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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esting ethics,followed by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ethics in testing. The main part viewed the 
content of the ethics in detail,from user qualification and human right of test 
takers,respectivly. User qualification differed in different types of test and working 
places. At least five points could be iincluded in the human right: (1)informed consent; 
(2)informed of test results; (3)protection of privacy; (4)the least stigmatizing label; 
(5)confidentiality. The article also mentioned the considerations about fairness of 
disabled examinees and usage of computerized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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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倫 理 
 

李克明 

 

摘    要 

 

    測驗的使用，應有其規範的測驗倫理，已經是不可避免的趨勢。本文

先探討測驗倫理的發展背景，接著分別從專業訓練與專業素養兩方面，闡

述測驗倫理的涵義。對於測驗倫理的內容，歸納為兩部份，分別是使用者

的資格，以及受試者的權益。關於使用者資格的要求，可依測驗類型與工

作場所的不同，而加以區別；至於受試者的權益方面，可細分為：1.同意

受測；2.獲知測驗結果；3.個人隱私不受侵犯；4.被賦予最沒有羞辱性的標

籤；5.測驗結果的保密。本文最後提到測驗倫理的考慮，應顧及殘障受試

者的公平性及電腦化測驗使用的現象。 

壹、前  言 

    大部分的專業工作領域，在成長發展至某個階段，總要面臨倫理規範的問題。這不

同於一般的法令規章，像是交通安全規則，經製訂後由大眾共同遵守，就表示已經沒有

爭論，只有執行上是否徹底的問題。如果有尚未成為法規條文的，那是因為有不同的觀

點，仍在爭論中，例如死刑的存廢，安樂死的正當性等等。專業的倫理規範則不一樣，

它是該領域的工作人員共同認定，並一致接受的準則，並沒有需共同遵守的法律上的效

力。雖然如此，它也是從一開始有各種不同的觀點，經多方面的爭論而形成，然後對該

專業領域的工作人員，具有約束力。例如新聞工作者應根據事實真像作報導，或是學者

在作研究時，應就實際收集的資料，經客觀分析作成結論，不應為了符合事先主觀的判

斷，而偽造資料。這些都是倫理規範的例子。 
    社會及行為科學的研究，包括心理學在內，往往研究的內容與人有關，尤其在實徵

的資料收集的過程，幾乎都是以人作對象。而心理測驗作為收集資料最主要的工具之

一，其遭遇倫理規範的挑戰，也就無可避免。 
    測驗的發展，從美國心理學家卡泰爾(Cattel)於1890年首度提出「心理測驗」(mental 
test)一詞(Anastasi,1988)，已歷經一世紀。而已美國社會對當事人權益的保障，加上其多

元文化及少數種族後裔並存的特殊環境，多年來在測驗倫理的規範方面，以發展得相當

完備，同時這方面的觀念，在相關的工作領域，也受到廣泛的認知。我們國內的情形，

在學術研究工作、學校輔導單位、或是社區醫療機構，以心理測驗作為搜集當事人訊息

的工具可說非常普遍。然而相對於測驗理論的規範方面，尚未有一套完整的標準，並賦

予應有的重視。這並不意味說我們可以永遠迴避這方面的問題，隨著對專業人員工作倫

理的要求，以及尊重個人權力這類意識的提昇，相信終究會在這方面引起廣泛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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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背景 

    早在1895年美國心理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即APA)組成第一個心理

測驗的委員會，負責探討將心理與生理測驗予以標準化的可能性。隨後也有個別的心理

學家，試著為測驗設定標準，不過成果並沒有很顯著(Haney & Madaus, 1991)。心理測驗

真正開始受到大眾關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Cohen, Swerdlik & Smith, 1992)，當時不

少專業人員，設法要將美國陸軍發展出的團體測驗，活用於學校及工業方面。到了1930
年代，標準化測驗的出版如雨後春筍，使得這段期間，不但心理測驗有快速成長，使用

上也日趨普遍。然而另一方面卻也造成對測驗的濫用，以及對測驗結果的誤解，這樣的

演變，促使APA著手製訂一套有測驗的倫理準則。 
    1950年代初期，心理學家在長期關切專業倫理的問題之下，發展出第一套正式的倫

理規範，而具體的成果則是APA於1953年公佈心理學家的倫理標準(Ethical Standards of 
Psychologists) (Anastasi, 1988)，1954年又公佈心理測驗與診斷技術使用建議( Techn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Tests and Diagnostic Techniques )，針對測驗的評鑑方

面，提供一些重要的指引，包括信度、效度、量尺與常模的使用，並且強調一份測驗應

附有使用手冊的重要性。另外，美國教育研究學會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即AERA)與全國教育測量會議(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即NCME)也在 1955年共同公佈成就測驗使用建議 (Techn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Achievement Tests ) ( Walsh & Betz, 1990)近半世紀來，這些標準不斷經過修訂，以便能反

應實際的需要，尤其是當專業人員面對工作上需要的資料完整與正確以及當事人的隱

私，兩者之間道德與價值上的衝突，原有的準則必須做適當的調整。 
    我們國內現有測驗的準則，是由路君約等多位測驗與心理學家，於民國62年擬定，

其內容較偏重於測驗的編制、出版及使用管制方面，至於當事人隱私權的尊重及測驗結

果的保密，則甚少涉及。將來擬定準則的方向，應將這方面的倫理規範納入考慮。 

參、測驗倫理的涵義 

    根據 APA（1981）訂定心理學專業人員倫理信條(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中，與心理測驗有關的部份，以及AERA、APA與NCME（1985）訂定教育及心理測驗準

則(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可將測驗倫理的涵義，歸納為專

業訓練與專業素養兩部份。 

一、專業訓練 

    廣義來說，專業訓練包括測驗的發展、出版與使用等的專業評估技術在內它是維持

良好的測驗品質必需具備的。從測驗發行的職業規範來看，一份測驗在未經完成嚴謹的

編製程序之前，不應先行出版使用；如果沒有充分的客觀證據，不應宣稱該測驗具備了

某些特質；同時隨著測驗所附的使用手冊，應含有如何施測、計分與結果解釋有關的充

足且完全的訊息。 
    狹義的專業訓練，是指對使用測驗者的資格所規範的權限。它包括： 

1. 哪些人可以購買測驗材料？ 
2. 哪些人有資格進行施測計分與解釋測驗結果？ 
3. 哪些類型的測驗需要何種程度的心理計量的專業知識才有資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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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測驗的人，有責任去了解，要使用該測驗的理由、必備的程序、以及施測的後

果，才能使測驗的效果達到最大，並且使不當之處，即使無法避免，也能讓它減到最

低。 
    限制測驗使用的資格，主要是防止測驗被濫用。根據 APA 的調查報告，幾乎任何

測驗，如用於正確的情境，都能有利於測驗的目的；反過來說如果使用不當，那麼即使

再好的測驗，也會對受試者造成傷害（Kaplan And Saccuzzo,1989)。 
     這項規範的另一層意義是，雖然測驗使用人員無法禁止不當測驗的編制與出版，但

是唯有經過專業訓練，才有能力評鑑已出版的測驗。而且只有當具備資格的測驗使用

者，拒絕採用不當的測驗，才能促使測驗編製者，改進測驗的品質。 

二、專業素養 

    這是指測驗使用者的責任，因為他手中握有受試者的測驗結果，所以就測驗資料的

保密性，他是最主要的關係人。通常他必須就下面這個問題，謹守應有的界限，那就是: 
哪些人能被允許知道測驗資料？ 
    心理測驗的資料，根據長期的研究結果，都證實它確實有價值與貢獻，例如它有助

於人類對行為科學的了解，對個人遭遇到實際生活問題的解決，以及學校或機關人事部

門作出有效的決策(Walsh And Betz，1990)。 
    然而測驗資料被誤用的問題，也最受到批評。測驗理論當中，最主要的精神，就是

在測驗結果的使用上，能維護受試者的權益。 

肆、測驗倫理的內容 

    有關測驗的規範，依據上面所論述的涵意，仍就其內容的不同，分為兩部份詳述如

下: 

一、使用者的資格方面 

    這與前述的專業訓練有關。特別是當測驗要用來做職業篩選、或是特殊教育中，對

殘障人士安排施測，或者當潛在的測驗情境，對測驗表現有很強影響時，對測驗使用者

作資格的限制，就更具有特殊的意義(Gregory,1992)。 
    大體來說，作這樣限制的主要理由，是要保護個人免於受測驗使用不當之害，因為

一位受過測驗訓練的測驗使用者，對以下幾點都有足夠的能力(Anastasi,1988;Kaplan & 
Saccuzzo,1989)： 

1. 挑選適合其特定目的，同時也適合受試者的測驗。 
2. 了解與該測驗有關的研究文獻。 
3. 評鑑該測驗在專業技術層面的優點，例如信度、效度、常模等。 
4. 施測時知道如何將可能影響測驗表現的情境，予以控制。 
5. 在解釋測驗的分數或對受試者提供建議時，能同時考慮與受試者測量的特質有關的

其他訊息，更要避免作出可能傷害受試者的解釋。 
6. 具備行為科學的知識，避免在解釋測驗分數時，作出不適當的推論。 

    至於對測驗使用者的資格，有哪些要求。由於心理學領域的多元化，以及各專業人

員所受專業訓練的差異，對於不同類的測驗與使用測驗的環境，而有其不同要求的資

格。 
(一)從測驗的類型來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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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粗略的分法可分為兩類(Anastasi,1989)，個別或大多數人格測驗，需要接受長時期

指導與完整的實習訓練；而教育成就測驗或職業精熟測驗，只求最基本的專業心理學訓

練。 
    較詳細的分類，可將測驗分為三層水準 (Cohen,Swerdlik & Smith,1992;Walsh & 
Betz,1990) 
 
    1.第一層水準：只要有使用手冊及一般的基礎訓練,便可從事施測、計分與解釋測驗

結果。這類測驗包括成就及精熟測驗。 
    2.第二層水準：要求具備一些測驗編製及使用的專業知識，以及心理和教育領域的相

關知識，如統計學、個別差異、適應心理學、人事心理學、輔導諮商等。這類測驗包括

性向測驗、適應量表、職業興趣量表、團體智力測驗。 
    3.第三層水準：對測驗與有關心理學領域的充份了解，加上使用測驗工具的實習與密

集訓練的經驗。這類測驗包括投射技術在內的人格測驗與各種個別測驗。 
(二)從使用測驗者的工作場所來區分 
1. 屬機構性質者，如學校、醫院、政府機關，因工作場所上有其他學識、經驗豐富之

同事可互相研討，並對個人的工作表現給予判斷與評鑑，所以只具有一般之標準即

可。 
2. 屬獨立開業者，因較少受到批評的機會，故需具備較高的專業資格標準。 

    標準的認定，以美國為例，各州都立法規定測驗使用人員應有的資格與執照類別。

但是不論應具備何種要求的資格，測驗使用者有一項共同的責任，那就是：認識本身能

力的界限，以及了解所使用測量技術的限制(Salvia & Ysseldyke, 1991)。前者可防止個人

不去涉及超出自己能力的領域，後者可確保使用的技術合乎所要求的標準。 
    任何一位受過專業訓練的測驗使用者，應該在每次安排施測之前，能自發性地試著

對自己問兩個問題(Jackson & Messick,1967)： 
1. 這份測驗就它聲稱所要測量的特質來說，是不是好的測驗？這是屬於測量專業技術

的問題，也就是從心理計量的觀點衡量信度、效度等測驗的特性。 
2. 就達成測驗的目的來說，應不應該使用這份測驗？這是基於測驗倫理與社會價值，

作為決定的考慮。 

二、受試者的權益方面 

    這與前述的專業素養有關，強調的是測驗使用者的責任，所著重的乃是如何尊重受

試者的權益。 
（一）同意受測 

    受試者有權利不接受測驗，也就是不能強迫施測。為了保證受試者是自願參加測

驗，應該以他們能了解的言辭，向他們解釋下列事項(Thorndike,Cunningham, Thorndike & 
Hagen, 1991)： 

1. 作測驗的理由。 
2. 測驗的內容或性質。 
3. 有哪些人將會接觸到測驗結果？ 
4. 測驗結果會如何被運用？ 

    當受試者瞭解以上情形後，他們可選擇是否接受測驗。如果受試者尚未成年，則對

上列事項的說明，應包括其監護人在內。不過解釋的過程中，不必讓受試者看過測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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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否則會降低測驗的效度；也不必告知如何計分，以免受到價值觀念影響，而形成反

應心向。 
    不過這項不能說強迫施測的原則，有時會有特殊例外的情形。根據教育及心理測驗

準則，這類情形包括： 
1. 合法舉行的測驗：如政府機關推動的評鑑計畫。 
2. 學校例行的行政工作：如定期的考試。 
3. 受試者自動同意參加測驗：如參加工作應徵或甄試。 

    更正式的作法，是以書面的形式，告知受試者，並獲得其本人簽名同意，必要時仍

包括監護人在內，始可施測。此時書面的內容，應有以下事項的說明(Salvcia & Ysseldyke, 
1991)： 

1. 施測的目的與程序。 
2. 參與測驗中有可能會發生的狀況。 
3. 受試者是否採用匿名？ 
4. 施測過程中，受試者可選擇隨時退出，而不會有任何對其不利的後果。 
（二）獲知測驗結果 

    一般對心理測驗的批評，多指向對測驗性質與目的的錯誤認識，以及對測驗結果所

作錯誤的解釋。在受試者有權利知道測驗結果的情形下，為了對受試者給予真實的回

饋，以合乎測驗倫理，在解釋測驗結果時應做到： 
1. 以受試者能瞭解的用語，告知測驗結果的性質。 
2. 受試者有權利知道基於測驗資料，可以提出的建議。 
3. 有具資格的心理學家，以便能答覆受試者對於測驗分數提出有關的任何更深入的問

題，包括可能影響其生活的決定。 
4. 有諮商方面的資源，以便受試者在知道測驗分數後，萬一造成心情慌亂的情況下，

能提供協助。(Gregory, 1992) 
    測驗使用者應體認到，受試者在得知測驗的資料時，一方面也是在做某種程度的決

定。而任何決定，都會影響到個人生活中的各種機會(Salvia & Ysseldyke, 1991)。 
（三）個人隱私不受侵犯 

    隱私權源自於憲法上保障人權的觀念而來，一般所熟知的包括律師與當事人之間醫

生與病人間、牧師與告解者間、夫妻之間，延伸到心理學家與其當事人。他爭論的重點

不在獲得那些資料，而在於獲得資料的方式有無不當。隱私權可定義為：確認個人有權

為自己選擇在怎樣的時間、環境、尤其是程度上，願意與他人分享或想自己保留其在態

度、信念、行為與意見等方面的自由。 
    測驗時對於個人隱私的尊重，其範圍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1. 施測過程：不應誘發受試者原本不願透露的訊息。這種情形在人格測驗較容易發

生，因為人格測驗的題目，有時會以隱藏其原意的陳述來呈現。 
2. 測驗結果得使用：受試者有權利瞭解測驗的用途與目的，作為決定要表露有關自身

的訊息到何種程度。 
3. 資料的關聯性：受試者被要求提供的訊息，必須與原先施測的目的有關。有時在教

育方面的研究，如果採用測驗或問卷作為收集變項資料的工具，研究者會在有勝於

無的需求心態下，要受試者提供較研究問題的範圍還要大的訊息，這是不當的作

法。合乎邏輯的方式，應該是先確定需要的是哪些訊息，再著手收集資料。 
（四）被賦予最沒有羞辱性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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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分數的報告中，包括有對受試者加以分類時，類別的選擇應基於經過慎重挑選的

標準。屬於心理歸類的專門術語，一般人不十分瞭解，所以使用像精神分裂、心智衰弱

這類的用語，很容易影起人們對受試者產生誤解，增加受試者許多無謂的困擾。如果沒

有適當而較積極的分類，不如改用敘述分數意義的方式來陳述結果。 
    由於被賦予標籤會有產生自我預期效應的可能性 (Groth-Marnat,1990) 所以不好的標

籤會造成當事人對自己失去信心。更糟糕的情形是他對於自己的行為找到不必負責任的

藉口。 
（五）測驗結果的保密 

    本來對測驗的保密性，就測驗出版商的角色來說，應盡到保護測驗內容及防止被誤

用的責任。然而就這一方面，他們所能做的管制效果很有限，僅能從測驗的購買上作約

束，最終的責任還是要落在測驗使用者或有關機構身上。 
    至於談到測驗結果，則測驗使用者是唯一應負起保密責任的人，有關保密性質，包

括兩方面的意義： 
1.對象 

    除了使用者和受試者之外，還有哪些人能看到測驗結果？也就是還有哪些第三者真

正西藥知道測驗的結果。通常監護人在法律上有資格要求知道受試者的測驗資料，但這

也不能一概而論，如果涉及到受試者對其監護人有負面評價時，例如虐待、性暴力等，

使用者就要有道德上的認知。其他人則需在有正當的理由且經受試者同意的先決條件

下，才能被允許接觸測驗結果，除非有特別不尋常的情形，像是保留了訊息會對當事人

或他人造成明顯或立即的危險(Gregory, 1992)或在法院傳訊時作證據。所以在施測前，受

試者就應知道對測驗結果保密的限制。 
2.期限 

    測驗的結果保存越久，越有可能被用作當初接受測驗時未曾料到的用途，而造成傷

害到受試者權益的機會越大。同時從測驗資料的適用性來看，永久保存已過時的測驗資

料，並非明智的作法。所以超過時效的測驗資料，應予以銷毀，才不致增添保管上的負

擔。 

伍、結語 

    本文是從較整體的層面以及原則性的考慮，介紹有關測驗倫理的一些觀念，至於細

節的條文列舉，則不在本文的範圍內。另外在測驗的使用上，有兩個明顯的趨勢，將會

逐漸受到重視，一是殘障受試者應享有的更平性的問題，另一是電腦化測驗使用越普遍

後，其編製、施測、計分與結果解釋，如何與傳統的紙筆測驗作比較。希望國內不久能

出現正式而且完整的一套規範測驗倫理的準則，作為這個領域的專業人員共同依循的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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