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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先進國家的教育不再固守僵化單一的教學形式，而是尊重個別差異，雖然國 

內建置線上教學、補救教學的系統眾多，但皆難對症下藥，很難針對學生真正的 

迷思概念行補救教學，本研究建置之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系統有以下特 

點： 

一、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電腦適性化診斷測驗，確實能達成節省試題、縮短施測 

時間及高預測率的功效。 

二、以精緻的專家知識結構進行命題，可以診斷學生學習上細微的錯誤概念。 

三、透過網路的平台，可達到隨時診斷、隨時學習之目標。 

四、依據學生不同的錯誤類型，提供該錯誤類型的補救教學動畫。 

利用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系統可以讓學生先「因材施測」進而「因 

材施教」 ，針對迷思概念以補救教學動畫進行有效的補救教學。系統內並提供該 

單元課本、習作的對應頁碼，提供學生能自己發現與學習建構屬於自己的知識，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力，並做最有效的補救。 

關鍵詞：順序理論、知識結構、電腦化適性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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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provide  learning  diagnostic  report  and  strengthen  management  functions. 
Besides,  this  study  improves  the  itemselection strategy  based on ordering  theory  to 
reduce  guessing  effects.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briefly  outlined  as  follows: 
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is  helpful  for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ing at elementary school, and adaptive tests on KSAT can 
save items effectively. 

Keywords: ordering theory, knowledge structur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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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評量是個不可或缺的工具，它經常被用來了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其方法是在 

學生學習特定範圍知識後，藉由評量來了解困難所在，並進而補救教學，使學生 

在學習時能得到最好的協助。但在進行評量時，教師常遇到的問題大致分為下列 

三個方面：一、診斷測驗的編製；二、施測後測驗的記分及記錄；三、如何根據 

適當結果進行適當補救教學（郭伯臣，2003） 。 

為解決上述三個問題，所以本研究中將採用電腦化適性測驗來進行使用者的 

學習狀況診斷。電腦化適性測驗可分為二大類：一類是以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 IRT）為基礎（Wainer, 2000） ，另一類則是以知識或試題結構為基 

礎（Brown & Burton,  1978; Wenger,  1987; VanLehn,  1988; Appleby,  Samulels,  & 
Treasure, 1997; Chang, Liu, & Chen, 1998） ，電腦適性測驗主要特色為能針對使用 

者的學習狀況，給予適當的試題，如此不僅可以有效的節省測驗題數，亦可縮短 

測驗時間，更能符合「因材施測」的原則。 

根據郭伯臣（2005）的研究結果可知，使用良好的試題結構可有效降低施測 

題數，研究中比較了三種估計試題結構方法，美國學者所研發之「順序理論」 

（ordering theory, OT） （Airasian & Bart, 1973） 、日本學者所研發之「試題關聯 

結構分析法」 （item relationship structure analysis, IRS） （Takeya, 1991）及英國 

學者所研發之 Diagnosys（Appleby, Samules, &Treasure, 1997） ，其中前二者為測 

驗分析理論，Diagnosys 為診斷大學基礎數學之知識結構測驗系統。根據郭伯臣 

（2005）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 OT結構之適性測驗選題策略，所需訓練樣本較 

少與可節省較多施測題數，優於 IRS 與 Diagnosys，故本系統採用「順序理論」 

所估計出來的學生知識結構作為選題策略。 

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化診斷測驗系統，首先需建立知識結構，並依據此 

知識結構作為適性測驗的選題策略，期望能提供學生一個適性測驗立即的成績回 

饋，給學生個別化、量身訂作的補救教學，讓學生知識的建構能有最好的效果。 

黃珮璇、王暄博、郭伯臣、劉湘川（2006）的研究顯示：以知識結構為主的國小 

數學科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具強韌性（robustness） ，即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系統 

之成效在廣泛應用於各單元或其它相關主題時，依然存有良好的表現。 

綜合上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 建立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且具有診斷學生錯誤概念的適性測驗與補救教學系 

統。 

二、 利用學生知識結構作為選題策略，依受試者不同的反應給予適當的試題， 

藉此節省大量試題、節省測驗時間，並精確診斷出學生的迷思概念。 

三、 依據學生不同的作答反應，提供不同的補救教學動畫與教材頁碼對照，提 

供學生自我學習。 

本研究擬建構「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系統，簡稱 KSAT。系統主要包含三個子模組（圖一）：1. 適性測 

驗出題模組、2.補救教學分類模組、3. 多媒體補救教學模組。系統主要架構如圖 

一所示，希望透過此系統能將學生的評量與補救學習數位化及網路化，藉此達到 

「因材施測」及「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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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救教學分類模組 

1.適性測驗出題模組 

學生 

題庫 

3.多媒體補救教學模組 

資料分析 

學習診斷報告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發展以知識結構為基礎的適性化診斷測驗，因此本節將探 

討「電腦化適性測驗」與「估計學生結構的理論」之相關文獻。 

一、電腦化適性測驗 
一般而言，電腦化適性測驗可分為二大類：一類是以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  IRT）為基礎（Wainer,  2000）另一類則是以知識結構為基礎 

（Brown&  Burton,  1978;  Wenger,  1987;  VanLehn,  1988;  Appleby,  Samulels,  & 
Treasure, 1997; Chang, Liu, & Chen, 1998） ，以試題反應理論為基礎的電腦化適性 

測驗，施測後，受試者成績為一 「能力值」 （ability）或 「量尺分數」 （scale score） ， 

較適合用於教育資源分配情境，例如：基本學力測驗、大學入學測驗等。若使用 

該分數來診斷學生錯誤概念，並不十分恰當，因為學生的錯誤類型相對於量尺分 

數並不具順序性或呈現線性排列。換句話說，兩個具有同一分數的人其錯誤概念 

未必相同，故使用以 IRT為基礎的電腦適性測驗來進行學習診斷，所提供的訊息 

並不適用於錯誤類型診斷（郭伯臣、謝友振、張峻豪、蔡坤穎，2005） 。 

黃珮璇等人（2006）的研究顯示了以知識結構為主的國小數學科電腦化適性 

診斷測驗具強韌性（robustness） ，即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系統之成效在廣泛應用 

於各單元或其它相關主題時，依然存有良好的表現，因此，本研究主要以知識結 

構為基礎，發展具有診斷學生錯誤概念的適性測驗與輔助教學系統。 

二、系統開發方法 
本系統的建立是基於希望能夠以最小的資源耗費，達成最大的經濟效益，因 

此，對於作業系統的選擇，以較安全、穩定的 Linux系統為平台，其餘相關開發 

工具也以穩定、免費使用為優先考量。除此之外，本研究的系統乃是建置在網際 

網路環境之上，因此採用網路三層式主從式架構。下面分別就各相關工具介紹說 

明。 

（一）三層式主從架構資料庫技術 

評估停止施測 
否 

是 

圖一 以知識結構為基礎的適性化診斷測驗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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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架構主要在用戶端和伺服器端再加上一層中介層，成為三層的主從架構 

（client/server） 。在這三層的架構下，用戶端使用標準的通訊協定（如：TCP/IP） 

與中介層溝通；中介層使用標準的資料庫通訊協定或資料庫中介軟體與後端的資 

料庫溝通。三層式主從架構邏輯層的結構如圖 21，各層的任務有包含主要為使 

用者介面的資料展現層（presentation layer） 、包含操作資料的處理邏輯層又稱商 

業邏輯層（functionality/business  layer）以及供應資料的存取服務的資料服務層 

（data layer） （黃朝恭，2000）。 

圖二 三層式主從架構邏輯圖 

由圖二得知，處理邏輯層透過  PHP（hypertext  preprocessor）處理資料庫， 

並利用結構化查詢語言（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SQL）來處理資料，也就是說 

它利用一些簡單的句子構成基本的語法來存取資料庫內容。SQL 為非程序性語 

言（nonprocedural） ，它本身並不能單獨存在，需要依照每一行程式順序處理許 

多的動作來存取資料庫（黃朝恭，2000）。 

（二）開發工具 
PHP（hypertext preprocessor）是一種被廣泛使用、多用途的開放原始碼腳本 

語言（script language） ，特別適合於網頁的開發，並可內嵌於 HTML 網頁中。除 

此之外尚可應用在開發應用程式，為相當具有開發彈性的語言。PHP 主要使用 

於伺服器（server）端的動態網頁的開發，功能與 ASP（active serve page） 、JSP 
（java server pages） 、Cold Fusion等相似。加上 PHP 本身的語法類似 C/C++，具 

有親和易學的特性，所以一般資訊人員或是其曾經接觸過他種程式語言者皆相當 

容易上手。在實作跨平台系統時是非常好的工具之一，並且支援多種資料庫。 

（三）資料庫系統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料庫為  MySQL，這是一套具有快速、多線性 

（multithread） 、多使用者且穩定的 SQL 資料庫伺服器，以主從式架構的方式來 

實現，並且透過一個伺服程式MySQL 及許多不同的用戶端函式庫的組成。加上 

執行基本 SQL 指令效率非常迅速，與坊間常見的微軟 SQL（MSSQL）及甲骨 

文（Oracle）等商業資料庫來比較是毫不遜色，更重要的是MySQL 在非商業用 

途上是免費的，並且支援中文大五碼（Big5） ，另外針對許多不同的平台也都有 

對應的支援，在安裝設定上面也是相當容易，因此本研究的後端資料庫決定採用 
MySQL。 

（四）網路伺服器 
Apache  本身是一套自由軟體，但也是一套高效能的網站伺服器（web 

server） ，目前被廣泛運用在各種作業平台上面，穩定且消耗資源少，在網際網路 

瀏覽器 

Apache / PHP 

資料庫(MySQL) 

資料展現層 

處理邏輯層 

資料服務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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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伺服器平台上面是遙遙領先其他廠商。而且 Apache 網路伺服器本身提供了相 

當多樣化的模組，系統管理者可以從中挑選適合的部分予以安裝使用，擴充性相 

當強大，而且具有支援 PHP的模組。 

參、研究方法 

一、各知識結構之建置 
數學本身就是一個階層性非常強的學科，各單元內或是單元與單元間，可以 

清楚分出上下位概念，因此初步選定以國小五、六年級數學領域康軒、南一版進 

行電腦適性測驗的實作，建置各知識結構之方法與功能如下： 

（一）建立專家知識結構及命題 

延聘教學經驗豐富的專業國小教師群，編製各單元知識結構草案，再共同用 

知識結構檢核表，建立較客觀的專家知識結構。建立專家知識結構後，依據專家 

知識結構命題，依據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之檢核表檢核試題，檢核完畢後進行組 

卷以利紙筆測驗的進行。 

（二）預試並分析所蒐集之資料建立學生結構 

收集所有考卷後將所有學生的作答反應輸入電腦，分析出整份試卷的信度， 

及每一個試題古典測驗理論及試題反應理論分析的難度、鑑別度、猜測度，提供 

審題、修題的參考。並使用 OT演算法，分析出選題策略的相關矩陣，建立適當 

的學生知識結構，以便系統精確出題，以縮短施測時間。 

（三）補救教學結構 

為了針對學生不足之處進行補救教學，KSAT 以學生知識結構為基礎再融合 

專家知識結構的教學流程與邏輯概念，發展出適合進行補救教學之結構，能夠比 

專家認定的結構更貼近學生實際學習後的結果，也比學生知識結構更有系統的學 

習，因此，本研究將這兩種結構結合在一起的稱為補救教學結構。 

（四）題目入庫及系統架設 

將所有題目匯整後建入 KSAT的題庫系統，再把專家結構、學生結構、補救 

教學結構也匯入  KSAT 系統，即可使開始使用  KSAT 電腦適性測驗診斷系統， 
KSAT將以學生知識結構作為選題策略，找出學生的迷思概念。 

二、系統建置 
近年來由於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之技術快速發展，應用軟體系統 

的作業已逐漸移至 Web 為基礎的平台環境來建置。Web 系統的資訊內容是網頁 

（Web  pages）的方式呈現，而內容的交互參考資訊則是以超連結（hyperlink） 

的方式來表示。使用 Web 平台建置之應用軟體系統與ㄧ般作業平台上建置之應 

用軟體系統的主要差異在於必須考慮 Web平台的超媒體特性，所以 Web系統亦 

稱為超媒體應用系統（hypermedia application） 。 

（一）系統開發流程 

本系統為一 Web 應用系統，本系統特以「漸進式雛型開發模式」結合「物 

件導向分析與設計」、RMM 及MVC模型觀念，以構成適合本系統之分析設計方 

法論，其開發流程如圖三，茲將流程各步驟說明如下： 

步驟一：需求擷取分析。此階段為定義應用系統之需求，主要是經由與使用者訪 

談來作為需求收集與建置使用個案（use case）模型的基礎，由此階段建 

構使用個案功能模式結構圖與相關功能需求文件，並確認系統開發可行。 

步驟二：物件導向系統分析（SA）與初步設計（preliminary） 。此階段中將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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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用者個案加以分析，依照傳統物件導向分析原理歸納各使用個案所 

需用到的物件「類別」，並依實體、控制與介面等三類物件完成區分；建 

構物件類別結構間的關聯模型，最後依使用個案得出各物件間的順序 

圖，以完成初步之概念模型（conceptual model）設計。 

步驟三：物件導向系統設計。本階段主要是由前階段結果來進行系統細步設計工 

作；完成各細部物件間的關聯（association） 、合作（collaboration）及活 

動（activity）等執行其行為（behavior）設計，對控制物件之功能分割再 

作確認，完成其細部設計。本階段如於設計時發覺原分析模型無法反應 

設計的需要，可回前一階段修正之，有效完成系統物件設計模型。 

步驟四：Web網頁程式設計。由設計出的頁面及功能，選擇適當網頁設計語言進 

行網頁與程式撰寫。 

步驟五：系統建置與評估。本階段將完成程式設計之各 Web 類別依層次由上而 

下組合成各模組，完成模組測試；進而將各子單元系統結合成 Web應用 

程式，進行全系統測試，以完成功能驗證與效率評估。 

（二）系統架構 

本研究規劃之 KSAT系統架構如圖四所示，各模組簡述如後。 
1. 帳號管理模組：提供學生及教師帳號的新增與管理功能。 
2. 題庫管理模組：針對單元的結構、試題進行新增、修改、管理、組卷等。 
3. 測驗管理模組：針對測驗的實施進行控管，可針對班級選擇愈開放的試卷。 
4. 適性出題模組：依照不同的出題策略，進行適性出題。本系統目前以 OT作為 

出題策略，依據學生不同的作答反應，給予不同的測驗試題。 
5. 學習診斷模組：依照學生的作答反應，進行學習成果診斷。 
6. 補救教學分類模組：依據補救教學結構，對照學生的作答反應，將學生分至 

相關類型。 
7. 多媒體補救教學模組：根據補救教學分類結果，提供適當的線上多媒體補救 

教材。 
8. 測驗統計模組：依照學生個人或班級進行測驗統計與查詢。 

（三）系統內使用者權限比較 

考慮系統使用者不同的需求，也考慮系統安全性等，因此給予不同的使用者 

權限，詳如表 1所示。 

需求提出 

需求擷取與 

分析 

物件導向系 

統設計/初 

步設計 

Web 網頁程 

式設計 

系統建置與 

評估 

物件導向系 

統設計 

KSAT 

成品 

圖三  KSAT應用系統開發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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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KSAT系統權限比較表 

功 能 管理者 老師 學生 

登入/登出 可 可 可 

觀看系統公告 可 可 可 

觀看使用說明 可 可 可 

觀看關於 KSAT  可 可 可 

參加測驗 可 可 可 

測驗成果查詢 可（全部） 可（班內） 可 

回報錯誤題目 可 可 可 

回報系統錯誤問題 可 可 

建立單元結構 可 可 

建立試題庫 可 可 

試卷存取控制 可 

建立新帳號 可（也可批次新增） 

修改個人密碼 可 可 可 

修改、查詢學生資料 可（全部） 可（班內） 

修改、查詢老師資料 可 

開通學生帳號 可 可 

（四）選題實例說明 

以下列舉兩位學生的作答來說明施測及補救教學的流程，呈現 KSAT如何使 

用學生結構進行適性評量，達到「因材施測」及節省施測題數之目的，圖五為甲 

生的測驗情形，圖六為乙生施測情形，各節點旁邊的數字為作答順序。 

測驗的選題策略是採用學生結構，上位概念錯誤就會施測下位概念，甲生因 

為有「認識直角三角形」的迷思概念，導致其上位節點錯誤，其補救教學路徑為 

帳號資料 

試題資料 

測驗結果 

單元知識結構 

題庫管理模組 

測驗統計模組 

測驗管理模組 

多媒體補救教學模 

組 

學習診斷模組 

補救教學分類模組 

適性測驗出題模組 

學生 

教師 

管理者 

帳號管理模組 

圖四  KSAT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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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 31→概念 3→概念 5，以及概念 31，41，51→概念 4。 

乙生做完 3、4 題答對後，即判斷其下位概念皆已經會，所以僅有兩個節點 

「利用等腰三角形的特性求出未知的角度」 、 「找出等腰三角形」 ，需要進行補救 

教學，詳如圖六。 

圖五 甲生作答反應圖 

1  2 

3  4 

5  6  7  8 

圖六 乙生作答反應圖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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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系統實作成果 

以下針對幾個較重要的系統模組介面進行說明。 

一、單元結構管理介面 
每個單元都有不同的專家知識結構、學生知識結構與補救教學結構，為了方 

便教師使用，我們設計一個便利的上傳介面，並將應上傳之結構檔案加以說明， 

單元結構檔採用 Excel格式。其介面如圖七所示。 

圖七 單元結構管理介面 

二、使用者管理介面 
使用者管理介面非常人性化，可一次新增一個或多個使用者，也可以用 Excel 

檔案匯入，或查詢修改使用者資料，如圖八。 

圖八 使用者管理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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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卷編修介面 
教師可選擇任何一個單元，針對每一個試題的題目、選項、答案、配分做任 

意的修改或刪除的動作，如圖九。 

圖九 組卷編修介面 

四、試題編修介面 
修改試題時，系統上方會呈現最新的試題樣式，可供老師方便確認，所有的 

題目與選項皆以檔案的方式上傳，可節省老師輸入的時間，如圖十。 

圖十 試題編修介面 

五、測驗試卷管理介面 
以班級為單位，可選擇要開啟給學生測驗的試卷，也可選擇開啟試券的類 

型，如：選擇以知識結構為基礎的適性、一般電腦化測驗，以免學生在選擇試卷 

時有誤選的狀況發生，如圖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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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測驗試卷管理介面 

六、測驗施測介面 
右上角列出正在測驗的單元，左上角的題號代表目前測驗的題數。KSAT系 

統是採用 OT分析出來的學生結構作為選題策略，使選題策略能夠最接近學生的 

學習狀態，系統題目設計皆為單選題，有五個選項，其中一個選項為「其他」， 

作為不會這一題的選項，必免小朋有亂猜的情形，讓診斷結果更準確。若發現題 

目有任何錯誤，在右下角可以點選「問題回報」，將此問題回報給管理者處理。 

圖十二 進行測驗介面 

七、班級測驗結果統計查詢介面 
可查詢班級的診斷結果，包含作答時間、作答順序、班級統計資料，除了線 

上的補救教學課程，也能提供老師傳統教學流程的參考，如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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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班級測驗結果統計查詢介面 

八、學生測驗結果查詢介面 
可提供列印學生的診斷報告，了解學生學習狀態，也可提供給老師及家長作 

為教學上的參考，如圖十四。 

圖十四 學生測驗結果查詢介面 

九、學習診斷報告介面 
此報告於學生測驗完後立即顯示，給學生最立即的回饋，除了測驗的一些基 

本資訊外，有提供百分等級給學生參考自己大概的落點，也有詳盡的診斷報告， 

直接指出學生不會的概念及問題，施以補救教學，詳如圖十五、十六。 

測驗完畢之後，系統會顯示一份診斷報告書（圖十五、十六） ，圖十四為診 

斷報告書的上半部份。診斷報告上的基本資料包含了學生在電腦中的基本資料， 

包含施測地點、學號（身分證字號） 、姓名、性別、就讀縣市、學校、年級、班 

級。 

本次測驗結果顯示當次的測驗結果，包含單元、成績、百分等級、施測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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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時間、施測題數、施測總題數，當單元相同則施測總題數相同，其中施測題 

數將因人而異，依照該單元的知識結構、學生不同的迷思概念，決定施測題數的 

多寡，KSAT會精準找出學生的迷思概念，並節省掉不需要的試題及施測的時間。 

百分等級是表示學生的測驗分數（或考試成績）在其所屬團體中相對位置的 

統計量數；本系統之百分等級是預試 600多人的結果，也可提供作參考。 

圖十五 學習診斷報告1 

圖十六為診斷報告書的下半部份。概念列表會列出該單元的所有重點，重點 

順序即為補救教學的順序，提供學生有系統的補救教學模式。概念列表會列出所 

測單元的所有概念，每個概念皆會於後方顯示診斷結果，若診斷結果為○的，表 

示通過該概念，若診斷結果為×，則表示未通過該概念。KSAT 系統將每個知識 

節點切割非常細，能精確的測量出學生的迷思概念，老師可針對學生錯誤概念進 

行教學，可以使教學更有效率。 

圖十六 學習診斷報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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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錯誤題目解說介面 
若想查看錯誤的題目，可以點選圖十六診斷報告的「查詢」 ，就會跳出錯誤 

題目解說（圖十七） ，介面上會顯示試卷名稱及需補救概念，讓學生了解自己是 

錯哪一類型的題目。畫面上會列出錯誤題目及選項，也會列出學生的答案及正確 

答案，讓學生能快速瞭解自己的迷思概念。視窗上方製作了一個「關閉視窗」的 

按鈕，方便使用者關閉視窗，點選下一個錯誤題目。 

圖十七 錯誤題目解說 

十一、多媒體補救教學介面 
點選診斷報告（圖十六）中的「教材」 ，及可以進入（圖十八）補救教學動 

畫，各單元的重點都有相對應的教學動畫，每個補救教學動畫，皆是針對該概念 

節點所設計的，可提供學生完成測驗後，能有最完整的適性補救教學，讓學習也 

達到最好的效果。藉由生動活潑的教學動畫，引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快樂學 

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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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多媒體補救教學 

十二、教材對照表介面 
KSAT 教材對照表（圖十九） ，同時提供個別重點相對於「備課用書」、「課 

本」及「習作」之頁碼，使老師方便教學，針對學生的弱點進行立即的補救，或 

學生自學使用。 

圖十九 教材對照表 

伍、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一、研究結論 
本研究實作開發出以知識結構為基礎的適性化診斷測驗系統，目前系統實際 

上已有 94、95 年康軒、南一版數學各單元教材上線，也有五、六年的能力指標 

測驗。依據白曉珊、劉育隆、郭伯臣、施慶麟（2006） 、林立敏、白曉珊、郭伯 

臣、劉育隆（2006） 、莊惠萍、劉育隆、郭伯臣、曾彥鈞（2006） 、趙琬津（2006） 、 

盧炎成（2006）試用本系統的研究指出，KSAT系統根據學生知識結構設計適性 

施測流程，可依不同受試者的作答情形而給予適當的試題，藉此節省大量的試題 

並可對學生的剖面圖得到精確的估計，確實可以有效節省施測題數，並有適性化 

的功能，且提供個別學習診斷報告書，讓學生可以立即知道自己的錯誤觀念，也 

有利教師進行補救教學。 

本 KSAT系統的特點如下所示： 

（一）「評量」 、「診斷」與「補救教學」皆適性化、個別化，達到「因材施測」、 

「因材施教」的目的。 

（二）與施測全部試題情境比較，當預測精準度設定為 0.95時，KSAT平均可節 

省 50%以上的施測題目（黃珮璇、王暄博、郭伯臣、劉湘川，2006；楊智 

為、張雅媛、郭伯臣、許天維，2006）。 

（三）節省學生大量測驗時間，可把時間用於適性補救教學。 

（四）可診斷同分不同錯誤類型之學生，便於因材施教（如表 2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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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KSAT系統網路化，可達到隨時檢測的目的。 

（六）提供多媒體補救教材進行自主學習。 

表 2 同分不同錯誤類型實例表 

測驗 

代號 
作答紀錄 

總

分 
錯誤類型描述 

w00017  0,1,1,1,1,1,1,1,1,1,1,1,1,1 
,1,0,1,0,1,1,1,0,1,0,1,1,1  80  「認識銳角」、「認識銳角三角形」 

t00001  1,0,1,1,0,1,1,1,1,1,0,1,1,1 
,1,1,1,1,1,1,1,1,0,0,1,1,1  80 

「認識銳角」、「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認識銳角三角形」 

t00006  0,1,0,1,1,1,1,1,1,1,1,1,1,1 
,1,1,1,1,1,1,1,0,1,0,1,1,1  80 

「認識銳角」、「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找出正三角形」、「利用平角特 

性求出另一個角」、「三角形中小角對 

小邊、大角對大邊」、「三角形兩邊和 

大於第三邊」 

t00011  1,1,1,1,0,1,1,1,0,1,0,1,1,1 
,1,1,1,1,1,1,1,0,1,0,1,1,1  80 

「認識銳角」、「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找出正三角形」、「利用平角特 

性求出另一個角」、「三角形中小角對 

小邊、大角對大邊」、「找出正三角 

形」、「三角形兩邊和大於第三邊」 

s20011  1,1,1,1,1,1,0,1,1,1,1,1,1,1 
,1,1,0,1,0,1,1,1,1,0,1,1,0  80 

「認識銳角」、「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三角形中小角對小邊、大角對 

大邊」、「找出正三角形」、「找出等腰 

三角形」、「認識等腰直角三角形」 

w20022  1,0,1,1,1,1,1,1,0,1,1,1,1,1 
,1,0,1,1,1,1,1,1,1,0,1,1,0  80 

「認識銳角」、「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三角形中小角對小邊、大角對 

大邊」、「三角形兩邊和大於第三邊」、 

「找出正三角形」、「找出等腰三角 

形」、「認識等腰直角三角形」 

t20018  1,1,1,1,0,1,0,1,1,1,1,1,1,1 
,1,1,1,1,1,1,0,0,1,0,1,1,1  80 

「認識銳角」、「認識銳角三角形」、「三 

角形兩邊和大於第三邊」 

二、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所提出之 KSAT系統已有不錯的成效，未來可發展的建議如下： 

（一）多媒體試題的開發：目前系統內的試題是以文字與圖形為主，可以考慮設 

計多媒體試題，以增加試題型態的趣味性。 

（二）使其符合系統建置標準：因應學習標準化的趨勢，可改良系統使其符合 
SCORM、QTI規格，以利日後題庫資源的交換使用。 

（三）可結合貝氏網路進行推論：因為目前的選題策略是依據試題的上下位關係 

來做判斷的，將來也可結合貝氏網路進行推論，這樣可以得到更多的訊息。 

（四）發展不同題型試題：目前試題還是以選擇題為主，未來可擴充含有是非 

題、填充題、簡答題之題型。 

這個系統到目前為止並不十分完善，還有許多改良的空間，而且在我國的教 

育圈中無論是教育政策或教材都是不斷的在變化與更新，就跟本系統一樣，需要 

不斷的維護與開發，才能真正達到這個研究欲完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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