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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屬實徵研究，主要以國內學者鄭富森（民83）所發展之無參數試題反應理論為基礎，探討

該理論之等化模式應用在垂直等化情境的等化效益。所謂「無參數試題反應理論」是一種不以任何參數

而可以估算試題特徵函數的統計模式。根據此理論之等化模式，吾人可將在不同能力量尺上所代表相同

能力的放在同一量尺。 

研究結果顯示，無參數試題反應理論之適用性很高。吾人可真正比較受試者在相同或不同時間上

的數學能力，亦可確實了解受試者能力成長情形。 

 

教學情境中，為了獲得學生學習情況的訊息，測驗的實施是常用的方法。施測之後，將學生的

反應情形經由適當的量化程序，吾人可得到有關試題特質的估計值與學生能力的估計值（鄭富森，

民82）。當這些結果呈現之後，對於試題特質的估計值，吾人可據此瞭解試題的優劣情形，不良試

題剔除後，可將好的試題編製成題庫或進行其他如適性測驗、試題偏誤等研究；而一般較令人重視

的就是有關於學生的能力估計值（或分數）。教育行政當局根據這些結果評鑑學校辦學績效。學校

行政當局可以依此暸解每一位老師的教學效果。教師可藉此診斷學生學習障礙，實施補救教學。家

長除了關心自己孩子成績外，更常拿來與他人比較。   
當我們要根據教育測驗結果來評定學校、教師抑或學生時，應該考慮到「公平性」，亦即當我

們要將”相同或不同的團體或個人，在相同或不同時間，接受相同或不同測驗之結果"，作直接比較

時，這些測驗結果是否放在同一基準點（量尺）上。 
為了要使分數進行公平與客觀的比較，本研究試圖應用國內學者鄭富森（民83）所發展之無參

數試題反應理論，配合適當的試題連結設計方法，將周台傑、范金玉（民76）所編製之國小數學科

能力發展測驗進行垂直等化之研究。並擬針對研究樣本的數學能力做長期追蹤式的研究。在一適當

的發展量尺（developmental scale）上繪製學生能力成長曲線（growth curve）並了解研究有關母群遷

移（population shift）量尺移位的現象。 

 

 
由於無參數試題反應理論對於試題參數沒有任何形式的假設，因此無法利用試題參數來進行等

化工作。但是根據該理論所發展之電腦程式ＩＣＣＮＰ對於試題反應函數（受試者能力與得分期望

值之關係函數）的估計相當真實且令人滿意（簡茂發、劉湘川、許天維、郭伯臣，民82；陳怡欣，

民83；劉兆文，民83；林原宏，民84；許天維，民84），因此無參數試題反應理論是採用試題特徵

曲線法進行等化。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教育測驗評量與統計方法研究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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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其能力標準化為標準分數（平均數為０，標準差為１），亦即試題特徵函數中之第

五欄位。 
（２）繪製定錨試題之特徵曲線 

1、兩組不同受試樣本Ａ、Ｂ，分別接受不同的測驗ＴΑ、ＴΒ，分別得到θΑ、θΒ兩組能

力值。 
2、因為受試者的能力是以基本單位未知的等距量尺來描述，其能力是分佈於某一有限的

範圍之內。也就是所有受試能力都小於一個不是正無限大的上限（upper bound），也都

大於一個不是負無限大的上限（lower bound），亦即在能力基本單位未知情況下，無法

直接比較。 
（３）計算迴歸方程式 

1、由於試題特徵曲線只能依樣本的能力範圍來計算，而在能力只分佈於某一有限的範圍

之內的假設下，沒有取樣到的部份不會被估計到。例如圖二中，雖不同受試樣本是在相

同試題上反應，可能因為取樣的關係或母群遷移（population shift）現象使得兩條試題

特徵曲線沒有相重疊的部份，所以無法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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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無法等化的試題特徵曲線 

 
2、有重疊（可估算部份），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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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可以等化的試題特徵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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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兩樣本有重疊部份，因為橫軸（能力估計值）標準化過程會水平放大或縮小，所

以只能就縱軸（得分期望值）同一高度的點所對應的部份做等化。其假設是：對同一試題而言，能

力估計值相同的受試者應有相同得分期望值。至於找出對應點的方法，可利用直線插補法(linear 
interpolation)，依序求出所對應的能力估計值。 

       A1=B1   θA1----θB1 
       A2=B2   θA2----θB2 
         .           . 
         .           . 
         .           . 
       An=Bn    θAn----θBn 
求出兩組相對應且代表相同能力的能力估計值（θA與θB）之後，再利用迴歸法，將θA等化

到θB即可。 
在套裝軟體SAS/STAT中，可逕由PROC REG來進行迴歸方程係數的估計。如果定錨試題有K

題，則可估計出K組迴歸係數，求其平均值即可進行等化的計算工作。目前已有等化程式

EQUATICC（李文忠、李慶峰，民84）可供處理繁複的內插及迴歸係數的估算。 
至於迴歸方程式的求得，一般是採用一次迴歸方程式，若使用二次迴歸則所需估算的係數增

多，需要較大的樣本。至於整體迴歸係數的求得，除了可 
（1）先個別求出K組迴歸係數後再平均外，亦可 
（2）在K組相對應的能力值求出後，全部整合求得整體迴歸係數。 

本研究採用後者。 

 
本研究之研究樣本是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位於南投縣某國民小學五年級全體學生。因學期間

有少數學生轉出，所以三次施測時受試者總數不盡相同，分別為173、172及169人。而共有169位受

試者完整接受三次施測。 
至於為何挑選該校學生為樣本，主要是地利人和之便，可了解無參數試題反應理論之等化模式

在一般學生人數少的國民小學情況下之適用性。研究之結果亦可直接提供該校師生參考。 

 
本研究所採用的測驗是由周台傑、范金玉（民76）所編製之國民小學數學能力發展測驗（中、

高級）。該測驗適合目前國民小學使用，可用來鑑定特殊兒童、評估兒童數學能力及發展教學方

案。茲將該測驗簡介如下（周台傑、范金玉，民82）： 
國小數學科能力發展測驗之試題編製係參照我國現行數學課程標準，及各年級教學指引，擬定

命題計畫，做為命題範圍的依據。首先根據各年級、各單元之教學目標和行為目標，以及各單元之

難易程度和性質，編製以單元為經，以概念、計算、應用之性質為緯的雙向細目表，做為命題時題

數之依據。然後根據雙向細目表和試題編製原則，編製該測驗之數學能力結構及行為目標，同時編

擬試題，因此該測驗內容以國民小學課程的三大領域：數、量、形為主，並包括兒童處理數學問題

的四種過程：加或減、乘或除、四則混合、推理；問題解決應用在在五種生活範疇：金錢、測量、

時間、統計圖表及情境推理。再依此三大領域、四種過程、五種應用範疇分別依各冊、各單元編製

概念類（測驗一）、計算類（測驗二）、應用類（測驗三）的題項。 
試題編製完成後，分別敦請數學系教授、數學課程編製專家及資深國小數學教師數人作初次審

定，研究人員綜合各專家意見後，再度請測驗編製、數學教育等專家及資深國小數學教師數人進行

第二次審定，審定之意見做為編製預試試題之依據。再進行預試、項目分析後編製成正式題本。 
該測驗中、高級分別適合國小中、高年級學生使用。本研究之試題來源即根據測驗中適合四、

五年級之題本，按照成長導向的試題連結設計（王立行、周東山，民83）方法加以重新編製成三次

施測的試卷。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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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成長導向的試題連結設計圖 

 
根據以上之試題連結設計，第一次與第二次試卷中有36題定錨試題，第二次與第三次試卷中有

34題定錨試題，而三份試卷共有的定錨試題有六題。此六題定錨試題可做為檢驗垂直等化效益之依

據。  

 
本研究共分三次施測，學生在這三個時間點分別完成一個學期的學習內容進度，其時間如下： 
第一次：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上旬，亦即受試者剛進入五年級上學期之初。 
第二次：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下旬，五年級上學期學期末。 
第三次：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下旬，五年級下學期學期末。 

 
（一）資料建檔：本研究三份試卷的計分方式全部採用二元計分模式，答對得一分，答錯得零

分。三份試卷的題數及有效受試人數如下表所示： 

 
表一 有效樣本數、題數及定錨試題數一覽表 

試卷別 試卷題數 有效受試人數 定錨試題題數 所佔比率 

試卷一 53 173 6～36 11﹪～68﹪ 

試卷二 64 172 6～36  9﹪～56﹪ 

試卷三 64 169 6～34  9﹪～53﹪ 
 

（二）試題分析及統計分析：本研究主要以ICCNP進行試題分析。而相關統計分析如因素分析檢

驗單一向度（unidimensionality）、IRT信度及圖形繪製等則採用SAS
統計套裝軟體。 

 

 
本研究有關試卷單一向度之檢驗是使用因素分析繪製因素陡坡圖，並依據Reckase（1979）、

Lumsden（1961）及Lord（1980）的指標加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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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試卷二因素陡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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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試卷三因素陡坡圖 

 
根據以上陡坡圖可看出，三份試卷中均有一因素顯得特別突出，表示三份試卷均頗符合單一向

度之假設。以下再根據相關指標加以探討。 

 
表二 單一向度指標表 

 λ1 λ2   λ3 λ1占全體總變異% λ1/λ2 (λ1-λ2)/(λ2-λ3) 
試卷一 9.81 2.10 1.59 18.51  4.67 15.12 
試卷二 14.22 1.93 1.67  22.22 7.37 47.27 
試卷三 14.44 2.27 1.59 22.56 6.36 17.90 

 
Reckase（1979）認為λ1至少應佔全體變異量百分之二十，始能確信為測量單一向度能力，而

從λ1占全體總變異百分比來看，三份試卷分別為18.51、22.22、22.56。 
根據Lumsden（1961）所提供之指標λ1/λ2，一般需要在兩倍以上，其比率分別為4.67、7.37、

6.36，符合單一向度之假設。 
以Lord（1980）所提供之指標(λ1-λ2)/(λ2-λ3)可知其比率為15.12、47.27、17.90。指標愈大

則表示愈符合單一向度之假設，因此此三份試卷頗能符合單一向度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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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三份各試題之答對率陳列於下表中。 

 
表三 三份試題之答對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 .838 .780 .751 .502 .647 .549 .664 .630 .768 .820 .595 .341
二 .674 .546 .784 .819 .529 .889 .627 .656 .691 .575＃ .598＆ .837
三 .769＃ .674＆ .668＊ .272※ .715§ .775☆ .840 .905 .467 .804 .514 .50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595 .653 .699 .560＃ .445＆ .815 .578 .809 .872 .635 .497 .589 

.918 .575 .726 .529 .459 .662 .348 .883 .296 .540 .715 .546 

.650 .396 .692 .272 .479 .650 .603 .863 .715 .420 .532 .639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一 .549 .606 .855 .739 .809 .583 .624 .612 .572 .427 .497 .410＊

二 .889 .802 .819 .732 .645 .680 .645 .470 .622 .517＊ .127※ .604 
三 .532 .355 .715 .763 .757 .781 .781 .615 .668 .526 .739 .633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一 .190※ .560 .543 .526 .358 .491 .300 .393 .450 .658 .560 .624
二 .755 .738 .517  .593 .546 .639 .511 .488 .418 .610 .790 .668
三 .573 .573 .562 .497 .461 .479 .526 .562 .674 .627 .479 .550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一 .497 .647 .578 .456§ .508☆        
二 .784 .523 .703 .441 .668§ .598☆ .691 .616 .593 .651 .558 .325
三 .538 .337 .603 .236 .313 .343 .473 .544 .532 .662 .289 .479

 
 61 62 63 64 

二 .430 .476 .296 .412 
三 .461 .325 .372 .775 

＃＆＊※§☆：代表共同之六題定錨試題 
從上表之難度分析可知，試卷一的試題難度介於0.190至0.872之間，試卷二的試題難度介於

0.127至0.918之間，試卷三的試題難度介於0.272至0.905之間。而共有的六題定錨試題之難度值有五

題均逐次增加，表示學生能力成長後試題會顯得容易一些。第四題由於屬記憶型題目，因此其難度

值稍降。 
整體而言，各卷試題試題難度分佈廣，三份試卷難易適中。 

 
在古典測驗理論裡，一般所謂的信度（Reliability）通常定義為真實分數的變異數σ2

T與觀察分

數變異數σ2
X所得的比值。即信度ρxx'為： 

ρ ρ σ
σ

XX XT
T

X

'= =2
2

2  

但是由於真實分數Ｔ是未知量數，早期都是間接以重測、複本及內部一致性的方法來求得。無

參數試題反應模式的主張是真實分數等於觀察分數的期望值，即Ｔ＝ε（Ｘ），並特別考慮期望值的

估算過程中加入試題特性和受試者特性。此種主張可以直接經由數學方法估算試題信度，亦可計算

總分信度，即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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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１，Ｘ２， ...，Ｘｎ為ｎ個試題的觀察分數時，真實分數 且( ) ( )T X Xi
∧

= = ∑ε ε

( )ε E = 0 。因此，T的估計值T
∧

可順利求出，故無參數試題反應模式的測驗總分信度ρ2
XT 可以表示

如下：（許天維，民84） 

ρ
σ

σ
2

2

2XT
T

X

=
∧

 

下表是三份試卷各試題及傳統總分的信度。本研究中求取試題及傳統總分信度時，視受試者之

IRT分數（能力值）為受試者真實分數。 

 
表四 三份試卷試題總分信度一覽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一 .0649 .0798 .0950 .1447 .1311 .1325 .1538 .0689 .1848 .1594 
二 .2437 .2013 .1396 .1216 .2249 .1020 .2261 .2798 .1152 .3206＃

三 .2768＃ .2560＆ .2422＊ .2811※ .1253§ .1393☆ .1397 .1225 .2168 .1197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一 .1359 .1412 .2071 .2652 .1696 .4010＃ .1515＆ .2749 .1443 .3086
二 .3861＆ .2029 .1511 .2023 .1582 .3066 .2859 .2550 .0536 .1186
三 .2302 .3334 .2031 .0165 .1784 .1381 .2090 .2701 .2879 .1885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一 .2205 .2208 .3220 .0784 .2541 .1046 .3163 .3817 .2638 .2502 
二 .0169 .1269 .3384 .1809 .2324 .3710 .2829 .2535 .0904 .1183 
三 .1804 .3130 .3086 .2900 .2796 .0459 .1976 .2628 .3338 .2938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一 .2795 .0988 .3271 .0733 .2756 .0663＊ .0563※ .2541 .2026 .2888 
二 .3600 .0623 .3830 .2135＊ .0936※ .2687 .2828 .3870 .3767 .3686 
三 .1821 .1311 .1792  .1862  .3503 .3969 .3305 .3147 .4985 .3433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一 .1926 .3039  .1149 .0363 .1510 .3253 .1600 .2383 .2242 .1175 
二 .2142 .2634 .1478 .1565 .1325 .3062 .3450 .2817 .2317  .2416 
三 .1225 .1971 .3571 .2077 .3020 .4288 .2708 .4349 .1239  .1943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一 .1839 .1535§ .1894☆        
二 .1272 .1603 .2181§ .2953☆ .2632 .4190 .3660 .3736 .3149 .1780 
三 .3048 .0727 .2076 .1781 .2692 .2588 .3343 .2125 .0915 .2738 

 
 61 62 63 64 總分 

一     .9945
二 .2300 .3065 .0614 .0849 .9960
三 .2869 .1461 .0426 .1280 .9970

＃＆＊※§☆：代表共同之六題定錨試題 

 
比較發現大部份試題之ＩＲＴ信度均相當高，屬優良試題。有幾題信度較低，屬不良試題，可

能是因為教材修訂，某些題目尚未學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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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原則分類，可得以下分類表： 

 
表六 學生能力成長情形分類表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人數 95 8 8 47 9 2 
百分比 56.21 4.73 4.73 27.79 5.36 1.18 

 
由上表可知，在三個不同時間點的施測結果中，持續進步的學生有95人，佔了56.21%；而持續

退步的學生只有2人，佔1.18%，可見進步的學生居多。值得注意的是，有進步的學生（如第一類及

第四類）共佔84%，可見大部分學生均有進步。而且進步的學生廣泛分佈於各個能力值區間，亦即

並非高能力者才有持續的進步。教師或家長應以此為根據，深入了解個別學生的成長情形，加以輔

導。 

 

本研究基本上係屬縱貫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以研究者本身所服務之國民小學五年級在民

國八十三年九月上旬、八十四年一月下旬及六月下旬，三次施測的測驗資料，檢驗無參數試題反應

理論之等化模式的適用性及效益。研究結論顯示如下：  
一、單一向度的無參數試題反應模式相當適合本研究的樣本資料。 
二、無參數試題反應模式在小樣本（170人）、二元計分模式及沒有局部獨立情況下，所估算

之試題特徵曲線函數相當合理。利用試題特徵曲線進行垂直等化，結果令人滿意。 
三、等化後，三次施測之「受試能力分佈圖」之曲線位置及形狀有所不同，表示全體受試能力

成長且個別受試能力成長幅度不一。 
四、垂直等化時，直接等化與經由第三者等化，定錨試題多寡與等化誤差關係發現，使用六題

定錨試題的誤差少於三題，而隨機使用一題定錨試題所造成的誤差居次，有0.086671。 
五、垂直等化時，能力值與等化誤差關係曲線均呈現凹向上，亦即在中能力區的誤差較小。但

是定錨試題多寡與等化誤差並沒有絕對的關係。題數越多所獲致的效果較穩定。若使用性

質優良的試題，只使用一題進行等化，其誤差亦可很小。 
六、使用本研究建立之等化分數迴歸方程式，公平地比較”相同或不同受試者於相同或不同時

間接受相同或不同測驗”所得之成績。 
七、使用無參數試題反應理論之等化程式ＥＱＵＡＴＩＣＣ進行等化，提高等化工作效率。 
八、教師與家長應以學生個人長時間的表現為依據，或與能力範圍接近的學生比較，如此對學

生才有真正激勵作用，也才能根據學習障礙實施補救，落實個別化教學。 
九、能力持續成長的受試者最多，佔了56.21﹪，持續退步的受試者最少，只有2人，佔1.18%。

0基於上述之結論，提出以下之建議： 
一、擴大研究範圍，建立國小數學科能力發展測驗（初、中、高級）之等化分數，拓展該測驗

之適用範圍。 
二、保持對受試者追蹤，繼續下一階段的施測，建立學生能力成長之迴歸模式，研究實徵能力

估計值與期望能力估計值之差異。 
三、以相等試題或平行試題進行等化，並以相同試題等化進行比較。 
四、使用無參數試題反應理論建立大型題庫或編製適性測驗時，可使用本模式提昇測驗效益。 
五、修改測驗中不適合目前教材內容之題目，使符合現行課程標準。 
六、將來根據新課程標準發展新測驗時，可使用本模式舊測驗建立等化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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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本等化模式進行其它學科或問卷量表之等化研究。 
八、針對不同試題特徵曲線類型（許天維，民84）進行等化，比較其等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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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quating model based on non-parametricitem response theory.The non-

parametric  IRT is a stastistical model that allowsus to estimate item characteristic curve  (ICC) in a non-

parametric  format.Then,the equating model, based on non-parametric IRT,applies the estimated ICC to setall 

ability parameters in a common scal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nonparametric IRT is high. We 

could compare the abilities among persons at the same(or not the same) time and exactly realize the growth of 

one's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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