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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ing, 
KSAT）在建立知識結構與節省試題上有相當成效。本研究使用 Sternberg (1977) 
以成份分析發展出的類比推理能力測量模式為基礎自編之圖形類比推理測驗，搭

配「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建立圖形類比推理能力的專家知識結構，依

此理論建立試題，委請專家學者依此結構協助建立預試題目並進行預試。依據施

測結果分析學生的知識結構，進行信、效度分析後，依此結構建立圖形類比推理

測驗正式試題。在經過正式施測後，對資料進行分析，並摘述研究結果如下： 
一、建立學生在圖形類比推理能力的知識結構。 
二、圖形類比推理測驗在預測精準度 0.9 與 0.95 時分別可節省 54.34%與 34.78%

的施測題目。 
三、以知識結構進行命題，可以明確的診斷出學生在圖形類比推理能力的錯誤概

念。 
 

關鍵字：知識結構、類比推理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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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knowledge-based economy era, (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ing, KSAT) it is very effective in establishing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economizing the amounts of numbers of the test. The study aims to employ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to illustrate students’ individual abilities and get up to save the 
test numbers, which based on components-analyzed analogy reasoning figure test and 
revise it from Sternberg (1977), and collocate “adaptive test based on knowledge 
structure” to set up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abilities of analogy reasoning figure 
test. Invite scholars and experts to help to establish previewed. Analyze student’s 
knowledge structure on testing result. Establish formal testing questions of analogy 
reasoning figure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analysis of effect and reliability. 

After testing officially, the data is analyzed and briefed as: 
1. Establish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student’s ability on analogy reasoning figure. 
2. 34.78% to 54.34% testing numbers can be saved when the prediction precision of 

analogy reasoning figure test is 0.9 to 0.95. 
3. The fault concept of student’s ability on analogy reasoning figure can be found out 

definitely when the thesis is based on knowledge structure. 
 
Keywords: 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ing, analogy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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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教育工作，一方面要注重活動的歷程，另一方面要強調活動的成果。為了要

了解和判斷教育歷程和成果的優劣，則需實施教育評量。為因應各項教育需求，

測驗評量方式也蓬勃發展出動態評量、生態評量、實作評量、檔案評量、情境評

量、專業判斷評量（吳武典，2003）。由於電腦科技的發達，在過去數十年間，

許多測驗進行的方式已逐漸由紙筆測驗轉變成電腦化測驗，用於評估學生的學習

成效或者學生的學習歷程等方面上。其中有些僅單純的將測驗題目電腦化，而有

些則發展成適性化測驗。Sternberg (1996) 在「成功智能」中指出，每一種評量

或測驗的方式都非完美，但也非完全無用，測驗提供了部份的資訊，不過並不夠

完整，有時也會錯誤，因此，更需要結合現有評量方式的優點並超越它們。 
英國心理測驗學者瑞文（J. C. Raven）將智力定義為『一種察覺特徵間關係

的類比推理能力』（Sternberg, 1977）；而郭生玉（1985）認為智力測驗主要的目

的在測量個人的 g 因素的能力。其中，Spearman 的二因論主張：智力是由一個

普通因素（general factor, 或稱 g 因素）和許多特殊因素（specific factor, 或稱 s
因素）所構成，其中 g 因素是所有心智活動所共同必須的，特殊因素則是某種特

殊心智活動所需。而在 Spearman 的研究中發現，類比推理測驗與 g 因素相關達.68
以上，而 Spearman 也認為如瑞文氏圖形補充測驗在內的圖形類比推理測驗，具

有去除語言與文化公平等不必要因素之特色，是測量 g 因素的最好工具（引自

Sternberg, 1977）。 
Collins 與 Quillian (1969) 認為，人的知識系統是一個階層狀的網路結構，貯

存在知識系統裡面的訊息，是由單位（units）、特徵（properities）與指向連結

（pointers）所組成。此網路結構是由圖形中節點間的關係所連接起來，節點就

是記憶系統中的概念，包括單位和特徵兩大類。一個「單位」是一個節點，對應

於一個物件、事件、或想法；相對地，一個「特徵」是用來描述或說明一個「單

位」的結構，它等同於一個語句的述詞（predicate）或形容詞、副詞的概念。單

位與特徵彼此之間，可用具有方向性的「指向連結」連接起來，當受試者在核對

句子時，會從主詞與述詞之間的概念節點開始進行交會搜尋（ intersection 
search），介於兩者間的指向連結愈多，則搜尋的時間也愈長，代表兩者的語意距

離愈大。綜上所述，人類知識表徵的方式在特定的知識領域內，概念與概念之間，

都具有某種交互連結的關係，因而形成一種組織上的特性，此種概念與概念間的

組織特性，即可稱之為「知識結構」（Rumelhart & Norman, 1983）。 
科學家對大腦研究的進展，證明大腦區位有不同的神經功能，例如大腦左辦

葉專司情境的的邏輯推理，右半葉則統攝直覺與情感的取向。Tversky ＆ 

Kahneman（1974）研究發現，個人的推理是經由心智的建構、推理、相關與隱

喻產生影響；Piaget（1974）認為學生的學習不是為外界操控，而是個體接受複

雜的外在刺激，進而建構自己的知識，他提出感覺動作期、具體運思期與形式運

思期等三個認知發展階段，來說明學生的學習表現必須是由內而外的展現。但種

種認知理論與研究發現，很少能立即影響教育與教師的教學，仍多採用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的教學方法；更別說由學生內在發展來改善學生的外顯學習困難。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科會計畫「國小數學科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I）（II）

（III）」（郭伯臣，2003，2004，2005）所開發的適性測驗系統可以快速有效診斷

學生學習情形，其研究是以單元或主題為例，來建立單元或主題的學生知識結

構。另外，吳慧珉（2006），利用此適性測驗系統檢驗其選題策略的強韌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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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小高年級上學期的數學科時，同樣可以達到節省測驗題數與精確預測學生學

習情況的目的。 
本文試討論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在圖形類比推理測驗診斷評估上

的應用層面，希望能由內在能力的迷思概念評估，改善學生外在的學習表現，事

半功倍的達到改善學生類比推理能力的學習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類比推理能力測驗概念分析 
測驗編製的理論架構，是使用 Sternberg (1977) 以成份分析所發展出的類比

推理能力測量模式，其中成份分析是運用實驗心理學的減因子法（substraction 
method）和前置線索（precueing）之實驗程序，將包含多個類比推理能力成份之

合成性作業（composite task）中的成份一一分解出來。Sternberg (1977) 提出類

比推理的六個分解成分，包含：編碼、推論、映射、應用、辨明、準備/反應。

Sternberg 以 A：B：C：D（其中 D 有多個選項）類比推理作業為例，說明其六

個成份的意義如下： 
（一）編碼（encoding）：經由辨認相關屬性，將類比題中每一字詞（A、B、C、

D）的意義提取到短期記憶或工作記憶中。 
（二）推論（inference）：發現 A 與 B 的各種關係。 
（三）映射（mapping）：發現 A 與 C 的高層關係。 
（四）應用（application）：產生原則以尋找理想的答案 D。 
（五）辨明（justification）：自選項中選擇出不相同者，Sternberg 認為若選出正

確答案，則此歷程可以省略。 
（六）準備/反應（preparation/response）：準備類比解答、監控解題過程，並將解

答化為反應。 
Sternberg 在研究中比較的四個模式，各成份的執行方式如表 1 所示。以模式

1 為例，編碼、推論、映射、應用四個成份執行的方式是窮舉，也就是所有的屬

性或關係都需要被比較到。 
 

         表 1 類比推理四種模式的成份執行方式（引自丁振豐，1994） 
成份 執行方式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編碼 (A、B、C、D) E E E E 
推論 (A→B)  E E E S 
映射 (A→C)  E E S S 
應用 (C→D)  E S S S 

                           S：自我中止（self-terminating） 
                           E：窮舉（exhausive） 
 

Pellegrino & Glaser（Glaser, 1984）以 Sternberg 的類比模式為基礎，探討出

兩種類比推理模式，一為概念導引模式（conceptuaully driven model），另一為交

互作用模式（interactive model），其中概念引導模式適合簡單的類比問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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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模式適合較為困難的類比問題。其中這兩種模式的解題步驟除了包含題目中

的字詞編碼之外，還包含了三種關係處理的成份，將之說明如下（Glaser, 1984）： 
（一）關係推論：解題方式為辨認題幹中 A 到 B 之間的關係。其目標為二：分

別為找出 A 如何轉換為 B；並產生 A 到 B 的關係原則。 
（二）關係比較：已能推論 A 到 B 之間的關係。將 A 到 C 的關係映射以決定 C

到 D 的關係原則。 
（三）關係配對比較：已能推論 A 到 B 之間的關係。將 A 到 C 的關係映射以決

定 C 到 D 的關係原則。由於 C 不是固定的，則影響到兩兩配對比較的次

數與難度，提高題目內容成份的層面。 
Sternberg (1977) 認為要發現智力潛在的成份，傳統的因素分析並不是適切

的方法，因為因素分析缺乏：用數學模式實現對心理學理論的控制、分析結果不

確定、及不足以發現或解釋歷程；不過因素分析對一個測驗題目間（interitem）

所形成個別差異組型分析是強而有力的，但是如要解釋為何有此差異，則無法提

出具有說服力的解釋。也因為不足以發現或解釋歷程，因此要針對問題提出具有

說服力的解釋，就必須就個別解題歷程進行分析。 
 
二、知識結構的理論基礎與相關實證研究 

根據郭伯臣（2005）的研究結果得知，使用良好的試題結構可有效降低施測

題數。郭伯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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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所研發之「試題關聯結構分析法」（ item 
relationship structure analysis, IRS）及英國學者所研發之 Diagno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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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

果顯示，使用 OT 結構之適性測驗選題策略，所需訓練樣本較少且可節省較多施

測題數，優於 IRS 與 Diagnosys，故 K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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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研究也指出（郭伯臣，2003；陳怡如、吳慧珉、黃碧雲，2004；郭伯臣、

謝友振、張峻豪、蔡坤穎，2005；莊惠萍、劉育隆、郭伯臣、曾彥鈞，2006；楊

智為、張雅媛、郭伯臣、許天維，2006；黃珮璇、王暄博、郭伯臣、劉湘川，2006；
白曉珊、劉育隆、郭伯臣、施慶麟，2006；吳慧珉，2006）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

適性測驗無論在研究方式、統計方法、防猜題與選題策略等向度具有成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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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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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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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KSAT 系統應用上多使用在國小數學科為主，但在黃珮璇、王暄博、郭

伯臣、劉湘川（2006）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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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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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可以存有良好的表現。 
綜合上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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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利用以知識結構為基礎的電腦適性測驗系統，發展圖形類比推理測驗，並透

過專家效度、效標關聯（同時效度）與內部一致性等方式考驗本測驗的信、

效度，並據此建立圖形類比推理測驗的知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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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精確診斷出學生類比推理能力的迷思概

念。 
 

參、研究方法 

本節主要在說明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圖形類比推理測驗研發的研究方法與

步驟。將就整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驗設計、研究流程和資料處理與分析加

以討論，內容說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方便抽樣，預試對象為臺中市國小高年級的學生，分別在五、六

年級 16、15 個班級施測，獲得 911 位學生的有效樣本，由預試對象建構出學生

知識結構；另外並抽取預試對象中，137 位剛在一個月前施測過瑞文氏標準圖形

推理測驗的五年級學生作為同時效度之樣本。 
正式施測採用方便抽樣，選擇臺中市忠信國小五、六年級各兩個班，共計

135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工具 
（一）以知識結構為基礎的適性測驗系統（KSAT） 

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KSAT）是由國科會計畫「國小數學科電腦

化適性診斷測驗（I）（II）（III）」（郭伯臣，2003，2004，2005）所開發的出的適

性測驗系統。系統採用「順序理論」（OT）及「多點計分試題順序結構理論」來

估計試題結構，該計畫以國小數學科單元或主題為例，可以快速有效建立個別學

生知識結構，精確的診斷個別學生在學習上的迷思概念，並且具有小樣本與節省

施測時間的優點。 
（二）瑞文氏標準圖形推理能力測驗（SPM） 

瑞文氏測驗（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屬非文字測驗，係英國心理測

驗學者瑞文（J. C. Raven）編訂，其創始旨在探求心理學家 C. E. Spearman 的 g
因素。g 因素實包含兩個元素，即推理能力（eductive ability）及複製能力

（reproductive ability）。Raven 於發展測驗實驗期間，係模擬 Spearman 的九圖形

設計方式，發展出瑞文氏非文字推理測驗（SPM）。 
本研究採用俞筱鈞於 1994 年修訂之 SPM，其功能為測量受試者的推理能

力，以推斷其智能發展之程度，供區別特殊兒童及編班分組之用，適用對象為國

小四年級至國小六年級。 
測驗信效度說明如下： 

1. 重測信度（間隔四週），17～25 人為.71～.78。 
2. 折半信度，17～25 人，為.59～.70。 

3. 與圖形式智力測驗相關為.51～.75，與國中數學學業成績相關為.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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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程序 
（一）編制圖形類比推理測驗預試試題： 

試題依據 Sternberg 與 Glaser 的類比推理試題模式結構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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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委由四位特殊教育系所教授協助審題，以建立本試題之專家

效度；在檢核完畢後輸入 KSAT 系統進行第一次的電腦線上預試。 
經過第一次的電腦線上預試後所有學生的作答反應進入電腦系統，並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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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能縮短施測時間。 
（二）項目分析： 

採用項目分析來求出試題中個別題目的臨界比率值（CR 值），先統計學生答

題的總分，並由高至低排列，依照前後 27%為區隔，分為高低分組，以 t-test 來
檢驗高低兩組受試者在每題項之差異，發現均達到顯著水準（ 5.0<α ），由此得

知本測驗均具有鑑別度。 
（三）內部一致性檢驗： 

將預試題目結果經內部一致性分析檢驗 Cronbach＇α 係數為 0.829，說明本

試題具有良好的信度。 
（四）效標關聯效度： 

以正式施測時的 137 位學生為樣本，施測並分析本測驗正式版與「瑞文氏標

準圖形推理能力測驗（SPM）」的同時效度，由於 SPM 是採用原始得分對照年齡

常模去換算出學生的百分等級，不利於比較，故僅針對學生原始得分作為分析數

據。結果顯示兩測驗在圖形類比推理能力預測上，具有高度相關，其相關係數

為.827，由此可知本測驗具有良好之同時效度。 
（五）研究程序與實施步驟 

本研究的研究程序，大致可分為下列幾個步驟： 
1. 編製研究工具：依據研究之需，編製「圖形類比推理測驗」預試試題。 
2. 進行預試試題施測。 
3. 建構試題的各項信、效度，若題目需修正或刪題，則要再進行第二次預試；

若無必要則可將回收數據透過 KSAT 系統，經 OT 軟體轉換成知識構圖，再與

專家的知識結構圖比較，作為輔助解釋研究結果之參考。 
4. 取得效標分數：以正式施測對象的瑞文氏標準圖形推理能力測驗（SPM）成

績，作為效標分數。 
 

肆、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透過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診斷測驗，檢驗是否能達到節省試題的

功能，以及用知識結構來解釋類比推理能力的概念與實施成效。本章將根據前述

的研究動機、目的及研究步驟流程，呈現本研究的結果。 
 

一、國小高年級學生在圖形類比推理能力測驗的知識結構 
類比推理能力測驗單元涵蓋所有類比推理概念，為了結構系統化並方便解

釋，將其分為六個子概念，並針對其中一個子概念為例，就編製流程、方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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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說明。 
圖ㄧ為位移與形變關係之專家知識結構圖之一，其中共有十個節點，每個節

點代表一個概念，將兩份知識結構圖比較後，發現學生試題結構與專家知識結構

不同。以專家知識結構而言，在形變與位移概念中都具有上下位概念，但在學生

知識結構中卻發現，除了在形變與位移概念中具有上下位概念之外，部份形變與

位移概念之間有上下位關係。另外在專家眼中會認為，將類比題詞句提取至短期

記憶中，這種最基本的編碼動作，應該是類比推理最基本的概念，也應該就是最

下位概念；但經過 OT 分析學生試題後發現，僅有位移互換關係與專家所認為的

最下位觀念有上下位關係。由圖二結構圖發現，大小、外型、數量的形變均與專

家認知最下位的基本編碼相同，且同時並列為最下位概念，由此可知道學生的類

比推理概念與專家所認定的順序有差別。可能是對於國小五六年級學生而言，以

上試題過於簡單而導致同時成為最下位概念，但互換位移對於學生來說比較困

難，而成為較高一位的概念。 
 

推論A到B之間的互換位移關係，將
A與不固定C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D的
關係原則。

推論A到B之間的數量形
變關係，將A與C的關係
映射以決定C到D的關係
原則。

發現A與B的互
換位移關係

將類比題中每一詞句
ABCD的意義提取至短期記
憶中

發現A與B的數
量形變關係

推論A到B之間的數量形變關係，將
A與不固定C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D的
關係原則。

推論A到B之間的互換位
移關係，將A與C的關係
映射以決定C到D的關係
原則。

發現A與B的外
型形變關係

發現A與B的大
小形變關係

推論A到B之間的大小形
變關係，將A與C的關係
映射以決定C到D的關係
原則。

圖一 圖形類比推理測驗中位移與形變關係之專家知識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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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論A到B之間的互換位移關係，將
A與不固定C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D的
關係原則。

推論A到B之間的數量形
變關係，將A與C的關係
映射以決定C到D的關係
原則。

發現A與B的互
換位移關係

將類比題中每一詞句
ABCD的意義提取至短期
記憶中

發現A與B的數
量形變關係

推論A到B之間的數量形變關係，將
A與不固定C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D的
關係原則。

推論A到B之間的互換位
移關係，將A與C的關係
映射以決定C到D的關係
原則。

發現A與B的外
型形變關係

發現A與B的大
小形變關係

推論A到B之間的大小形
變關係，將A與C的關係
映射以決定C到D的關係
原則。

圖二 圖形類比推理測驗中位移與形變關係之學生知識結構圖 

 
二、估計以知識結構為基礎的圖形類比推理測驗之省題數目 

以吳慧珉（2006）使用電腦適性測驗測試康軒版與南一版國小五、六年級上

學期之數學試題選題結果發現，在預測精準度為 0.95 時，五上各單元平均節省

50%以上施測題目，六上各單元平均節省 40%以上施測題目；在預測精準度為 0.9 
時，五年級上學期各單元平均節省 76%以上施測題目，六年級上學期各單元平均

節省 60%以上施測題目。 
 
表 2 圖形類比推理測驗與南一版數學測驗試題節省率分析表 

辨識率=0.95 辨識率=0.9 
測驗名稱 施測 

人數 題數
α信度

係數 
平均 

通過率 測試

題數

節省

題數

節省 
百分比

測試 
題數 

節省 
題數 

節省 
百分比

圖形類比推理測驗 911 46 0.829 70.41 30 16 34.78 21 25 54.34

整理自吳慧珉（2006）南一版六上數學領域各單元施測後資料分析（部份） 

南一六上-十萬以上的數 642 40 0.859 81.53 19 21 52.50 10 30 75.00

南一六上-因數與倍數 630 31 0.869 83.93 13 18 58.06 6 25 80.65

南一六上-形體的性質 643 32 0.865 86.66 10 22 68.75 4 28 87.50

南一六上-分數的加減 641 35 0.914 80.24 16 19 54.29 9 26 74.29

南一六上-圓形的面積 641 31 0.856 80.02 13 18 58.06 9 22 70.97

南一六上-小數 641 34 0.88 86.10 14 20 58.82 4 30 88.24

 
類比推理測驗在施測上以每題一分計算，在四十六題中，學生平均得分為

32.39，標準差為 5.57。依據表二得知在預測精準度 0.95 時，若以電腦適性測驗

選題策略，可以節省 16 題也就是 34%的題目；在預測精準度 0.9 時，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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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測驗選題策略可以節省 25 題也就是 54%的題目。相較吳慧珉（2006）研究

發現，本試題在相同預測精準度下的節省題目百分比較低，其主要原因由於圖形

類比推理測驗難度較高，平均通過率較低，導致節省題數無法達到較高省題能力

的主因，但在預測精準度為 0.95 時可達到節省 34%以上，施測題目也具有相當

的省題能力。 
 

三、知識結構為基礎的圖形類比推理測驗之學生個別差異分析 
本研究中，正式施測對象的 135 位受試者，同時於一個月前施測瑞文氏標準

圖形推理能力測驗（SPM）。並以其中甲乙兩位受試學生在圖形類比推理能力測

驗的作答情形來說明測驗的功效；其中，甲生在其小學四年級接受魏氏兒童智力

量表測驗；測驗分數為 83，但在語文與操作兩份測驗差距達一點五個標準差，

並經台中市特殊教育鑑輔會綜合分析研判後鑑定該生為學習障礙兒童。而乙生則

是與甲生在圖形類比推理測驗與瑞文氏標準圖形推理能力測驗中，均獲得相同分

數的一般學生。 
施測後發現，甲生答對 C-2 概念，在 D-1、C-1、B-1 概念均答錯；乙生答對

C-1 概念，在 D-1、C-2、B-3 概念均答錯，系統會依據預試結果的上下位概念，

預測答對下位試題。根據 KSAT 系統的分析可知，兩位在圖形類比推理測驗相同

得分的國小五年級學生有不同的作答反應；以甲生的作答而言，發現他在互換位

移概念（D-1、C-1、B-1）具有明顯迷思概念，據甲生中年級時的老師描述，因

老師教學中發現，甲生在文字書寫上有字體反轉，或國字的偏旁、部首顛倒等問

題，才會在家長同意下送往教育處鑑定；而乙生則是對於互換位移的問題之上位

試題（D-1）有部份困難，但下位試題（C-1）可以答對，故推測應是難度造成乙

生答錯上位試題。 
 

D-1  
推論A到B之間的互換位移關係，將A與不固定C
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D的關係原則。

B-1  
發現A與B的互
換位移關係

A-1  
將類比題中每一詞句ABCD的意
義提取至短期記憶中

C-1  推論A到B之間的
互換位移關係，將A與
C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
D的關係原則。

B-3  
發現A與B的外
型形變關係

B-2  
發現A與B的大
小形變關係

C-2  推論A到B之間的
大小形變關係，將A與
C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
D的關係原則。

D-1  
推論A到B之間的互換位移關係，將A與不固定C
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D的關係原則。

B-1  
發現A與B的互
換位移關係

A-1  
將類比題中每一詞句ABCD的意
義提取至短期記憶中

C-1  推論A到B之間的
互換位移關係，將A與
C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
D的關係原則。

B-3  
發現A與B的外
型形變關係

B-2  
發現A與B的大
小形變關係

C-2  推論A到B之間的
大小形變關係，將A與
C的關係映射以決定C到
D的關係原則。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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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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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兩位相同得分學生在圖形類比推理測驗的不同作答情形 

 
研究發現，兩位在圖形類比推理測驗與瑞文氏標準圖形推理能力測驗均獲得

相同分數的學生，卻必須要給予不同的教育或處置方式，方能獲得最大的教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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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經由以上可知，在兩測驗獲得相同分數的學生，是可以藉由知識結構分析來

判斷其錯誤迷思概念，甚至可以達到協助教師判斷學生學習困難處之目的。 
 

伍、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論 
根據研究程序得知，本研究之圖形類比推理測驗具有相當之信、效度。知識

結構可以在圖形類比推理測驗中，獲得學生在圖形類比推理的迷思概念，並針對

其錯誤的知識節點加以分析，可以供教師做診斷教學或教學方法改進之用。 
根據實驗結果發現，本研究與黃珮璇等人（2006）的發現相同，KSAT 應用

在圖形類比推理測驗也具有良好效果。雖然因為題目難度較高，而導致省題率偏

低，但在試題預測精準度為 0.95 時可達到節省 34%；在預測精準度 0.9 時，可以

節省 54%的題目，仍可有效減少冗長的施測時間，並讓老師針對錯誤知識節點作

教學診斷分析，對教學可以產生確實的幫助。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做出以下建議： 

（一）透過網路系統施測故可以達到減少閱卷時間與快速分析之功用，但對於中

重度身心障礙者或尚未接觸電腦課程的學生來說，線上測驗必須具備有一

定的電腦基礎能力，有一定的難度。建議可以排除以上學生，以一般學生、

資優生或學習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會有較好的研究成效。 
（二）研究發現經過省題程序後，圖形類比推理測驗施測約 10-20 分即可完成，

較一般類比推理測驗節省大量時間，學生還有多餘專注力可以作更多試

題；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入文字類比推理測驗之題目，或發展更為複雜的智

力測驗。 
（三）在心理學研究領域常遇到一些如智力、道德、操守等不能直接測量的因素，

事實上我們對這些觀念也相當含糊，希望經由可測量的變數訂定出這些因

素。類比推理測驗也是如此，希望未來後續研究可採用驗証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在搭配相關理論架構之前提下，進行驗證

理論架構與實際資料之相容性分析，會更為周全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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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關係類推測驗（  । ）           題目(3 映射) 

（3映射\7 推論 A到 B之間的平移位移關係，將 A與 C的關係映射以決定 C到 D的關係原則。\1） 

 

作答說明： 

測驗中每一題，左邊的『A』和『B』這兩個圖形有某種關係，你可以依據這兩個

圖形的關係，按照固定的『C』類推出搭配的圖形『D』，使『C』和『D』的關係

與『A』和『B』的關係是一樣的。 

 

 

1 

 

2 

 

3 

 

4 

 

解答說明： 

解答是 1   （說明：答案 2為旋轉 270 度、3為水平翻轉、4為旋轉 90 度） 

因為『A』和『B』這兩個圖形有垂直翻轉的關係， 

『C』和『D』這兩個圖形也應該為垂直翻轉的關係。 

 

 

專家審查意見：(請審題委員審查後填答) 

□良好試題直接採用 

□修正後方可採用 (請簡述理由並列出修正後試題內容) 

□不宜採用 (請簡述理由) 

預試審查意見： 

□良好試題直接採用 

□修正後方可採用 (請簡述理由並列出修正後試題內容) 

□不宜採用 (請簡述理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