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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立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能力指標題庫。採定錨測驗設計，以
IRT 等化，建立試題參數於同一量尺。以國小五年級為例，出題指標 33 個，共
73 題，分為四卷。利用 BILOG-MG 估計試題之鑑別度、難度、猜測度參數及受
試者能力值，藉受試者在試題的表現，評估學生在能力指標上的學習成效。研究
結果如下：
一、依據五年級數學能力指標建置一個測驗題庫。
二、學生在五年級數學能力的表現，有 12 個指標屬於高達成度，17 個指標屬於

中達成度，4 個指標表現不佳，屬於低達成度。
三、男女學生在能力指標上的表現有顯著差異，女生的表現均優於男生。
四、不同地區學生在能力指標的表現，除指標 5-n-01、5-n-08 外，其餘能力指標

均達顯著差異。南部學生表現最佳，北部學生則有落後的情形，且有達成度
越低的指標，地區之間的差異越大的趨勢。

五、不同版本教材的學生在多數指標的學習成就達顯著差異，以康軒版的學生表
現較佳，值得深入探討。

關鍵字：數學能力指標、題庫、測驗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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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nstruct the item pool for evaluating Grade 5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mathematical area of Grade 1-9 Curriculum. To construct
the item pool, the test equating technique and common-item nonequivalent groups
design of IRT are applied. In our item pool, there are totally seventy-three item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and measured thirty-three indicators. The
computer program BILOG-MG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discrimination, difficulty,
guessing parameters of items and ability parameters of students.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listed below:
1. Establish an item pool depending on mathemat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Grade

5.
2.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2 indicators are with high achievement, 17 indicators

are with intermediate achievement and 4 indicators are with low achievement.
3. Female student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male students in all indicators.
4.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stu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most indicators except indicators 5-n-01 and 5-n-08.
5.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ce text book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most indicators.

Keyword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tem pool, test equ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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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自九十學年度從一年級開始實施，在數學領域的內容
分成了五大主題，分別描述了各年級學生所應達成的基本能力。其後，九十二年
十一月公布數學課程綱要明確訂定數學能力指標分年細目，確立各年級之學生所
應具備的數學能力。然而學生在接受九年一貫課程之後，是否具備該有的基本能
力；不同地區、不同性別之學生的學習成果；教科書開放，造成一綱多本的情形
下，不同教材版本對學生的學習影響；都值得仔細深入探究，因此本研究欲根據
九年一貫課程的能力指標建立一題庫，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建置一個能力指標測驗題庫，以評估國小五年級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二、評估目前國小五年級學生在五年級各能力指標上的表現程度。
三、探討男女學生在數學科學習成就的差異。
四、評估在不同地區、使用不同版本教材的學生在數學科學習成就的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
九年一貫課程乃國民中小學現行課程之依據，內容包含了七大學習領域及十

大基本能力。其總目標強調的是能力的開拓，認為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
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教育部，2003)。

其中，國民小學階段數學領域的目標為
（一）在第一階段（一至三年級）能掌握數、量、形的概念。
（二）在第二階段（四至五年級）能熟練非負整數的四則與混合計算，培養流暢

的數字感。
（三）在小學畢業前，能熟練小數與分數的四則計算；能利用常用數量關係，解

決日常生活的問題；能認識簡單幾何形體的幾何性質、並理解其面積與體
積公式；能報讀簡單統計圖形並理解其概念。

國民中學階段數學領域的目標則為
（四）能理解坐標的表示，並熟練代數的運算及數的四則運算。
（五）能理解三角形及圓的基本幾何性質，並學習簡單的幾何推理。
（六）能理解統計、機率的意義，並認識各種簡易統計方法。

數學領域在內容方面區分為五個主題：「數與量」、「幾何」、「代數」、「統計
與機率」和「連結」。國小階段（一年級至六年級）數與量的範圍較大，因此分
為「整數」、「量與實測」、「有理數」和「估算」等子題。幾何課程的了解可分為
知覺性的了解、操弄性的了解、構圖性的了解、論述性的了解。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中的代數包括運用未知數作數學表示式、認識變數的概念、理解等
量公理等。統計和機率以學生的生活經驗為主，從學生感興趣的主題出發，使其
學會敘述統計所呈現出的數字和圖表的意義，強調圖表的表達和溝通，並了解抽
樣、機率的初步概念，且能正確地運用各項統計資料於實際的生活中。連結主題
則注重數學內在結構的連結，及數學在生活情境以及和其它學科的連結（教育
部，2003）。

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尚針對每個年級所應達成的基本能力以分年細目
詳細列出，並對細目內容加以詮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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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能力結構分析
美國國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1）的研究報告指出，學生

的數學能力就如同五股相互交織的繩索，五種能力必須同時地、統整地發展，方
能成就其功能。這五種數學能力包括：
（一）概念的理解：理解數學概念、運算及關係
（二）流暢的運算能力：彈性地、準確地、有效地及適當地執行程序技巧
（三）選擇策略的能力：能形成、表徵及解決數學問題
（四）適當的推理能力：邏輯思維、反思、解釋及辯證的能力
（五）具生產力的數學性向：習慣性的傾向視數學是有知覺的及有價值的

這五種能力在數學能力的發展中具是同等重要，且其間的關係並非獨立存
在，而是相互依賴，不但表徵了一個複雜全體的不同面向，而且形成數學能力的
定義（黃志賢，2003）。

NAEP（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2003）是美國之「國
家教育進展評量委員會」，其成立目的在瞭解學生學習進展情況，藉以促進教育
改革與課程教學革新，並提供了解影響教育表現之因素。NAEP 為建置一個有意
義的數學評量，將內容分為五大領域，分別為「數的概念、性質與運算」、「測量」、
「幾何與空間」、「資料分析、統計與機率」、「代數與函數」。

NAEP（2003）將數學能力劃分為兩個向度，一為數學能力（mathematical
abilities），一為數學力（mathematical power）。

其中，數學能力（mathematical abilities）分為三種類型：
（一）概念的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1. 能辨認、歸類、產生概念的例子及非例子。
2. 能使用相關的模式、圖表、操作方法，及改變概念的表現方式。
3. 辨認和應用原理原則。
4. 能知道及運用事實及定義。
5. 能比較、對照及整合相關的概念及原理原則，以擴展原有概念及原理原則。
6. 能辨認、解釋及應用來表示概念的符號及術語。
7. 能詮釋在數學情境下相關概念的假設和關係。
（二）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1. 正確的選擇和應用程序。
2. 使用具體的模式或象徵性的方法證明程序的正確性。
3. 擴展或修正程序以處理問題情境中原有的因素。
（三）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1. 能以確認及規劃解決問題。
2. 決定資料的充分性及一致性。
3. 能使用策略、資料、模式及相關的數學。
4. 產生、擴展或修正程序。
5. 在新的情境中能推理。
6. 判斷結果的合理性及正確性。

另外，數學力（mathematical power）分為三種類型：
（一）推理（reasoning）
（二）溝通（communication）
（三）連結（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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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成立至今，做過多次大規模的跨國調查研究。與
數學有關的研究有 1970 年舉行「第一次國際數學成就調查」，有 19 個國家參加；
十年後，於 1980 年又舉行「第二次國際數學成就調查」，共有 24 個國家參與；
自 1990 年起推動「第三次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共計有 41 個國家參與。1999 年，針對八
年級學生進行「第三次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調查後續研究」（TIMSS-R）。

目前 TIMSS(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2003）
的評量架構主要是從數學活動的角度來看數學能力，著重在學習數學概念、過程
技巧與解題活動中所需的能力，認為數學能力可以從學生解題整個流程發現。

TIMSS（2003）評量架構的雙向細目表之橫軸為數學科領域內容（content
category）：
（一）數與數感（fractions and number sense）
（二）代數（algebra）
（三）測量（measurement）
（四）幾何（geometry）
（五）資料呈現、分析與機率（data representation, analysis, and probability）

其縱軸為預期表現行為（performance expectation）：
（一）知識記憶（knowing）
（二）表現例行程序性（using routine procedures）
（三）調查與解決問題（investigating and problem solving）
（四）數學推理（mathematical reasoning）
（五）溝通（communicating）

三、數學能力指標試題化
「能力」是抽象的概念，其內涵不易取得共識，因而必須使用可測量或可觀

察的指標來指出或表徵（洪瑞鎂，2001）。所以「能力指標」係指把學生所應具
備的能力項目，轉化為可以觀察評量的具體數據，藉以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楊
思偉等，1999）。一般而言，當研究者想知道研究對象所具備的能力時，測驗是
一種普遍使用的方法，特別是研究對象人數相當大的時候。能力水平的研究在心
理計量學上，常常演變成獲得知識和技能的水平之研究。這是大多數的測驗都有
的特性，因為測驗通常是依賴受試者的知識、技能、經驗。因此，透過測驗探究
受試者所具備的能力，則必須設計能力指標與適當反應該能力指標的試題（洪瑞
鎂，2001）。藉由受試者在試題上的表現，推論其是否具備該能力指標所指的能
力。

在國內，鄭蕙如（2001）所發展的「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評鑑工具」，根
據九年一貫課程分段能力指標編製適切指標的試題，以評鑑課程目標建立之適切
性。

綜合上述，若欲得知受試者在各能力指標的表現情形，可藉由適切指標之試
題的施測結果以達目的。但每個指標可能包含一個以上的數學概念，為了要使試
題能適配於指標，因此每個指標將對應一至數個試題。

在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中，以五年級能力指標分年細目為例，共有 35 個
能力指標，使得總題數達七十幾題。就國小學生而言，一份測驗的長度過長，會
因為注意力不集中或施測時間不足而影響測驗結果，因此必須分成若干份測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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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施測。如此一來，不同的受試者受測於不同的試卷，測驗分數如何進行比較，
便牽涉到等化設計的問題。測驗分數要能公平的等化不應受使用何種測驗為參照
測驗的影響，且等化的程序應是樣本獨立的，亦即不受所選用樣本的影響。這兩
者是古典測驗理論的等化方法所不容易滿足的條件。有鑑於此，訴諸理論與方法
皆稱嚴謹的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簡稱 IRT），應是解決之道（余
民寧，1993a）。

四、試題反應理論
試題反應理論建立在兩個基本概念上：（1）受試者（examinee）在特定測驗

試題上的表現情形，可由一組因素來加以預測或解釋，這組因素叫作潛在特質
（latent traits）或能力（abilities）；（2）受試者的表現情形與這組潛在特質間的
關係，可透過一條連續性遞增的函數來加以詮釋，這個函數便稱為試題特徵曲線
（item characteristic curve，簡稱 ICC）。

IRT 具有四項基本假設：單向度（unidimensionality）、局部獨立性（local
independence）、非速度測驗、知道—正確假設。唯有在這些假設都成立的前提下，
試題反應理論之模式才能用來分析所有的測驗資料。

IRT 中最常用的基本模式有三：單參數 logistic 模式、雙參數 logistic 模式及
三參數 logistic 模式。本研究中的測驗工具為選擇題，即使能力很低的學生也有
機會因猜測而答對某試題，故採用了具有猜測度參數（pseudo-chance parameter )
的三參數 logistic 模式。其模式的數學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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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P 表示能力值為的受試者答對試題 i 的機率； ia 表示鑑別度

（discrimination）參數，是用來描述試題 i 所具有鑑別力大小的特性； ib 表示試

題難度（difficulty）參數； ic 表示猜測度（pseudo-chance parameter）參數，代表
受試者因猜測而答對試題 i的機率；e代表自然對數的底數，為近似 718.2 之數；
n是測驗的試題總數。
五、等化理論

測驗的等化（test equating）是試題反應理論的應用之一。等化是一種使用統
計方法將一份測驗所得的分數轉換至另外一份測驗分數上的過程。主要目的是使
兩份或兩份以上不同測驗所得分數轉換至同一量尺分數上，以便進一步比較不同
測驗所得分數之高低。等化的種類可分為垂直等化及水平等化兩種（黃志傑，
2004）。

本研究目的在於建置數學領域能力指標題庫，以國小五年級為例，總題數達
到七十三題，共分為四份試卷。然而，放在題庫的試題，都必須是建立在同一量
尺上的才行，否則試題間無法比較或延用（余民寧，1993b）。為達成此一目的必
須進行水平等化，以便將不同試卷所得的分數轉換至同一量尺上。

水平等化是指二個或是二個以上的測驗測量同一特質時，其能力的分配及試
題難度相近，測驗間的關係如同測驗的許多複本間的關係。而不同測驗分數間的
互通，稱為水平等化。例如托福、GRE等考試有多式的複本測驗，才能在一年內
舉行多次測驗。不同的受試者接受不同的複本測驗，這些複本測驗經過等化的程
序後，其測驗成績是可互相比較的（黃志傑，2004）。

Lord（1980）和Cook, Dorans, Eignor, & Petersen（1983）指出，分數等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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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設計可依據不同情境，而有以下三種設計（Hambleton & Swaminathan,
1985）：
（一）單一群組設計（single group design）：是指兩份或兩份以上試卷，對同一

群組施測。其優點為受試者的能力固定，容易比較出不同測驗間的關係。
然而，其缺點則為受試者容易有練習及疲勞效果，因而影響其等化程序。

（二）等群組設計（equivalent-group design）：以隨機方式選取受試群組，以不
同測驗測量同一特質。其優點為可防止受試者的練習及疲勞效果，缺點則
是因為受試者乃隨機選取，很難獲得受試者能力完全相等的群組，尤其在
樣本數不大時，會造成等化程序的偏誤。

（三）定錨測驗設計（anchor-test design）：此種設計方法為將定錨試題置於不
同的測驗中，針對不同受試群施測，藉由定錨試題將不同測驗作連結（鄭
蕙如，2001）。

而 Hanson & Béguin（2002）的模擬研究結果指出，在等化估計時，共同估
計（concurrent estimation）的結果比分開估計（separate estimation）好，文中並
提到 Cook et al.（1983）以及 Cook, Eignor, & Wingersky（1987）的研究亦顯示
相同結果。

因此，本研究採用定錨測驗設計，在每份測驗中置入共同的試題，作為定錨
試題，利用電腦程式 BILOG-MG（Zimowski, Muraki, Mislevy, & Bock, 1996）進
行參數估計，藉著定錨試題將所有試題參數、受試者能力值連結在同一量尺上。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國小五年級學生，為探討使用版本不同，是否影響學生學習成

果，並考慮不同地區學生分佈比率不同，所以按照北、中、南各地區學生佔全國
學生之比例，針對使用康軒、南一、翰林版數學科教材的學校，進行隨機抽樣。
所有學校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間施測，試卷回收後，得總施
測樣本數為 3187 人，樣本分佈狀況如表 1。

表 1 施測樣本分佈
區域

版本
北部 中部 南部 總數

抽測
比例

康軒 483 497 129 1109 34.8%

南一 507 406 245 1158 36.3%

翰林 445 293 182 920 28.9%

總數 1435 1196 556 3187 100.0%

實際抽測比例 45.0% 37.5% 17.5% 100.0%

全國學生比例 45.6﹪ 26.9﹪ 27.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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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測驗編製程序

本研究編製測驗程序如圖一

圖一 測驗編製程序圖

本研究在編寫試題之前，根據 NAEP 評量架構中的數學能力向度來解讀能力
指標分年細目的內涵，並確認各指標內涵中所包含的概念數，針對個別概念進行
命題。由於每個分年細目所包含的概念個數不一，故每個指標所含的試題數因概
念個數而異。試題編製完成後，敦聘數學教育專家及數位國小教師進行審題。如
此，將能力指標轉化為試題形式，透過試題使能力指標變得可測量。因而，本研
究有一假設為假定各能力指標分年細目和其所包含的試題之間是適配的。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之內容分為五大主題：數與量、幾何、代數、統計與
機率、連結。其中的「連結」為其他四個主題的綜合，故不再個別出題及討論。
另外，在五年級的能力指標分年細目中，尚有 4 個能力指標在本研究中並未出
題，原因如表 2。

表2 未出題指標

分年細目 未出題原因

5-n-19 能理解容量、容積和體積
間的關係。

屬於辨別「容積、容量、體積」三個數學專
有名詞差異之抽象概念，選擇題難以測得。

5-s-02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
任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屬於實作部份，紙筆測驗無法確實測得。

連結主題
選擇題題型無法確實測得，且牽涉過多其他
影響因素，故不施測。

註：指標 5-s-05 與 5-n-16 相同，且 5-s-07 與 5-n-18 亦相同，故不再出題

確立評量架構

解讀能力指標分年細目的內涵

依據分年細目編製試題

敦聘專家檢核試題

依據實驗設計進行組卷

進行施測

回收試卷進行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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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化設計
本研究依據九年一貫課程課程綱要數學領域之能力指標五年級的分年細目

編製試題，得試題共 73 題。以 NAEP 數學評量架構之數學能力架構分類試題，
得試題概況如表 3。

為使所有試題的參數建立於同一量尺上，本研究採用電腦程式 BILOG-MG
（Zimowski et al., 1996）進行等化分析，各題本間均需存在定錨試題。以 NAEP
認知層次分類每一數學主題，在每一類別中選取一題作為定錨試題。例如：數與
量試題含「概念的理解」、「程序性的知識」兩類，則各擇一試題作為定錨題，
共 6 題定錨題。另為了與四年級學生的能力做連結，本研究於各題本中放入 3 題
四年級試題，作為垂直等化之定錨試題，供後續研究發展之用。

表 3 NAEP 數學能力架構分類試題概況
概念的理解 程序性的知識 問題解決 試題總數

數與量(N) 18 30 0 48
幾何(S) 12 0 0 12
代數(A) 9 0 0 9
統計與機率(D) 1 3 0 4
總數 40 33 0 73

（三）測驗信效度分析
以電腦統計套裝程式 SPSS 分析各試卷信度，可得各題本之Cronbach α係數

如表 4。

表 4 各卷信度

甲卷 乙卷 丙卷 丁卷

施測人數 790 851 797 749

平均難度 .7172 .6752 .6754 .7276

α係數 .8415 .8093 .7978 .8331

在效度方面，研究者依 NAEP 評量架構的向度所解讀能力指標分年細目的內
涵編製試題。編製完成後，由數位目前任教於國小之合格教師審題，判斷試題是
否符合能力指標分年細目內涵，是否符合一般試題編製原則，以適度修改試題，
並建立其內容效度。

三、實驗設計
（一）試題及試卷安排

根據 NAEP 評量架構之向度，挑選 6 題定錨試題置入各試卷中，作為等化設
計之用。其餘試題亦根據數學能力之認知層次及所屬之數學領域之主題平均分配
至甲、乙、丙、丁四份試卷中。因此，甲、乙、丙、丁卷皆各有 25 題。
（二）數學能力指標達成度

在研究設計上，採用 IRT 三參數對數形模式估計受試者在各試題的答對率，
轉換成各能力指標的答對率，作為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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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體學生在各能力指標的答對率，取其平均，為能力指標達成度，作為目
前國小五年級學生在各能力指標表現水準的依據。在本研究定義第 k 個能力指標
的達成度 kI 如下：

k

N

j Ai
ji

k nN

P
I k




 1

)(
（公式二）

其中 )( jiP  表第 j 個受試者在第 i題的答對率， kA 表第 k 個能力指標， N 表

受試者總人數， kn 表第 k 個能力指標的題數。
以下為訂定學生在能力指標的達成度分類水準：

1. 指標平均答對率高於 80%的屬於「高達成度」層次，表示學生的學習成就情
形良好。

2. 指標平均答對率為 50%～80%的屬於「中達成度」層次，表示大部分學生的
表現尚可，需再稍加強。同時，並未達到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評鑑部分，
以「80%學生能夠學會」的設計訴求。

3. 指標平均答對率低於 50%屬於「低達成度」層次，表示學生在這些數學能力
指標上的表現不良，概念薄弱，老師教學時需針對這些能力指標多做加強。

（三）不同類別學生之學習差異的比較
採用 IRT 三參數對數模式估計受試者在各試題的答對率，轉換成各能力指標

的答對率，作為依變項。
先針對不同性別之學生，利用 SPSS 分析抽樣所獲得之資料，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以探討男女生在各個數學能力指標的表現是否達顯著差異（顯著水準為
05.0p ）。接著，針對北、中、南三個地區及康軒、南一、翰林三個不同版本

的受試群體，利用 SPSS 分析抽樣所獲得之資料，對地區、版本等不同自變項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學生在各個數學能力指標的表現
是否有差異。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時，先考驗各變異數是否具同質性，若符合
同質性，則以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若變異數未具同質性，
則以不假設變異數相等的Tamhane’s檢定法進行事後比較。

肆、研究結果

一、試題參數分佈
（一）鑑別度、難度、猜測度參數分佈

本研究採 IRT 三參數對數模式，利用 BILOG-MG 電腦程式進行等化分析，
估計試題的鑑別度、難度、猜測度參數，並以定錨題連結所有試題參數於同一量
尺，所得結果如表 5。
（二）參數 a 分佈統計圖

由圖二可知，試題鑑別度參數集中於 0.5 到 1.5 之間，顯示多數試題具有鑑別
受試者能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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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鑑別度分析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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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數 b 分佈統計圖

圖三 難度值分析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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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三可知，試題難度分布範圍介於 0.3 到 3.0 之間，集中於 0.2 到 1.0，
顯示試 題難度偏易。因本題庫發展旨在測得學生是否具備應有之基本能力，故
試題難度尚在可接受範圍。
（四）參數 c 分佈統計圖

圖四 猜測度分析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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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可知，試題猜測度多集中於 0.25 以下，顯示試題選項設計良好，錯誤
選項具有誘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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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試題參數 a、b、c一覽表
題號 a 值 b 值 c 值 題號 a 值 b 值 c 值
M01 .56568 -.78749 .33290 M38 .81669 .48944 .30720
M02 .73719 -1.79385 .14303 M39 1.39449 .33172 .21014
M03 .92940 -.76019 .23347 M40 .99342 -.10008 .13236
M04 .46437 -1.72671 .15262 M41 .67596 .30111 .18381
M05 .63260 -.85028 .26406 M42 1.11834 -1.85001 .17431
M06 .78073 -1.66511 .13362 M43 .71841 .89824 .27511
M07 .95992 1.31153 .14725 M44 .63676 -1.02494 .17564
M08 .76357 -1.27258 .10058 M45 .90159 -.78596 .19628
M09 .56829 .98637 .09623 M46 .97074 -1.24709 .21712
M10 1.01967 -1.69314 .15547 M47 .98173 .60380 .24683
M11 .32561 -.97311 .23902 M48 .72183 -.06053 .19559
M12 .89073 -.80507 .13954 M49 1.28808 -1.86017 .17439
M13 .79012 -.70446 .15268 M50 .47695 -2.33901 .20972
M14 1.05427 -.41694 .18311 M51 1.03156 -.72683 .21890
M15 .73817 -1.71637 .16563 M52 .89041 -.21186 .21883
M16 1.39588 -.23715 .13611 M53 1.95229 1.73758 .18695
M17 .70797 -1.52601 .17118 M54 1.03575 -.79515 .29184
M18 1.12126 -2.04900 .20863 M55 1.87213 2.16980 .29744
M19 1.03021 -1.69363 .22607 M56 .73052 .35701 .22777
M20 .75705 -1.23866 .16832 M57 1.66659 -.73567 .27532
M21 1.04688 1.05331 .19108 M58 .98585 -1.62972 .20244
M22 1.03423 -1.77966 .22371 M59 1.41749 -.45891 .21577
M23 1.52772 1.44150 .23333 M60 .71771 -2.60785 .18971
M24 .82572 .30126 .18503 M61 .59082 -1.45666 .23174
M25 .62960 -.89242 .19881 M62 1.06446 .36980 .22050
M26 1.10221 -2.40244 .18021 M63 .84572 -1.17462 .19334
M27 .96299 -.80576 .18187 M64 .67488 -2.07003 .19468
M28 .72352 .50962 .25594 M65 .80628 .22279 .20897
M29 .66522 -1.28259 .23589 M66 1.27078 -.10281 .21284
M30 .65037 .45998 .21518 M67 1.08459 .38456 .19558
M31 .85620 -.96153 .17857 M68 .42856 -.78970 .21828
M32 .77534 1.50954 .11374 M69 .88093 .15394 .18502
M33 .38887 .12391 .20875 M70 .97093 .81578 .26945
M34 .33745 -1.87794 .22110 M71 .82094 -.25388 .10630
M35 1.00213 -.40197 .12554 M72 1.07768 -1.63119 .20843
M36 .67137 -2.24959 .17780 M73 .38816 -2.23154 .21295

M37 1.00506 -.71460 .1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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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試者值之分佈統計圖
以電腦程式 BILOG-MG 估得受試者能力值分布範圍介於 5.3 到 2.5 之間，

約 68%的受試者集中於能力值 0.1 到 1.5，整體平均值為 13217.0 。

圖五 受試者能力值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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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能力指標表現水準的達成度
將學生在各試題的表現轉換為各能力指標的達成度，作為學生在各能力指標

表現水準的依據。能力指標的達成度概況如表 6。
由表 6 可知，學生在數與量這個主題上，大多數的指標屬於中達成度，而指

標「5-n-02 能熟練整數四則混合運算」、「5-n-16 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形、
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則屬於低達成度。

在幾何主題上，大多數指標屬於中達成度，而指標「5-s-05 能運用切割重組，
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同 5-n-16）」，則屬於低達成度。

在代數主題上，幾乎都屬於高達成度，只有指標「5-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
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心算」屬於中達成度。

在統計與機率主題上，指標 5-d-01、5-d-02 屬於高達成度，指標「5-d-03 能
整理有序資料，並繪製成折線圖」屬於低達成度。

此外，學生在五大數學主題的學習成就情形如下：
（一）「數與量」：平均答對率為 68.4%，屬於中達成度。
（二）「幾何」：平均答對率為 68.9%，屬於中達成度。
（三）「代數」：平均答對率為 81.4%，屬於高達成度。
（四）「統計與機率」：平均答對率為 67.5%，屬於中達成度。

四、不同性別之影響分析
由 IRT 三參數對數模式估計受試者的總能力值，男生受試者平均為

072.0 ，女生受試者平均則為 0.118，經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 05.0p ，表
示兩者達顯著差異。此外，男女受試者在各個能力指標上的表現亦均具有顯著差
異，且皆為女生優於男生。
五、不同地區之影響分析

各地區受試者在數學總能力值的分析結果為：南部受試者能力值最高、中部
次之，北部最低。亦即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的學生在數學能力上的表現有差異，
其中以南部受試者表現最佳，北部受試者較為落後。而各個指標上的表現，經變
異數分析後，結果如表 7。由研究結果可知，各地區學生的表現除了指標 5-n-01、
5-n-08 沒有顯著差異外，其餘能力指標均達顯著差異，其中南部學生在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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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均優於北部學生。而南部學生表現優於中部，且中部學生表現優於北部的
指標，均屬於中低達成度，且低達成度的四個指標指標皆屬於此類別。

表 6 學生在數學能力指標的達成度概況
達成度 指標數 能 力 指 標

高達成度 12

N：5-n-01、5-n-06、5-n-08、5-n-11、5-n-14
S：5-s-04
A：5-a-02、5-a-03、5-a-04、5-a-05
D：5-d-01、5-d-02

中達成度 17

N：5-n-03、5-n-04、5-n-05、5-n-07、5-n-09、5-n-10、
5-n-12、5-n-13、5-n-15、5-n-17、5-n-18

S：5-s-01、5-s-03、5-s-06、5-s-07、5-s-08
A：5-a-01

低達成度 4
N：5-n-02、5-n-16
S：5-s-05
D：5-d-03

表 7 不同地區學生在能力指標的表現差異
類 別 指標數 能 力 指 標

南部優於北部的指標 15

N：5-n-04、5-n-06、5-n-07、5-n-11、5-n-14
S：5-s-01、5-s-03、5-s-04、5-s-06
A：5-a-02、5-a-03、5-a-04、5-a-05
D：5-d-01、5-d-02

中、南部表現優於北部
的指標(中、南部之間
無顯著差異)

5
N：5-n-03、5-n-05、5-n-12、5-n-13
A：5-a-01

南部優於中、北部的指
標(中、北部之間無顯
著差異)

2
N：5-n-18
S：5-s-07

南部最佳、中部次之、
北部最末的指標

9

N：5-n-02、5-n-09、5-n-10、5-n-15、5-n-16、
5-n-17

S：5-s-05、5-s-08
D：5-d-03

北、中、南三地區無顯
著差異的指標

2 N：5-n-01、5-n-08

註：顯著水準為 05.0p



數學領域能力指標測驗題庫之建置--以國小五年級為例 測驗統計年刊 第十五輯

73

圖六 不同地區能力指標達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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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南、中部優於北部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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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南部、中部、北部均具顯著差異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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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版本之影響分析
在受試者總能力值的分析結果為：康軒、南一版受試者的總能力值高於翰林

版受試者，而康軒、南一版受試者間則無顯著差異。而各個指標上的表現，經變
異數分析後，結果如表 8。

由研究結果可知，各版本受試者在各個指標上的表現，除了指標 5-s-04、
5-a-05 外，其餘指標均達 0.05 的顯著水準，具顯著差異，其中康軒版受試者在能
力指標的表現均優於翰林版或南一版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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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版本學生在能力指標的表現差異

類別 指標數 主題 能力指標

N 5-n-01、5-n-06、5-n-08、5-n-14康軒版優於南
一版的指標

6
A 5-a-03、5-a-04

N
5-n-03 、 5-n-07 、 5-n-12 、
5-n-13、5-n-17、5-n-18

S 5-s-01、5-s-03、5-s-06、5-s-07

A 5-a-01

康軒版優於翰
林版的指標

12

D 5-d-01

N
5-n-02 、 5-n-09 、 5-n-10 、
5-n-15、5-n-16

S 5-s-05、5-s-08

康軒、南一版
優於翰林版的
指標(康軒、南
一版間無顯著
差異)

8

D 5-d-03

N 5-n-04、5-n-05、5-n-11

A 5-a-02

康軒版優於南
一、翰林版的
指標(南一、翰
林版間無顯著
差異)

5

D 5-d-02

S 5-s-04
康軒、南一、
翰林三版本無
顯著差異的指
標

2
A 5-a-05

註：顯著水準為 05.0p

圖九 康軒版優於南一版的能力指標

0.80

0.85

0.90

0.95

5-n-01 5-n-06 5-n-08 5-n-14 5-a-03 5-a-04 指標編號

達成度
康軒

南一

翰林



數學領域能力指標測驗題庫之建置--以國小五年級為例 測驗統計年刊 第十五輯

75

圖十 康軒版優於翰林版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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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康軒、南一版優於翰林版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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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康軒版優於南一、翰林版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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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建置一個能力指標測驗題庫，以評估五年級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本研究建置一個五年級能力指標測驗的題庫，試題共 73 題，各試題之難度、
鑑別度、猜測度尚可。
（二）評估目前國小五年級學生在五年級分年細目能力指標上的學習成效

九年一貫課程課程綱要數學領域之能力指標五年級的分年細目計有 35 個，
扣除 2 個未出題，本研究共針對 33 個分年細目的指標出題。研究結果顯示，有
12 個細目的指標屬於高達成度，17 個細目的指標屬於中達成度，4 個細目的指
標表現不佳，屬於低達成度。

若以暫行綱要所期望的「80%的學生能夠學會」的觀點，那能力指標需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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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界定的「高達成度」，才算符合既定期望。不過從研究結果發現，有五
分之三的細目指標並未達成。此外，學生在五大數學主題上的平均表現，則以「代
數」主題表現最佳，屬於高達成度，其他四大主題則僅位於中達成度。如此看來，
五年級學生在數學領域的整體表現並不理想。
（三）探討男女學生在數學科的學習成就是否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的分析中，男女生在總能力值及各個能力指標上的表現均達顯著差
異，且皆為女生優於男生。
（四）評估在不同地區、使用不同版本教材的學生在數學科學習成就差異

在北、中、南三個地區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地區學生的數學總能力值及多
數的指標表現均達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有差異性存在，且為南部學生最佳，
北部學生則有落後的情形，且有達成度越低的指標，地區之間的差異越大的趨
勢。究竟為何有此一結果？是教學方式的不同、學生的學習習慣的差異或是其他
原因值得進一步探究。

在版本教材因素的研究結果，不同版本教材的受試者在多數指標的表現達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有顯著差異。表示在教科書開放、一綱多本的情況下，各
版本對各個能力指標內容的呈現方式或教材深淺的處理不同，會影響學生的學習
成就，此點值得相關單位注意。

二、研究限制
（一）為使試題未來仍可延用，本研究出題乃依據九年一貫課程正式版綱要，然

而受測的五年級學生是接受暫行綱要所編的課程。在正式綱要裡將部份暫
行綱要中第三階段的指標提前至第二階段教學，以造成部分指標為受測學
生尚未學習過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指標的學習階段並未前移，學生表
現卻僅達中、低達成度者。這些細目如下：5-n-02、5-n-10、5-n-13、5-n-17、
5-n-18、5-s-03、5-s-07、5-a-07。故在編排教材內容或是教學時，宜對此
多加注意。

（二）本研究為個人型的研究，人力及資源尚有不足之處，致使題庫的試題數以
及受測學生的樣本數不足，推論範圍有限。此外，受測樣本接受的為九十
二學年度教材，故關於版本的推論僅限於該年度的教材。

三、未來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幾點建議：

（一）研究利用 IRT 等化將所有試題參數連結於同一量尺上，依據九年一貫課
程數學領域五年級能力指標分年細目建置一題庫，建議未來可再完整建立
一至九年級的數學題庫，並利用垂直等化將不同年級的試題連結起來，建
立一完整的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題庫，並可將之發展為電腦化適性測
驗，使得題庫的應用更為廣泛。

（二）研究嘗試將能力指標試題化，藉由學生在試題上的表現來評估其在指標上
的達成度，理論上每一個指標所包含的試題越多越能精準測量，而所需的
樣本數也越大，但這在個人型的研究有其困難點。因此，建議可依此題庫
為基礎，增加試題，使題庫更為完整。

（三）教育的改革的目的在於能教育出更優秀的下一代，美國 NAEP 定期對其
國內的學生施測，以了解學生學習的進展，藉以促進教育改革與課程教學
革新。我國可以參考此一模式，藉著九年一貫課程題庫的建立，進行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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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測，逐年審核在此課程底下學生的學習成就的演變，評估教育改革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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