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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使用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資料庫 2010 年收集之臺灣八年級學生實徵

數據，進行八年級國語文學習成就的標準設定。本研究經學科專家確立政策定義

及國語文表現標準描述後，邀請北、中、南、東及離島等區之 19 名標準設定成

員，使用 Yes/No Angoff方法執行標準設定，從效度的內部證據、效度的過程證

據和效度的外部證據，探討 TASA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之適切性。本研究從極

端判斷值、標準設定成員內設定結果的一致性和標準設定成員間設定結果的一致

性評估效度的內部證據，本研究內部證據來源顯示本研究之標準設定結果具有一

致性。從標準設定技術的選擇及執行，包含會議執行方式之評估、標準設定成員

的選擇、標準設定方法、回饋訊息的影響等面向進行效度的過程證據評估。整體

而言，八年級國語文科標準設定具有相當水準的過程效度。效度的外部證據檢視

方面，本研究從切截分數設定與分類的一致性，Angoff法對於基礎水準切截分數

設定較低，而在進階水準切截分數設定是較高的，但以 Angoff 方法為基礎，其

他三種方法與 Angoff 方法之分類具有一致性。本研究能為實務應用者提供良好

參考範例。 

 

關鍵詞：Yes/No Angoff方法、八年級、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標準設

定、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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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oring Standard Setting in Chinese for the 

2010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in Grade 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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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duct standard setting in Chinese for the 2010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TASA） of grade eight. The specific 

definitions of the basic, proficient, and advanced achievement levels are defined by 

the subject matter experts. The nineteen panelists coming from north, middle, south, 

and east areas of Taiwan are invited to conduct the standard setting procedures with 

Yes/No Angoff method.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internal evidence for validity using 

the extreme value method, standard setting consistency within and between panelists. 

Such internal evidence then reports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standard settings in this 

study are consistent. Meanwhile, we also evaluate the procedural evidence of validity 

in the choice and execution of the standard settings which collect the assessment of 

panel meeting, the recruitment of panelists, standard setting methods, and the impact 

of feedbacks. And the procedural validity of the standard setting in Chinese for grade 

eight performs quite well as an entirety. Finally, the external evidence of validity is 

collected from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cut-scores setting and the classification. 

Yes/No Angoff’s method may tend to set low cut-scores for the basic level while it 

poses high cut-scores for the advanced level. Based on the Yes/No Angoff method, its 

classification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three other methods. Based on the internal, 

procedural, and external evidences, the standard setting procedures for the 2010 

TASA of grade eight has its validity. This study shall provide a great reference for 

those who wish to conduct standard setting methods into pract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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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因應教育改革浪潮，國中階段升學考試和班級評量之成績報告方式大幅改

變，從傳統的單一量化分數轉變成不同水準（如 A 級、B 級）的質性描述，國

中基測由常模參照測驗轉型為國中教育會考的標準參照測驗，如何將學生的量化

分數轉化為不同水準的描述，則有賴標準設定（standard setting）。標準設定，其

意涵在於測驗研發者或使用者根據測驗結果，將不同受試者的表現加以分類，並

確認某些符合通過資格的應試者能通過檢定或達到某一成就水準，另一方面，亦

需確認某些無法通過者未能達到某成就水準。 標準設定是一系列判斷的過程，

其目的在建立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切截分數（cut score）（Cizek, & Bunch, 2007）。 

透過標準設定可以讓決策者基於有系統且客觀的資料訊息作最終的決定，如

決定受試者是否有資格擁有某項證照；受試者也有明確的學習準則可以依循，知

道必須擁有哪一些技能或知識才能通過考試或擁有證照而朝那個方向努力；然而

執行標準設定是一項費時、費錢及費力的工作，若沒有相當的資源配合，是難以

推動的，故目前國內的標準設定的實施主要仍是以大型的教育測驗為主，如曾建

銘、王暄博（2012a，2012 b）分別探討臺灣六年級學生之國語文和社會領域之

標準設定，然此兩篇研究主要是以六年級的學生為主，且使用的標準設定方法是

書籤標記法（bookmark），不同的標準設定方法其設定流程與結果並不相同，針

對八年級國中學生之表現標準，仍未有相關文獻論述，故本研究主要是以八年級

學生為主，以國語文為範例，透過標準設定之方法，探究八年級學生在國語文領

域不同水準之表現標準與切截分數之設定，了解我國八年級學生在國語文之表現

分布情形。 

隨著國際的趨勢與潮流，國內教育決策者漸漸意識到建置長期學習成就評量

資料庫的重要性，而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資料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簡稱 TASA）即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建置目的在追蹤、分析臺

灣四年級、六年級、八年級、高中、高職二年級學生之學習成就表現，藉以探討

學生學習成就上之表現差異與學習上變遷之趨勢，進而檢視當前國家教育體制與

政策實施之成效。TASA資料庫主要是採用全國學生分層抽樣的方式建置，涵蓋

五個學科領域：國語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且其抽樣母群是全國的學生，

資料分析的結果可以推論全國學生的情況。 

目前並沒有一種標準設定之方法是適用於所有之情境，考量 2010 年 TASA

資料庫國語文題目的數量高達約 100題，再加上時間與人力之限制，本研究採用

Impara與 Plake（1997）所設計的 Yes/No Angoff法。Yes/No Angoff法是屬於較

直觀的判斷，標準設定成員只需要在題目判斷的表格上寫下「Yes」，表示能答對；

如果不能答對，則寫下「No」。當題目的數量較多時，這種較為直觀的判斷，在

實際運作時較為可行，本研究期望透過標準設定，除了可以讓我們了解學生目前

的學力表現，亦可以讓學生透過標準參照的方式，知道自己學會了哪些課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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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或需加強哪些課程內容。 

在標準設定歷程中，最重要的環節是收集效度證據以驗證切截分數之有效

（Hansen, Lyon, Heh & Zigmond, 2013）。本研究使用 Kane（1994, 2001）提出的

標準設定效度評估可能的證據來源，包括效度的內部證據（internal evidence for 

validity）、效度的過程證據（procedural evidence for validity）及效度的外部證據

（external evidence for validity）等面向，故本研究是以 TASA之資料庫為基礎，

以 2010年 TASA八年級國語文作為實證資料，執行標準設定，透過證據之評估，

探討本研究所執行的標準設定之效度，期望本研究能為實務應用者提供良好參考

範例。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使用 TASA2010年之實證資料執行標準設定，目前並沒有一種

標準設定之方法是用於所有之情境，考量國語文學科試題數量與時間人力之限

制，本研究採用 Yes/No Angoff法，以下將介紹本研究使用之 TASA2010國語文

資料庫、標準設定方法—Yes/No Angoff法、回饋訊息與標準設定之效度評估。 

一、TASA2010國語文資料庫 

TASA在八年級國語文的評量重點包含： 

（一）語文表達能力：測驗內容包括：字形（含字音）、詞語、句子、段落及標

點符號等的辨別及使用，期能測驗學生對語體文和較淺顯之文言文字、詞、

句型、標點符號的理解和應用，並配合各種語言情境，理解語句間文意的轉

化。 

（二）閱讀理解能力：以單題或題組的閱讀測驗方式，檢驗學生理解文章內容、

掌握文意的能力，並能進一步思考和探索文章的寫作觀點和寓意。 

（三）透過寫作測驗和問答題型，以檢驗學生是否能完成一篇結構完整之限制式

作文或命題式作文，及瞭解學生思辨能力，並形成邏輯能力訓練（臺灣學生

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網站，2014。） 

由於標準設定之方法與時間之限制，本研究並無使用寫作與問答題型之實證

資料進行標準設定。TASA在八年級國語文之題目建置採用標準化程序進行，如

圖一所示，以確保題目之品質。受試者之能力分析係採用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之三參數 Logistic 模式（three-parameter logistic model, 

3PL），估計受測學生之能力估計值，而受測學生量尺分數，即依據學生的能力

估計值透過線性轉換，轉換成平均數 250、標準差 50 之量尺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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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TASA國語文之題目建置標準化程序 

二、Yes/No Angoff法 

Angoff（1971）提出 Angoff 法，使用上很簡單易懂，而且能夠輕易為不同

形式的題型設定切截分數。最原始的 Angoff 法，乃由標準設定成員對題本中的

每一個題目一一進行判別，並決定邊緣受試者（minimally competent examinee）

有多高的機率，可以答對這個題目；亦即思考一群人中，有多少比率的人可以答

對此題，且把這個比率，當做邊緣受試者答對此題的機率。因此，標準設定成員

除了要對每一題進行判斷之外，還須思索每一題的答對機率；當題本內的題目很

多時，這種方式就變得較不合適。 

因此，Angoff方法就產生出了許多修定的版本，其中一個廣泛使用的版本為

Impara與 Plake（1997）所設計的 Yes/No Angoff法。這個方法，和最原始 Angoff

法設計雷同，標準設定成員同樣要對題本中所有的題目進行判斷，但不同的點

是，不須寫出邊緣受試者答對題目的機率，而是直接寫下邊緣受試者能夠或是不

能夠答對此題。如果邊緣受試者可以答對此題，則在這個題目的表格上寫下

「Yes」，如果不能答對，則寫下「No」。這種較為直觀的判斷，減少了原先 Angoff

方法的執行困難度。 

三、回饋訊息 

執行標準設定時，為有效協助標準成員凝聚共識減少歧異以達到判定結果的

最佳化，在各設定階段中，會提供不同的參照資料以作為回饋。Cizek & Bunch

（ 2007）指出，回饋訊息約可分成三類：常模參照訊息（normative information）、

事實訊息（reality information），以及影響訊息（impact information）。事實訊息

主要是協助成員知覺自己判斷的準確性，此類訊息如試題之答對率；影響訊息是

告知標準設定成員所設定的切截分數可能造成的影響，如經切截分數分類後，各

水準下通過之人數百分比；常模參照訊息則是用以協助成員知覺本身與其他成員

判斷的差異，如其他成員所訂下之切截分數等。 

四、標準設定之效度評估 

本研究使用 Kane（1994，2001）提出的標準設定效度評估可能的證據來源，

包括效度的內部證據、效度的過程證據及效度的外部證據等面向，並參考謝進昌

等人（2011）在小四自然科標準設定之證據來源，檢視本研究標準設定結果，證

據來源與描述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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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標準設定評估結果之效度證據來源 

 證據來源 描述 

內部證據 

標準設定技術內的一致性 標準設定後之切截分數是否具有合理的標準

誤 

標準設定成員內設定結果

的一致性 

標準設定成員於各輪間設定結果是否在合理

變動程度範圍內 

標準設定成員間設定結果

的一致性 

來自不同背景之標準設定成員，其設定結果

是否具一致性 

過程證據 

標準設定技術的選擇及執

行 

標準設定使用方法的理論性、可信度及符合

實用、測驗目標的一致性程度  

標準設定成員的選擇 標準設定成員的專業性、代表性及人數的充

分性 

標準設定成員的回應 

 

標準設定成員對於標準設定時間的安排、導

引、任務的瞭解程度及對於設定結果的滿意

程度 

外部證據 

 

對照其他外部資訊 標準設定所設立之切截分數所區分的四個類

群，是否能與現場教師分類的四個類群具有

一致性；不同的方法間所設定之切截分數一

致性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標準設定並探討其效度，，故以下將按照標準設定之流程說明

研究方法。 

一、標準個數與命名標籤 

本研究目的是針對 2010 年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收集的八年級學生

資料，執行國語文學習成就的標準設定，首先由政府單位召集專家學者決定標準

個數與命名標籤，如圖二所示，設定基礎、精熟、進階三個層級，以便將學生劃

分為基礎以下、基礎、精熟及進階等四個能力區塊。 

 

 

 

 

 

圖二 基礎、精熟與進階三個層級 

 

基礎以下 基礎 精熟 進階 

通過分數 通過分數 通過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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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現標準描述 

   國語文基礎、精熟與進階水準的表現標準描述（performance level 

description，簡稱 PLD）係指學科專家在參照國語文的評量內容後，用幾段概括

性或具體特定的文字，以清楚表達學生在基礎、精熟及進階水準中，對於國語文

應具備的共同知識、技巧或能力等。國語文表現標準描述主要是邀請學科專家（三

位國語文領域教授及三位現職國語文領域教師）參考八年級國語文評量架構及國

外文獻，如國家教育進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

稱 NAEP）對於語文表現標準描述，歷經五次會議討論再進一步延伸修訂而成，

基礎水準之表現標準描述內容如表 2。 

 

表 2  TASA國語文八年級表現標準描述 

程度 TASA國語文八年級表現標準描述 

基礎 

基礎水準的國中二年級學生 

（1）大致具備課程綱要所訂的識字量。 

（2）大致具備該年級應熟悉的語文相關知識（包含：形音義、標點符號、語法、

修辭……等）。 

（3）能理解該年級適讀的淺易篇章，並進行初步辨識分析（包含：文章內涵、

文章結構、文章風格……等）。 

 

三、設定成員的選擇及訓練 

正式標準設定成員的選擇，是以分層立意抽樣的方式進行，主要成員是為教

師與學者代表所組成，經由篩選最能符合表 3資格的人員，視為首要的成員候選

人，其次則為僅少數資格條件不符之人員為後補候選人，同時，搭配考量（1）

成員的區域組成是否具代表性；（2）成員是否能適當充分反映各種不同意見（成

員背景異質性）；（3）成員是否能適當反映對於教育問題的關懷與國語文的熟稔

等，以組成正式的國語文標準設定成員，最後參與會議的學者專家共計 19 位，

分佈如表 4。 

    

表 3  TASA國語文標準設定成員身分類別及對應資格條件一覽表 

身分類別 資格條件 

教師 

1、至少有五年以上的教學經驗且避免是行政兼課的教師 

2、於（該年段及國語文）至少有二年以上的教學經驗 

3、在國語文專業領域具有某程度傑出或可受公認的表現 

學者 
1、熟悉該年段、國語文之評量架構及內容 

2、在其專業領域具有某程度傑出或可受公認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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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0 TASA國語文八年級正式標準設定成員組成 

地區 
性別 身份類別 

總人數 
男 女 教師 學者 

北 1 3 3 1 4 

中 0 4 4 0 4 

南 4 3 4 3 7 

東與離島 0 4 3 1 4 

 

四、TASA國語文標準設定程序、材料及方法 

（一）國語文標準設定程序 

國語文的標準設定是採取採「一天訓練、一天設定」的模式辦理，第一日的

訓練主要是凝聚委員們對於八年級表現標準描述（表 2）的共識，並講解標準設

定相關概念與方法，最後使用範例題模擬實作，第二日進行正式標準設定會議。 

（二）標準設定材料 

本研究使用 2010年 TASA八年級國語文的實徵資料，抽樣方式是採二階段

隨機抽樣，以選取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學生樣本為目的，有效樣本共是 8670 人，

國語文題目均為四選一之單選題，共 92 題。以三參數試題反應理論分析，平均

鑑別度是 0.97，平均難度是-0.29，平均猜測參數是 0.18。92 題包含閱讀題組試

題，然進行標準設定時配合 YES/NO Angoff 方法需一題一題檢視，故將題組題

拆為一題一題之試題，提供標準設定成員。 

（三）三輪的標準設定-Yes/No Angoff法 

本研究所採用 Yes/No Angoff法的操作流程，分為三輪進行。標準設定成員

們根據表現標準描述，將 TASA2010的題目對應至最適當的類別，程序如圖 3，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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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Yes/No Angoff法的操作流程示意圖 

 

1.研究者提供每位標準設定成員題本，而每頁的試題內容包含有題目內容、

選項、答案及評測項目等。 

2.標準設定成員針對題本中的每一個試題，進行以下判斷： 

是否程度列為基礎的邊緣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如果認為可以，則在「基

礎邊緣能力者可以答對此題」的欄位內打ˇ。 

是否程度列為精熟的邊緣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如果認為可以，則在「精

熟邊緣能力者可以答對此題」的欄位內打ˇ。 

是否程度列為進階的邊緣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如果認為可以，則在「進

階邊緣能力者可以答對此題」的欄位內打ˇ。 

若進階程度的邊緣學生，無法答對此題，則在「進階較高能力者才可以答對

此題」的欄位內打ˇ。 

（四）計算切截分數 

待每一位標準設定成員，逐題填完 Yes/No Angoff表格之後，研究者收集每

一位成員的填答數據，算出全部成員對於判定基礎、精熟、進階三個表現標準水

準的平均數。經計算所得之平均數，可代表在此表現標準水準的邊緣學生，可答

對整份題本的題目比例。然後，再依此比例，對應到 TASA實徵數據，找出在此

答對比例下的考生能力值，作為此表現標準水準的切截分數。 

（五）回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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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準設定過程中，第二輪和第三輪執行的任務大致是重覆第一輪的動作

員，差別在於每一輪結束後的回饋訊息。第一輪標準設定後及第二輪標準設定開

始前，成員是會收到：第一輪其它成員（與自己）所放設定切截分數的位置分佈

圖、第一輪的基礎、精熟及進階水準實際通過的人數百分比等回饋訊息。此外，

在第二輪標準設定後及第三輪標準設定開始前，成員則是會收到：第二輪其它成

員（與自己）所設定的切截分數分佈圖、第二輪的基礎、精熟及進階水準實際通

過的人數百分比等兩項回饋訊息。 

五、標準設定效度驗證程序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檢視之效度證據來源說明如下： 

（一）效度的內部證據 

效度的內部證據強調的是標準設定成員在運用標準設定技術時，其結果產生

的穩定性及一致性。本研究使用的內部證據來源是： 

1. 監控極端判定值的發生 

研究團隊在各輪判定結束後，會從分析資料中，檢視極端值可能發生的情

況，以避免此類分數影響最後的通過分數，其中，本研究對於極端值的定義，則

是以該成員所設置切截分數是超過該輪全部通過分數平均值以上或下 2 個標準

差者，即視為可能的極端值對象。 

2.標準設定成員內設定結果的一致性 

研究中以標準設定成員於各輪間及各輪內，其設定結果是否在合理變動程度

範圍內，作為檢視重點。第 1輪-第 2輪和第 2輪和第 3輪成員判定結果的改變，

除了監控整個成員團體切截分數之變化外，研究團隊也會監控個別成員在各輪間

（或提供回饋後），所判定切截分數的變化形態，因為，此代表的就是一種成員

對於設定過程的瞭解程度。 

3.標準設定成員間設定結果的一致性 

本研究以檢視來自不同背景（性別、地區及身分類別）之標準設定成員，計

算其平均數、標準差、亦或是執行變異數分析，以作為監控不同背景成員間判定

結果一致性的評估。  

（二）效度的過程證據 

1.標準設定技術的選擇及執行 

本研究使用 Yes/No Angoff 方法進行標準設定，除陳述運用此技術的理論性

及符合實用、測驗目標的一致性程度外，更將會針對其執行的適切性進行評估。 

2.標準設定成員的選擇 

在標準設定過程中，標準設定成員占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本研究主要針對標

準設定成員的專業性、代表性及人數的充分性等三方面進行評估。 

3.標準設定成員的回應 

標準設定成員的回饋係指成員對於整個標準設定過程與決策結果的知覺、意

見與滿意程度等，本研究在每個評定階段結束後，要求成員們填寫評估問卷，以

瞭解標準設定成員對於各階段過程的想法，其中，評估問卷 1，主要是針對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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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專家對於修訂 PLD 過程的整體評估；其次，在標準設定會議當日，問卷內

容是包含：評估問卷 2，以調查成員對於本研究採用之標準設定方法與前導資料

的瞭解程度及其充份性，回饋訊息的適用性進行調查，最後，評估問卷 3，是調

查成員對於整個結果的意見與想法。 

（三）效度的外部證據 

效度的外部證據是不同方法間、或者受試者相關的外在效標資料，以作為設

定結果之有效性的外在推論（Kane, 1994, 2001）。本研究除以 Yes/No Angoff法作

為正式標準設定技術外，執行對照組法（borderline group method）（Zieky & 

Livingston, 1977）。概念是尋找出能明確界定精熟與未精熟的學生，再將此二群

人的得分分配曲線畫出，而兩分配曲線的交叉點，則可視為通過分數。本研究是

請參與標準設定效度覆核研究之教師依據表現標準描述（PLD）及自身對於曾任

教之某班八年級學生學習狀況等，將學生分為基礎以下、基礎、精熟與進階等類

群。後續再以吳裕益（1986）所提出之公式（1）進行各水準通過分數的計算： 

 1 1 1 2 1 2( ) /( )M S M M S S  
                             （1） 

1
M 、

2
M 分別代表精熟、未精熟組測驗平均數；

1
S 、

2
S 分別代表精熟、未

精熟組測驗標準差。研究者經逐一將教師分類之各類群所得測驗數值帶入公式

（1）後，其計算結果即為對照組M-SD法求得的基礎、精熟及進階的通過分數。

最後，依據 Yes/No Angoff法所設立的通過分數，同樣將該班學生分為四類群，

進而，交叉檢視兩者（教師分類 VS. TASA施測結果）分類結果、及比較 Yes/No 

Angoff法與對照組法所設立的通過分數差異，以再次驗證 TASA標準設定結果。 

對於參與標準設定外部證據委員的選取，是透過標準設定會議招募，在會議

當日詳細說明對照組法執行過程、內容後，招募有意願參與之老師，主要的條件

是過去一年曾任教八年級學生，今年此批學生為九年級，且必須接受 TASA2010

年題目一個題本（32 題）之施測，同時教師依據表現標準描述，將自己授課班

級學生分為基礎以下、基礎、精熟、以及進階四群。 

1.效度覆核研究對象 

學生主要是參與對照組法標準設定成員（共四位）任教班級的九年級學生，

以班級為單位，每班級人數介於 35至 40人之間，有效樣本 239人，人數分布如

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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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對照組樣本分布 

縣市名稱 學校名稱 班級數 人數 

苗栗縣 縣立○國中 2 63 

臺北市 市立○國中 2 65 

臺南市 市立○國中 2 63 

花蓮縣 縣立○國中 2 48 

 

2.切截分數之計算 

   本研究中探討四種不同切截分數的計算，命名為 Angoff法、對照組法、

標準化對照組法和問卷期望法，說明如下: 

（1）Angoff法 

標準設定成員使用之 Yes/No Angoff法之第三輪稱為 Angoff法 

（2）對照組法 

本研究依 4名參與覆核效度之教師所判訂學生之類群，再依吳裕益（1986）

公式，所計算之通過分數，此為對照組法。 

（3）標準化對照組法 

計算對照組法時，由於該批學生只接受一個題本之施測，題數是 32 題，而

標準設定成員所使用的是全部題本，共計 92 題，考量題數的差異可能造成計算

量尺分數之差異，進而影響切截分數，故本研究嘗試再將參與效度覆核之 238名

學生的量尺分數透過線性轉換，標準化至標準設定成員之量尺分數分佈，讓參與

覆核效度之學生量尺分佈與標準設定成員之量尺分數分佈一致，稱為標準化對照

組法。 

（4）問卷期望法 

本研究於評估問卷 3設計題目：就本次國語文測驗難易度而言，我認為全臺

灣學生於各層級的百分比應該是多少? 就各標準設定成員回答的結果，計算其平

均比率，依成員們心目中認為的比例，將 TASA2010年實證資料 8670位學生排

序，再求取各水準平均比率所對應的量尺分數，即為問卷期望法。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從效度的內部證據、效度的過程證據和效度的外部證據，探討

TASA2010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之效度。 

一、TASA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內部證據結果與討論 

標準設定效度的內部證據強調的是標準設定成員在運用標準設定技術時，其

結果產生的穩定性及一致性。以下將從極端判斷值、標準設定成員內設定結果的

一致性和標準設定成員間設定結果的一致性，說明本研究使用的內部證據來源。 

（一）監控極端判定值的發生 



標準設定之效度評估-以 2010年臺灣八年級學生國語文學習成就資料為例 

測驗統計年刊 第二十二輯 

13 

 

本研究所指的「極端值」是以標準設定成員所設定之切截分數平均數加減 2

個標準差，作為極端值之判定。本研究在三輪設定中僅有 3個極端值，且其中 2

個是發生於第一輪之設定，顯示本研究之極端值是屬於少數個數。 

（二）標準設定成員內設定結果的一致性 

研究中以標準設定成員於各輪間及各輪內，其設定結果是否在合理變動程度

範圍內，作為檢視重點。圖 4 是三輪標準設定成員之平均分數變動情形，顯示

第一輪和第二輪間，標準設定成員的平均分數變動較大，但第二輪和第三輪間變

動幅度不大，顯示標準設定成員內設定結果漸趨一致。 

 

圖 4  TASA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成員三輪切截分數趨勢圖 

 

（三）標準設定成員間設定結果的一致性 

本研究以檢視來自不同背景（性別、地區及身分類別）之標準設定成員，計

算其平均數、標準差，由於本研究標準設定成員共計 19 位，是屬於小樣本，針

對兩個群體（性別與身份）執行無母數統計分析的Mann-Whitney U統計量檢定，

檢視不同性別與身份類別在執行三輪標準設定時，切截分數之設定是否有差異？

針對四個群體（地區）執行無母數統計分析的MKruskal-Wall統計量檢定，檢視

來自北、中、南、東地區的標準設定成員在執行三輪標準設定時，切截分數之設

定是否有差異？ 

整體而言，男生與女生從第一輪至第三輪於基礎、精熟、進階三個水準切截

分數之設定並無顯著差異（p>.05），顯示本研究中不同的性別的標準設定成員對

於基礎、精熟與進階之切截分數設定是沒有差異。身分別（教師與學者）和區域

別（北區、中區、南區、東區及離島地區）亦未達差異（p>.05），顯示標準設定

成員間設定結果具有一致性，統計結果請參閱附件一。 

 

二、TASA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過程證據結果與討論 

（一）標準設定技術的選擇及執行 

本研究執行 TASA 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研究方法中已詳列標準設定流

程，突顯各階段執行的紮實性，在會議流程掌控以及使用 Yes/No Angoff 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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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實用方面，是使用評估問卷瞭解本次標準設定執行的適切性。評估問卷 1題目

是評估前導資料、標準設定流程說明、標準設定會議目的、表現標準描述的功能

與說明，Yes/No Angoff 方法之說明進行評估，本研究以次數描述統計的方式說

明成員們的意見，為節省篇幅，僅列出問卷之第一題，結果如表 6所示。整體而

言，標準設定成員同意本次標準設定說明會的功能並了解會議的目的與執行

Yes/No Angoff 方法。 

 

表 6 評估問卷 1之部分內容 

我認為先前收到的前導資料能幫助我瞭解本次

會議所扮演的角色： 

完全同意      有點同意       完全不同意 

84.2％        15.8％             0％ 

本次會議的解說與導引時間分配，我認為： 
太長了         剛剛好          太短了 

26.3％        68.4％              0% 

本次會議對於如何執行 Yes/No Angoff標定法的

說明，我認為： 

非常清楚      有點清楚       非常不清楚 

100％          0％               0％ 

 

（二）標準設定成員的選擇 

在標準設定過程中，標準設定成員占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本研究標準設定成

員的選擇含括全國主要區域（北區、中區、南區、東區與離島）的人員，亦能兼

顧身分別及性別的異質性組成，同時具有一定的年資及國語文專業背景，故具有

專業性與代表性。 

（三）標準設定成員的回應 

標準設定成員的回饋係指成員對於整個標準設定過程與決策結果的知覺、意

見與滿意程度等，本研究在每個評定階段結束後，要求成員們填寫評估問卷，以

瞭解標準設定成員對於各階段過程的想法，其中，評估問卷 2針對回饋訊息的適

用性進行調查，最後，評估問卷 3，是調查成員對於整個結果的意見與想法。 

大部分的成員認為本研究提供之回饋訊息是十分清楚的，回饋訊息中，「其

他成員所判定之切截分數」、「基礎、精熟、進階等層級通過人數百分比」和「小

組成員討論」會影響成員對於試題的歸類。本研究為避免標準設定成員直接依據

答對率判定試題之難易度而直接歸類，回饋訊息中並未提供答對率訊息供成員參

考，然有成員表示希望能獲得試題答對率資訊，將有助於其試題歸類。 

 

三、TASA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外部證據結果與討論 

   不同方法所計算之切截分數，其結果如表 7所示。以下將從基礎、精熟、

進階水準之切截分數詳加討論。 

（一）基礎水準切截分數 

表 7 的資料顯示，在基礎水準切截分數，Angoff 法與對照組法分數差異最

大，達一個標準差以上，是 81.29分；當將對照組的學生量尺分數線性轉換標準

化至標準設定成員量尺分數後，Angoff法與標準化對照組法之基礎水準切截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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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變小，基礎切截分數差異降至約一個標準差，是 51.49分，而問卷期望法

在基礎水準切截分數與 Angoff 法的差異則是介於對照組法和標準化對照組法之

間。 

（二）精熟水準切截分數 

四種方法對於精熟水準切截分數設定差異是最小，顯示四種方法對於精熟水

準之切截分數設定最具一致性。Angoff法與標準化對照組法在精熟水準之切截分

數差異最小，是 4.6分。 

（三）進階水準切截分數 

四種方法以 Angoff 法對於進階水準切截分數設定最高（339.9 分），而以問

卷期望法最低（308.74 分），顯示標準設定成員對於進階水準之學生有較高之期

待，需要較高之通過標準分數，方能到達進階水準。 

以 Angoff法為基準，Angoff法與標準化對照組法在基礎、精熟與進階之切

截分數設定差異是最小的，而與問卷期望法差異之差異約在一個標準差以內，與

對照組法的差異較大，可能的原因是因對照組法的學生僅施測 32 題，題數較少

造成兩端分數分佈與標準設定成員（使用 92 題）的分數分佈差異較大，造成基

礎與進階水準之切截分數設定差異較大。特別是在基礎與進階水準顯示四種方法

對於精熟水準之切截分數設定最具一致性。整體而言，Angoff法對於基礎水準切

截分數設定較低，而在進階水準切截分數設定是較高的。 

 

表 7  Angoff法與其他方法之切截分數一覽表 

水準 
Angoff法

第三輪 

對照組

法 

Angoff 

VS. 對

照組法

差異 

標準化

對照組

法 

Angoff 

VS. 標

準化對

照組法

差異 

問卷期

望 

Angoff 

VS. 問

卷期望

法差異 

基礎 147 228 81 198 51 202 56 

精熟 268 279 12 272 5 282 14 

進階 340 309 -41 315 -25 329 -12 

註：TASA2010國語文之平均分數 = 250、標準差 = 50。 

 

本研究分別將對照法分類、標準化對照法分類、問卷期望之分類結果與依

Angoff法之切截分數所分類的結果進行一致性分析，計算 Spearman's rho 係數，

探討不同標準設定分類方法之一致性，結果如表 8，顯示不管是哪一種分類方法，

與本研究所使用之 Angoff 法分類相關係數皆達到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標準設

定結果是具有效度的外部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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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切截分數方法之學生分群相關係數表 

 對照法分類 標準化對照法分類 問卷期望分類 

Angoff法分類 .871（**） .871（**） .725（**） 

註**相關的顯著水準為 0.01（雙尾）。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2010年 TASA國語文之實證資料建立八年級國語文標準設定，並

輔以 Kane（1994, 2001）建議的的過程、內部及外部之效度證據評估架構，檢視

本研究設定結果。以下茲針對研究所得結論，進行說明，並提出幾項建議，作為

未來研究者參考。 

一、結論 

本研究從效度的內部證據、效度的過程證據和效度的外部證據，探討 TASA

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之適切性。標準設定效度的內部證據強調的是標準設定成

員在運用標準設定技術時，其結果產生的穩定性及一致性。 

效度的內部證據檢視方面，本研究從極端判斷值、標準設定成員內設定結果

的一致性和標準設定成員間設定結果的一致性，本研究內部證據來源顯示本研究

之標準設定結果具有一致性。 

效度的過程證據檢視方面，本研究從標準設定技術的選擇及執行，包含會議

執行方式之評估、標準設定成員的選擇、標準設定方法、回饋訊息的影響等面向

進行細部評估。標準設定成員完全同意本次標準設定說明會的功能並瞭解會議的

目的。本研究標準設定成員的選擇含括全國主要區域（北區、中區、南區、東區

與離島）的人員，亦能兼顧身分別及性別的異質性組成，同時具有一定的年資及

國語文專業背景，故具有專業性與代表性。整體而言，八年級國語文科標準設定

具有相當水準的過程效度。 

效度的外部證據檢視方面，本研究從切截分數設定與分類的一致性，探討四

種不同切截分數之計算方法。整體而言，Angoff法相對於本研究其他三種方法基

礎水準切截分數設定較低，而在進階水準切截分數設定是較高的。但以 Angoff

方法為基礎，其他三種方法與 Angoff方法之分類具有一致性。 

二、建議 

執行標準設定之流程是相當複雜的且相當費時費力，本研究亦執行約一年的

時間方完成標準設定，本研究仍有些限制與未來仍有些需克服之課題，茲提出下

列建議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一）標準設定方法的使用 

本研究是使用各層級（如進階、精熟、基礎）應具備的能力，再輔以 YES/No 

Angoff的方式執行標準設定，然表現標準描述的是一個「區間」的能力，而YES/No 

Angoff卻是邊緣能力者，要求的是一個「臨界」能力，如何讓標準設定成員掌握

表現標準描述與 YES/No Angoff的差異以進行正確的判斷，是一件值得深入探討

的課題，未來亦可考慮不同的分類方法，如區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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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使用之 TASA2010之資料仍是屬於結構簡單的測驗資料，如屬於單一題

型（選擇題型）、皆是筆試、題目皆為二元計分等，如短篇寫作等題型皆未置入

考量，未來如需加入開放式的題型或多元計分的題型執行標準設定，應使用哪一

種標準設定技術是值得研究的。 

目前標準設定的方法中，並未有考慮題組效應的方法，TASA2010有部分題

目是屬於閱讀題組，本研究使用的 Yes/NoAngoff 主要是請標準設定委員各題單

獨判斷，不去考慮其他題目的影響，故將其判斷視為各題獨立，為與委員的判斷

方式一致性，故受試者的能力量尺分數估計是採用三參數 logistic 試題反應理論

模式，題組效應是否會對於標準設定產生影響，亦是未來可探究的議題之一。 

 

（二）外部效度證據收集 

    本研究是使用對照組法作為外部效度之證據來源，然外部證據來源之管

道宜多元，方能從不同面向驗證本研究標準設定之有效程度，建議標準設定結果

公佈後，研究者可收集現場教學之教師與學生運用標準設定結果之資料，以了解

本次標準設定結果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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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 1 不同性別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成員於各輪之水準設定差異分析 

輪次 水準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Mann-Whitney U 統計量檢定 

第 1輪 

基礎 
男 180.71 26.65 5 

p>.05 
女 177.11 30.44 14 

精熟 
男 311.02 50.77 5 

p>.05 
女 291.73 20.22 14 

進階 
男 384.14 10.65 5 

p>.05 
女 384.65 7.52 14 

第 2輪 

基礎 
男 128.43 34.03 5 

p>.05 
女 153.12 26.87 14 

精熟 
男 268.62 41.15 5 

p>.05 
女 275.79 17.75 14 

進階 
男 329.77 38.07 5 

p>.05 
女 358.18 18.95 14 

第 3輪 

基礎 
男 137.87 27.66 5 

p>.05 
女 149.80 16.97 14 

精熟 
男 261.42 18.82 5 

p>.05 
女 269.77 7.09 14 

進階 
男 335.51 21.42 5 

p>.05 
女 341.55 12.93 14 

 

表 2 不同地區 TASA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成員於三輪各水準設定之差異分析 

輪次 水準 地區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Kruskal –Wallis 檢定 

第 1輪 

基礎 

北部 161.46 27.94 4 

p>.05 
中部 180.28 40.26 4 

南部 176.01 25.72 7 

東部及離島 196.01 20.96 4 

精熟 

北部 286.36 21.23 4 

p>.05 
中部 288.89 18.78 4 

南部 301.77 44.40 7 

東部及離島 306.49 22.52 4 

進階 

北部 388.91 0 4 

p>.05 中部 388.91 0 4 

南部 381.42 10.6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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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及離島 381.15 9.02 4 

第 2輪 

基礎 

北部 149.41 27.63 4 

p>.05 
中部 150.19 36.71 4 

南部 135.27 31.72 7 

東部及離島 160.15 26.95 4 

精熟 

北部 284.04 14.29 4 

p>.05 
中部 268.71 7.48 4 

南部 270.74 34.92 7 

東部及離島 274.49 28.12 4 

進階 

北部 368.15 6.91 4 

p>.05 
中部 348.05 20.80 4 

南部 334.87 36.49 7 

東部及離島 363.62 10.65 4 

第 3輪 

基礎 

北部 148.46 23.16 4 

p>.05 
中部 150.13 22.10 4 

南部 137.04 19.03 7 

東部及離島 158.24 16.67 4 

精熟 

北部 272.80 0.82 4 

p>.05 
中部 270.85 2.58 4 

南部 264.90 16.54 7 

東部及離島 263.77 11.62 4 

進階 

北部 352.09 6.67 4 

p>.05 
中部 338.22 17.96 4 

南部 337.60 17.50 7 

東部及離島 333.69 11.67 4 

 

表 3 不同身份別 TASA國語文八年級標準設定成員於第一輪各水準設定差異分析 

輪次 水準 身分別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Mann-Whitney U 統計量檢定 

第 1輪 

基礎 
教師 179.70 27.97 14 

p>.05 
學者 173.45 33.98 5 

精熟 
教師 299.51 31.90 14 

p>.05 
學者 289.25 29.07 5 

進階 
教師 386.16 5.77 14 

p>.05 
學者 379.90 12.36 5 

第 2輪 基礎 
教師 148.81 27.45 14 

p>.05 
學者 140.51 39.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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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熟 
教師 280.96 21.41 14 

p>.05 
學者 254.14 24.74 5 

進階 
教師 359.41 17.00 14 

P<.05* 
學者 326.33 37.59 5 

第 3輪 

基礎 
教師 148.83 21.96 14 

p>.05 
學者 140.60 14.23 5 

精熟 
教師 269.93 7.16 14 

p>.05 
學者 260.99 18.49 5 

進階 
教師 343.53 13.65 14 

p>.05 
學者 329.94 16.1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