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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效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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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

一、信度的意義

所謂信度是衡量沒有誤差的程度，

也是測驗結果的一致性(consistency)
程度，信度是以衡量的變異理論為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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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量誤差的意義與來源

衡量誤差可分為系統性誤差及隨機性誤差。一般而

言，大部份的誤差是系統性的(從偏差而來)。所謂系統

性誤差也被視成常數性(constant)誤差。而隨機性誤差

(random error)則不是一種常數性誤差，其原因可能來自

情境因素，或者被受測者一時的情緒而影響。衡量誤

差可能的來源如下：

1.由回應者(respondent)產生的誤差

2.由情境因素產生的誤差

3.由衡量者產生的誤差

4.由衡量工具產生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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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衡量信度的方法

1.再測信度(test-retest method):再測信

度是讓同一組受測者，在前後兩個時

間內測驗兩次，以其兩次測驗的結果

求其相關係數，而此係數稱為再測信

度 (test-retest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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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折半信度(split-half method):折半信

度是將受測題目分成兩半，然後再以

前半段之題目與後半段之題目做相

關，若相關程度很高就代表折半信度

很高，是考驗衡量的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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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本信度(equivalent-forms method):為了

讓不同程度的受測者能夠明確瞭解問卷題

目的意思，有時候同一個測驗中有甲、乙

卷兩種以上的複本，由一組受試者先用甲

卷進行測試，同組人或另外一個人再用乙

卷進行測試，用這兩種測驗的結果求其相

關係數即為複本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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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庫李信度(Kuder-Richardson reliability)
目的在於分析問項間的一致性。在估計信度上，最常用的

是庫李二十號公式：

其中 K：表示整份測驗的題數

：表整個測驗中每題答對與答錯百分比乘

積之總合

S2：表示測驗總分的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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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J. Cronbach另創 係數，其公式如下：

其中， ：為估計的信度

：測驗的總題數

：測驗的總變異數

：題目與另一題目之共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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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變數矩陣（因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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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上述之公式，我們可以求得因素一之α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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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度

一、效度的意義

所謂效度是指衡量的工具是否能真正

衡量到研究者想要衡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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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度的種類

1.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
以研究者的專業知識來主觀判斷所選擇的尺度是

否能正確的衡量研究所欲衡量的東西。

2.效標關聯效度(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所謂效標關聯效度是指使用中的衡量工具和其他

的衡量工具來比較兩者是否具有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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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如果研究者要瞭

解某種衡量工具真正要衡量的是什麼，那即是關心

它的建構效度。

4.學說效度(nomological validity):學說效度有時被

稱為“通則化的效度(lawlike validity)”，學說效度

是基於對構念和從理論建構的正式假設而來的衡量

項目的明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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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度和效度的關係

 
圖 8—5  信度和效度的關係圖示 

資料來源：Duane Davis (2004), “Business Research for Decision Making”, sixth edition, p.188.

信度和效度及其影響因素
之關係

情況一，彈痕分散於靶內各處，並無一致性可言，以衡量
的術語來說即是無信度無效度。

情況二，雖然彈痕很集中，即具有一致性，但是並沒有在
靶中心，以衡量的觀點來看，則是有信度無效度。

情況三，才是好的衡量，同時具有效度及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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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信度效度之因素

 
 
 
 
 
 
 
 
 
 
 
 
 

 
圖 8—6  信度效度與其他相關因素的關係 

資料來源：Paul Peter & Gilbert A. Churchill (1986),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3 (February),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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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測特性

量測發展

程序 

信度 

收斂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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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說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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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註:+表示正相關，-表示負相關

抽樣特性包含： 
1. 樣本大小 
2. 回覆率 
3. 樣本的本質 
4. 標的的種類 
5. 蒐集資料的方法 
6. 研究的種類 

衡量特性包含： 
1. 問項的數目 
2. 問項的困難度 
3. 使用尺度的種類 
4. 使用幾點量表 
5. 使用何種符號 

衡量發展程序包含：
1.對構念範圍的定義
2.問項發展程序 

信度和效度及其影響因素
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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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表之信度與效度

潛在變數的衡量，通常是以量表或問卷做為測量
工具，評估量表優良與否的準則為信度與效度。

壹、信度

貳、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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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 1/2

信度係指測驗結果(受試者的回答)的穩定性及可
靠性(可相信的程度)。信度的衡量有三種類型：
穩定性、等值性與內部一致性。

– 穩定性：用同一種測驗對同一群受試者，前後施測兩
次，然後依據兩次測驗分數計算相關係數。

– 等值性：交替使用一套測驗的多種複本，再根據一群
受試者每個人在各種複本測驗之得分，計算相關
係數。

– 內部一致性:指量表能否測量單一概念，同時反映組成
量表題項之內部一致性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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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 2/2

量表信度的考驗方法為 Cronbach α係數，判定
α係數之準則如下：

– 所有問卷題目一起執行計算 Cronbach α係數。

– 各題目單獨逐題檢查。

– 每個因素構面針對其所屬問卷題目，執行計算
Cronbach α係數。

範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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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一

某研究設計一份有關“商店服務屬性”之問卷初
稿，為慎重起見，選取30位受測者進行前測（結
果如資料檔:服務屬性前測.sav）。請問這些題項
在測試結果後，是否具備內部一致性？

– 1.點選Analyze/scale/reliability analysis 
– 2.程式操作

– 3.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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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一

2.程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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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 1/2

α係數=0.7984，代表十五道題目測量結果之內
部一致性具高可信度。若是想要再提高信度，可
由”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及”Cronbach
Alpha if item Deleted”兩欄數字來判斷刪除那些題
目可提高內部一致性，價格的”Corrected Item-
Total correlation”數字 -0.0693 表示「價格」與總
分間的相關非常的低，如果將之刪除，則可提高
α係數至0.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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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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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度 1/2

量表的效度類型有三種：內容效度、效標關聯效
度與建構效度。

– 內容效度

內容效度是指測量內容的適切性。

– 效標關聯效度

效標關聯效度是指測量工具的內容具有預測或估計的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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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度 2/2

建構效度

建構效度(或稱構念效度)指問卷或量表能測量到理論上的
構念或特質之程度。建構效度有兩類：收斂效度與區別效
度。而檢測量表是否具備建構效度，最常使用之方法為因
素分析法。同一因素構面中，若各題目之因素負荷量
(factor loading)愈大(一般以大於0.5為準)，則愈具備「收
斂效度」。若問卷題目在非所屬因素構面中，其因素負荷
量愈小(一般以低於0.5為準)，則愈具備「區別效度」。

– 範例二

– 範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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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二

某研究探討有關大賣場”商店服務屬性”所應包含

的內容，該研究藉由文獻回顧及專家學者的刪

選，設計十五道題目並以五等量表為衡量尺度的

問卷，以衡量”商店服務屬性”。今抽取97位受訪

者，請其填寫問卷。請問該測量結果對於”商店服

務屬性”的內容，是否具備建構效度？ (資料檔：

商店服務屬性.sav) 
– 1.點選 Analyze/Data Reduction/Factor 
– 2.程式操作

– 3.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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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二

2.程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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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1

KMO=0.806，Bartlett’s test Chi-sq = 426.339 
(Sig=0.000<0.05)，代表資料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總變異量的解釋，在Principal components的方法
及eigenvalue>1的原則萃取下，共萃取出五個因
素，累積解釋變異量達65.041%。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4.674 31.159 31.159 4.674 31.159 31.159 3.233 21.551 21.551
1.519 10.127 41.287 1.519 10.127 41.287 1.953 13.022 34.573
1.346 8.974 50.261 1.346 8.974 50.261 1.639 10.928 45.501
1.210 8.064 58.325 1.210 8.064 58.325 1.611 10.738 56.239
1.008 6.717 65.041 1.008 6.717 65.041 1.320 8.802 65.041
.926 6.170 71.211
.730 4.867 76.078
.674 4.494 80.573
.603 4.020 84.593
.540 3.598 88.191
.462 3.083 91.274
.390 2.599 93.872
.334 2.226 96.098
.316 2.108 98.206
.269 1.794 100.000

Componen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KMO and Bartlett's Test

.806

426.339
105
.000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Approx. Chi-Square
df
Sig.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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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2

因素一包含6個變數，但
「商店印象」問項在因素
一中之負荷量小於0.5，不
具收斂效度，且其在因素
二中之負荷量亦達0.457，
也不具備區別效度。至於
「品質」問項亦有相同問
題，因此必須將此兩變項
刪除，重新執行因素分
析。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a

.814 .169 4.277E-02 -.127 4.990E-02

.767 9.363E-02 .245 .102 .135

.742 .143 .115 .372 .110

.673 .192 9.826E-02 3.690E-02 .154

.493 .457 .398 .120 -.208

.460 2.764E-02 -.413 .409 .168
1.585E-02 .760 -1.223E-02 .217 .270

.368 .658 -3.563E-02 -.101 -9.566E-02

.493 .608 .124 .235 -4.097E-02
9.755E-02 -5.452E-03 .824 -3.401E-03 .202

.207 4.903E-02 .665 .121 8.058E-02

.128 3.085E-03 7.654E-02 .774 -.214
-9.231E-03 .188 6.579E-02 .711 .309

.252 -.136 .273 .136 .710

.113 .461 5.819E-02 -.109 .646

服務態度
整齊乾淨
氣氛服務
內外裝潢
商店印象
品質
售後服務
結帳速度
信賴度
購物便利
取得便利
價格
種類多寡
廣告吸引
營業時間

1 2 3 4 5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Rotation converged in 15 iteratio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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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3

重新執行結果如下，十三個
題項共萃取出四個因素構
面，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61.814%，雖較先前降低
些，但各題項在所屬的因素
構面中，其因素負荷量皆大
於0.5，同時在其他因素構
面中則皆小於0.5，所以此
測量結果，在因素分析方法
下，將”商店服務屬性”分成
四個構面，是具備建構效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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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三

回收的問卷在執行效度分析後，須對每一因素構
面進行信度分析，由範例二中已找出各因素構
面，現今檢測各構面之信度。

– 1.點選 Analyze/scale/reliability analysis  
– 2.程式操作

– 3.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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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三

2.程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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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1

構面一：

服務態度、整齊乾淨、氣氛服務、內外裝潢、結帳速度、
信賴度，得到因素一之α=0.828。

構面二：

購物便利、取得便利、廣告吸引，得到因素二之
α=0.588。

構面三：

售後服務、營業時間，得到因素三之α=0.524。

構面四：

價格、種類多寡，得到因素四之α=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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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2

將因素分析法所萃取之構面及其效度與信度整理如下表：

因素一之α係數為0.828，已達高可信度；因素二與因素
三之α係數值皆大於0.5，其信度為尚可接受；因素四之
可靠度稍嫌不足，但亦未達拒絕的程度。



預試 (pretest)

• 樣本40~50個樣本 (more is better)
• 目的在確認量表題目的語意是否通順、是
否有錯別字、編排是否適當。

• 最重要的工作為項目分析，試探性的信度
分析，以作為題目改善的依據



項目分析 (題目鑑別力分析)

• 目的：刪除不具鑑別力的題目

• 執行步驟 (SPSS)
1. 將每一構念的題目分別加總或平均
2. 找出27及73分位數的值
3. 資料分成低分組及高分組兩組
4. 分別進行每一構面題目之兩組獨立t檢定
5. 平均數差異顯著則表示題目具有鑑別力，反
之則無，應予刪除。



SEM問卷設計實務
1. 量表最好為七點尺度 (Bollen, 1989)
2. 每個潛在構面至少要有三個題目，
五~七題為佳 (Noar, 2003)

3. 每一指標不得橫跨到其它潛在因素上
(Bollen, 1989)

4. 問卷最好引用自知名學者，儘量不要自己創造
5. 理論架構要根據學者提出的理論作修正
6. 模型主要構面維持在5個以內，不要超過7個
7. 模型中潛在因素至少應為兩個 (Bollen, 1989)



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CR值是其所有測量變項信度的組成，表示
構念指標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愈高顯示這
些指標的內部一致性愈高，0.7是可接受的
門檻( Hair,1997),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建議值為0.6以上。
•計算公式

–構念的組成信度＝(Σ標準化因素負荷量)2/
((Σ標準化因素負荷量)2+(Σ各測量變項的測
量誤差)) (Jöreskog and Sörbom , 
1996) 。



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
•AVE是計算潛在變項對各測量項的變異解釋
力，若VE愈高，則表示潛在變項有愈高的信度
與收斂效度。

•Fornell and Larcker(1981)建議其標準值須
大於0.5 (即由構面的可解釋變異大於測量誤
差)。
•計算公式

–AVE=Σ(因素負荷量2)/((Σ因素負荷量)2+
(Σ各測量變項的測量誤差)) 
(Jöreskog and Sörbom ,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