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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根據試題反應理論之資料分析，從理論與驗證的角

度，針對試題特徵曲線，進行認知診斷。 
研究者除了介紹 Tatsuoka (1987) 的分析方法外，並以乘除的迷

思概念之數學學習心理學理論為例，應用已有的施測所得資料，

進行驗證。從資料的分析結果發現，此認知診斷方法支持數學上

的乘除迷思概念理論。根據分析結果，研究者並提出未來研究以

及教學上之建議。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年來，認知心理學、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心理計量學

等領域的學者專家，極力於探究較佳且適當方法，期能診斷(diagnosis)
學生的認知、迷思概念(misconception)。例如：Brown & Burtin (1978)、
Brown & VanLehn (1980)以及 VanLehn(1981)發展了所謂 "DEBUGGY" 
的程式，偵測出學生在整數減法問題中，所犯下錯誤的類型；Tatsuoka, 
Birenbaum, Tatsuoka & Baillie (1980) 、Tatsuoka, Baillie & Yamamonto 
(1982)亦發展了能偵測學生在加減法中所犯下錯誤類型的程式。"BUG"
原來是臭蟲、昆蟲之意，引申為學生的迷思概念。 

對於學生學習的評量，往昔較多集中在成就性的評量，因為教師最

關心的是學生學會了多少；但從另一角度來看，診斷性的評量能使人了

解學生哪些地方不會，可提供教學評鑑回饋或補救教學之參考。 
認知診斷的方式很多，從質的方法言，較常見的是晤談(interview)方

式；從量的方法言，目前盛行於測驗界的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簡稱IRT)常為一般人所討論。除此之外，尚有試題關聯結構

(item relational structure，簡稱IRS)、潛在類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簡稱LCA)，以及稍早的S-P表(student-problem table)等，林原宏(民83)以
試題反應理論與試題關聯結構聯合分析，來探究國小學生之乘除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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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二者有共同發現、互補不足之功能。這些認知診斷模式，其統計的

理論方法與解釋角度有某些相同，這些認知診斷的理論方法亦各有優缺

之處。 
Tatsuoka (1987) 針對試題特徵曲線之差異，提出分析方法，來探究

不同試題所蘊含的認知結構，以及學生所可能存在的認知失誤。 
試題反應理論分析方法中，所得到的試題特徵曲線，除了提供試題

的特徵訊息(如難度、鑑別度等)外，從試題特徵曲線之形狀，亦可推論

出學生擁有的認知結構。本文試圖從試題反應理論之試題特徵曲線的差

異特性，探討學生不同的認知結構。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本文主要目的，除了介紹試題反應理論的認知診斷方

法，應用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指標，比較試題之間的差異，並以

Fischbein (1985)所提出的學生乘除迷思概念之「暗隱模式」理論為例，

進行資料分析探討，期能比較驗證，提供更進一步之解釋。 
一、探討應用試題特徵曲線於認知診斷之方法。 
二、應用Fischbein (1985)所提出的乘除概念之「暗隱模式」為應用實

例，進行資料實徵研究與評析。 
 
二、名詞解釋 

(一)試題反應理論 
又稱潛在特質理論 (latent trait theory, 簡稱LTT)，係假定個體在某一

測驗試題上的表現或反應，可由一個或一組因素來解釋，而這種因素是

觀察不到的，因而稱為「潛在特質」 (latent trait)。而試題反應理論是根

據受試者在試題上的實際表現，來分析試題的鑑別度、難度、猜測度等

測驗指標與受試者潛在特質關係的一種理論。 
(二)試題特徵曲線 
根據試題反應理論，可以分析出受試者的能力與其相對應之試題答

對機率，而試題特徵曲線就是「試題答對機率」對「受試者能力」的迴

歸線。因此，該曲線是表示受試者試題表現情形與潛在特質的關係，它

是一條遞增 (increasing) 的曲線，該曲線即為「試題特徵曲線」。 
(三)試題特徵曲線差異性係數 
本文中為便於敘述，將兩試題i 與試題 j 之△km(i, j) 或 △kk(i, j) 值

稱之為試題特徵曲線差異性係數。 
(四)潛在類別分析 
潛在類別分析最先由 Lazasfeld(1950)、Green(1951)、Anderson(1954)

及Ginbson(1959)等人所提出。如試題反應理論一樣，分析受試者答題機

率和潛在特質之間關係的一種心理計量學。但不同於試題反應理論者，

是假設受試者的能力或潛在特質為離散(discrete)的，其分析方法是先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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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受試者類別模式中的組數為已知，根據假定的組數，從受試者答題的

反應組型，來判斷類別模式的組數是否適配(fit)受試者的答題資料。 
 

貳、文獻探討 

一、認知診斷之相關研究 
「認知」一詞，是指個體經由意識活動對事物認識與理解的心理歷

程(張春興, 民80)。1970年代以來，認知心理學(cognitive psychology)興
起，逐漸發展成為心理學的主流，對教育界而言，是一項重大的改變。

而認知心理學的研究方法，也逐漸採取客觀、量化的數學模式，來解釋

人類複雜的認知行為，對教育界在學習行為方面的研究，諸多焦點集中

在認知失誤(cognitive bugs)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配合人工智慧、神

經網路等學科的興起，診斷測驗成為測驗界一項有待探究的領域。余民

寧(民83)亦認為，未來認知診斷測驗新的走向，是「根據某種認知科學

的理論為基礎，以該理論設計診斷測驗試題，再提出評量該理論的可能

IRT模式，以驗證該理論下的評量是否成立」。 
Tatsuoka (1983a，1990) 提出規則空間 (rule space)的數學模式概念，

用於診斷和偵測學生在算術四則的反應組型，其研究發現學生使用錯誤

規則(errneous rules)來解題，形成系統化的規律錯誤，即使答錯學生中，

其反應組型不一定相同。Tatsuoka (1983a，1990) 導出這些錯誤組型的理

論分配，稱之為「失誤分配」(bug distribution)。 
Tatsuoka (1983a, 1983b)根據某些錯誤的規則，來評定試題反應組型

(response pattern)。在此評分下求出能力值，再將這些錯誤規則的評分基

準下所得的能力值對應到笛卡兒積 (Cartesian product) 空間，此即為規則

空間。 
Tatsuoka (1983a, 1990) 所提出的規則空間概念，對於認知診斷有極

重大貢獻，教師可以透過結構化、系統化的測驗，分析出具有某種認知

失誤的學生，以便進行補救教學。雖然如此，Linn(1990)在評論此方法

時認為：「此方法僅適於結構良好(well-structured)的問題，對於非良好

結構的問題領域，其適用性有待進一步探討。」 
Tatsuoka (1987) 針對試題特徵曲線，提出一種客觀的方法，來診斷

學生的認知結構。其研究中首先對分數加法問題進行工作分析(task 
analysis)，得出七個主要的項目，並利用已有的電腦偵錯程式，分析出

學生所犯的錯誤規則，將試題分為四個群組(groups)。 
其次，Tasuoka (1987)把兩試題i和試題j之試題特徵曲線的相似程

度，以類似面積的觀念表示，其值如下： 
 

△km(i, j)＝ 2p pi j( ) ( )θ θ−
−∞

∞

∫ d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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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m 分別表示試題i、j所屬的群組，而 pi( )θ 、 pj( )θ  則分別表示

試題i與試題j的能力值θ，其對應的答對機率函數值。因此，同群組內的

所有兩兩試題的△kk(i, j)的平均值△kk，以及不同群組試題間的△km(i, 
j)值的平均值△km分別為： 

△kk＝
2

1( )( )n nk k − j i

n

i

n kk

= +=
∑∑

11

△kk(i, j) 

 
△km＝

1
( )( )n nk m j

n

i

n mk

==
∑∑

11

△km(i, j) 

 
其中nk  表示第k群組內的試題數，而  n  表示第m群組內的試題數。

Tasuoka (1987) 提出兩項虛無假設需以統計的方法加以考驗，分別如

下： 

m

一、H0：△kk＝△km     ，亦即考驗同群組內試題之間的 △kk 值，與

不同群組間試題之間的 △km 值是否有所不同。  
二、H0：△km＝△     ，其中△表示平行試題(parallel item)之 △km 

值，亦即不同群組試題之間的 △km 值與平行試題△值是否有所不

同。 
以上第一個假設考驗結果，如果拒絕虛無假設 H0 ，則表示第k群組

內的試題所蘊涵的認知結構不同於第m群組試題。而第二個假設考驗結

果，如果拒絕虛無假設 H0 ，則表示第k、m群組之試題有不同的認知結

構。 
其次，日本學者佐籐隆博 (1975)提出S-P表的相關理論，經過美國學

者的研究與實際應用，成為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學習評量的重要工具

(Tatsuoka, 1979;Harnisch & Linn, 1981;Harnisch, 1983, 1984;  McArthur, 
1987 )。 

S-P的分析植基於學生的反應組型，將學生實際的作答資料排列成矩

陣形式，縱座標依學生的得分高低由上而下排列，橫座標依試題答對的

難易由左而右排列，左邊是答對率高的試題，右邊是答對率低試題，這

樣的排列即形成所謂的S-P表，並可畫出S、P兩條曲線。 
從S-P表的資料，可獲得差異係數(disparity coefficient)及注意係數

(caution coefficient)。所謂差異係數是指「實際資料的S、P曲線所夾的面

積與隨機化的S、P曲線所夾面積的差距，再加以標準化的值」，此數值

表示S-P表全體受試非等質的程度。而注意係數分為學生的注意係數和

試題的注意係數二種，依據學生的注意係數和得分高低，一般可將學生

分為學習有效、努力不足、粗心和學習不穩、準備不足等四類；同樣

地，依據試題的注意係數可將試題分為適當、艱難、含異質和含不適當

異質等四種，但這只是大概的分類，亦有其他不同的分類(余民寧,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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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國內陳騰祥(民75, 民77)、呂秋文(民76)、許永洲(民77)、何英奇(民
78)、陳漢瑛(民80)、余民寧(民81)均為文介紹並做實際應用之研究，並

且發展軟體以利於資料分析。 
雖然S-P表具有診斷學生認知及分析試題優劣的功能，因其限於二元

計分以及指標的過於粗糙，使用上仍有待商榷，有待進一步發展。 
以上數種分析方法，是認知診斷上常用的方法。 
就數學上的認知而言，Mangan (1986) 認為，學生在某些數學上的迷

思概念是起因於問題的數學架構 (mathematical structure) 和學生本身架構

的不一致 。 Skemp (1971) 認為，完整的基模發展並不容易，當早期所

獲得的基模不完整時，會影響後來較複雜問題的解決，早期所獲得的基

模會防衛著較原始 (primitive) 的解釋，一旦這種現象發生而不當使用基

模時，往往產生若干的錯誤。 
Davis (1984) 亦認為，架構  (frame) 是一種個人的建構  (personal 

construct)，它能夠記錄  (encode)、貯存  (store) 和表徵訊息  (represent 
information)，這些架構是學生在明確定義的原則 (rules) 下來運作，然而

某些原則常是一種不成熟的形式，學生容易把他們廣泛且不適當的使

用，因而容易產生錯誤。Davis (1984) 認為，學生在數學上的錯誤行為

具有相當的規律性，而事實上，這種規律性有兩種，一種是許多不同的

學生所犯下相當標準化 (standard) 的錯誤，亦即相當系統化的錯誤類

型。另一種是學生個人本身所犯下具有規律性的錯誤，當一個人連續回

答一連串的問題時，即可看出此方面的錯誤。 
綜合以上所述，學生在數學認知上的錯誤，不是完全雜亂無章、隨

機的，從數學學習心理的本質，已有某些理論基礎存在；從認知診斷測

驗而言，值得去發展更佳的測驗與分析方法，來驗證已有的數學認知理

論。 

二、乘除認知概念之相關理論與研究 
由於教學上，乘除法是由加減法導入，若學生未能將乘除概念的基

模擴大，當乘除的結構不變，而數值型態改變，即會產生若干的錯誤類

型 (error pattern) 或迷思概念 (misconception) (林原宏, 民82; 楊瑞智, 民79; 
Bell et al., 1981; Bell et al., 1984; Ekenstam & Geoger, 1983)。Fischbein et 
al. (1985) 根據他們的研究和歸納以上現象，提出暗隱模式  (implicit 
model) 之解釋。 

Fischbein et al. (1985) 以623名五、七、九年級義大利學生為研究對

象，發現學生乘法的暗隱模式是連加 (repeated addition)，因此受限於被

乘數須為正數，且乘數須為正整數，所以產生了「乘法會使結果變大」 
(mulitiplication makes bigger) 的錯誤見解，當乘數為純小數時，則錯誤

率大增。此外，Fischbein et al. (1985) 認為除法的暗隱模式有兩種，一為

等分除方面，另一為包含除方面。在等分除的暗隱模式方面，除數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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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數，而且除數也小於被除數，以至於形成商數必小於被除數的錯誤概

念，即「除法會使結果變小」 (division makes smaller)；在包含除的暗隱

模式方面，係由連減法 (repeated subtraction) 導入，因此認為除數須小於

被除數。Fischbein et al. (1985) 在其研究中發現，除數的型態 (整數或小

數) 會影響除法的表現，當除數為小數時，則錯誤率亦大增。Fischbein 
et al. (1985) 認為，學生早期尚受到等分除暗隱模式影響，直到教學後，

才出現包含除的暗隱模式。 
暗隱模式亦稱為直覺模式 (intuitive model)，Fischbein et al. (1985) 認

為，欲了解影響某人對某些運算的暗隱模式，必須觀察此模式相對應的

行動，因此暗隱模式又稱為原始行為模式  (primitive behavior model) 
(Fischbein, 1990)。 

從暗隱模式可知，當學生認為題目運算符號須為乘除法，且結果量

要變大時，則盡量用乘法；反之，則用除法。而Fischbein et al. (1985) 亦
提出暗隱模式可能形成的原因，一為整數運算教學中的不完整概念，無

法產生適當的同化(assimilation)和調適(accommodation)，以至於根深蒂

固的概念無法重整，另一為反映了人類心靈活動之原始、基本的一面。 
在Fischbein et al. (1985) 的研究之前，即有相當多的文獻指出學生在

小數範圍乘除的認知失誤。 
英國的 CSMS 研究小組、Bell et al. (1981) 、Wirtz & Kahn (1982) 等

研究，均發現以上相同的錯誤情形。而Graeber et al. (1989)、Tirosh & 
Graeber (1990) 、Ball (1990) 針對實習教師進行乘除概念之探究，顯示支

持Fischbein et al. (1985) 的暗隱模式，研究者亦指出這些實習教師會把這

些錯誤概念教給學生。  
Mangan (1986)、Greer (1987) 、Kouba (1989)、Sellke, Behr & Voelker 

(1991)、Greer (1992) 、Graeber (1993) 的研究皆嘗試從不同變項來進行

研究，也都發現相同的類似結果並支持暗隱模式，且認為「乘數的數值

型態」、「被除數是否大於除數」、「除數是否為整數」是影響乘除概

念的重要因素，限於篇幅，於本文不再贅述。 
國內簡茂發、劉湘川 (民82) 在進行全國性「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基本

學習成就評量」研究中，亦發現學生對於小數範圍的乘除法算式方面，

存在著相當大的困難，另一方面亦顯示，有必要針對學生的小數乘除概

念再做深入之探討。 
艾如昀(民83)探究國小高年級學生小數處理的歷程與困難，發現除數

為小數的題目學生最感困難，原因乃在於小數的相關知識有某些認知失

誤；林慧麗 (民80) 沿襲了Kouba (1989) 的研究，亦與Kouba (1989) 觀察

相似，亦支持暗隱模式的存在。林原宏(民83)以國小五、六年級學生研

究對象，應用試題反應理論和試題關聯結構之聯合分析，其研究除了證

實暗隱模式之外，亦發現此兩種試題分析有其不同功能和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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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文獻，可歸納出數點：乘法方面，「乘數的數值型態」為

影響學生認知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除法方面，「除數是否為整數」以

及「被除數是否大於除數」，為影響學生認知結構的重要因素。由文獻

可知，學生在不同數值型態下，存在很多概念的認知失誤，但國內此方

面的測驗診斷研究文獻卻相當缺乏。 
國內正值國民小學數學科準備實施新課程，其中乘除法的教學也從

不同的學習與心理角度導入(甯自強, 民82a; 甯自強, 民82b; 甯自強, 民
83)，因此，配合認知診斷測驗的發展，進行認知診斷的分析，實有可

行之處。 
本研究即試圖應用 Tatsuoka (1987) 所使用的認知失誤診斷方法，來

分析學生乘除概念方面的認知結構。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文所使用分析的資料中，其研究對象是國小五、六年級學生，計

725名。資料來源，係取於林原宏(民83)施測所得的資料。 

二、研究工具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工具包括： 

一、進行資料分析之 586 Pentium PC 電腦。 
二、資料分析所需之ICCNP、SAS等軟體。其中ICCNP軟體係國內學

學者鄭富森(民83)根據其所發展之「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 of non-parameter)，撰寫而成之PC軟體。其理論限於

篇幅，讀者可參閱鄭富森(民83)一文。 

三、實施步驟 
本研究步驟敘述如下： 

一、進行試題反應理論之資料分析。 
二、根據ICCNP軟體輸出之資料，得到每道試題之各組能力值與其相

對應之答對率。 
三、求出兩試題i 與試題 j 之△km(i, j) 和 △kk(i, j) 值，由於ICCNP 軟

體係輸出每試題試題特徵曲線若干點之能力值，以及其對應之答

對率。因此本文中計算兩試題i 與試題 j 之△km(i, j) 和 △kk(i, j) 

值，係取其估計值。亦即△km(i, j) ≅ 2

1

1
1p p

p

s
xi p j p p p( ) ( )θ θ−

=
x

−
∑ −+ ，其

中s表示 
點數。以乘法試題為例ICCNP軟體將每道試題輸出14點，則第k組

試題i與第m組試題j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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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i, j)值約等於  2

1

13
1p p

p
x xi p j p p p( ) ( )θ θ−

=
∑ −+ 。 

四、進行變異數分析，並對乘除認知結構加以分析與比較。 
五、歸納整理並綜合討論。 
六、撰寫報告。 

肆、結果與討論 

一、乘法試題之分析 
 

表 1 乘法試題各群組之特性 
群組 試題 試題特性 

1 A10 、 B9 、 B24 、

A33、A26、B6  (共6
題) 

乘數為整數

2 A16 、 B33 、 B10 、

A1、A15、B21  (共6
題) 

乘數為帶小

數 

3 A29 、 A25 、 B18 、

B22、B31、A3  (共6
題) 

乘數為純小

數 

 
表1是指乘法各群組試題及其試題特性，由此可知，根據乘數的數值

型態(整數、帶小數或純小數)，可將試題分為三個群組。 
 

                        表 2 乘法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平均數 
     群組 
群組 

1 2 3 

1 .0264 .0817 .5713
2  .0591 .3637
3   .3083

 
                      表 3 乘法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標準差 

     群組 
群組 

1 2 3 

1 .0208 .0850 .4917
2  .0520 .3630
3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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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表示乘法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平均數，由表

2可知，同群組的試題，其平均數較低；而不同群組試題，其平均數較

高。表3表示乘法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標準差，由

表3亦可知，同群組的試題，其標準差較低；而不同群組試題，其標準

差較高。 
表2與表3的現象表示，同群組內的試題，其試題特徵曲線頗相似；

而不同群組試題，其試題特徵曲線則不相同。 
 

表 4 乘法試題「同群組之間」以及「不同群組之間」試題特徵曲線 
的差異性係數之變異數分析 

變異來源 自由度 離均差平方和 均方 F 值 
組間 1 1.3699 1.3699 10.5959** 
組內 151 19.5220 .1293  
全體 152 20.8919   

**P<.01 
 

表4為乘法試題「同群組之間」以及「不同群組之間」試題特徵曲線

的差異性係數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由表4可知，「同群組之間」試題

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低於「不同群組之間」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

數，且達顯著水準，此表示同群組之內的試題蘊涵著相同的認知結構。 

二、等分除試題之分析 
 
 

表 5   等分除試題各群組之特性 
群組 試題 試題特性 

1 A14、B26 (共2題) 不違反「較大數除以較小數」及「除

數為整數」原則 
2 B27、A11、A19 (共3

題) 
違反「較大數除以較小數」原則， 

不違反「除數為整數」原則 
3 A9、B7、B25、A4、

B32 
(共5題) 

不違反「較大數除以較小數」原則，

違反「除數為整數」原則 

4 B14、A6、B28、
A12(共4題) 

皆違反「較大數除以較小數」及「除

數為整數」原則 
 

表5是指各群組試題及其試題特性，由此可知，根據「較大數除以較

小數」、「除數為整數」兩個原則，可將試題分為四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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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等分除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

平均數 
群組

群組 
1 2 3 4 

1 .0155 .2834 .2777 1.0704
2  .4283 .1936 .6005
3   .0806 .3479
4    .0305

 
                               表 7   等分除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

標準差 
      群
組 
群組 

1 2 3 4 

1 .0000 .3110 .1618 .1407
2  .3585 .1944 .5124
3   .0769 .2188
4    .0252

 
表6表示等分除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平均數，由

表6可知，同群組的試題，其平均數較低，其中第二群組的試題特徵曲

線的差異性係數之平均數頗高；而不同群組試題，其平均數較高。表7
表示等分除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標準差，由表7亦
可知，同群組的試題，其標準差較低；而不同群組試題，其標準差較

高。 
以上表6與表7的現象表示，同群組內的試題，其試題特徵曲線頗相

似；而不同群組試題，其試題特徵曲線則不相同。 
 

表 8   等分除試題「同群組之間」以及「不同群組之間」試題特徵曲線 
的差異性係數之變異數分析 

變異來源 自由度 離均差平方和 均方 F 值 
組間 1 1.4958 1.4958 12.3067*** 
組內 89 10.8175 .1215  
全體 90 12.3133   

***P<.001 
 

表8為等分除試題「同群組之間」以及「不同群組之間」試題特徵曲

線的差異性係數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由表8可知，「同群組之間」試

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低於「不同群組之間」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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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且達顯著水準，此表示同群組之內的試題蘊涵著相同的認知結

構。 
 

三、包含除試題之分析 
 
 
 

表 9   包含試題各群組之特性 
群組 試題 試題特性 

1 B1、A20 (共2題) 不違反「較大數除以較小數」及

「除數為整數」原則 
2 A21、A27、B15 (共3

題) 
違反「較大數除以較小數」原

則， 
不違反「除數為整數」原則 

3 B4、A5、B20、
B30、B23    (共5題) 

不違反「較大數除以較小數」原

則， 
違反「除數為整數」原則 

4 A30、B29、A22、A2 
(共4題) 

皆違反「較大數除以較小數」及

「除數為整數」原則 
 
表9是指包含除各群組試題及其試題特性，根據「較大數除以較小

數」與「除數為整數」兩個原則，可將試題分為四個群組。 
 

                             表 10   包含除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

平均數 
     群組 
群組 

1 2 3 4 

1 .1000 .5654 .1267 .9308
2  .0288 .2816 .0797
3   .0477 .5601
4    .0491

 
                              表 11   包含除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

之標準差 
      群
組 

群組 

1 2 3 4 

1 .0000 .1850 .1098 .2982
2  .0140 .1189 .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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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337 .2336
4    .0352

 
表10表示包含除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平均數，

由表10可知，同群組的試題，其平均數較低；而不同群組試題，其平均

數較高。表11表示包含除試題各群組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標準

差，由表11亦可知，同群組的試題，其標準差較低；而不同群組試題，

其標準差較高。 
以上表10與表11的現象表示，同群組內的試題，其試題特徵曲線頗

相似；而不同群組試題，其試題特徵曲線則不相同。 
 

表 12   包含除試題「同群組之間」以及「不同群組之間」試題

特徵曲線的 
差異性係數之變異數分析 

變異來源 自由度 離均差平方

和 
均方 F 值 

組間 1 1.9481 1.9481 23.7028*** 
組內 89 7.3149 .0822  
全體 90 9.2630   

***P<.001 
表12為包含除試題「同群組之間」以及「不同群組之間」試題特徵

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由表12可知，「同群組之間」

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性係數低於「不同群組之間」試題特徵曲線的差異

性係數，且達顯著水準，此表示同群組之內的試題蘊涵著相同的認知結

構。 

四、綜合討論 
由以上變異數分析資料結果可知，乘除試題的「同群組之間」和

「不同群組之間」的試題特徵曲線差異性係數有所不同，顯示其蘊涵的

認知結構有所不同。 
根據Tatsuoka (1987) 的分析方法，以試題特徵曲線差異性係數進行

認知診斷，確實能驗證乘除認知結構，研究結果支持 Fischbein (1985) 的
暗隱模式。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介紹Tatsuoka (1987) 的認知診斷分析方法，並以 Fischbein 

(1985) 的暗隱模式為例，進行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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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試題特徵曲線差異性係數的變異數分析可知，乘除試題的「同群

組之間」和「不同群組之間」的試題特徵曲線差異性係數有所不同，顯

示其蘊涵的認知結構有所不同。 
整體言之，Tatsuoka (1987) 的分析方法，確實能有效地顯示學生的

認知結構和認知失誤，頗值得推廣應用和改進。 

二、建議 
(一)本研究根據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試題分析，利用Tatsuoka (1987) 
的分析方法，進行認知診斷。 
此方法係根據已有的試題群組或層次，使用變異數分析的觀點，考

驗試題特徵曲線差異性係數是否有所差異，藉以驗證試題群組或層

次是否呈現學生的認知結構或認知失誤，配合神經網路的快速發

展，此方面亦是未來研究值得再深入研究之處。 
(二)從研究過程的另一觀點言，試題歸屬於何種群組或層次，可根據

試題分析方法，例如試題關聯 
結構、詮釋結構模式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英國 CSMS 
研究小組的試題層次分析方法等 (Hart, 1981; 林福來, 民76; 高敬文, 
民78; 屠耀華, 民80; 許天維, 民84; 陳順宇、鄭碧娥, 民81; 劉湘川、

劉好、許天維, 民81)；或是根據已有的心理學等理論基礎，例如本

文中試題的分類、van Hiele 的幾何認知發展層次等。未來研究中，

採取何種層次方法，研究者需加以注意，以配合變異數分析分析結

果之解釋。 
(三)本文的試題的方法，係將試題分為若干層次，以解釋學生之認知

結構或認知失誤。從受試者群 
組觀點言，未來研究配合某些測驗的分析方法，如S-P表、潛在類

別模式 (latent class model) 等，以得知不同特質學生在試題上的反

應結果為何，加強結果之解釋。 
(四)根據本研究例子，學生之乘除概念有認知失誤存在，此方面之研

究結果，值得國民小學教育工 
作者重視。「認知衝突」 (cognition conflict) 的教學方式，近年來

頗受重視，其目的是幫助學生建構本身的概念。國民小學正積極實

施新課程，本研究的對象是接受舊課程的學生，而研究結果可提供

新課程實施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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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乘法試題之間之試題特徵曲線得差異性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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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cognition diagnosis by 

item characteristic curve .In addition to the method of cognition 
diagnosis,which was raised by Tatsuoka(1987),the author also gave an 
example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theory to verify i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this method of cognition diagnosis could 
prove this theory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The author also g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advanced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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