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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及教育統計學】講義 

Week 1 統計基本概念與描述統計 
 

單元 1 統計的用途 
描述統

計與推

論統計 

描述統計：將收集到的資料以圖表或數字摘要表達，以利傳達資訊以及探索資料

性質。 
 
常用描述統計方法：圖(如，圓餅圖、長條圖、莖葉圖)、表(如，次數分配表)、
統計量(如，平均數、中數、眾數、標準差、全距) 
 
推論統計：為了瞭解母群性質，但因無法收集完整母群資料，故由母群抽取樣本，

以樣本性質(統計量，estimators)來推論母群性質(母群參數，parameters)。 
 
常用推論統計方法：t 檢定、z 檢定、ANOVA 等統計檢定 

 
單元 2 母群、樣本與抽樣 
母群與

樣本 
母群(population)：統計推論最終想要推論到的群體。例如想要瞭解台灣 6 歲學童

的身高這個問題，母群就是全台灣的上萬名 6 歲孩童。 
 
我們用參數(parameters)，來描述母群性質，如母群平均數(μ)、母群標準差(σ)。
參數大多用希臘字母表示。 
 
樣本(sample)：從母群中抽取出的一個子集合。參照上例，樣本可能是依照台灣

北中南三區人口比率，隨機抽取的 100 名 6 歲孩童。 
 
在推論統計的脈絡下，我們用統計量或估計量(statistics 或 estimators)，來描述樣

本性質，如樣本平均數( )、樣本標準差(s)，統計量大多用英文表示。 
 
相關名詞： 
檢定統計量(test statistics)：是一種特殊的統計量，是樣本經過統計程序產生的數

值，如 F 或 t，用以統計決策之用。 
 
觀念釐清：母群是我們要瞭解的目標所在，只是要調查母群資料太耗費時間和金

錢，或者根本不可能實際執行。因此只能從比較小的樣本來推論母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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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群與樣本之間的關係簡圖 
 
 
 
 
 
 
 
 

抽樣 抽樣(sampling)：依照一定的抽取計畫，從母群中抽取某一特定數量的分子組成

樣本。 
 
樣本若要能精確推論母群性質，樣本必須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也就是

樣本必須是母群精確的縮影，即樣本的各種分子的組成比例，應該和母群類似。 
 
抽樣方法： 
隨機抽樣(機率抽樣) 

1. 簡單隨機抽樣 (simple random sampling) 
 
2. 系統抽樣 (systematic sampling) 
 
3. 分層抽樣 (stratified sampling) 
 
4. 聚落抽樣 (cluster sampling) 

非隨機抽樣或非機率抽樣→容易造成抽樣偏誤(bias)，代表性可能不佳。 
1. 方便取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單元 3 變項(變數) 
變數與

常數 
常數(constant)：固定不變的數值，如 π、e 等。 
變數(variable)：可改變的數值，例如一個樣本中，測量每個成員的身高，每個人

身高不同，因此身高在此處是個變數。 

母群 樣本 

推論 

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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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類 連續變項(又稱為量變項)：每個變數值之間都有其他有意義的數值存在。 

間斷變項(又稱為質變項)：和連續變項相反，接近數值之間的任意值是沒有意義

的。例如把男性記為 1；女性記為 0，之間的 0.5 並無意義。 

 

獨變項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 IV)：在實驗中，獨變項是實驗者可以自行

選擇、指派或操弄的變項。例如實驗中比較三種飲料品牌的銷量，三種飲料品牌

是實驗者自己選擇的。另如對某班的學生提供 A 教學法、另一般提供 B 教學法。

則兩種教學法是實驗者操弄的獨變項。 

依變項或應變項(dependent variable, DV)：會隨著獨變項而產生變動的變項。如

上述三飲料品牌的「銷量」。銷量會隨品牌而有改變，因此銷量是依變項。 

 
Stevens (1957)提出四種變項，可對事物的不同屬性進行測量，依他的分類，變項

可分為以下四種： 
1. 類別變項或名義變項(nominal variable)：可對事物的種類，用數字加以區分。 
 
例：男性設為 1；女性設為 0。 
 
特性：類別變項之數字具有武斷性(arbitrary)，可以自由改換類別和對應的數字。

數字間的大小也不具有任何意義。 
 
2. 等級變項(ordinal variable)：可用數字的關係來表現出測量事物的相對大小。 
 
例：依照月考成績表現，可以將學生排出第 1 名到最後 1 名。 

 
特性：第 1 名和第 2 名的實際成績差距，不一定等於第 2 名和第 3 名間的成績差

距。也就是說等級變項只能表示數字間的相對大小。 
 
3. 等距變項(interval variable)：數字和數字間隔有等距性，能表現測量事物之間

的差異。 
 
例：最典型的等距變項之一是攝氏溫度，攝氏溫度 30 度到 60 度的距離和 60 度

到 90 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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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雖然可以對等距變項做加減運算，但對其做乘除運算是沒有意義的。例如

A 物體加熱到攝氏 40 度，B 物體加熱到攝氏 80 度，可以宣稱 B 比 A 多攝氏 40
度，卻不能說B是A的兩倍熱度。因為等距變項沒有實質絕對意義的0點 (absolute 
zero point)。將上述的 A 和 B 溫度換成華氏溫標(也是等距變項)，A 物體是華式

104 度、B 是華氏 176 度，B 不在是 A 的兩倍，明明同樣熱的物體，只是換成另

一種溫度表示法，熱度的倍數就產生了差異。 
 

4. 等比變項或比率變項(ratio variable)：具有一個有實質意義的絕對 0 點。 
 
例：最經典的等比量尺就是絕對溫標(K)，K=0 在物理上有其意義(任何物體分子

所發出的最低能量)，我們可以說溫度 100K 的物體是溫度 50K 物體的兩倍熱。 
 
觀念整合：一般來說，以上類別和等級變項為間斷變項；等距和等比變項為連續

變項。實驗時獨變項經常為(但不一定)間斷變項，依變項經常為連續變項。 
 
觀念比較：Stevens 四種變項的性質 
 
 名義變項 等級變項 等距變項 等比變項 
可區辨事物 v v v v 
可比較大小  v v v 
等距性   v v 
有絕對零點     v 

 

 
單元 4 分配與描述統計量 
分配 分配(distribution)：抽取多個樣本後，變數會形成某種分配形狀，稱之為次數分

配或機率分配。 

若以 x(橫軸)表示觀察變數大小，將 y 軸(縱軸)表示某一變數的值(或區間)在樣本

中發生的次數，稱為次數分配。 

若 y 軸表示某一變數的值(或區間)在樣本中發生的機率，則稱為機率分配。次數

分配和機率分配可以轉換。 

 

次數分配圖 (分配的圖形呈現)： 

直方圖(histogram)：常用於間段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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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圖(polygon)：常用於連續變項 

莖葉圖(stem and leaf display) 

箱型圖(box plot) 

描述一

筆分配 
 

 分配型態 
偏態(skewness) 

記憶法： 
 極端值在小的(負的)地方：負偏 
 極端值在大的(正的)地方：正偏 
 
偏態指標： 

1. r1： 介於-1 至 1。 
r1=0→對稱分配 
r1>0→正偏態 
r1<0→負偏態 

2. Skp 值(較好計算)： 
介於-0.5 至 0.5→接近對稱 
Skp>0.5→正偏態 
SKP<0.5→負偏態 

峰度(kurtosis) 
 以常態分配峰度當作參照 

高狹峰(leptokurtic)：資料較常態分配集中 
低闊峰(platykurtic)：資料較常態分配分散 

 
峰度指標r2： 
r2=0→常態峰 
r2>0→高狹峰 
r2<0→低闊峰 

 
 集中趨勢指標：描數分配的集中程度 
眾數(mode, Mo) 
 優點： 

1. 數值在資料中確實出現 
2. 依照定義，能代表資料中出現最多的數值(在資料中隨機抽取一個

數，是眾數的機率最高) 
3. 適用於 nominal variable 
4. 不受極端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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