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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腦適性測驗在實際實施後，最受注目的議題便是題目的過度曝光，題目的

過度曝光表示大部分的受測者施測過此題目，當受測者重新施測，則容易施測到

相同的題目使得測驗的安全性與公平性產生危機。 
本研究採用五種選題方法，分別為最接近偏移難度法、區間式最大訊息法、

KL 訊息法、鄰近法、與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分別討論在不同題庫樣式下對

於曝光率均勻度與能力估計誤差的表現，結果發現，各適性選題法依曝光率均勻

度與能力估計精準度的表現上可分為三大類：一是有較高估計精準度的區間式最

大訊息法與 KL 訊息法，一是有較均勻題目曝光的最接近偏移難度法與考慮 b 參

數的 a 分層法，一是對均勻題目曝光率與估計精準度較折衷的鄰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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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operational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s the 
overexposure item rates. The item having overexposure rate means most of the 
examinees tested it. When the examinees retest, they tend to test the same items, 
which leads to serious test security and equity risks. 

In this study, discuss the effects of the five item selection criterions－minimum 
offset difficulty, maximum interval information, KL information, NN criterion, and 
STR-B－were compared with respect to the precision of the trait estimation and the 
effect of the item usage at the same item banks. In the result, by the exposure rate and 
the precision the selection criterions could separate to three groups: maximum interval 
information and KL information criterions which having more precision of estimation; 
minimum offset difficulty criterion and STR-B which having more uniform exposure 
rates; NN criterion which balancing the estimation precision and effective item usage. 
 
Keywords: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item exposure rate, item response theory, 

selection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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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許多大型測驗如 GRE、TOFEL、GMAT 等已改變為電腦化的適性測驗，

而電腦化適性測驗在測驗實施前必須先建立題庫，當受試者進入測驗時，便從題

庫中選出題目測驗，而一般的選題方法著重於估計能力值的效率，從題庫中選擇

最適合受試者的題目，以利於提升估計的精準度，因此某些具有良好特性的題目

常被使用，這也表示受試者容易施測到相同的題目，且這些題目的曝光率過高。 
以往的電腦化適性測驗並不重視題目曝光率的問題，但題庫題目的過度曝光

卻會使得測驗不公平、不客觀。而題庫建製需要花費大量的成本，性質良好的題

目設計不易，為使測驗具有公平性、題庫可長久使用，題目曝光率的議題便顯得

特別重要。 

貳、文獻探討 

一、電腦適性測驗 
電腦適性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AT）是配合試題反應理論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利用電腦來實施測驗，處理選題、計分、能力估計

等問題的一種測驗方式。在正式實施時，電腦適性測驗依據受試者之答題的正誤

來重新估計受試者能力值，依此目前能力值，選擇適當的題目進行測驗；即答對

後選擇較難試題，反之，則選擇較簡單的試題，直到估計值穩定並精確時終止測

驗。因此電腦適性測驗比傳統紙筆測驗需要較少的題目，就能具有效的能力估計。 
以下針對電腦適性測驗的要素與重要議題—初始值設定、題庫、適性選題法

與終止條件作一簡介與探討： 
（一）初始值設定 

電腦化適性測驗的基本原則是依受試者能力提供適當的試題呈現給受試者

施測，但在測驗之始，受試者之能力高低未能得知，因此，必須決定測驗的起始

點，以選擇第一個試題供受試者施測。常用於起始題的決定方式，有以下幾種（王

寶墉，1995；陳麗如，1998）： 
1. 中等難度題目：即假設受試者為中等能力，在題庫中挑選難度適中的題目做

為施測的起始題，中等難度題目開始，因題目有限，若每位受試者都使用相同的

題目開始，其保密性需要考量。 
2. 依受試者能力選題：由受試者之基本資料（年齡、學習、經驗或其他測驗結

果）估算受試者能力初始值，以決定測驗起始點。 
3. 自由選題：由受試者在接受測驗的時候，自行判定自己的程度，以決定施測

的起始題。 
4. 隨機選題：由電腦隨機選題，但一般限定試題難度參數 b 介於 至 間

為選取範圍。 
5.0− 5.0

（二）題庫 
電腦化適性測驗與傳統紙筆測驗的不同在於必須建立一個含有試題反應理

論測驗試題參數的題庫，題庫中之參數必須以共同量尺來表示，才能有一致的單

位。適性測驗之效度與效率，與選題題庫大小具有密切關係（李茂能，2000）。
若要使電腦適性測驗與傳統紙筆測驗具有相同的測驗水準，假如電腦適性測驗採

固定長度約為傳統紙筆測驗的一半時，選題題庫大小最好為傳統紙筆測驗的 6
至 8 倍長（Stocking, 1994）。當選題題庫長度為 3 倍以上，精確度與作答效率才

有顯著差異（Hung,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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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性選題法 
選題方法乃電腦適性測驗中重要的要素之ㄧ，根據不同的選題方法會導致不

同的測驗效率，在此介紹常用的選題法如下： 
1. 最接近偏移難度法 

若猜測度 0≠jc 時，題目訊息最大值不會發生在難度 ，會產生偏移至 ，

最接近偏移難度法為選擇題目偏移難度最接近受試者能力估計值 的題目，作為

下一階段施測的題目。定義偏移難度 （Birnbaum, 1968）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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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選題時選擇尚未施測且選題函數 最小的題目，選題函數如公式 2。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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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間式最大訊息法 

區間式最大訊息法使用區間能力值的題目訊息總值，來取代在某點能力值的

題目訊息量（Veerkamp & Berger, 1997）。區間式最大訊息法是選擇訊息函數在信

賴區間內的面積，選擇最大的訊息面積，作為適性測驗下一階段施測題目，故選

題時選取尚未施測且選題函數最大者，函數如公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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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L 訊息法（Kullback-Leibler information, KL information） 
（1）定義 KL 訊息 

為定義真實能力值 0θ 與任意能力值θ間的距離（discrepancy），以改進 CAT
的估計誤差精準度。Cover 和 Thomas（1991）與 Kullback（1959）提出 KL 訊息，

KL 訊息在真實能力值 0θ 距離θ越遠時，KL 值越大；反之，KL 值小。而當 0θ =θ
時，KL 訊息為 0；且對各題目的總訊息有加法性。若作答反應為 ，第 i題的

KL 訊息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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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對
0θ

E 0θ 的期望值， 為第 題的最大概似函

數，故 KL 訊息亦可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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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義平均 KL 訊息指標（average KL information index） 
Chang 與 Ying 在 1996 年利用 KL 訊息的特性定義第 題的平均 KL 訊息指標

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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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施測 n題後的能力估計值，nθ̂ nδ 為平均值的計算區間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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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常數 c 依據收斂機率選擇。因 )(nI 為 n 階，故可設 nδ 為 

ncn =δ         （7） 
即第 i題的平均 KL 訊息指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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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訊息法以此平均 KL 訊息指標選出最大訊息者，作為適性測驗的下一階

段施測的題目。 
4. 鄰近法（Nearest-Neighbors criterion, NN criterion） 

鄰近法（Cheng & Liou, 2003）為考慮題目曝光率與能力估計精準度兩目標

的折衷選題法，結合有較均勻曝光率的最接近偏移難度法與高估計精準度的單點

式最大訊息法，其實施步驟如下： 
步驟一：計算每題在對數模式時題目訊息最大值發生點偏移難度 ，與其最大

題目訊息 ，其公式如下： 
jm

jM

⎟
⎟

⎠

⎞

⎜
⎜

⎝

⎛ ++
+=

2
811

log
7.1
1 j

j
jj

c
a

bm       （9） 

[ ] [ ]3/22
2

2

)81(8201
)1(8
)7.1(

)( jjj
j

j
j ccc

c
a

IMaxM ++−−
−

=≡ θθ    （10） 

步驟二：設定非遞增整數 ，其中 =1,2,…,L。 )(kn k
步驟三：初始化能力值估計值 。 )(ˆ kθ
步驟四：找新題 個，其題目偏移難度 最接近 。 )(kn jm )(ˆ kθ

步驟五：選 個題目中，有最大 的作為下一題施測題目，重新估計能力值

為 ，回到步驟三，直到停止條件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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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施測題目數。當施測題目越多，能力估計值變動越小，估計越接近

真實能力值，但為降低其誤差，故在鄰近能力估計值能力值間選擇最大訊息的題

目，此表示當施測題目越多，估計越精準，則題目是否為最大訊息的題目漸不重

要，故非遞減整數 可設為 , -1,…,1，表示當施測題數越多，則鄰近選題法

越接近偏移難度選題法。 

L

)(kn L L

5. 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a-stratified with b-stratification approach, ST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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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Yi & Chang, 2003）結合 a 分層法與 Weiss（1973）
的 b 分層法，將題庫分層兩次，第一次依難度參數分層，第二次再依鑑別度參數

分層，其分層方式與實施步驟如下： 
步驟一：將題庫中所有題目依難度參數遞增排列分塊，每塊 R 題。 
步驟二：將每一塊試題依鑑別度遞增排列，將每一塊的第一題放入第一層中，第

二題放入第二層，依次放入各層，則共有 R 層。 
步驟三：將每層各集中為一個子題庫，由第 r 個子題庫選出 個與能力估計值最

接近難度的題目，並施測之（
rn

rnnn +++ ...21 =L）。 
步驟四：r 由 1,2,...,到 R，重複步驟三。 

STR-B 分層後題庫的特性有二：一為每層中之難度參數分配與題庫之難度分

配相似，一為每層中之平均鑑別度依層而遞增。此法之選題過程似 STR-A，但

加入 b 分層的概念，當難度參數與鑑別度參數無關時，STR-B 的題庫與 STR-A
相似（Chang, Qian, & Ying, 2001）。 

電腦適性測驗的選題方法為依照現今受試者的能力估計值選出最適合其能

力的題目，而依不同的標準制定出不同的選題方法，在過往的研究中，比較單點

式最大訊息法、區間式最大訊息法、後驗最大訊息法、KL 訊息法與貝氏 KL 訊

息法的估計精準度，以區間式最大訊息法與 KL 訊息法在初始階段有較佳的估計

精準度，但並未比較曝光率（Chen, Ankenmann, & Chang, 2000）。 
Cheng & Liou（2003）使用 1990 年美國國家教育進展評量（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 NAEP）數學測驗 622 題與 1992 年閱讀測驗 203
題的題庫資料，針對兩題庫各別依不同選題法選題與模擬 1000 名受試者的作答

情況，以 20 題與 40 題為停止條件，以均方差評估估計精準度，以卡方值評估題

目曝光率的均勻程度，比較不同選題方法的估計精準度與題目曝光率，以單點式

最大訊息法與區間式最大訊息法精準度較高但曝光率較不均勻，以最接近偏移難

度估計精準度較低但曝光率較均勻，以鄰近法的估計精準度與曝光率均勻度介於

兩者之間，是較折衷的選題法，並顯示選題方法不能兼顧估計精準度與曝光率均

勻度。 
Yi & Chang（2003）在考慮內容平衡下，比較加入 SH 曝光控制的單點式最

大訊息法比 a 分層法、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與考慮內容平衡的 a 分層法的估計

精準度與題目曝光率，顯示加入 SH 曝光控制的單點式最大訊息法估計精準度較

高，以卡方值與題目重複率評判曝光率均勻程度，以考慮內容平衡的 a 分層法曝

光率較均勻。 
陳俊宏（2004）比較最接近難度法、最接近偏移難度法、單點式最大訊息法

與區間式最大訊息法在能力估計的精準度，顯示在題庫為單參數對數模式時，四

種選題方法相同，二參數對數模式時，選題法可歸為難度法與訊息法兩類，以訊

息法較好，三參數對數模式時，區間式最大訊息法較好。 
（四）終止條件 

電腦化適性測驗施測題目與題數因人而異，而依測驗的目的與性質，測驗終

止的標準一般有下列方式（陳麗如，1998；陳新豐，1999）： 
設定固定施測題數。當所有受試者答題數達到預設之題數限制時，即終止測

驗，一般以二十至三十題之間為原則。此法常用於模擬研究，其優點是易於設計

開發，題目使用率可較精確地預測，但可能使受試者能力估計的精確度具變動性。 
當受試者的能力估計標準差低於預設標準時，測驗即終止。此即能力估計的

精確度已達預定標準，使用此種終止標準通常是以貝氏選題法為選題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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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題庫中未使用的題目，再也無法獲得更多的測驗訊息時，即終止測驗。換

言之，能力的估計已穩定，再做題目已經沒有幫助，採用此終止標準時，通常以

最大訊息選題法為選題策略。 
 
二、題目曝光率議題 

傳統的紙筆測驗中通常讓大量的受試者在同一時間測驗，且測驗相同或複本

的試題，所以沒有題目曝光率的問題。而電腦適性測驗與傳統的紙筆測驗最大的

不同點在於電腦適性測驗則針對不同受試者的能力給予不同的題目，電腦適性測

驗為了能縮短測驗題目數與估計的精準度，給予適合受試者難度且鑑別度大的題

目，因此有些鑑別度高的題目過度被使用，而過度的曝光率使得題目的保密性受

到威脅，有一些人可能事先知道題目與答案而比較容易答對該題目，造成對受試

者能力的誤判，也導致題庫的安全性與測驗的公平性遭受危機。 
在此，將題目曝光率定義測驗長度中每題使用的相對次數（Chang & Ying, 

1999；Sympson & Hetter, 1985），如下： 
ier =（第 i題被使用的次數）/      （11） N

其中 為受試者人數，若題目曝光率為 0.2，則表示 100 名受試者中就有 20
位受試者測驗過此題目。若 為平均的測驗長度或固定的測驗長度，則平均曝光

率為 

N
L

nLer /=         （12） 
為顧及題目曝光率的均勻度，使題庫內的題目皆能被施測，期望題庫內每題

曝光率應接近於平均曝光率。 
最理想控制曝光率與題目重複率的方法是不經由適性選題方法選擇題目，對

每一位受試者從題庫中隨機選題，但這並不符合適性測驗的原則。故顧及能力值

估計誤差時就損失了題目曝光率的均勻度，當顧及題目曝光率均勻度時又損失了

估計精準。當發展測驗系統時，必須依照測驗的目的對「估計精準度」與「均勻

題目曝光率」兩者間選擇利多於弊的選題方法。 
 
三、評估準則 

分別針對能力值的估計誤差與題目曝光率的表現進行評估。 
（ㄧ）誤差評估 

利用真實能力值θ 與估計能力值 的均方根差（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評估電腦適性測驗系統對受試者能力估計的準確度。 

θ̂

2

1
)ˆ(1 ∑

=

−=
N

i
iiN

RMSE θθ      （13） 

（二）題庫效能評估 
1. 題目曝光率的均勻度 

是一種量化曝光率，需要一個目標分配，因所有題目應有相同的曝光率，故

假設曝光率為均勻分配。則表示每題之曝光率的期望值為平均曝光率，故利用

Pearson 的卡方檢定，檢定題目曝光率是否呈現均勻分配，其檢定統計量為 

∑
=

−=
n

i
i ererer

1

22 /)(χ       （14） 

2χ 表示平均曝光率與觀測的題目曝光率的變異程度，並將題庫使用的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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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若 值小，則題目曝光率為均勻分配，表示題目被充分的使用，故題庫

使用有效率。 

2χ

1<

N
(N

為了比較兩種不同選題方法的曝光率，即比較他們的卡方檢定統計量，假設

選題方法一的卡方檢定統計量為 ，選題方法二為 ，比較的方法定義為： 2
1χ

2
2χ

2
2

2
1 /F χχ=        （15） 

若 ，則選題方法一在題目曝光率的平衡上比方法二好（Yi & Chang, 
2003）。 

F

2. 題目重複率 
題目重複率（test overlap rate）定義為題目被兩位受試者施測，所有成對比

較平均的比例，即表示區塊或成對的題目，在不同測驗同時讓受試者施測的程

度，簡單的計算方式可為兩個隨機選出的受試者施測的重複題目數，除上測驗長

度。所以若 為受試者人數，題目重複率的計算步驟為 
（1）計算 對受試者重複題目數。 2/)1−N
（2）加總此 2/)1( −NN 個數。 
（3）將此總數除以 。 2/)1( −NLN

若測驗的題目重複率越高，表示受試者測驗相同題目的比例越高，所以理想

上，任一對受試者重複題目數應該被最小化。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利用電腦模擬資料的方式，藉以比較不同選題法在不同條件下對於估

計精準度與題目曝光率之效果，圖一乃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

背景以及參考相關文獻後設計之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流程如圖二。 
 
三、模擬設定 
（ㄧ）模擬受試者能力值 

一般測驗受試者在測驗中所表現出的分數，大多符合常態分佈，尤其是在大

型考試中，更能顯現出此現象，又根據文獻參考資料的能力參數範圍，如表 2，
因此模擬受試者能力樣式為標準常態分配，能力值範圍介於 3− 到 之間，樣式

說明如表 1。為清楚解釋，以下將 定義為平均數 m 及變異數 v 之常態分

配， 定義為介於 a 與 b 間的均勻分配。 

3
v)N(m,

a(U )b,
 
                      表 1  能力樣式說明 
 能力樣式 能力 

SA N(0,1) 
 
 

以能力樣式配合受試者人數 1000 人與 3000 人，其能力代號為 SAm，SA 為

能力樣式，m 為人數之千位數。 
（二）模擬題庫 

為了瞭解題庫特性對題目曝光率表現的影響，根據文獻參考資料的參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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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如表 2 與 Urry（1977）建議進行 CAT 時題庫最少在 100 題以上，考慮題庫

參數樣式為難度參數為難度範圍介於 8.2− 與 間的均勻分配、鑑別度參數為鑑

別度介於 0.5 與 2 間的均勻分配與猜測度參數為 0，並將題庫大小設為 160、300
與 600 題，以題庫樣式配合 3 種題庫大小作組合，其題庫代號為 PAm，其中 PA
為題庫樣式，m 為題庫題數之百位數。 

8.2

 
 

表 2  文獻資料之參數範圍 

 

作者（年代） 能力參數 難度參數 鑑別度參數 猜測度參數

Stone （1992） -4~4 -2.18~2.43 0.716~3 0 
Baker （1990） -2.4~2.4 -1.8~1.2 0.35~2 0 

Drasgow （1989） -3~3 -1.5~2.5 0.4~1.4 0 
Mislevy & Stocking （1989） -3.5~3.5 -2~2 0~1.5 0~0.4 
Skaggs & Stevenson （1989） -3~3 -2~2 0.4~1.2 0.1~0.3 

相關文獻探討 

電腦模擬 

估算能力參數 

撰寫報告 

精準度分析 

與 

曝光率分析 

圖一  研究架構圖 

學習 MATLAB 程式語言 

擬定研究主題 

（三）初始值設定 
由於CAT施測題目會隨受試者的答題反應調整施測題目的難度，Lord（1977）

發現不同起始點對於測驗標準誤（standard error of measurement）並沒有很大差

別。所以偏差的起始題應不致於影響測量結果，但較正確的起始題，的確有助於

縮短施測題數，而使能力估計提早完成。若從難易適中的題目開始施測，經過多

 67



電腦適性測驗題目曝光率之模擬研究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次使用後必然增加洩題的可能，基於保密性的考量，洪碧霞等（1992）建議採用

隨機選取起始點的方式，隨機提供受試者第一個題目。但是，隨機選取的方式並

不能保證找到最佳起始點，同時也不符合適性測驗的精神。故本研究起始題以隨

機選取中難度的題目，使題目對受試者不至於太難或太簡單，且避免產生過高的

題目曝光率。 

設定測驗模式 

 
 
（四）選題方法 

在以往的文獻中並未研究 KL 訊息法的曝光率，且未比較鄰近法與考慮 b 參

數的 a 分層法，故本研究針對最接近偏移難度法、區間式最大訊息法、KL 訊息

法、鄰近法與考慮 b參數的 a分層法等五種選題法進行估計誤差與曝光率的評估。 
（五）終止條件 

測驗終止條件可分為固定測驗長度（ fixed-length）與變動測驗長度

（variable-length）兩種。固定測驗長度法常用於施測目的為瞭解受試者能力之測

驗，例如成就測驗；變動測驗長度法則是通常用於電腦化精熟測驗，此種測驗只

圖二  實施流程圖 

不成立 

成立 

模擬受試者能力值 

設定初始值 

模擬資料： 

設定人數、試題數以及

參數範圍及樣式 

能力估計 

選題方法 

作答反應 

誤差與題庫效能

評估 

模擬試題各參數 

資
料
模
擬
階
段 

電
腦
適
性
測
驗
階
段 

終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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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受試者是否達到通過標準，例如證照測驗（Wang, 1997）。 
因採用固定測驗長度能透過預定每個內容領域要施測的題目數目，能更直接

控制施測內容，並且較符合一般受試者對測驗的預期，目前大多數電腦化適性測

驗採用固定測驗長度，故本研究使用之停止條件為固定測驗長度為 20 題與 40
題，設定其停止條件的代號各為 t2 與 t4。 

肆、結果與討論 

研究結果以題目曝光率圖與能力均方根差和曝光率統計表說明不同的題庫

大小與測驗長度在各選題方法中，對電腦適性測驗受測者能力估計與對題庫中題

目曝光率的影響。題目曝光率圖為在各選題方法下題庫內各題目曝光率由小而大

排序後的散佈圖，為能比較曝光率間的關係，散佈圖將縱軸設定在 0 到 0.7 之間；

能力均方根差和曝光率統計表是由能力值的均方根差、曝光率的描述性統計量、

題目重複率與評估曝光率是否均勻的卡方統計量所組成的統計表，其中 RMSE
表示能力值的均方根差、 表示曝光率的卡方統計量、#（exp＞0.2）與#（exp
＜0.05）分別為表示曝光率大於 0.2 與小於 0.05 的題目數。 

2χ

 
一、題庫大小對適性測驗的影響 
（ㄧ）題庫大小 160 題 

在受試能力為 SA1（1000 人）、題庫樣式為 PA1（160 題）、測驗長度為 20
題，各選題法的均方根差於表 3，最接近偏移難度法為 0.2261，區間式最大訊息

法為 0.1940，KL 訊息法為 0.1904，鄰近法為 0.2031，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為

0.2414。 
在樣式為 PA1，各選題法之題目曝光率低於 0.05 的題目數，最接近偏移難

度法為 63 題，佔題庫的 39.375%；區間式最大訊息法為 97 題，佔題庫的 60.625%；
KL 訊息法為 87 題，佔題庫的 54.375%；鄰近法為 70 題，佔題庫的 43.75%；考

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為 56 題，佔題庫的 35%。 
 

表 3  SA1_PA1_t2 的能力均方根差和曝光率統計表 
 選題法 

 
最接近偏

移難度法 
區間式最

大訊息法 
KL 訊息法 鄰近法 STR-B 

RMSE 0.2261 0.1940 0.1904 0.2031 0.2414 
2χ  15.4461 47.2154 36.9484 20.5420 15.9115 

#（exp>0.2） 44 37 38 44 43 
#（exp<0.05） 63 97 87 70 56 
平均曝光率 0.1250  0.1250  0.1250  0.1250  0.1250  
最大曝光率 0.4180  0.7850  0.6470  0.5780  0.4010  
題目重複率 0.2208 0.4195 0.3553 0.2526 0.2237 

 
（二）題庫大小為 300 題 

在受試能力為 SA1（1000 人）、題庫樣式為 PA3（300 題）、測驗長度為 20
題，均方根差列表於表 4，最接近偏移難度法為 0.2452，區間式最大訊息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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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42，KL 訊息法為 0.1807，鄰近法為 0.1986，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為 0.2486。 
題庫為 PA3，比較各選題法題目曝光率低於 0.05 的題目數，最接近偏移難

度法為 138 題，佔題庫的 46%；區間式最大訊息法為 227 題，佔題庫的 75.67%；

KL 訊息法為 219 題，佔題庫的 73%；鄰近法為 157 題，佔題庫的 52.33%；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為 140 題，佔題庫的 46.67%。 
 

表 4  SA1_PA3_t2 的能力均方根差和曝光率統計表 
 選題法 

 
最接近偏

移難度法 
區間式最

大訊息法 
KL 訊息法 鄰近法 STR-B 

RMSE 0.2452 0.1842 0.1807 0.1986 0.2486 
2χ  12.7150 74.8011 57.9286 22.7275 14.0440 

#（exp>0.2） 9 37 40 16 10 
#（exp<0.05） 138 227 219 157 140 
平均曝光率 0.0667 0.0667 0.0667 0.0667 0.0667 
最大曝光率 0.2390 0.6600 0.5860 0.4280 0.3310 
題目重複率 0.1082 0.3153 0.2590 0.1416 0.1126 

 
（三）題庫大小為 600 題 

在受試能力為 SA1（1000 人）、題庫樣式為 PA6（600 題）、測驗長度為 20
題，均方根差列表於表 5，最接近偏移難度法為 0.2294，區間式最大訊息法為

0.1679，KL 訊息法為 0.1644，鄰近法為 0.1776，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為 0.2325。 
題庫為 PA6，比較各選題法之題目曝光率低於 0.05 的題目數，最接近偏移

難度法為 453 題，佔題庫的 75.5%；區間式最大訊息法為 510 題，佔題庫的 85%；

KL 訊息法為 499 題，佔題庫的 83.167%；鄰近法為 473 題，佔題庫的 78.83%；

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為 461 題，佔題庫的 76.83%。 
大體上，對各題庫樣式均方誤以區間式最大訊息法與 KL 訊息法最小，次之

為鄰近法，以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與最接近偏移難度法最大；而題目最大曝光

率以區間式最大訊息法最大，次之為 KL 訊息法、鄰近法，以考慮 b 參數的 a 分

層法與最接近偏移難度法較低，且題目最大曝光率會隨題庫越大而下降。 
對於不同題庫大小，各選題法在曝光率低於 0.05 的題目數以區間式最大訊

息法最多，且隨題庫題數越多，其題目數佔整個題庫的比例越高，顯示當題庫題

數增加時，區間式最大訊息法選題仍然易集中於某些題目，使得大部分的題目曝

光率低於 0.05，而其圖形也反映出此特點而呈現出陡峭的題目曝光率圖形，而相

對於最接近偏移難度法曝光率低於 0.05 的題目數較少，其圖形也較平緩。 
 

二、測驗長度對適性測驗的影響 
在受測能力為 SA1（1000 人）、題庫樣式為 PA6（600 題）、測驗長度為 20

題與 40 題，對各題庫的均方根差分別列表於表 5 與表 6，以能力均方根差比較

測驗長度對能力估計效率與精準度的影響，可發現當測驗長度增長時，區間式最

大訊息法（0.1679－0.1191）、KL 訊息法（0.1644－0.1173）與鄰近法（0.1776－
0.1318）的估計誤差有微幅的下降，相對於最接近偏移難度法（0.2294－0.1534）
與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0.2325－0.1489）下降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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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SA1_PA6_t2 的能力均方根差和曝光率統計表 
 選題法 

 
最接近偏

移難度法 
區間式最

大訊息法 
KL 訊息法 鄰近法 STR-B 

RMSE 0.2294 0.1679 0.1644 0.1776 0.2325 
2χ  15.9282 121.4855 94.9532 40.9650 17.8601 

#（exp>0.2） 0 38 36 10 0 
#（exp<0.05） 453 510 499 473 461 
平均曝光率 0.0333 0.0333 0.0333 0.0333 0.0333 
最大曝光率 0.1740 0.5090 0.4080 0.3150 0.1730 
題目重複率 0.0589 0.2350 0.1908 0.1007 0.0622 

 
若停止條件設為變動測驗長度，以均方根差達 0.18 為停止條件，則區間式

最大訊息法、KL 訊息法與鄰近法在受試者平均施測 20 題內可達到此停止條件，

相對於最接近偏移難度法與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必須測驗 20 題以上、40 題以

內才能達到此估計精準度。 
在受測能力為 SA1（1000 人）、題庫樣式為 PA6（600 題）、測驗長度為 20

與 40 題，比較兩種測驗長度對曝光率低於 0.05 題目數的影響，可發現最接近偏

移難度法（453－268）、區間式最大訊息法（510－449）、KL 訊息法（499－417）、
鄰近法（473－300）與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461－283）在測驗長度增長時對

曝光率低於 0.05 題目數減少的趨勢。 
在受測能力為 SA1（1000 人）、題庫樣式為 PA6（600 題）、測驗長度為 20

題與 40 題，比較兩種測驗長度對題目重複率的影響，可知當測驗長度增長時，

最接近偏移難度法（0.0589－0.1016）、區間式最大訊息法（0.2350－0.3063）、
KL 訊息法（0.1908－0.2452）、鄰近法（0.1007－0.1268）、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

法（0.0622－0.1085）的題目重複率有微幅的上升，顯示測驗長度增長對於受試

者的題目重複率有增加的現象。而各選題法的題目重複率排序由大到小為區間式

最大訊息法、KL 訊息法、鄰近法、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與最接近偏移難度法。 
 

表 6  SA1_PA6_t4 的能力均方根差和曝光率統計表 
 選題法 

 
最接近偏

移難度法 
區間式最

大訊息法 
KL 訊息法 鄰近法 STR-B 

RMSE 0.1534 0.1191 0.1173 0.1318 0.1489 
2χ  21.5041 144.1983 107.5732 36.6285 25.6477 

#（exp>0.2） 1 87 81 25 19 
#（exp<0.05） 268 449 417 300 283 
平均曝光率 0.0667 0.0667 0.0667 0.0667 0.0667 
最大曝光率 0.2200 0.5970 0.4800 0.3890 0.2450 
題目重複率 0.1016 0.3063 0.2452 0.1268 0.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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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測人數對適性測驗的影響 
在受測能力為 SA1 與 SA3（1000、3000 人）、題庫樣式為 PA6（600 題）、

測驗長度為 20 題，由表 5 與表 7，以能力均方根差比較測驗長度對能力估計效

率與精準度的影響，可發現在兩種測驗人數，最接近偏移難度法（0.2294－
0.2267）、區間式最大訊息法（0.1679－0.1657）、KL 訊息法（0.1644－0.1643）、
鄰近法（0.1776－0.1807）與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0.2325－0.2267）在測驗人

數增加時，對於能力估計的均方根差無明顯的差異。 
在受測能力為 SA1 與 SA3（1000、3000 人）、題庫樣式為 PA6（600 題）、

測驗長度為 20 題，以卡方值比較受試人數對題目曝光率均勻度的影響，比較測

驗人數 1000 名與 3000 名的卡方值，最接近偏移難度法（15.9282－15.5482）、區

間式最大訊息法（121.4855－133.5080）、KL 訊息法（94.9532－105.5482）、鄰近

法（40.965－42.7662）與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17.8601－15.9959）在測驗人

數增加時，對於題目曝光率的均勻度無明顯的差異。 
 

表 7  SA3_PA6_t2 的能力均方根差和曝光率統計表 
 選題法 

 
最接近偏

移難度法 
區間式最

大訊息法 
KL 訊息法 鄰近法 STR-B 

RMSE 0.2267 0.1657 0.1643 0.1807 0.2267 
2χ  15.5482 133.5080 105.5482 42.7662 15.9959 

#（exp>0.2） 0 39 34 14 0 
#（exp<0.05） 466 519 505 476 455 
平均曝光率 0.0333 0.0333 0.0333 0.0333 0.0333 
最大曝光率 0.1637 0.5753 0.4727 0.3230 0.1877 
題目重複率 0.0589 0.2556 0.2090 0.1043 0.0597 

 

伍、結論 

對電腦適性測驗而言，選題方法易影響測驗的品質與題庫的安全性，在目前

所發展出之選題方法，各有其優缺點。以測驗學的觀點，選題方法應找出最有效

率且精準的題目進行施測，以符合電腦適性測驗的精神。若重視題庫的安全性，

選題方法必須顧及題目曝光率，相對之下喪失估計精準度，進行電腦適性測驗前

應依其測驗目的，審慎評估各種影響測驗的因素，以達到測驗的目標。綜合本研

究的結果與分析，可歸納成以下幾點結論： 
一、大體上，能力均方根差不易受到受試者人數與題庫大小影響。 
二、在不同選題方法，在固定測驗長度下，能力均方根差由小而大排序分別為考

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最接近偏移難度法、鄰近法、KL 訊息法、區間式最

大訊息法。 
三、在測驗長度為 20 題時，區間式最大訊息法、KL 訊息法與鄰近法精準度可達

0.18，而最接近偏移難度法與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則需要較長的測驗長度。 
四、在測驗長度為 20 題，使用區間式最大訊息法或 KL 訊息法的題目重複率高

於測驗長度為 40 題使用最接近偏移難度法、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與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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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表示在達到相同測驗精準度，區間式最大訊息法與 KL 訊息法可測驗較

少的題目，但其題目重複率仍高於測驗題目數較多的最接近偏移難度法、考

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與鄰近法。 
五、以題目的最大曝光率觀察題目的過度曝光程度，以區間式最大訊息法、KL

訊息法題目過度曝光程度較高，以最接近偏移難度法、參考 b 參數的 a 分層

法題目過度曝光程度較低，表示區間式最大訊息法與 KL 訊息法有較偏態的

曝光率分布，而從其圖形亦可看出區間式最大訊息法與 KL 訊息法的圖形較

陡峭。 
六、針對不同的選題法，可依能力均方根差與曝光率均勻程度的大小分類，可將

五種選題方法歸納為三類方法：一是難度法，包括最接近偏移難度法與考慮

b 參數的 a 分層法，為題目曝光率較均勻，但損失能力估計誤差的方法；二

是鄰近法，為對於題目曝光率均勻程度與能力估計誤差較折衷的方法；三是

訊息法，包括區間式最大訊息法與 KL 訊息法，為能力估計精準度高但損失

題目曝光均勻度的選題方法，可用於診斷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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