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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層次分析法在國小數學科上的應用 
 

劉湘川  許天維  林原宏  郭伯臣 

 

摘  要 

 
    近年來，教育部有鑑於目前教育上有智育偏重的缺失，提出成績考

評五分等第制的構想，不過其公平性受到廣大的質疑，國內學者因而相

繼提出修正的意見，但感覺上偏重「量」的意義 
    很多研究文獻顯示數學科教材內容具有層次性，例如學者蓋聶的學

習階層說，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等等，因此試題的內容亦必有難

易層次的存在，成就測驗的結果，應可運用統計的手法加以分出層次，

本研究試圖利用英國CSMS小組所發展出來的分析方法來顯示層次，此

種方法稱為「試題層次分析法」，此種層次，配合數學科專家解釋其測

驗內容，可以得到每一層次中試題上之「質」的內容，如此分析出來的

等第不但具有量的意義，亦存在質的意義，不過避免學生「另有架構」

所造成的錯誤樣本，本研究亦建議用佐藤 S-P 表來篩選，以獲得更準

確的資料。 
 

壹、緒  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英國數學教育學家 R.R.Skemp 主張數學教育需重視學生的心理程序

（林義雄、陳澤民，民74），為理解學生粗略的學習心理狀況、學習成就狀

況，一般以測驗為手段最為便捷，尤其是大規模的評量。受傳統教育的影響

今日學校之測驗均以百分制來計算成績，歐美國家則以Ａ、Ｂ、Ｃ、Ｄ、Ｅ

等第來訂定成績。近年來，國內教育當局也醞釀以五分等第制來評量成績，

但其方法只不過依百分制加以分組而已（陳順宇、鄭碧娥，民81），亦有學

者主張採用Z分數、T分數來區分學生等級，但這些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只有

量方面的相對比較意義，缺乏質方面的實際內容意義。英國ＣＳＭＳ小組

（Hart,1981）曾以量的方法分離出兒童理解層次，井然有序，內容豐實，獲

得很好質的效果。其次，教育部委託國立臺中師範學院辨理「八十一學年度

國民教育階段國小數學科學生基本學習成就評量」（簡茂發、劉湘川等，民

82），所花費的經費相當可觀，動用的人力與物力皆相當龐大，其抽樣受測

評量的學生數高達一萬五千人，建檔相當完整，是絕佳驗證測試的資料。本

文的主要目的，即參考英國ＣＳＭＳ小組分層次的想法，發展所謂「試題層

次分析法」（item rating level , 稱為IRL），來分析「八十一學年度國民教育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教育測驗評量與統計方法研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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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國小數學科學生基本學習成就評量」，以獲得五個層次，以及各層次中

學生的知識內容，並依照層次賦予等第，如此的等第，才有其正的意義，同

時兼具診斷的功能。 

二、待答問題 

    本研究旨在回答各下列問題: 
1. 探討試題層次分析法可以從測驗的結果中獲得那些訊息？ 
2. 探討試題層次分析法分析結果是否適用於改進五等第評分法？ 

三、研究限制 

    蓋因本研究論文的主要目的，係探討測驗評量理論的運用功能，研究中

做為分析對象之測驗的編製與測驗的結果資料均認定其合乎理想，而依此事

實進行推理，任何不正常技術疏失，不在本論文討論的範圍內。亦即，本研

究方法只能視為一種「驗證測試」。 
    研究中之測驗資料有甲、乙、丙三卷，按理應先將三卷資料應用「等化」

（equating）技術做連結，限於時間因素，國立台中師範學院之研究小組目前

處理尚未完成，所以本研究受此限制，只能就各卷的資料分別處理方式加以

解決。 
    本研究的試題以選擇題居多，受測學生是國小五年級，年紀較小，且受

作答時間的拘束，作答反應較不穩定，所以只有對不合理樣本盡力的篩選，

但仍受限制。 

貳、試題層次分析法的內容及其文獻 

一、試題層次分析法的內容 

    學生經過測驗，統計所得的資料，為了讓主事者掌握全盤層次上的粗略

的狀況，就是需要層次分析。試題層次分析法首先見於英國ＣＳＭＳ小組為

分析學生的理解層次所發展的方法（Hart, 1981），其方法就是將測驗的試題

分成若干組群，每一組群代表一個層次且需符合以下的條件： 
1. 難度相近。 
2. 試題間的齊性係數 (homogeneity coefficient) φ值，在可接受的範圍

內。（約 0.4 左右） 
3. 同一層次內的試題與較易及較難層次的試題，應該都可以利用φ值或

Ｈ值互相連貫 (link)。 
4. 具有一致性的數學特性。 
5. 學生若答對該層次試題三分之二以上，則算通過該層次。通過某一層

次的學生，應同時通過所有比此層次為低的層次，否則成為錯誤的學

生樣本，錯誤的學生樣本不得超過百分之七。 
6. 對同樣年齡群的樣本，如果用同樣的方法來分析，應該沒有很大的差

異。 
    在第 5 項中，指出錯誤的學生樣本不得超過百分之七的理由有二種，其

一是測量誤差，另一則是學生可能有自身的「另有架構」 (alternative 
frameworks)，即學生在當代社會文化的環境背景影響衝擊下，自行建構

(construct)有別於教材或其教師的概念與解法（不管對或錯）。另有架構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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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方法，可以利用佐藤 S-P 表所得的學生注意係數 (caution index) 的異質性

來篩選（佐藤隆博，1982）。 
    依照上述方法分完層次後，就必須決定所有學生的所屬層次，其決定原

則是：刪除錯誤的學生樣本後，學生第一個沒有通過之層次的低一層次，就

是該生所屬的層次。按此項原則分層次就可以知道學生之理解層次的分布狀

況。 

二、試題層次分析法的相關文獻 

    在我國，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林福來教授在進行「國中生比例、旋轉、平

移概念發展的研究」時，首度引用分層次的方法，（林福來，民76）。隨後，

屏東師院高敬文教授、師大屠耀華教授、台中師院劉湘川院長以及成大陳順

宇教授在概念發展的研究上使用，（高敬文，民78；屠耀華，民80；劉湘川、

劉好、許天維，民81；陳順宇、鄭碧娥，民81）。陳順宇、鄭碧娥的研究中，

分層次原則以學生若答對該層次試題二分之一以上，則算通過該層次，不過

這種分法，對該測驗成績而言，解釋能力很強。可見針對研究的需要，得作

必要合理的調整分層次方法。 

參、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樣本及試題編製 

    本研究學生樣本之取得，主要是採用以縣市為單位進行分層隨機柚樣，

為使測驗達到每一學習單元均有試題，並為防止作弊起見，而將試題分成甲、

乙、丙三卷，其中試題題數及有效受試人數請參見表一，至於抽樣及試題編

製的詳細過程請參閱「八十一學年度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基本學習成就評量國

小組數學科試題編製及抽測結果報告」 （簡茂發、劉湘川等，民82）。 
 

表一  有效樣本數及題數一覽表 
 試 卷 別   試  題  題  數  有效受試人數 
    甲 48（含兩題計算題）      5602 
    乙 48（含兩題計算題）      5602 
    丙 48（含兩題計算題）      5258 
  合  計 144     16462 
 

二、研究步驟 

（一）製作試題答對率莖葉圖表：本研究依甲、乙、丙三卷的答對率製作

莖葉圖表。 
（二）試題分層次：本研究按照以往文獻分層次的原則，分出層次後，必

須檢驗其相關性的問題與解釋程度的問題。 
（三）解釋分層：由試題分層次的結果，歸納性質並加以解說。 
（四）提出結論與建議：根據解釋歸納，闡述重要訊息作成結論並提供所

發現的建議。 
    由上述之分析後，再行依其相互間的關係，做一個總結，以作為後續研

究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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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試題層次分析法過程 

一、試題層次草圖的製程 

    首先依試題答對率的高低，製作甲、乙、丙三卷的次數分布與累積分布

的莖葉圖表，如表二： 
 

表二  試題反應答對率莖葉圖表 
 十位  甲 卷 個 位  乙 卷 個 位  丙 卷 個 位  次數  累積次數 
  0       0       0  
  1  8  9        2       2  
  2  89  3     499     6       8  
  3  12378963  336     178    12      20  
  4  0034567  34777899  489    18      38  
  5  346  244567     000022334447   22      60  
  6  01133455799  0112344778  00111266777   32      92  
  7  00111333569  00023366777  123467    28     120  
  8  333  027  344569    12     132  
  9  01  001  0    6     138  
 
 
由此莖葉圖可以看出試題答對率介於18%～91%之間，沒有斷層現象，中間

的差距亦十分平均。其次，依上圖累積分布的情形，按試題答對率的高低，

大約每10%～15%之間的答對率差距，簡單的分成五組，製作試題反應答對

率層次區間表草稿，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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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試題反應答對率層次區間表草稿 
 層  次  答對率區間        題        號  題數

 
 level 1 

 
 75％以上  

甲卷：1,3,8,10,14,17,18,34 
乙卷：7,8,9,10,12,14,22,23,26,27,29 
丙卷：4,6,9,11,22,28,29,30,46 

 
 28 

 
 level 2 

 
 66％～74％ 

甲卷：6,7,9,11,20,23,28,33,40,43,45 
乙卷：3,5,17,19,30,33,38,45,46 
丙卷：2,17,20,21,25,32,38,39,45 

     
 29  
     

 
 level 3 

 
 54％～65％ 

甲卷：4,12,16,19,25,27,29,31,32,41 
乙卷：6,15,16,20,21,25,28,34,37,39,41,43 
丙卷：3,5,7,10,19,23,24,27,31,37,43 

     
 33  
     

 
 level 4 

 
 39％～53％ 

甲卷：2,13,15,21,30,36,37,42,46 
乙卷：2,4,18,31,32,36,40,42,44 
丙卷：1,12,14,16,18,26,35,36,41,42,44 

     
 29  
     

 
 level 5 

 
 38％以下  

甲卷：5,22,24,26,35,38,39,44 
乙卷：1,11,13,24,35 
丙卷：8,13,15,33,34,40 

     
 19  
     

 

二、試題間的齊性係數 

    根據上述草稿上各卷的層次與題號，計算各卷任意兩題間的齊性係數 
(homogeneity coefficient)，其公式為： 
 

φ =
−

+ + + +
ab bc

a b c d a c b d( )( )( )( )
 

 
此公式中 a 表試題甲與試題乙均答對的人數， b 表試題甲答錯但試題乙答

對的人數，c 表試題甲答對但試題乙答錯的人數，d 表試題甲與試題乙均答

錯 的 人 數 ， 亦 即 ：

對

對

錯

錯

a

b

c

d

    試 題 乙

試

題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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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此公式所求得之齊性係數表，請參閱附錄。其中丙卷第14題的齊性係數

為負，故必須刪除。 

三、試題層次的學生分布 

    由於試題的性質屬於成就測驗，很多題目設計時儘量考慮保持試題的單

維性 (unidimensionality)，尤其是愈高的年級。所以分層次時不必像英國ＣＳ

ＭＳ小組的處理方法，特別強調在任意兩題間的齊性係數保持在0.4 左右，

但是仍必須注意滿足「如果學生在某層次中可答對2/3以上的題目，就應該在

較簡單層次的題目答對2/3以上的題目，否則就成為錯誤樣本，此時錯誤樣本

不得超過7%，如果超過7%，層次的分類就必須重新調整」（Hart, 1981）。 
    經過電腦處理的結果錯誤樣本為9.8%，雖然較英國ＣＳＭＳ小組的所定

辦法為高，但因其測驗對象相當於我國國中一、二、三年級（屠耀華，民80
年），比我國國小五年級學生年齡大，當然答題的穩定性就比較高，國內的

研究亦有相同的結果（高敬文，民78年；劉湘川、劉好、許天維，民81年），

而且本研究的試題性質屬於選擇測驗題，容易猜測答案，也是造成錯誤樣本

高的原因。另外，由於本成就評量試卷甲、乙、丙的難易度分配不均，每一

層次要答對2/3以上，造成有的層次之試題數可以整除，有的層次無法整除，

試題數無法整除時用四捨五入處理，亦會造成計算性的錯誤樣本，如果在同

一個試卷分析且試題數夠多就不會有此現象。除此之外，這些錯誤樣本中，

可能有一部分是來自學生本身的「另有架構」frameworks 所造成的。檢驗的

方法，應運用佐藤的 S-P 表分析，亦即藉注意係數 (caution index) 的異常而

獲知，（佐藤隆博，1982）。如果將此種學生刪除，錯誤樣本就會減少，是

否如此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總之，本研究之錯誤樣本還是在容許的範圍內。 
    最後必須處理每一位受試者所屬的層次，其界定原則有三： 

1. 不通過任何層次者屬於第 0 層次。 
2. 通過層次1, 2,…, n. 而不通過第 n+1 層次者，屬於第 n 層次。 
3. 錯誤樣本略去不計。 

    根據此項界定原則，可得各層次受試者人數的統計表： 
 

表四  各層次受試者人數的統計表 
 層  次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甲卷人數   1180   1300     823    1029     618    195   
乙卷人數   1543   1469     783     833     217    104   
丙卷人數    571   1008    1126     600     881    478   
總 人 數   3294   3777    2732    2462    1716    777   

 
以此種方式分層，解釋能力很強，其判定係數甲卷為0.8528、乙卷為0.7905、
丙卷為0.8489。 

四、在試題層次上的學生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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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研究資料龐大，受限篇幅，要來闡述所分層次的理解全部內容，

殊非易事，茲僅敘述「形」方面有關的反應結果，以供參考。 
 

表 五  各層次試題理解反應的教材內容 
層次      題     號      理    解    的    教    材    內    容 

 
 1 

甲卷： 
乙卷：29 
丙卷：28 29 30 

‧能計算線段長度         ‧知人身高的大約值 
‧能以尺量長度 
‧有尺之大小感覺 

 
 2 

甲卷：40 43 
乙卷：30 33 38 
丙卷：32 38 39 

‧能以外觀識別平行       ‧能由外觀識別長方體面之 
‧知長度的減法             個數及展開圖 
‧知正方形的面積         ‧知正方體邊的平行 
‧知長方形面積公式的應用 

 
 3 

甲卷：41 
乙卷：34 37 41 43 
丙卷：31 37 

‧能識別角之大小並知平角 ‧知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能由外觀識別四邊形     ‧知對稱圖形的對稱邊 
‧知長方形面積的和       ‧知長方體邊角的個數 

 
 
 4 

 
甲卷：42 
乙卷：31 32 36 40 42 
丙卷：35 36 41 42 

‧知「對應角」意義       ‧能由外觀識別平行四邊形 
‧知各種三角形的意義     ‧識別三角形的線對稱 
‧能選不能圍三角形的線段 ‧能計算體積 
‧能計算多邊形內角和     ‧能換算體積單位(cm3→m3) 
‧知圓直半徑性質         ‧知球的剖面圖 

 
 5 

甲卷：39 44 
乙卷：35 
丙卷：33 34 40 

‧能識別點對稱圖形   ‧能面積單位互換 
‧能由半徑求圓周長   ‧知長方體邊的平行與垂直關係 
‧知面積間倍數關係   ‧知繞長方體的周長 

    由上表可知，在「形」方面每一層次不會什麼，會了什麼，例如達到第

四層次 (level 4)的學生對於識別點對稱、半徑求周長面積間倍數關係能面積

單位互換、長方體邊的平行與垂直關係、繞長方體的周長等第五層次 (level 5)
的內容就不清楚，而第四層以下的數學教材內容已達理解程度。其次，由表

四可知達到第五層次的人數只有 777人，有必要加以反省與檢討。 

伍、結論與建議 

    綜合前述以學生答題通過率所建立的完整試題層次，經分析後可以歸納

出主要的發現與結論如下： 
一、由試題層次分析法所建立的五等第評分，可以獲得學生等第的實質內

容。本研究發現以總分所建立的一般五等第評分法只能獲得能力的相

對位置，無法說明例如總分有一分之差時為何有兩等第大落差的現

象，而試題層次分析法卻能告訴出兩等第落差的實質內容的能力差距。 
二、由試題層次分析法所建立的五的等第層次，可以知道每一等第層次的

分布人數。本研究發現每一等第層次的分佈人數，給予教學者與教育

行政人員獲得學生學習情況量的訊息。 
三、由試題層次分析法所建立的五個實質內容的層次，可非常清楚獲知哪

些內容較簡單，哪些內容較難。 
四、由試題層次分析法所建立的五個實質內容與教材地位圖比較，可獲知

未達教學目標的項目與人數的分佈，可以作為改善教學的依據。例如

由表五與教材地位圖對照比較，可以標示出學生第四層次不會的內容

位置與未達教學目標各項目人數，以供檢討過去策勵將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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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基於上述的結論，提出以下之建議： 
一、實施五等第成績制可以考慮使用此種方法，可說服每一等第間實質內

容的差距。 
二、建議本法所得的結果，應進一步分析學生的van Hiele 水準五個層次

(Wu,1994) 並做一比較，可應用van Hiele 學習五階段增進教學效果，

提昇Van Hiele 水準。 
三、本法採用試題通過率大小來分五等第的層次，建議將來改換成 IRT所

得之試題總體難度來施行（許擇基、劉長萱，民81；湘川、許天維、

郭伯臣，民82；鄭富森，民83；芝祐順，1991；Hambleton, R.K.,& 
Swaminathan, H.,1985），並加以比較何者較為合適。 

四、本法所得的結果與 IRS 法（竹谷誠，1991）或 ISM 法（佐籐隆博，

1982）或知識結構分析法（Knowledge structure analysis; 參見鄭富森，

民82）相配合，可獲得更明確的學生認知結構。 
五、五、本研究未進行三試卷等化，而產生三卷個別以通過率為共通尺度

來分層，易造成不準，建議日後如有類似的設計時，宜加以等化後再

進行本法的分析，如此可得更完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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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甲卷 level 1 
 
Correlations:  MA1        MA3        MA8        MA10      MA14       MA17        MA18       MA34 
 
  MA1       1.0000      .2360**    .2513**    .2483**    .3380**    .2729**     .2663**    .3095** 
  MA3        .2360**   1.0000      .1944**    .2173**    .2431**    .2546**     .2243**    .1974** 
  MA8        .2513**    .1944**   1.0000      .2169**    .2712**    .2371**     .2077**    .2528** 
  MA10       .2483**    .2173**    .2169**   1.0000      .3119**    .3026**     .2842**    .2886** 
  MA14       .3380**    .2431**    .2712**    .3119**   1.0000      .3446**     .3677**    .3268** 
  MA17       .2729**    .2546**    .2371**    .3026**    .3446**   1.0000       .2947**    .3113** 
  MA18       .2663**    .2243**    .2077**    .2842**    .3677**    .2947**    1.0000      .2786** 
  MA34       .3095**    .1974**    .2528**    .2886**    .3268**    .3113**     .2786**   1.0000 
 
N of cases:  5605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乙卷 level 1 
 
Correlations:    MB7      MB8       MB9       MB10      MB12      MB14      MB22      MB23      MB26      MB27      MB29   
 
      MB7     1.0000     .2310**   .2538**   .2093**   .2099**   .1919**   .1561**   .1682**   .1594**   .1321**   .1373** 
      MB8      .2310**1  .0000     .3180**   .3128**   .3274**   .2933**   .2057**   .2801**   .2451**   .2108**   .2002** 
      MB9      .2538**   .3180**  1.0000     .3283**   .3148**   .2661**   .2500**   .2640**   .2053**   .2036**   .2242** 
      MB10     .2093**   .3128**   .3283**  1.0000     .3243**   .2545**   .1716**   .2521**   .2419**   .1903**   .1965** 
      MB12     .2099**   .3274**   .3148**   .3243**  1.0000     .3127**   .1930**   .2685**   .2506**   .2215**   .2014** 
      MB14     .1919**   .2933**   .2661**   .2545**   .3127**  1.0000     .2064**   .2775**   .2485**   .2250**   .2008** 
      MB22     .1561**   .2057**   .2500**   .1716**   .1930**   .2064**  1.0000     .2608**   .1650**   .1902**   .1975** 
      MB23     .1682**   .2801**   .2640**   .2521**   .2685**   .2775**   .2608**  1.0000     .2499**   .2424**   .2245** 
      MB26     .1594**   .2451**   .2053**   .2419**   .2506**   .2485**   .1650**   .2499**  1.0000     .1881**   .2168** 
      MB27     .1321**   .2108**   .2036**   .1903**   .2215**   .2250**   .1902**   .2424**   .1881**   1.0000    .1972** 
      MB29     .1373**   .2002**   .2242**   .1965**   .2014**   .2008**   .1975**   .2245**   .2168**   .1972**  1.0000 
 
N of cases:  5508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丙卷 level 1 
 
Correlations:     MC4        MC6        MC9        MC11       MC22       MC28        MC29       MC30       MC46 
 
    MC4         1.0000      .2880**    .1961**    .2520**    .2241**    .2821**     .2356**    .1812**    .2289** 
    MC6          .2880**   1.0000      .1879**    .2663**    .2468**    .2828**     .2813**    .2267**    .2128** 
    MC9          .1961**    .1879**   1.0000      .2004**    .1683**    .2066**     .1911**    .1580**    .1776** 
    MC11         .2520**    .2663**    .2004**   1.0000      .1866**    .2421**     .2654**    .2170**    .2226** 
    MC22         .2241**    .2468**    .1683**    .1866**   1.0000      .3095**     .3144**    .2350**    .2357** 
    MC28         .2821**    .2828**    .2066**    .2421**    .3095**   1.0000       .4440**    .3392**    .2906** 
    MC29         .2356**    .2813**    .1911**    .2654**    .3144**    .4440**    1.0000      .3155**    .2680** 
    MC30         .1812**    .2267**    .1580**    .2170**    .2350**    .3392**     .3155**   1.0000      .2317** 
    MC46         .2289**    .2128**    .1776**    .2226**    .2357**    .2906**     .2680**    .2317**   1.0000 
 
N of cases:  5259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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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卷 level 2 
 
Correlations:  MA6       MA7        MA9        MA11       MA20       MA23        MA28       MA33       MA40       MA43       
MA45 
 
     MA6     1.0000     .3449**    .2790**    .3248**    .2953**    .2977**     .2916**    .2990**    .2932**    .3128**    .3448** 
     MA7      .3449**  1.0000      .2543**    .3004**    .2355**    .2397**     .2759**    .2754**    .2650**    .2562**    .2666** 
     MA9      .2790**   .2543**   1.0000      .2462**    .2174**    .2140**     .2715**    .2217**    .2134**    .2149**    .2333** 
     MA11     .3248**   .3004**    .2462**   1.0000      .2823**    .2668**     .2560**    .2766**    .2617**    .2563**    .2930** 
     MA20     .2953**   .2355**    .2174**    .2823**   1.0000      .2242**     .2517**    .2492**    .2271**    .2425**    .2767** 
     MA23     .2977**   .2397**    .2140**    .2668**    .2242**   1.0000       .2681**    .2945**    .2606**    .2688**    .2749** 
     MA28     .2916**   .2759**    .2715**    .2560**    .2517**    .2681**    1.0000      .2914**    .2681**    .2843**    .2873** 
     MA33     .2990**   .2754**    .2217**    .2766**    .2492**    .2945**     .2914**   1.0000      .3052**    .2978**    .2890** 
     MA40     .2932**   .2650**    .2134**    .2617**    .2271**    .2606**     .2681**    .3052**   1.0000      .3348**    .2962** 
     MA43     .3128**   .2562**    .2149**    .2563**    .2425**    .2688**     .2843**    .2978**    .3348**   1.0000      .3491** 
     MA45     .3448**   .2666**    .2333**    .2930**    .2767**    .2749**     .2873**    .2890**    .2962**    .3491**   1.0000 
 
N of cases:  5605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乙卷 level 2 
 
Correlations:      MB3        MB5        MB17       MB19       MB30       MB33        MB38       MB45       MB46 
 
     MB3         1.0000      .3441**    .1901**    .3279**    .3266**    .4069**     .1696**    .2950**    .3107** 
     MB5          .3441**   1.0000      .1650**    .2476**    .2667**    .2655**     .1390**    .2592**    .2167** 
     MB17         .1901**    .1650**   1.0000      .1757**    .1864**    .1772**     .0868**    .1687**    .1932** 
     MB19         .3279**    .2476**    .1757**   1.0000      .2691**    .3226**     .1528**    .2567**    .2728** 
     MB30         .3266**    .2667**    .1864**    .2691**   1.0000      .3219**     .1703**    .2696**    .2839** 
     MB33         .4069**    .2655**    .1772**    .3226**    .3219**   1.0000       .1696**    .3136**    .3224** 
     MB38         .1696**    .1390**    .0868**    .1528**    .1703**    .1696**    1.0000      .1844**    .1588** 
     MB45         .2950**    .2592**    .1687**    .2567**    .2696**    .3136**     .1844**   1.0000      .3593** 
     MB46         .3107**    .2167**    .1932**    .2728**    .2839**    .3224**     .1588**    .3593**   1.0000 
 
N of cases:  5508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丙卷 level 2 
 
Correlations:     MC2        MC17       MC20       MC21       MC25       MC32       MC38       MC39       MC45 
 
    MC2         1.0000      .2318**    .2291**    .2414**    .0945**    .1949**    .2193**    .1829**    .1407** 
    MC17         .2318**   1.0000      .2550**    .2711**    .1531**    .2168**    .2046**    .2007**    .1705** 
    MC20         .2291**    .2550**   1.0000      .2739**    .0954**    .2353**    .1915**    .1879**    .1736** 
    MC21         .2414**    .2711**    .2739**   1.0000      .1376**    .2056**    .1977**    .2332**    .1815** 
    MC25         .0945**    .1531**    .0954**    .1376**   1.0000      .0953**    .1118**    .1176**    .0947** 
    MC32         .1949**    .2168**    .2353**    .2056**    .0953**   1.0000      .2052**    .1545**    .1281** 
    MC38         .2193**    .2046**    .1915**    .1977**    .1118**    .2052**   1.0000      .1997**    .1601** 
    MC39         .1829**    .2007**    .1879**    .2332**    .1176**    .1545**    .1997**   1.0000      .1696** 
    MC45         .1407**    .1705**    .1736**    .1815**    .0947**    .1281**    .1601**    .1696**   1.0000 
 
N of cases:  5259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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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卷 level 3 
 
Correlations:    MA4        MA12       MA16       MA19       MA25       MA27        MA29       MA31       MA32       MA41 
 
     MA4       1.0000      .3115**    .3047**    .2691**    .3282**    .2400**     .2959**    .2074**    .2054**    .1104** 
     MA12       .3115**   1.0000      .3420**    .3229**    .3732**    .2752**     .3133**    .2035**    .2011**    .0996** 
     MA16       .3047**    .3420**   1.0000      .3254**    .3498**    .2786**     .3175**    .1998**    .2056**    .1215** 
     MA19       .2691**    .3229**    .3254**   1.0000      .3554**    .2592**     .3143**    .2039**    .2158**    .1151** 
     MA25       .3282**    .3732**    .3498**    .3554**   1.0000      .2929**     .3489**    .2055**    .2246**    .1257** 
     MA27       .2400**    .2752**    .2786**    .2592**    .2929**   1.0000       .2886**    .1998**    .1903**    .1118** 
     MA29       .2959**    .3133**    .3175**    .3143**    .3489**    .2886**    1.0000      .2736**    .2342**    .1477** 
     MA31       .2074**    .2035**    .1998**    .2039**    .2055**    .1998**     .2736**   1.0000      .1866**    .1076** 
     MA32       .2054**    .2011**    .2056**    .2158**    .2246**    .1903**     .2342**    .1866**   1.0000      .1082** 
     MA41       .1104**    .0996**    .1215**    .1151**    .1257**    .1118**     .1477**    .1076**    .1082**   1.0000 
 
N of cases:  5605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乙卷 level 3 
 
Correlations:   MB6        MB15       MB16       MB20       MB21       MB25        MB28       MB34       MB37       MB39       MB41       
MB43 
 
    MB6       1.0000      .2228**    .2173**    .2082**    .1891**    .2383**     .1813**    .2339**    .1371**    .2082**    .1590**    .1711** 
    MB15       .2228**   1.0000      .2933**    .2455**    .2669**    .3304**     .2220**    .2815**    .1468**    .2595**    .1931**    .2438** 
    MB16       .2173**    .2933**   1.0000      .2555**    .2689**    .2977**     .1976**    .2685**    .1343**    .2200**    .1938**    .2083** 
    MB20       .2082**    .2455**    .2555**   1.0000      .2331**    .2691**     .1602**    .2714**    .1274**    .2129**    .1941**    .1643** 
    MB21       .1891**    .2669**    .2689**    .2331**   1.0000      .2962**     .2070**    .2600**    .1211**    .2045**    .1901**    .1909** 
    MB25       .2383**    .3304**    .2977**    .2691**    .2962**   1.0000       .2384**    .3092**    .1323**    .2583**    .2213**    .2517** 
    MB28       .1813**    .2220**    .1976**    .1602**    .2070**    .2384**    1.0000      .2168**    .1321**    .2003**    .1839**    .1930** 
    MB34       .2339**    .2815**    .2685**    .2714**    .2600**    .3092**     .2168**   1.0000      .1488**    .2721**    .2076**    .2440** 
    MB37       .1371**    .1468**    .1343**    .1274**    .1211**    .1323**     .1321**    .1488**   1.0000      .1743**    .1276**    .1422** 
    MB39       .2082**    .2595**    .2200**    .2129**    .2045**    .2583**     .2003**    .2721**    .1743**   1.0000      .2174**    .2400** 
    MB41       .1590**    .1931**    .1938**    .1941**    .1901**    .2213**     .1839**    .2076**    .1276**    .2174**   1.0000      .1893** 
    MB43       .1711**    .2438**    .2083**    .1643**    .1909**    .2517**     .1930**    .2440**    .1422**    .2400**    .1893**   1.0000 
 
N of cases:  5508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丙卷 level 3 
 
Correlations:   MC3        MC5        MC7        MC10       MC19       MC23       MC24       MC27       MC31       MC37       MC43 
 
    MC3       1.0000      .2832**    .3383**    .2876**    .2181**    .2832**    .2190**    .1679**    .3129**    .1902**    .2664** 
    MC5        .2832**   1.0000      .3056**    .2632**    .2210**    .2596**    .1871**    .1652**    .2580**    .1607**    .2337** 
    MC7        .3383**    .3056**   1.0000      .3161**    .2086**    .2842**    .2321**    .1686**    .3302**    .1692**    .2882** 
    MC10       .2876**    .2632**    .3161**   1.0000      .1795**    .2647**    .2117**    .1420**    .2761**    .1571**    .2658** 
    MC19       .2181**    .2210**    .2086**    .1795**   1.0000      .1961**    .1742**    .1642**    .2233**    .1434**    .1830** 
    MC23       .2832**    .2596**    .2842**    .2647**    .1961**   1.0000      .2274**    .1684**    .2684**    .1744**    .2411** 
    MC24       .2190**    .1871**    .2321**    .2117**    .1742**    .2274**   1.0000      .1505**    .2028**    .1244**    .1979** 
    MC27       .1679**    .1652**    .1686**    .1420**    .1642**    .1684**    .1505**   1.0000      .1701**    .1187**    .1457** 
    MC31       .3129**    .2580**    .3302**    .2761**    .2233**    .2684**    .2028**    .1701**   1.0000      .1734**    .2576** 
    MC37       .1902**    .1607**    .1692**    .1571**    .1434**    .1744**    .1244**    .1187**    .1734**   1.0000      .1880** 
    MC43       .2664**    .2337**    .2882**    .2658**    .1830**    .2411**    .1979**    .1457**    .2576**    .1880**   1.0000 
 
N of cases:  5259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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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卷 level 4 
 
Correlations:   MA2        MA13       MA15       MA21       MA30       MA36        MA37       MA42       MA46 
 
    MA2       1.0000      .1843**    .2136**    .2633**    .1637**    .1603**     .0774**    .1631**    .1842** 
    MA13       .1843**   1.0000      .2649**    .2851**    .1752**    .1603**     .0839**    .1286**    .1922** 
    MA15       .2136**    .2649**   1.0000      .4019**    .2018**    .2299**     .0945**    .1864**    .2176** 
    MA21       .2633**    .2851**    .4019**   1.0000      .2628**    .2618**     .1047**    .1940**    .2579** 
    MA30       .1637**    .1752**    .2018**    .2628**   1.0000      .1505**     .1643**    .1494**    .1613** 
    MA36       .1603**    .1603**    .2299**    .2618**    .1505**   1.0000       .0725**    .1419**    .1824** 
    MA37       .0774**    .0839**    .0945**    .1047**    .1643**    .0725**    1.0000      .0787**    .0749** 
    MA42       .1631**    .1286**    .1864**    .1940**    .1494**    .1419**     .0787**   1.0000      .1602** 
    MA46       .1842**    .1922**    .2176**    .2579**    .1613**    .1824**     .0749**    .1602**   1.0000 
 
N of cases:  5605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乙卷 level 4 
 
Correlations:   MB2        MB4        MB18       MB31       MB32       MB36        MB40       MB42       MB44 
 
    MB2       1.0000      .1275**    .1340**    .1518**    .1046**    .1424**     .0902**    .0552**    .0840** 
    MB4        .1275**   1.0000      .1916**    .1923**    .1458**    .1690**     .0848**    .0763**    .0719** 
    MB18       .1340**    .1916**   1.0000      .2403**    .1629**    .2168**     .1267**    .0648**    .1354** 
    MB31       .1518**    .1923**    .2403**   1.0000      .2085**    .2392**     .1350**    .0659**    .1328** 
    MB32       .1046**    .1458**    .1629**    .2085**   1.0000      .2167**     .1057**    .0683**    .1213** 
    MB36       .1424**    .1690**    .2168**    .2392**    .2167**   1.0000       .1274**    .0496**    .1550** 
    MB40       .0902**    .0848**    .1267**    .1350**    .1057**    .1274**    1.0000      .0580**    .0968** 
    MB42       .0552**    .0763**    .0648**    .0659**    .0683**    .0496**     .0580**   1.0000      .0751** 
    MB44       .0840**    .0719**    .1354**    .1328**    .1213**    .1550**     .0968**    .0751**   1.0000 
 
N of cases:  5508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丙卷 level 4 
 
Correlations:  MC1        MC12       MC14       MC16       MC18       MC26       MC35       MC36       MC41       MC42       
MC44 
 
    MC1       1.0000      .1432**   -.1990**    .1836**    .1109**    .2139**    .2604**    .1646**    .1921**    .1693**    .1992** 
    MC12       .1432**   1.0000     -.1184**    .1248**    .0893**    .1633**    .2049**    .1280**    .1415**    .1213**    .1606** 
    MC14      -.1990**   -.1184**   1.0000     -.1516**   -.1328**   -.2099**   -.2804**   -.1764**   -.2014**   -.1467**   -.2286** 
    MC16       .1836**    .1248**   -.1516**   1.0000      .1148**    .1874**    .2408**    .1439**    .1737**    .1133**    .1750** 
    MC18       .1109**    .0893**   -.1328**    .1148**   1.0000      .1294**    .1289**    .0962**    .1015**    .1092**    .1128** 
    MC26       .2139**    .1633**   -.2099**    .1874**    .1294**   1.0000      .2750**    .1874**    .2499**    .1666**    .2296** 
    MC35       .2604**    .2049**   -.2804**    .2408**    .1289**    .2750**   1.0000      .2249**    .2648**    .2000**    .2783** 
    MC36       .1646**    .1280**   -.1764**    .1439**    .0962**    .1874**    .2249**   1.0000      .1976**    .1558**    .1796** 
    MC41       .1921**    .1415**   -.2014**    .1737**    .1015**    .2499**    .2648**    .1976**   1.0000      .2035**    .2343** 
    MC42       .1693**    .1213**   -.1467**    .1133**    .1092**    .1666**    .2000**    .1558**    .2035**   1.0000      .1619** 
    MC44       .1992**    .1606**   -.2286**    .1750**    .1128**    .2296**    .2783**    .1796**    .2343**    .161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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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卷 level 5 
 
Correlations:   MA5        MA22       MA24       MA26       MA35       MA38       MA39       MA44 
 
    MA5       1.0000      .0502**    .0399*    -.0021      .0892**    .0943**    .0968**    .0737** 
    MA22       .0502**   1.0000      .0903**    .0050      .1355**    .1358**    .1445**    .0975** 
    MA24       .0399*     .0903**   1.0000      .0321      .1213**    .1033**    .0947**    .0892** 
    MA26      -.0021      .0050      .0321     1.0000     -.0078      .0416*     .0339      .0118 
    MA35       .0892**    .1355**    .1213**   -.0078     1.0000      .2113**    .1827**    .0830** 
    MA38       .0943**    .1358**    .1033**    .0416*     .2113**   1.0000      .2333**    .1529** 
    MA39       .0968**    .1445**    .0947**    .0339      .1827**    .2333**   1.0000      .1237** 
    MA44       .0737**    .0975**    .0892**    .0118      .0830**    .1529**    .1237**   1.0000 
 
N of cases:  5605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乙卷 level 5 
 
Correlations:   MB1        MB11       MB13       MB24       MB35 
 
    MB1       1.0000      .0413*     .1135**    .0672**    .1218** 
    MB11       .0413*    1.0000      .0687**    .0468**    .0662** 
    MB13       .1135**    .0687**   1.0000      .0717**    .1166** 
    MB24       .0672**    .0468**    .0717**   1.0000      .0761** 
    MB35       .1218**    .0662**    .1166**    .0761**   1.0000 
 
N of cases:  5508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丙卷 level 5 
 
Correlations:   MC8        MC13       MC15       MC33       MC34       MC40 
 
    MC8       1.0000      .1234**    .1035**    .0715**    .0574**    .1627** 
    MC13       .1234**   1.0000      .1390**    .0363*     .0680**    .1185** 
    MC15       .1035**    .1390**   1.0000      .0472**    .0616**    .1078** 
    MC33       .0715**    .0363*     .0472**   1.0000      .0265      .0739** 
    MC34       .0574**    .0680**    .0616**    .0265     1.0000      .0525** 
    MC40       .1627**    .1185**    .1078**    .0739**    .0525**   1.0000 

 

N of cases:  5259         2-tailed Signif:  * - .01  **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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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R.O.C.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ke a plan of relative five-rank 
scoring within the class norm to revise many serious deficiencies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raise some inquiries about the equity of the 
assessment. Many experts make some comments on this topic, but mostly biased 
on the quantity meaning.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reveal that the content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ha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such as Ellen D. Gagne'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learning and P.M. van Hiele's thinking level of geometry,..., etc. Therefore, the 
content of mathematics item exists the level of difficulty, the outcome of the 
achievement can be analysised by the statistical method. This study is going to 
use the method, which is called  "ITEM RATING LEVEL", developed by the 
CSMS's team of England, to reveal the level. The content of every level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mathematics experts, i.e. the method  can get the quality 
content in every level . In order to avoid the errors of the samples caused by the 
alternative frameworks of cognition of students, the sweep-out method is 
recommended by using the Sato's S-P tabular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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