则是周详清楚；有的偏向生理科学，有的则偏向心理……这些

差异导致一些概念存在这样的问题：表面大家以为彼此看法一致，等到详细

探讨时，才发现其实看法各有差异。到底彼此之间是相同还是差异？若是

相同，是如何的类似？若是差异又是如何的不同？做研究时，应该仔细分

析，马虎不得。定义其相同或差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法对其概念予以

操作化。

二、操作化（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把抽象的定义予以实体化，使之可以用测量的方式来衡量此概念时，即谓

操作化。在对一个概念进行操作化时，常会因该概念的性质而有不同的操作化

过程。有时会用实际定义（ｒｅ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的方式来进行操作化，字典怎么说，

定义就怎么做，该定义也是该概念的操作化。例如，“无助感”（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ｎｅｓ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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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若字典的定义是“觉得对事情无能为力，缺少改变的动机、企图与技

巧”，那这个定义就是该概念的实际定义。

名义定义（ｎｏｍｉｎ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是另外一个操作化的方法，由研究者对该概

念给予一些解释与定义。例如，同样是“无助感”，名义定义可能由研究者对“无

助感”给予的三种说明而形成：（１）无望感（ｈｏｐ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对某事不抱希望；

（２）无意义感（ｍｅａｎｉｎｇｌｅｓｓｎｅｓｓ），觉得什么事都没有意义；（３）无力感

（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ｎｅｓｓ），凡事都提不起劲，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现实，认为渺小的自我

对外界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此时无助感已被更清楚地界定为无望感、无意义

感、无力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名义定义。

一般讲的操作化是指操作性定义（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再以“无助

感”为例，它的操作性定义是：

“无助感指‘生活满意度调查表’所测得的分数；‘行为改变动机量表’

所测得的分数；加上‘企图心指数量表’的分数的总和。当分数愈高时，其

无助感的程度就愈低。”

有了这个操作性的定义，“无助感”这个概念不仅已经定义清楚，而且可以

用分数来呈现，这就是操作化及测量。换句话说，操作性定义就是把抽象的概

念运作到可以测量，甚至可以用分数来计算的地步。

变量本来都只是一个概念，为了研究及分析的方便，研究者必须把此概

念以分数的形式来呈现，此过程即为变量的测量。如果变量无法测量，研

究时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到底孰优孰劣便无法比较，有关的假设当然也

就无法检定。当然研究者也必须牢记，测量并非研究的目的，也不是整个

研究的目标，测量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研究时千万不要倒果为因；当变量

无法测量时，或是测量的信度与效度遇到极严重的瓶颈时，就应在研究的

过程中仔细交代，使读者知道其研究的限制，而不要为了报告如期完成，或

是反正没人会注意到测量的制作过程，而有草率或大意的行为。如果这

样，纵使研究有了结果，却是与事实不符的发现，只会徒然使专业产生错误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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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测量的定义

一、测量的定义

“测量”从字面上的定义是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ｓｔｈ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ｓ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ｕｌｅｓ（Ｓｔｅｖｅｎ，１９５１）。换句话说，“测量是

根据某些准则，把一些对象或事件赋予数字的过程”。从这个定义来分析，测量

有三种含义：第一，测量是“赋予数字”（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的行为过程，把所观

察到的东西赋予数字，把所研究的对象或概念予以量化；第二，测量必须有某些

准则为依据（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ｕｌｅｓ），凡是符合某种现象的，所被赋予的数字

就必须相同，一切有准则为依据，不能光由研究者的好恶来决定；第三，测量的

对象是所研究的对象或事件（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ｒｅｖｅｎｔｓ）。

严格地说，测量的主要对象是研究者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这些变量被转化

为一些题目（ｉｔｅｍｓ），而有某些题目的总和就成为该变量的分数。由以上三个

测量的项目去分析，我们可以归纳测量的过程其实就是：（１）下定义（ｄｅｆｉｎｅ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把所要观察的对象与赋予数字的方法定义出一些准则；（２）做观

测（ｏｂｓｅｒｖｅ），对对象做观测；（３）配数字（ｓｅｌｅｃ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使所观察的现象

都能以数字来表示。

二、由理论衍化为问卷题目的流程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问卷的来源牵涉到研究的目标，关联到研究根源的理论，

更与研究的假设紧紧相扣。因此，问卷的形成绝对不是临时起意，也不是偶然的

动作与行为。在林南（Ｌｉｎ，１９７６）的《研究调查基础》（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狅犮犻犪犾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一书中，他仔细地陈述理论如何演化为一些与该理论相关的概念，概念

与概念之间又如何形成一些与该理论相关的命题（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这些概念如何转

化为变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而变量与变量之间又如何形成假设（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逻辑的演

绎与归纳又如何在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实务中穿梭（由抽象的理论变成具体的实

务是演绎，由具体的实务变成抽象的理论则是归纳），这些理念与本章所要陈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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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的建构”都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问卷的题目始于抽象层次较高的理

论，理论内一定包含着不少相关的概念，每个概念又可以演绎为与研究较为有直

接关系的变量，变量经过操作化以后，则变成可供受访者回答的题目，每个题目都

有不同层次的回答，其答案则可换算为分数，分数又可供研究者利用统计的方法

予以分析，研究的答案于是一步步地被寻找出来，新的发现也因此不断地被提出。

研究者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由理论而概念，由概念而变量，由变量而转变为

一些问题（ｉｔｅｍｓ）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某个研究者心目中的“变

量”，可能是另一个研究者心目中的“概念”；也因为研究的目的或角度不同，变

量与概念的划分也就不那么容易。例如，“满意程度”是概念？或是变量？可能

因研究目标的不同而有差异。某甲研究“适应”，可能把“工作满意度”当作他的

研究的一个“变量”。但是某乙专门研究“满意度”，因为“满意度”对他太重要也

太复杂了，所以对他而言却是一个“概念”，而不是“变量”而已。总而言之，概念

与变量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步之隔”，端看研究者的研究方针或研究目的而定。

这种由抽象的理论演绎为较具体的变量或题目的过程，下面两例可供参考。

在吴秀照的硕士论文中，主要探讨“工作态度”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而

她对“工作态度”有一组较为具体的定义，她认为工作态度可包括组织融入、工

作投入、工作士气及对社会工作的看法等四个主要的项目，如图８ １所示：

工作态度

组织融入

对组织的向心力

对组织未来发展的关心

为组织努力的程度

与组织目标符合的程度

烅

烄

烆

工作投入

留职倾向

工作时间

工作效率

团队的参与性

烅

烄

烆

工作士气

对主管的顺从

对工作角色的自我评价

对同事的信心

在工作上的成就感

烅

烄

烆

对社会工作的看法

职业喜好

社会工作未来的发展性

专案理念的认同

专业伦理的肯定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图８ １　“工作态度”的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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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概念流程中，“工作态度”是研究者的重要“自变量”，但是从变量

的层次来看的话，应该说是研究的“概念”，因为她对“工作态度”还有很多较为

具体的演绎步骤。“组织融入”“工作投入”“工作士气”与“对社会工作的看法”

可以说是“变量”，但仍然可以说是“概念”；说它是变量，因为它的上面是“工作

态度”这个概念，说它是个概念，是因为它的下面还有四个变量，如对组织的向

心力、对主管的顺从、职业喜好、专业理念的认同、专业伦理的肯定等。可见概

念与变量之间尚无法截然划分，端看研究者如何去处置而已。但是不管研究者

如何处置，概念的抽象层次一定是较变量为高；概念愈操作化，势必愈加具体，

这乃是基本原则。

再以卓春英的论文中所探讨的“非医疗因素”为例，她的硕士论文以医疗过

程中非医疗因素对病患的影响为主题。“非医疗因素”是其主要的自变量，我们

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概念来看，在医院里，医生对病人所做的是医疗行为，社会工

作者在医院里也有其非医疗性的治疗功能。病人的生理疾病需要医生来医治，

但是一些非医疗性的问题，则需要社会工作者来处理，否则医疗效果便会有折

扣。为了证明这个特质，卓春英把非医疗因素操作化为一些变量，各个变量又

可细分为一些较细、较具体的小变量，然后再把这些小变量设计为一些问卷题

目，如图８ ２所示：

家庭问题

亲子关系

夫妻问题

家庭互动
烅
烄

烆

职业问题

失业

就业困难

劳资纠纷
烅
烄

烆

经济问题

医疗费用

生活费用

家庭开支
烅
烄

烆

心理问题

焦虑

害怕

担忧
烅
烄

烆

社会问题

人际关系

顺从规范

住院适应
烅
烄

烆

图８ ２　“非医疗因素”的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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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念衍化过程中的几个考虑因素

问卷的来源根源于理论的衍化，由理论而概念，由概念而变量，由变量而小

变量［小变量可称为某些“标准”（ｃｒｉｔｅｒｉａ）或“定义”（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再由小变量衍

化为一些可由受访者回答的问题。这种由概念逐步衍化为题目的过程虽然烦

琐，但是若能由此原则来设计，却可保证问卷的理论效度或内容效度。刚开始

学习设计问卷的同学若依此原则来设计问卷，就算烦琐，也不致手忙脚乱。但

是这种设计的过程，仍然要注意一些事项。

（一）要注意衍化后的周延性（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由概念衍化成一些变量，好坏与否端看这些变量是不是能够表达概念。以

“台湾地区”这个概念为例，变量中就必须包括北、中、南、东等四区，若还觉得不

足，或是个案性质特殊（如要探讨城乡差距时），那离岛可能还要加进去。如此

北、中、南、东及其他（离岛）五个变量加起来，在表达“地区”这个概念时，就大大

增加了其周延性。吴秀照论文的“工作态度”这个概念，包含着组织融入、工作

投入、工作士气及对社会工作的看法，大体也包含了工作态度所应包含的变量，

也可以说它的周延性还不错。卓春英的“非医疗因素”中，病人的社会问题包括

了人际关系、顺从规范，以及住院适应等三类，从一般的社会问题的定义来看，

好像不是很周全，但是从住院病人的辅导经验来看，住院病人的社会问题大体

上也是这三个问题，所以这三个定义的周延性仍然不错。

（二）互斥性也不可忽略（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台湾地区”概念中的北、中、南、东及其他（离岛）五个变量，只要把各区

的地理范围规范清楚，各区有各区的范围，且不会重叠时，就表示它们之间的

互斥性很好。若未能定义清楚，在分类或资料整理时就容易造成偏差，如嘉

义应该属于中或南？宜兰属于北还是东？这样一来，资料就无法被客观分

析。简春安在《外遇的分析与处置》一书中把外遇的类别分为传统型、拈花惹

草型、保护型、情境型、感性型等几种类型，虽然每一型都有其定义，不致与其

他类型重叠，但在实际的个案中，却有很多外遇的个案都由一种以上的因素

所造成，可能是既感性、又保护；有的则是传统因素与情境因素的综合，如此

一来，我们就很难把案主归到其中某一类型中，这种分类的互斥性就不是很

完美，需要再予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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