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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國內學者許天維（民83）所引介的試題關聯結構（item 
relational structure，IRS）與鄭富森（民83）新近發展的「無參數試題

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 of non-parameter）為分析工具，應用

於國民小學數學教育領域，探討學生在乘除方面之概念。 
  本研究以Fischbein et al. （1985）  所提出的暗隱模式（implicit 
model）為基礎，利用此二種試題分析方法，期能進一步印證「暗隱模

式」理論，並比較二者試題分析方法之特性，而研究結果期能對未來

的相關研究提供參考。 
  根據試題關聯結構、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的分析結果，大致能印

證「暗隱模式」理論，並就此分析之結果，比較二者試題分析方法之

特性。本研究提出暗隱模式的不同角度解釋，即此現象是學生無法以

其既有的乘除概念解決「當量」問題；而試題關聯結構、無參數試題

反應理論的分析則將可對「暗隱模式」理論提供更進一步的解釋。 
 

第一節   緒    論 
 
  對於測驗試題的分析，早期採用古典真分數測驗理論（classical test 
theory, 簡稱CTT），其理論植基於真實分數模式上，描述測驗誤差與觀察分

數、真實分數之間的關係。但是，古典測驗理論有若干缺失（余民寧, 民80; 
余民寧, 民82; 許擇基、劉長萱, 民81; 陳英豪、吳裕益, 民75; Allen & Yen, 
1979; Hambleton & Swanminathan, 1985），試題反應理論針對此點，遂取而

代之，其理論有嚴謹的數理基礎，故理論模式強而有力，且借助電腦科學日

新月異，繁雜的計算已獲解決，更增進此理論的蓬勃發展。近年來認知心理

學不斷發展，而試題反應理論與認知心理學結合，往診斷性測驗發展，乃是

未來發展的方向（余民寧 , 民 82; 許榮富、楊文金 , 民 78; Hambleton, 
Swaninathan & Rogers, 1991; Linn, 1990）。因此，本研究採用試題反應理論

來分析試題，實有必要性與可行性。 
  此外，日本學者竹谷誠（1980）提出試題關聯結構，用來分析試題之間

的層次關係，藉以瞭解受試者的概念架構，此分析方法在國內的實徵研究文

獻不多，是一個值得推廣應用的試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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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學生的學習方面，除了要知道學生「會多少」之外，我們更想知道

學生「不會什麼」；前者是屬於成就評量的問題，後者是屬於診斷評量的問

題。本研究以Fischbein, Deri, Nello, & Marino（1985）所提出的「暗隱模

式」（implicit model）為基礎，其理論是解釋學生在乘除概念方面的現象與

原因，並應用國內學者鄭富森（民83）所發展的「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以

及日本學者竹谷 誠（1980）提出的「試題關聯結構」為試題分析工具，期

能從「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與「試題關聯結構」分析中，驗證該理論，並

比較這兩種試題分析工具的用途與特點。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四 則 運 算 包 含 加 （ addition ） 、 減 （ subtraction ） 、 乘

（multiplication）、除（ division） 四部分，在一般人的直觀看法，以及傳

統的數學教育課程中，皆認為加減法為乘除法的前身或基礎（林慧麗, 民
80），因而，教學中介紹乘除概念時，皆以加減法的操作導入。從學習心理

及教學方面言，這是符合學理的基礎。但從學習遷移的角度來看，若學生太

過於執著固有的乘除概念，無法將舊有的基模（schema）擴大，則產生若干

乘除運算的迷思概念 （misconception）。例如「連加」是乘的基礎，以致

於形成乘法會使結果變大，除法會使結果變小等概念（Davydov, 1991; 
Fischbein, Deri, Nello, & Marino, 1985）。當乘除運算的數字皆為正整數，且

被除數大於除數時，皆符合上述之學生原始的乘除概念；但當數值有所不同

時（如小數範圍），則學生容易產生明顯的錯誤（Bell, Fischbein, & Greer, 
1984; Bell, Greer, Grimison, & Mangan, 1989; Fischbein et al., 1985）。針對此

現象，Fischbein et al. （1985）提出暗隱模式，來解釋此一現象。「暗隱模

式」是教學後所造成的系統性錯誤，而我國正準備積極實施國小新教材（民

82年公佈），其中乘除法的教學觀點與舊教材（民64年公佈）有所不同（甯

自強, 民83），因此，本研究試圖從乘除問題的不同數值型態，來探討學生

的乘除文字題概念和策略，期能了解接受舊教材的學生，其乘除的概念，而

研究結果俾能提供新教材實施之參考依據。 
  國內外對於學生乘除概念的探究，大多以「晤談」和「筆試」為主，質

的晤談確實可提供學生在此概念方面的深度訊息，但由於受限於樣本數關

係，很難看出廣泛性的趨勢；至於筆試方面，則只限於百分比等方面資料的

呈現，沒有進一步的處理，實非常之可惜。因此，本研究試圖以「暗隱模

式」為探討主題，從「數值型態」（包括整數和小數）之方向，應用「試題

關聯結構」和「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分析方法來分析試題，期能提供進一

步及不同角度的解釋訊息；而此二種試題分析方法，亦未有相關文獻以實徵

的研究予以比較用途與特點，因此本研究亦試圖以研究的筆試資料為例，進

行此二種試題分析方法的比較。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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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藉助「試題關聯結構」和「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的試題分析，了解

試題的關係、異同和特性。 
二、根據試題分析結果和已有的晤談資料文獻，以印證「暗隱模式」，並

提供進一步不同角度解釋以及提供新教材實施之參考。 
三、比較「試題關聯結構」和「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的特點與差異。 

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下列問題： 
一、根據筆試資料，應用試題關聯結構分析，其試題之間的關係為何？ 
二、根據筆試資料，應用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分析，其試題分析結果之特

性為何？ 
三、試題關聯結構與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的分析結果，對「暗隱模式」的

解釋以及二種試題分析為何？ 
四、根據筆試資料，試題關聯結構與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的分析的特點與

差異為何？ 

參、名詞解釋 

  針對本研究中所用到的名詞，分別說明與界定如下： 

一、數值型態 

  本研究中所謂的數值型態係指出現在乘除文字題的整數、帶小數、純小

數三種數值，這些數值由研究者決定，並參考Bell et al. （1984）、Bell et al. 
（1989）、Fischbein et al. （1985）和Mangan（1986） 的研究。 

二、等分除（partitive division）和包含除（quotitive division） 

  有關等分除和包含除的意義，學者專家從各種不同的角度來解釋，已有

的文獻頗多。Schwarz（1988）從內涵量（ intensive measures）和外延量

（extensive measures）觀點，將乘法分為I×E=E'、E×E'=E''、I×I'=I''和S×E=E'
等四種。其中，I、I'、I''代表內涵量，其量的單位包含兩個向度，是由兩個

單位所組合而成，例如：速度的單位是「公里/時」，因而，速度是一種內

涵量。E、E'、E''代表外延量，其量的單位包含一個向度，純粹是單一個度

量單位，例如：長度的單位是「公里」，所以長度是外延量。S代表純量

（scalar），是沒有向度的量。 
  除法是乘法的反運算（inverse operation），從以上觀點言，等分除即為

E'÷E=I，而包含除則為E'÷I=E。例如：前者為「12顆蘋果，平分給3個人，

每人得幾個蘋果？」的問題；後者則為「將12顆蘋果分給小朋友，每人分得

3個，問可以分給幾人？」。 
  甯自強（民82）指出：乘除法是一種單位量的轉換，包含除係「低階單

位量表示的量」化為「高階單位量表示的量」；至於等分除則為「新高階單

位量未知」的單位量轉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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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據Underhill（1972）集合的觀點，等分除是「所有元素總數

目、集合個數已知，然後要求每個集合內的數目」的運算，而包含除則是

「所有元素數目、每個集合內的數目已知，然後要求出集合的個數」的運

算。 
  以上的等分除與包含除定義，大多採數學邏輯和專家的觀點來解釋，本

研究在設計題目及資料分析時，是採取此觀點。但是，從國小學生的解釋觀

點言，等分除應該是「除數為整數」的除法，而包含除應該是「商數為整

數」的除法，數學邏輯和專家的等分除及包含除較為廣義，而學生的等分除

與包含除解釋較狹義，所以，本研究在資料解釋時，亦考慮此方面之不同。 

三、量數同構（isomorphism of measures） 

  Vergnaud（1983）從向量空間和向度（dimension）的觀點，將乘法的

結構類型分為量數同構、量數叉積（product of measures）和多重比例

（multiple proportions）三種類型。其中量數同構是指二個度量空間M1、M2
的直接相比，其一般的關係可表示為： 
 

M1 M2 
X1 f（X1） 
X2 f（X2） 

 
  例如，題目「蘋果2顆賣25元，那麼6顆的蘋果賣多少元？」，其關係可

表示為： 
 

M1（顆） M2（元） 
2 25 
6 ？ 

 
  此例中，M1 的度量單位是「顆」，而M2 的度量單位是「元」。本研

究的乘除量數同構型是令 X1＝1，亦即： 
 

M1 M2 
1 f（1） 
X2 f（X2） 

 
  由本研究的量數同構型亦可得知： 
（一）若題目「1、f（1）、X2 已知，要求出f（X2） 」，則為乘法問

題。 
（二）若題目「1、X2 、f（X2） 已知，要求出f（1） 」，則為等分除問

題。 
（三）若題目「1、f（1）、f（X2） 已知，要求出X2 」，則為包含除問

題。 

四、當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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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專家和國小學生對乘法、等分除及包含除解釋觀點的廣度不同，以

及配合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討論。本研究將乘法中「乘數不是整數」、等分除

中「除數不是整數」和包含除中「商數不是整數」的文字題稱之為當量問

題。從這定義言，以及根據上述量數同構型定義關係，可以觀察出： 
（一）若題目「1、f（1）、X2 已知，X2 不為整數，要求出f（X2） 」，

則為乘法當量問題。 
（二）若題目「1、X2 、 f（X2）  已知，  X2 不為整數，要求出 f

（1） 」，則為等分除當量問題。 
（三）若題目「1、f（1）、f（X2） 已知，要求出X2 ，X2 不為整數」，

則為包含除當量問題。 

五、試題關聯結構 

  是日本學者竹谷 誠在1980年代所提出的試題分析方法。根據順序理論

（ordering theory），先求出試題之間的順序性係數，並以閥值（竹谷 誠研

究出閥值為0.5）為判斷標準，決定試題之間是否有關聯存在，然後以試題

的通過率為縱軸，在試題之間以「→」表示之間的關係，畫出試題關聯結構

圖。 

六、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簡稱 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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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試題反應理論的模式相當多，本研

究使用的是國內學者鄭富森（民83）所發展的「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 

七、試題特徵曲線（item characteristic curve，簡稱 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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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壹、Fischbein 等人之暗隱模式與相關研究 

  從一般教學觀點而言，加減法是乘除法的基本，以加減法為基礎，來導

入乘除法。例如，國民小學數學科教科書第四冊(民64公佈國民小學課程標

準，民81年改編本)的「2和5的乘法」單元，係從「連加法」的觀念介紹乘

法，同樣地，教科書第五冊(民64公佈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民80年改編本)的
「除法(一)」單元，也是由「連減法」導入包含除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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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問題本質而言，乘除法較加減法為複雜，因為乘除並非很單純由「連

加法」或「連減法」的關係去解決即可。有關加減乘除的研究範圍可分為兩

大方面(Jerman & Rees, 1972; Nesher, 1976; 林碧珍, 民80; 翁嘉英, 民77): 
一、結構變項取向(structual variable approach)：即探討影響問題難度的變

項，例如，乘除法的類型、未知數的位置、數值型態和大小等。 
二、轉換取向(translation approach)：探討將文字問題轉換成相對數學式子

之過程及難易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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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 Swan, &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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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釋如下(Fischbein et 
al., 1985, p.4)： 

每一種基本的算術運算，通常都連接著一種暗隱的(implicit)、潛意識

的(unconscious)模式，它是源於直覺的(intuitive)。當人們針對包含兩

個數目字的文字題時，並非直接由題目文字中獲得訊息、線索，來決

定運算符號，而是透過此模式的中介。因此在文字題中，判斷適當的

運算符號時，會受限於該模式的各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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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ischbein et al. (1985)的研究方面，他們以623名義大利學生為研究對

象，包括五、七、九年級的學生，來驗證其暗隱模式。他認為乘法的暗隱模

式是連加(repeated addition)，因此受限於被乘數(multiplicand)須為正數，且

乘數須為正整數，所以產生了「乘法會變大」(mulitiplication makes bigger)的
錯誤見解，當乘數為純小數時，則錯誤率大增。但當乘數為帶小數，且其整

數部分相對於小數部分相當大時，則錯誤率較低，Fischbein et al. (1985)稱此

為吸收效應(absorption effect)，且九年級學生受此效應影響最大，彷彿小數

點以後部分視而不見，被吸收進入整數部分，但是A. Bell和B. Greer並不認

為有吸收效應的存在，因為它的證據太少 (引自Mangan, 1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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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or)須為整數，而且除數

也小於被除數，以致於形成商數必小於被除數的錯誤概念，即「除法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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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吸收效應亦出現在包含除的題目中，且以

九年級學生表現最明顯，至於是否出現在等分除的題目中，Fischbein et al. 
(1985)在其研究中並未能探討。Fischbein et al. (1985)亦部分修正了他們原來

的假設，認為嚴格而言，除法的最原始的暗隱模式出現於等分除中，而包含

除的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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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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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之暗隱模式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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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由結果量來決定「運算

符號」，為學生的解題策略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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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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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chbein(1990)指出，對於數學理解的層次，有三方面應該加以考慮，

此三方面分別是：一為形式方面(formal aspect)，其二是演算或程序方面

(algorithmic or procedual aspect)，三為直覺方面(intuitive aspect)，此方面是主

觀地接受或拒絕數學概念、敘述的一種程度。 
  Fischbein(1990)強調，除了以訊息處理的典範(paradigm)來研究數學思考

的問題之外，還應考慮直覺層面的數學活動(mathematical activity)。 
  英國的數學教育學家Skemp(1987)認為基模是獲得知識和整合知識的一

種心理工具(mental tool)，它能用來協助解決問題。健全完整的基模發展，能

重組先前所擁有的訊息，以幫助新知識架構的同化(assimilation)，但實際

上，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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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數學概念的發展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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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簡茂發、劉湘川(民82)曾進行全國性「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基本學習

成就評量」，其研究是以五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樣本一萬五千餘人。評量

的試題中，含有小數乘除的試題，如以下題一至題三所示： 
題一：下列何者表示正確的關係？(1)0.98×0.98＜0.98 (2)36.5×1.05＜ 36.5 

(3)86.4×0.88＜ 0.88 (4)0.99×0.99＝1 
題二：下列哪一個式子的答案一定小於1？(1)0.99×0.99 (2)0.99÷0.99 (3)0.99

＋0.99 (4)1.1－0.001 
題三：下列哪一個是正確的關係？(1)0.28÷0.15＜0.28 (2)3.69÷1.05＞3.96 

(3)10.8÷0.8＞10.8 (4)9.87÷4＞9.87 
  試題一至試題三的答對率分別為43﹪、49﹪與38﹪，其答對率偏低，由

此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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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概念再做深入之探討。 
  英國的CSMS研究小組以11至13歲的學生為對象，發現當乘法的題目能

解釋成「連加」時，學生的答對率較好；當乘法題目中含有小數時，則錯誤

率較高(引自Mangan, 1986)，此方面顯示，不同的數值型態，是一個影響乘

除難易的因素。 
  Bell et al. (1981)以12至15歲的學生為對象，探究這些學生對含有小數數

值的文字題之運算策略的選擇。在其試探性晤談(exploratory interview)中，

發現學生以下五種迷思概念，其中一項為「乘法使結果變大，除法使結果變

小」(multiplication makes bigger and division makes smaller)，例如，「1加侖

汽油1.17￡，加滿8.6加侖汽油，需付多少錢？」，學生算式為「1.17×
8.6」。但若題目改為「1加侖汽油1.2￡，加滿0.22加侖汽油，需付多少 
錢？」，學生算式卻改為「1.2÷0.22」。學生認為此二題是不同的結構，因

為後者是0.22加侖的汽油，付的錢較少，因此用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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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enstam & Geoger (1983)以12至13歲學生為對象，探究其數學問題的解

決能力。在其研究中，亦發現學生對運算策略的選擇，深受「乘法使結果變

大，除法使結果變小」影響。其題目為： 
題一：「一片起司重5kg，每1kg賣28kr，那麼需付多少錢？」下列何者算

式正確？(1)28/5  (2)5×28  (3)5＋28  (4)28＋28＋28＋28 
題二：「一片起司重0.923kg，每1kg賣27.50kr，那麼需付多少錢？」下列

何者算式正確？(1)27.50＋0.923 (2)27.50÷0.923 (3)0.923×27.50  (4)27.50
－0.923 

  題一中，選「5×28」者佔83﹪，題二中，選「0.923×27.50」者只有29
﹪，選「27.50÷0.923」者比率卻相當高。學生認為0.923kg比1kg小，所需的

錢較少，故選擇用除法策略。 
  在Fischbein et al. (1985)的研究之前，Bell et al. (1984)以乘除問題中數字

大小、問題架構(problem structure)和情境(context)為因素，以12至13歲的學

生為對象。其研究結果發現，學生普遍存在著數字的迷思概念，若乘法結構

為連加或是除法的數值符合原始的等分除(除數為整數，且被除數大於除

數)、包含除(被除數大於除數)時，則學生有較好的表現，顯示數值型態影響

著學生的表現。 
  Wirtz & Kahn (1982)的研究指出，學生對於文字題中數字而決定的運算

符號的策略是：「當二數都一樣很大時，就用加法或減法；當二數都很小

時，就用乘法；當一數較大另一數較小時，則用除法」。由此研究可以看

出，文字題的數值型態對於運算符號的決定是一個因素。 
  Sellke, Behr & Voelker (1991)以具體的資料表(data table)將題中的數量關

係標明，如圖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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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起司的價格 起司的磅數

2.39 1

？ 0.923

b.起司的價格 起司的磅數

2.39 1

？ 0.923

c.起司的價格 起司的磅數

2.39   1

× 0.923 × 0.923

  ？ 0.923

× 2.39

× 2.39

 
         圖2-1  Sellke et al. (1991)解決乘法文字題的資料表 
 
  此研究目的是提供語意表徵和數字排列二者之間的中介，以減少暗隱模

式的影響。圖中a表示兩個實驗組必須建立的第一個表徵，而b,c則表示兩個

不同教導方式的實驗組，而控制組則為傳統的「簡單數字代替題目中非整

數」的簡化教導方式，實驗結果顯示實驗組較控制組為優。但Sellke et al. 
(1991)表示，當題目的數字為簡單的整數時，則沒有必要用此方式，因為學

生較易了解，甚至用暗隱的模式即可了解。 
  Mangan(1986)以數字(numerical)、內容(context)和結構(structure)三個因

素，來探討學生運算符號的決定。其研究中一部份是以二至六年級學生為對

象。其研究中，數值型態方面，分別有正整數、帶小數和純小數，研究結果

發現，當乘數為整數時，學生表現最好，其次為帶小數，再次為純小數。此

亦支持了Fischbein et al. (1985)的暗隱模式，且Mangan(1986)在研究中亦歸納

出，「數字的喜好」(numerical preferences)和「數字的迷思概念」(numerical 
misconception)最能解釋此研究中乘除法表現成功與否，前者如「較大數除以

較小的數」、「除數為正整數」等，後者如「乘法會使結果愈大，除法會使

結果愈小」等。 
  Bell et al. (1989)除了綜合Mangan(1986)的研究外，以42名15歲的學生為

對象，要求針對題目，用「估算」(estimation)和「選擇算式」兩種方式，來

比較學生表現，其研究發現「估算」的表現要比「選擇算式」好，學生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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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其題目結果，但卻未能選出正確的算式，其原因乃受限於乘除的暗隱模

式。 
  Greer(1987)的研究指出：對於乘除文字題，當數值型態改為小數時，則

學童產生很大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概念與上述Fischbein et al. (1985)的研究結

果相同。Greer(1987)對於此現象，提出運算的非保留性(nonconservation of 
operation)解釋，表示學生把整數範圍的乘除概念擴展小數範圍時，其原有的

薄弱概念無法適用。 
  雖然大部分的文獻大致均支持「暗隱模式」論點，但亦有質疑者。

Nesher(1988)指出，Fischbein et al. (1985)的研究頗不同於往昔的研究典範，

因為Fischbein et al. (1985)的研究中只注重數字方面的變項，並未完全控制語

意、結構、內容等變項，而這些種種變項，在加減法中均視為決定性的因

素。Nesher(1988)亦提出一個待思考的問題，即除了「暗隱模式」可解釋學

生的概念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非暗隱模式」的典範可解釋學生的概念呢？

從Nesher(1988)的論點可知，影響乘除問題的尚有有其他因素，雖然

Fischbein et al. (1985)的研究中，沒有嚴格的控制數值型態以外的變項，但在

Fischbein et al. (1985)之後的其他陸續研究中，可看出Fischbein et al. (1985)之
後的研究改進了此方面的缺失，而其研究結果亦支持「暗隱模式」的理論。 
  Greer(1992)分析幾年來有關乘除方面的研究，除了支持Fischbein et al. 
(1985)的「暗隱模式」觀點外，亦從數學發展史的觀點來證明該論點。他認

為心理發展學者或教育學者致力於幫忙學生建構正確概念，同時也應了解，

學生目前所擁有這些數學上系統性的迷思概念，正如數學展史上所遭遇困難

瓶頸的重演。Greer(1992)舉出例子：15世紀的義大利數學家Pacioli，當時要

以分數的情形證明「乘法的意義是變大」，感到很困惑，而此例子是「積比

被乘數小」的情形。所以，從數學知識發展的歷史來看，亦可得到古代數學

家遭遇的錯誤概念與目前學生所擁有的錯誤概念有類似之處。 
  Graeber(1993)綜合已有的文獻，指出學生普遍產生「乘法使結果變大，

除法使結果變小」之迷思概念。在乘法方面，由於是從「連加」的概念導入

乘法，受到這種第一印象的影響，以致於產生乘法的迷思概念。在除法方

面，有等分除與包含除兩種，而且學生對於等分除的概念較易接受，從學生

說故事題中，即可看出學生對等分除較熟悉，但不幸的是，只抱持等分除的

概念，容易產生更多的錯誤概念，甚至影響包含除的概念。若學生能從包含

除來理解除法，則較能夠避免這些錯誤概念。例如：試題「4.2公尺的繩子每

隔1.4公尺剪成一段，可剪成多少段？」，此題若只抱持等分除概念，則很難

有效地解決該問題。 
  基於以上的文獻，可知國外的小數乘除研究文獻已相當多，但國內此方

面的研究文獻卻相當缺乏。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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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進行乘除概念的研

究，實有必要與可行之處。 
  研究者曾針對國小學生進行晤談，因受限於篇幅，作者僅將本研究的晤

談結果列出，以便於將試題關聯結構和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比較。研究者於

晤談中發現學生對不同數值的文字題使用以下策略以及蘊涵的概念： 
一、以預期結果量作為選擇運算符號的依據：此種策略是指學生「欲使結

果量變大，就用乘法；欲使結果變小，就用除法」，因為學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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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使結果變大，除法使結果變小（multiplication makes bigger 
and division makes smaller,簡稱 MMBDMS）」 

二、較大的數除以較小的數（a larger number is divided by a smaller 
number,簡稱LDS）：此種策略是指學童看到文字題中兩個數，想使

用除法策略，就把較大的數除以較小的數。因為學生受限於早期除法

的基模，就等分除與包含除而言，均是被除數大於除數，所以此舊有

的概念影響著他們除數與被除數的決定。 
三、乘數或除數是一個整數（the multiplicator or divisor is an integer,簡

稱 MDI）：就乘法而言，文字題中有兩個數字時，學生喜歡把其中的

整數當作一個乘數；就除法而言，喜歡把整數當作除數。此現象的原

因，是由於乘法教學時，係由連加導入，因此乘數為整數，且直式的

運算中，乘數為整數較容易計算；至於除法，由於等分除的啟蒙係除

數為整數，因此學生受到這些原始概念的限制，以致於影響乘數或除

數的決定。 

貳、試題關聯結構理論 

  美國學者P. W. Airasian和W. M. Bart首先將次序理論應用於教育工學領

域(引自許天維, 民83)。其後日本學者竹谷 誠致力於改良次序理論的缺點，

於1980年代提出試題關聯結構，並實際用於教育的研究中，經過文獻的研究

結果，證明該試題分析方法有其功用與特點。近年來，日本早稻田大學的數

學教育學會更應用模糊理論(fuzzy theory)於試題關聯結構的試題分析上，顯

示該理論頗受重視並具發展性(竹谷 誠, 1991)。此種試題分析法主要有下列

五種功能(許天維, 民83)： 
一、教學設計之運用 
二、形成性評量之應用 
三、認知學習構造之分析 
四、概念形成過程之考驗 
五、課程教材構造之解析 

  如以上第三點所示，本研究利用試題關聯結構之分析方法，來探究學生

對於不同數值型態之乘除文字題的認知學習結構。 
  此外，就試題關聯結構適用的對象範圍言，有測驗、教材和問卷等，這

些都是由多個試題或項目所組成，也因此可分析試題或項目之間的關係，簡

述如表2-1所示(引自蔡長添, 民82a)。 
 

表2-1 試題關聯結構的適用對象 
 對 象   項 目        計  量  資  料      解    釋 
  測  驗  測驗項目 測驗的對錯 測驗架構之分析 
  教  材  學習課程 測驗或行為觀察等之成就程度 教材與架構之分析 
  問  卷  問卷項目 問卷調查之結果 態度、品質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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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2-1可知，試題關聯結構的分析不僅測驗試題上有其用處，而在問

卷等方面亦有其功能。試題關聯結構分析是將兩測驗題目之間的順序性係數

建立起來，作為試題高低概念層次之基礎，然後利用此種關係建立起試題關

聯結構構造圖，茲將試題關聯結構的分析順序敘述如下(許天維, 民83; 蔡長

添, 民82b; 山下 元、前島 仁、橫井正宏、竹谷 誠, 1979; 竹谷 誠, 1978, 1979a, 
1979b, 1982, 1991)： 

一、建立項目順序性係數 
  試題之間的順序程度，用順序性係數來表示，順序性係數的求法，說明

如下： 
 
 
 

試題j 
試題i 

  1     0   總計 

  1     A     B   A＋B 
  0     C     D   C＋D 
總計 A＋C B＋D   N   

 
  表中係指N個受試者在試題 I 及試題 j 上的答對與答錯人數。其中 1 代
表答對，0 代表答錯，順序性係數的表示法為(竹谷 誠, 1991)： 
 

r i j
* = −

+ +
1 CN

A C C D( )( )
  

 
 
  順序性係數r*ij表示試題 i 指向試題j的順序性程度，亦即「相對而言，

試題i為下位概念(lower concept)，而試題 j 為上位概念(upper concept)的程

度」。 
  項目順序係數是一個數值，若此數值超過閥值，則表示順序性存在，反

之則否。根據竹谷 誠(1991)的研究，此閥值為0.5，亦即 
      r*ij＜0.5，則試題 i 及試題 j 沒有順序關係 
      r*ij≧0.5，則有試題 i 指向試題 j 之順序關係 

二、建立試題間的順序關係 
  根據試題間之順序性係數，整理出所有試題兩兩之間是否有順序關係。

舉例如表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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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試題順序性係數舉例 

           試題j 
試題i 

1 2 3 4 5 6 

1  .22 .31 .08 .14 .43 
2 .65*  .41 .39 .24 .25 
3 .55* .67*  .37 .35 .15 
4 .64* .32 .18  .16 .23 
5 .72* .41 .37 .71*  .53* 
6 .62* .12 .27 .52* .55*  

                   *表示順序性係數大於0.5 

  表2-3表示試題i指向試題j的順序性係數，若以閥值0.5為標準，再簡化試

題的順序，則可表示成表2-3。 
 
 
 
 

 
表2-3 試題的順序關係舉例 

           試題j 
試題i 

1 2 3 4 5 6 

1  0 0 0 0 0 
2 1  0 0 0 0 
3 1 1  0 0 0 
4 1 0 0  0 0 
5 1 0 0 1  1 
6 1 0 0 1 1  

 
三、根據試題間有否順序性關係，畫出試題關聯結構結構圖。 

  以通過率為縱座標軸，在平面上標示出試題位置。並以「→」箭號來表

示兩者之間的關係。例如根據表2-3，則畫出如圖2-2(一)。在構圖時，有兩

點必須要注意(竹谷 誠, 1980)： 
(一)簡化試題關聯結構圖 
  兩試題間若能以直接或間接相連接時，則應除去直接連結的箭號，以簡

化試題關聯結構圖，以增加可讀性，例如圖2-2(二)圖所示 
(二)對等性群 
  如圖2-2之試題關聯結構圖所示，試題5和試題6有相互連結影響之關

係，此現象則表示試題5和試題6高度相關，可視為同一性質之試題，因此又

可把試題關聯結構圖更簡化成如圖2-2(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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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二  ( )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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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1

2

3

4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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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圖2-2 試題關聯結構圖之簡化(摘自蔡長添, 民82b, 頁17; 竹谷 誠, 1980) 

參、試題反應理論 

  對於測驗試題的分析，早期是採用古典真分數測驗理論，其理論植基於

真實分數模式上，描述測驗誤差與觀察分數、真實分數之間的關係，若以數

學式子可表示如下： 
 
 
     Ｘ＝Ｔ＋Ｅ          Ｘ：觀察分數 
                                   Ｔ：真實分數 
                                   Ｅ：誤差分數 
  古典測驗理論依據弱勢假設(weak assumption)，在使用上已有很久的歷

史，且其採用的公式淺顯易懂，使用上相當方便，因此已被廣泛地使用。但

是古典測驗理論亦有一些缺失，諸如： 
一、試題的難度、信度、鑑別度等測驗指標，是一種樣本依賴(sample  

dependent)的指標，會受樣本不同而不同，缺乏客觀公正的測驗指標，

因此同一份試卷的測驗指標會因樣本不同，很難有一致的難度、信度

和鑑別度。 
二、僅用一個測驗標準誤差(standard error of measurement)來描述每位受試

者的測量誤差，並沒有考慮到受試者的個別差異，這種誤差指標是不

合理的。 
三、功能相同的不同測驗之間，無法加以比較，僅有在相同測驗的前後測

或複本測驗(parallel test)的情形下，才能加以比較。 
四、信度的概念是建立在複本形式下，但這種假設在實際情形中很難實

現，因為不可能讓受試者接受相同的測驗數次，卻假設每次測量間都

彼此獨立而不相關，況且所有測驗不可能都有複本。 
五、以總分來表示受試者能力，忽略了反應組型(response pattern)，認為總

分相同，即能力亦相同。其實不然，總分相同，反應組型不一定相

同，其能力的估計值亦應有所不同。 
六、無法確知不同受試者答對某一試題之機率，因此在建立題庫(item 

bank)、試題等化(item equating)、偏誤(bias)上有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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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僅舉例重要數點，有關古典測驗之缺失，近年來相關的書籍、文獻

已討論不少，在此不再贅述。 
  有關試題反應理論的模式相當多，在二元計分(chotomous scoring)情形

下，以Logistic Model而言，即有四種模式，即單參數模式(one-parameter 
model)、雙參數模式 (two-parameter model)、三參數模式 (three-parameter 
model)、四參數模式(four-parameter model)。在非雙點計分模式中，亦有多種

其它模式，其適用的情況各有不同。一般試題反應理論具有基本的的假設，

滿足下列假設的情形下，資料的解釋分析才合理。 
一、單維度(unidimensionality) 

  測驗中每個試題只評量某一個潛在特質或能力，這便是單維度的假設。

事實上，測驗上很難完全做到這點，例如，數學科中文字題的試題，語文能

力亦會影響到受試者的表現，因此單維度只是個假設，至於影響測驗表現的

其他因素，則歸為測量誤差。其實，試題反應理論亦能處理多項度

(multidimensionality)的問題，其模式較為複雜難懂，尚在不斷發展改良中(鄭
富森, 民83)。 

二、局部獨立性(local independent) 
  受試者在測驗上某一試題的作答情形，不受其他試題的影響，亦即考生

在測驗上的反應組型機率，等於他在單獨試題上反應機率的連乘積(余民寧, 
民82)。此假設是由於可簡化採最大可能性估計法 (Maximun Likelihood 
Estimation, 簡稱MLE)之計算過程所致，其公式為(Lord, 1980)： 
 
  Ｐ(U1，U2，U3，‧‧‧Un|θ) 
  =Ｐ(U1|θ)Ｐ(U2|θ)‧‧‧Ｐ(Un|θ) 
  =ΠＰ(Ui|θ) 
       θ：代表受試者的能力 
       Ui：代表受試者在第i題作答情形 
  Ｐ（Ui|θ)：代表能力值θ之受試者在Ui題的答對機率 
 

三、非速度測驗 
  受試者在測驗上的表現，完全是由其能力所影響，並沒有時間不足，以

致於無法答完或答錯的情形(余民寧, 民82; 許擇基、劉長萱, 民81; Hambleton 
& Swaminthan, 1985)。 
  本研究採用鄭富森教授新近發展的「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來分析試

題，配合該理論，其已撰寫成之PC軟體(鄭富森 , 民82)，該軟體名稱為

ICCNP。本研究利用該軟體作為本研究試題的分析工具。該PC軟體針對古典

測驗理論、推論性理論(generalizability theory)和早期試題反應理論的缺失限

制，並從古典測驗理論的觀點，結合試題反應理論之精神，具有二者測驗理

論之優點，略述如下： 
一、因為一般常用之試題反應理論軟體皆有試題參數，依據參數來繪製試

題特徵曲線，卻限制了該曲線的真實性。例如，樣本資料過於集中某

一範圍，由Bilog、Miltilog繪出的曲線卻是平滑一致，不符合實際的樣

本資料。而ICCNP軟體能真實地從受試者的反應情形，繪出試題特徵

曲線。 

 - 67 -



測驗統計年刊 第二輯                劉湘川 簡茂發 林原宏 

二、由於該理論採最小平方法(Least Square Estimation, 簡稱LSE)來估算，

因此不受限於局部獨立性的假設。從這方面言，非常適合用來分析本

研究資料，因為本研究試題相似性頗高，試題獨立性自然較難成立。 
三、一般試題反應理論的軟體，其分析資料的樣本需要相當大，而ICCNP

軟體並不需要非常大的樣本，由實證性的研究結果亦顯示(劉兆文, 民
83)，樣本並不需要很大。 

四、一般三參數、四參數模式雖已完備，但數學運算繁雜，利用電腦運

算，容易發生正爆或零爆的現象，而不得不把滿分、趨近滿分或趨近

零分、零分的資料去除，這在國民小學一般分數偏高的測驗中，受到

極大的限制。而ICCNP軟體利用最小平方法，可避免該現象的發生(陳
怡欣, 民83)。 

五、ICCNP軟體可針對多元計分的試題進行分析，該軟體適用混合計分模

式，不似一般試題反應理論軟體只適用於固定某種計分的情境。無參

數試題反應理論模式認為受試者在每個測驗試題上的反應主要取決於

三方面因素即「受試的特性」、「試題的特性」和「評分的特性」，

茲簡述如下(鄭富森, 民83)： 

一、受試的特性 

  所謂受試的特性，是指影響受試者答題行為的因素，主要可分為兩類： 
內在因素：內在因素一般亦稱為潛在特質，這也正是試題所要測量

的受試者內在特質或能力，這些內在特質會影響答題的表現，例如，

影響某試題的內在因素是個人的知識結構或解題策略。 
外在因素：指影響受試者答題表現的其他因素，例如，身體不適、

作弊、考試場地吵鬧、施測程序不當、答題工具不足等。這些因素通

常是隨機出現的，會干擾測量的精確性，這些因素通常被歸類為測量

誤差(measurement error)。 
  「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在受試者能力量化的過程中，必須提出假設，

才能具備實用性與可行性，對受試者的能力假設有下列三項： 
受試者能力適合以基本單位未知的等距量尺來描述。 
不管是任何母群，其受試的能力只分佈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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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大於一個不是負無限大的下限(lower bound)。 
影響受試者在測驗表現的能力值是單維的。目前為止，試題反應

理論大多假設受試能力是單維的，多維的的試題反應理論模式在推演

及實務應用上仍有許多爭議之處，而「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亦假設

影響受試者測驗表現的能力值是單維的。所以，本研究利用「無參數

試題反應理論」來分析筆試資料，而所要分析的潛在特質是乘除文字

題的能力。 

二、試題的特性 

  試題是了解受試者能力的一種測量工具。試題的特性的了解，必須從

「質的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和「量的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前者

是對試題的實質內容做分析，以了解受試的認知結構如何影響其答題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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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是以計量的方式，描述個人潛在特質與試題特徵之間的關係，而「無參

數試題反應理論」著重在對試題作「量的分析」。 
  在試題的特性方面，「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有下列假設： 

受試者的潛在特質與其在試題的表現之間適合用一種直線的數量

關係來表達。以數理統計的數學公式表示如下： 
(一)假設某測驗有n個試題，有N位受試者接受測驗。第s個受試的能力值

為θs，其在第i個試題的表現為his，eis表示測量誤差。則其關係可表示

為： 
     his＝gi(θs)＋eis 
          gis＝gi(θs)＝ag,iθs＋bg,i           i=1,2,...,n  ，  s=1,2,...,N    
                                                        其中  ag,i   和 bg,i   為常數 
(二)假設   ε(his)＝gi(θs)  ，因此ε(eis)＝0 
(三)假設   gi(θs)和eis之間的相關為零 
(四)假設 eis和ei's'之間的相關為零，其中(i,s)≠(i',s') 

  從以上的數學關係可知，gis 、 his 和 eis 都是基於相同的等距量尺，

「his 量尺和gis 量尺」以及「gis量尺和θs 量尺」之間有線性關係。因為θs 
量尺是未知的，所以 gis 量尺也是未知，且 his 量尺也是未知，因此gis 和 his 
無法直接觀察到，因此必須考慮每個試題的計分方式。 

三、試題的計分方式 

  所謂「計分方式」，只把受試者對試題的反應量化成數值的方式，而量

化方式的決定，是主觀的決定。假設經過決定的計分量化方式所產生的結果

是 fis ，而 xis 是 fis 的觀測值， eis 是測量誤差。用數學式子表示如下：   
                                      xis＝fis＋eis       
  而fis  和 gis 的關係可分為以下兩種： 

(一)fis  和 gis 之間有某種線性關係(linear relationship) 
(二)fis  和 gis 之間有某種非線性關係(non-linear relationship) 

  fis 分佈的範圍是主觀決定，即使 fis  和 gis 之間有某種線性關係，但其

之間的關係式仍是未知的，但是fis 的分佈範圍會影響其與 gis 或 θs 之間的

關係，如果fis 的分佈範圍愈大，其與gis 或 θs 之間的相關則愈高。為了客

觀決定 fis  和 gis 或 θs 之間的關係，一般的作法是將 xis 標準化，因此，xis  
可假設如下： 

xis 分數是標準化分數   
    前述的情況中，如果fis 和 gis 有線性關係，可以忽視gis 的存在，直接表

示fis  和 θs 之間有線性關係。則可以數學式表示如下： 
           fis＝af,igis＋bf,i 
                ＝af,i(ag,iθs＋bg,i)＋bf,i 
                 ＝(af,iag,i)θs＋(af,ibg,i＋bf,i ) 
                 ＝aiθs＋bi 
                                                ；令ai＝af,iag,i    ，  bi＝af,ibg,i＋bf,i  
 
  同樣的，當fis 和 gis 有某種非線性關係時，亦可以直接表示fis  和 θs 
之間有非線性關係存在。但是，如果fis  為 θs 之非線性關係但非一對一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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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one to one and continuous)，則其反函數將不存在，也因此難以藉著fis 
和觀測值 xis 來估計θs，以及估計fis 和 gis 或fis和 θs的非線性關係。所

以，必須提出假設如下： 
這些非線性關係是一對一而且連續的函數 

  由於假設這些非線性的關係是一對一且連續，所以，如果「 θs' －θs 
＝θs'' －θs' 」的關係成立，但是「 fis' －fis ＝fis'' － fis' 」的關係不一定

成立。 
  綜合以上所論，我們可將結果整理如下： 

一、xis＝fis＋eis 
       假設xis 是標準化分數，且ε(xis)＝fis 。因此可推得ε(eis)＝0 
二、假設 gis＝gi(θs)＝ag,iθs＋bg,i  

  在上式中，ξ is  表示由於主觀決定的評分方式，所造成「fis」和

「af,igis＋bf,i」之間的差距，也就是誤差。 

三、假設 fis＝(af,igis＋bf,i)＋ξis  
                                ＝af,i(ag,iθs＋bg,i)＋bf,i＋ξis  
                                ＝(af,iag,i)θs＋(af,ibg,i＋bf,i )＋ξis  
                                ＝aiθs＋bi＋ξis      令ai＝af,iag,i     ， bi＝af,ibg,i＋bf,i  

四、假設 eis 和 fis 之間的相關為零 ， eis 和 gis 之間的相關為零， eis 和
 θs 之間的相關為零， eis 和 ξis 之間的相關亦為零。 
五、假設 eis 和 ei's' 之間的相關為零 ，如果(i,s)≠(i',s') 
六、因為計分是主觀決定的，ξis 表示由於主觀決定的評分方式所造成

 ，所以假設ξis 和θs 之間的相關為零 ，或ξis 和gis 之間的相關為

 零。ξis 和ξi's之間的相關為零，如果i≠i'。 
  「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所要估計的有「θs」及「fis  和 θs 之間的關

係」，而估計方式，採用最小平方法。其詳細的推導過程內容，因受限於篇

幅，不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讀者可參閱鄭富森(民83)一文。無參數試題反

應理論之ICCNP軟體，已有相關文獻利用來分析資料，其結果均令人滿意(陳
怡欣, 民83; 劉兆文, 民83; 簡茂發、劉湘川、許天維、郭伯臣, 民82)，因此，

本研究亦採用該軟體來分析資料。 
  綜合以上之文獻探討，本研究擬以既有的晤談資料，應用試題關聯結構

和試題反應理論來分析筆試資料，了解學生對不同數值型態的乘除文字題，

其試題反應的表現特性為何，試圖將分析結果與晤談的結果相互配合，以印

證「暗隱模式」之論點，並比較此二種試題分析方法，在本研究的分析中所

具有的特色，期能提供進一步之解釋訊息。 
 

 

 

 

第 三 節 研究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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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Fischbein et al. （1985）所提之暗隱模式為基礎，根據研

究文獻及待答問題，提出如圖3-1之研究架構： 

暗隱模式

乘除文字題筆試

試題關聯結構之試題分析 試題反應理論之試題分析

綜合歸納比較:

1.試題關聯結構圖上不同數值型態試題的關係和特性

2.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所分析之不同數值型態試題的試

  題特徵曲線類型與試題特性

3.試題關聯結構與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分析結果之比較

 
                             圖3-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係國民小學五、六年級學生，因為五年級學生開始

接觸小數的乘除法，本研究的目的在探究學生學習小數、整數的乘除

法後，其乘除概念的表現。 
  研究者自臺中師範學院輔導區（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

縣）內學校，每縣（市）各抽取二所學校，計八所學校。而每所學校

又針對五、六年級各抽取一班，計十六班（五、六年級各八班），共

計754名，刪除資料不完整的樣本點後，共得有效樣本點725名學生。 

參、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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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用以蒐集資料的工具包括自編測驗、晤

談題目以及用來分析資料、繪圖的SPSS/PC、SAS/Graph、Excel等軟

體，茲說明如下: 

一、自編測驗 

  自編測驗為文字題測驗卷，要求學生針對文字題列出適當算式，

並不需要寫出計算過程。採用此方式，是希望藉著開放自由列式的方

式，充分獲知學生的各種列式類型，不要有所限制。而數值型態和乘

除法的類型結構方面，則參考Bell et al. (1984)、Bell et al. (1989)、
Fischbein et al. (1985)、Mangan(1986)的研究。 
  本研究乘除題目操縱的因素為數值型態，其他方面如內容、乘除

結構等盡量要求相同；但嚴格而言，影響乘除文字題的表現之因素相

當多，無法像自然科學的實驗一般，做到嚴謹的控制。在試卷的製作

上，將內容相同的題目隨機分配至A、B二卷，A卷施測後約二週，則

進行B卷施測。 

二、統計及繪圖軟體 

  本研究使用之電腦軟體包括: 
（一）利用SPSS(5.01 PC DOS版)來進行筆試資料的分析統計。 
（二）使用Excel(5.0 WINDOW 版)來繪製試題關聯結構圖。 
（三）以ICCNP 之PC軟體進行本研究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之資料分析，

做為畫出試題特徵曲線之依據。此軟體係國內學者鄭富森（民83）依

「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所發展之軟體，已有之數篇研究文獻採用此

軟體，成效均獲肯定，比往昔之試題反應理論軟體（如Bilog、
Multilog等），能更正確地顯示受試者能力與答題表現之關係。 

（四）使用SAS/Graph（6.04 PC DOS版） 來描繪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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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結果與討論 
  在信度方面，本研究採用兩種信度之指標，一是採取重測信度，其二是

根據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所估計的得分期望值和實際作答的得分，依古典測

驗理論信度的定義，用分數變異數的觀點，求出每一題和總分的信度。 
  至於效度的分析，本研究主要採效標關聯效度。此外，本研究試題在編

製過程中，就教於教學經驗豐富之國小教師，以及國立台中師範學院學有專

精的教授，以下分別敘述信度和效度的分析過程和結果。 
 

一、信度分析 

（一）根據「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所估計的信度 
  測驗的信度建立在分數的變異數上，依據變異數的觀點，信度被界定為

「真實分數的變異數在實得分數的變異數上所佔的比率」。若以公式表示，

可表示為： 

  信度  r t

x
= σ

σ

2

2              ，其中    代表真實分數的變異數 σ t
2

                                                            表示觀察分數的變異數 σ x
2

  本研究採用「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之ICCNP軟體進行資料分析，就此

而言，觀察分數是根據學生的原始分數；至於真實分數，則經由受試者的能

力估計值，經內插法求出得分期望值，以此分數視為受試者的真實分數。至

於詳細的計算過程，因限於篇幅，於此不再贅述。 
  經由上述的分析過程本研究求出乘法、等分除、包含除三大部分試題的

信度，如表4-1至4-3所示。 
表4-1 乘法試題的信度 

表4-2 等分除試題的信度 

題號 A10 B9 B24 A16 A33 B33 A26 B10 B6 A29 A25 B18 A1 B22 A15 B21 B31 A3 整體

信度 .292 .214 .222 .344 .353 .227 .312 .320 .304 .269 .397 .399 .151 .432 .354 .292 .271 .203 .974

表4-3 包含除試題的信度 

題號 A14 B27 B26 A11 A19 A9 B14 B7 A6 B28 B25 A4 B32 A12 整體 
信度 .460 .394 .436 .340 .386 .272 .381 .395 .348 .422 .322 .265 .348 .164 .992 

  由表4-1至表4-3可知，本研究試題的信度，大體上而言，其信度相當

高。 

題號 B1 A21 A20 B15 A27 B4 A30 B30 A22 B29 A5 B23 B20 A2 整體 
信度 .358 .371 .454 .306 .502 .563 .529 .359 .460 .419 .460 .504 .535 .364 .998 

 
（二）重測信度 

  本研究於A、B卷施測完畢後一個月，進行重測。從全部研究的八所學

校中，隨機選取二所學校進行重測，共計四班(五、六年級各二班)，經篩除

資料不完全的受試後，有效的重測樣本點計175名。 
 經由上述的重測過程，求出每一試題前後測分數的相關係數，此相關

係數即為重測信度。以下分別敘述乘法、等分除、包含除三大部分試題的重

測信度，如表4-4至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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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乘法試題的重測信度 
題號 A10 B9 B24 A16 A33 B33 A26 B10 B6 A29 A25 B18 A1 B22 A15 B21 B31 A3 整體

信度 .128*
** 

.232*
** 

.313*
** 

.164*
* 

.344*
** 

.289*
** 

.316*
** 

.474*
** 

.298*
** 

.283*
** 

.386*
** 

.505*
** 

.235*
** 

.335*
** 

344*
** 

.291*
** 

.440*
** 

.140* .707*
** 

       *P<.05       **P<.01        ***P<.001 

表4-5 等分除試題的重測信度 

題號 A14 B27 B26 A11 A19 A9 B14 B7 A6 B28 B25 A4 B32 A12 整體 
信度 .503*** .500*** .608*** .363*** .602*** .356*** .347*** .400*** .422*** .371*** .300*** .382*** .372*** .310*** .795*** 

        ***P<.001 

表4-6 包含除試題的重測信度 
  表4-4至表4-6為試題的重測信度，每題的信度和整體的信度皆達顯著差

異水準(P<.05)以上。因此，本研究試題的信度非常高。 
  綜合本研究所採取「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和「重測信度」兩種方式所

獲得的試題信度來看，本研究試題的信度相當高，因此，本研究筆試結果的

可信程度相當高。 

題號 B1 A21 A20 B15 A27 B4 A30 B30 A22 B29 A5 B23 B20 A2 整體 
信度  

.814*** 
 
.544*** 

. 
416*** 

.418*** .321*** .602*** .567*** .507*** .472*** .246*** .604*** .584*** .489*** .285*** .866*** 

        ***P<.001 

二、效度分析 

  本研究採效標關聯效度的方式，以學生的學期數學科總成績為效標。因

為每個學校、班級的教師評量和平時成績考查方式會有所不同，因此不同的

班級，其數學科的學期總成績評分標準、方式亦有所不同，所以本研究以每

班為單位求出效標，採多重效標的觀點來分析。 
  就五年級學生言，以其「五年級上、下學期的學期數學科總成績」為效

標，因此五年級學生的試題有二個效標；而六年級學生，則以「五年上、下

學期和六年級上、下學期的學期數學科總成績」為效標，因此六年級學生的

試題有四個效標。 
  研究者經過每班導師的同意，取得學生的數學科學期總成績，並將學生

的試題分數與數學科學期總成績求出相關係數，以此相關係數作為效度的指

標，相關係數愈高者，表示效度愈高。 
  本研究分別從乘法、等分除和包含除三部份，來敘述試題的效度，表4-
7至表4-9表示求得的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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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乘法試題的效標關聯效度 
學校 
編號 

年級 五上數學 
科成績 

五下數學 
科成績 

六上數學 
科成績 

六下數學 
科成績 

1 五 .789*** .780***   
1 六 .491*** .641*** .581*** .571*** 
2 五 .515*** .490***   
2 六 .713*** .689*** .716*** .660*** 
3 五 .553*** .554***   
3 六 .436*** .492*** .469*** .498*** 
4 五 .509*** .488***   
4 六 .607*** .664*** .717*** .733*** 
5 五 .682*** .667***   
5 六 .382** .537*** .496*** .514*** 
6 五 .548*** .608***   
6 六 .560*** .544*** .593*** .513*** 
7 五 .327* .396**   
7 六 .457*** .451*** .493*** .403*** 
8 五 .467*** .647***   
8 六 .704*** .558*** .616*** .619*** 

                        *P<.05       **P<.01        ***P<.001 

 
 

表4-8   等分除試題的效標關聯效度 
學校 
編號 

年級 五上數學 
科成績 

五下數學 
科成績 

六上數學 
科成績 

六下數學 
科成績 

1 五 .706*** .680***   
1 六 .586*** .757*** .745*** .760*** 
2 五 .646*** .643***   
2 六 .760*** .770*** .764*** .772*** 
3 五 .595*** .595***   
3 六 .509*** .494*** .432*** .462*** 
4 五 .668*** .560***   
4 六 .751*** .714*** .765*** .766*** 
5 五 .650*** .674***   
5 六 .693*** .653*** .710*** .707*** 
6 五 .743*** .768***   
6 六 .714*** .782*** .766*** .742*** 
7 五 .463*** .494***   
7 六 .656*** .562*** .523*** .588*** 
8 五 .683*** .712***   
8 六 .740*** .698*** .693*** .67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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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包含除試題的效標關聯效度 
學校 
編號 

年級 五上數學 
科成績 

五下數學 
科成績 

六上數學 
科成績 

六下數學 
科成績 

1 五 .633*** .677***   
1 六 .661*** .809*** .788*** .813*** 
2 五 .456*** .481***   
2 六 .746*** .773*** .800*** .791*** 
3 五 .584*** .587***   
3 六 .546*** .609*** .538*** .538*** 
4 五 .584*** .570***   
4 六 .658*** .716*** .722*** .753*** 
5 五 .593*** .665***   
5 六 .721*** .701*** .741*** .749*** 
6 五 .570*** .569***   
6 六 .724*** .771*** .790*** .772*** 
7 五 .445*** .497***   
7 六 .538*** .450*** .419*** .444*** 
8 五 .632*** .688***   
8 六 .825*** .790*** .792*** .782*** 

                       ***P<.001 

 
  由表4-7至表4-9可知，相關係數皆達顯著水準(p<.05)以上，由此可知本

研究試題效度可以接受。 

貳、試題關聯結構之試題分析 

  本研究依據試題關聯結構之分析步驟，首先算出乘法、等分除及包含除

三大部分之順序性係數，並以閥值0.5為標準，判斷順序關係成立與否。 
  根據所建立的試題關係，研究者進一步繪出試題關聯結構圖。圖4-1、
圖4-2及圖4-3分別表示乘法、等分除及包含除之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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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 15

B31 0.65 × 0.35

 
圖 4-1 乘法之試題關聯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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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等分除之試題關聯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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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86

0.35÷ 0.56

0.35÷ 1.42

1.42÷ 9.86

 
圖4-3 包含除之試題關聯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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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法之結構圖分析 

  乘法部份有18題，以閥值0.5為標準，圖4-1的試題關聯結構圖上只有13
題，其他5題與此13題沒有順序關係存在，此5題分別為B9、B24、B33、A1
及A3，但其中「B9至B18」、「B24至B18」、「B24至B22」、「B33至
B22」、「B33至B21」的順序性係數均達0.4以上，其值均接近0.5。從圖4-1
之乘法結構圖，可歸納下列數點： 
一、乘法部份就整體而言，較等分除、包含除容易，圖4-1之試題的分布

情形與圖4-2、圖4-3比較，圖4-1的整體試題分佈較下面(答對率約95
％至45％之間)。 

二、以縱貫層面來看乘法的試題關聯結構結構圖約可區分為二大樹狀，一

為以A10為出發點，往上連結至A25，另一為以B6為出發點，往上連

結至B18。 
三、以橫斷層面來看，答對率由高而低約可分三類別，如表4-10：         

由表4-10可知，隨著乘數為整數、帶小數、純小數，逐漸由易轉為

難，此現象與Bell et al. (1981)、Ekenstam & Geoger (1983)之研究結果

相同。其中，類別一試題是「乘數為整數」的問題，其答對率最高；

類別二與類別三試題是「乘數不為整數」的問題，是屬於「當量」的

問題，其答對率則比類別一低。由此可知，學生對於「當量」的問題

較困難。 

表 4-10 乘法試題關聯結構圖之橫斷層面分類 
類別 試題 答對率 試題特性 說明 
  一 A10 

A33 
B6 
A26 

最高 
87.3％～93％ 

乘數為整數 三類別分類臨界的

試題分別為 
A26(答對率87.3％)
A15(答對率78.8％)
 

  二 B21 
B10 
A16 
A15 
 

居中 
78.8％～84.9％ 

乘數為帶分數  

  三 A29 
B31 
B22 
B18 
A25 

最低 
46.5％～76.6％ 

乘數為純小數  

四、乘法之試題，以嚴謹數學邏輯知識架構及內容、文字相似性而言，可

分為四個類別，如表4-11。類別內的試題僅有數值不同，在專家

(expert)、成人的知識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中，這些都是相同試

題，僅有數值不同而已，試題之間應只有難度不同，理應在試題關聯

結構圖上有順序關係存在。根據圖4-1，由表4-11可知，僅類別二有二

個關係存在，其餘均無順序關係存在。由此可知，以嚴謹數學邏輯知

識結構言，內容相同，架構、文字相似的試題可視為相同；但對於學

生這個「生手」(novice)而言，卻是一個比較不同的認知層次，甚至

沒有關係，此點值得教學課程編製者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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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乘法內容架構相同試題的試題關聯結構圖之試題順序分析 
類別 試題 試題特性 順序關係 
  一 A10 

B9 
B6 
A29 

由單價(元/公斤)，求多少元？ 無 

  二 B24 
A16 
A33 
B33 
A26 
B10 
A1 
B22 

由單價(元/公升)，求多少元？ A33→A26 
B10→B22 

  三 A25 
B18 

由單價(元/公噸)，求多少元？ 無 

  四 A15 
B21 
B31 
A3 

由單價(元/公尺)，求多少元？ 無 

 

二、等分除之結構圖分析 

  圖4-2為等分除的試題關聯結構圖，圖4-2與圖4-1的結構圖並不太相同，

圖4-2顯得較為複雜、散落。以閥值0.5為標準，等分除共有14題，圖4-2的試

題關聯結構圖上有13題之多，僅B25沒有在圖4-2上，但亦有值得注意的地

方，「A14至B25」、「B26至B25」及「B7至B25」的順序性係數均分別

為.487、.461及.471，且「B25至B14」、「B25至B32」及「B25至A12」的

順序性係數為.469、.457及.452，其值均非常接近閥值0.5。由圖4-2可知，等

分除試題之間關係較乘法密切。就圖4-2的等分除試題關聯結構圖而言，亦

可歸納出下列數點： 
一、以縱貫層面來看，亦可分為二大系統，一是以A19為出發點，分別連

接至上端，另一是以B7為出發點，向上連結。 
二、以橫斷層面來看，依答對率的集中情形，可約略分為三類別，整理如

表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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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等分除試題關聯結構圖之橫斷層面分類 
類別 試題 答對率 試題特性 說明 
  一 A19 

A14 
B26 

最高 
79.4％～85％ 

未違反LDS及MDI
原則 

1.A19 違 反 了 LDS 原

則，屬於例外。 

  二 A9 
A11 
B27 
B7 
A4 
B32 

居中 
43.2％～72.1％ 

只違反LDS或MDI
其中之一原則 

2.三類別分類臨界的試

題分別為 
B26(答對率79.4％) 
B27(答對率43.2％) 

  三 B14 
A12 
B28 
A6 

最低 
23.4％～32.1％ 

皆違反LDS、MDI
兩個原則 

 

由表4-12可知，影響學生答對成功與否有二個要素，即LDS及MDI。
雖然A19違反了LDS原則，卻答對率最高，但由於0.45小數點後有二

位，6只有一位，可能受學生小數表徵影 響，把它視同45÷6，因此並

不影響其答對率，此現象亦與Bell et al. (1981)的研究結果相同。類別

一試題以及類別二之A11及B27題是「除數為整數」的問題，屬於國

小學生的觀 點「等分除」，其答對率較高；類別二的A9、B7、A4、
B32題與類別三試題是「除數不為整數」的問題，是屬於「當量」的

問題，其答對率則比類別一低。由此可知，學生對於「當量」的問題

較困難。 
三、等分除之試題，如同乘法一樣，就專家觀點的數學邏輯知識架構以及

內容、文字相似性言，有六個類別可視為相同者，不同之處在於數值

部份。但從圖4-2的試題關聯結構圖可知，亦有部份試題如同乘法之

試題關聯結構圖一樣，理應有順序存在，卻沒有順序關係存在。如表

4-13所示： 
 

表4-13 等分除內容架構相同試題的試題關聯結構圖之試題順序分析 
類別 試題 試題特性 順序關係 
  一 A14 

B27 
求每(盒、箱)多少公斤？(被除數皆為整數) A14→B27 

  二 B26 
A11 
A19 

求每(箱、人)多少公斤？(被除數皆為小數) A19→A11 

  三 A9 
B14 

求每公尺重多少公斤？ 無 

  四 B7 
A6 
B28 

求每公畝採收多少公噸？ B7→B28 

  五 B25 
A4 

求每公升重多少公斤？ 無 

  六 B32 
A12 

求每公尺重多少公斤？ 無 

 
由表4-13可知，雖然從數學邏輯、專家觀點而言，此六類別內之試題

理應有順序關係存在，但卻只有二個關係存在，類別內之試題大部分

皆無順序關係存在，此與乘法試題關聯結構圖的結果相同，由此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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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我們訊息，學生的等分除知識結構，的確比較不同於專家的知識

結構。 

三、包含除結構圖分析 

  圖4-3是包含除的試題關聯結構圖，包含除的試題共有14題，以閥值

0.5為標準，此14題皆出現在圖4-3上，由此可知，包含除的試題關係比

乘法更為密切。從這結構圖亦可歸納出下列數點： 
一、從縱貫層面來看，此結構圖亦可分為二大系統，一為以B1為出發

點，向上連結至上端， 另一為以A20為出發點，向上連結。 
二、結構圖中有一個對等性群，即B20和B4，可見對等性群內的試題之間

不一定要有同樣的答對率。由圖4-3的結構圖中可知，B20比B4答對率

低，但二者答對率相差不大。 
三、從橫斷層面來看，以答對率集中情形來分成二類別，則提供了我們很

重要的訊息，整理如表4-14所示： 
 

表4-14  包含除試題關聯結構圖之橫斷層面分類 

類別 試題 答對率 特性 說明 
  一 B1 

B23 
B4 
B20 
A20 
A5 
B30 

較高 
61.1％～84.7％ 

未違反LDS原則 1.兩類別均有違反

MDI原則的試題，

但不像等分除會

影響試題歸納。 

  二 A27 
A30 
A21 
A22 
B15 
B29 
A2 

較低 
26.3％～45.8％ 

違反LDS原則  
2.類別分類的臨界

的試題為B30 
(答對率為61.6％) 

 
比較表4-12和表4-14可知，影響包含除與等分除的答對因素的確有所

不同，從表4-14可知，影響包含除答對因素只有LDS一種，而MDI的
因素並不似等分除那樣地大大影響試題的答對成功與否。但有一點值

得注意，表4-21中類別一中有B1和A20二題不違反MDI原則，其答對

率即相當高，同樣的，類別二中有A21、A27、B15三題不違反MDI原
則，此三題在類別二內是答對率最高的。由此可知，等分除的暗隱模

式可能影響包含除的概念。 
四、如同等分除一樣，包含除在試題設計上，就專家觀點的數學邏輯知識

結構以及內容、文字相似性而言，可將包含除試題分為六大類別，如

表4-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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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包含除內容架構相同試題的試題關聯結構圖之試題順序分析 
類別 試題 試題特性 順序關係 
  一 B1 

A21 
問可買多少公尺？ B1→A21 

  二 A20 
B15 
A27 

問可築多少公里？ A20→B15 
A20→A27 

  三 B4 
A30 

問可刷木板多少公尺？ B4→A30 

  四 B30 
A22 
B29 

問長多少公尺？ B30→B29 
B30→A22 

  五 A5 
B23 

問行走多少公里？ B23→A5 

  六 B20 
A2 

問可築多少公尺？ 無 

 
根據圖4-3，由表4-15可知，學生的包含除之知識結構比等分除較接

近專家觀點邏輯的數學架構，因為表4-15與表4-13相比較之下，包含

除在同一類別的試題之間有較多的順序關係。但為何包含除比等分除

有較多的此種「專家、邏輯」的順序關係，則是一個待繼續深入探討

的問題，本研究僅呈現出此種現象，並沒有證據予以充分解釋。 

參、試題反應理論之試題分析 

  本研究採用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之ICCNP軟體來分析試題，根據分析出

來之資料，以SAS/Graph統計套裝軟體繪製試題特徵曲線。 
  利用該軟體分析試題資料，用SAS/Graph所繪出的試題特徵曲線。以下

分別就乘法、等分除、包含除三部份來分析試題特徵曲線。 

一、乘法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分析 

  就乘法言，依其試題的試題特徵曲線形狀為分類標準，把相似的歸

為一類，可劃分為五類，各類型之試題特徵曲線舉例如圖4-4至圖4-8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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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4-4至圖4-8之試題特徵曲線的分類，可以得知乘法試題特徵曲線的

特性，除了試題的試題特徵曲線特性之外，亦可歸納整理出試題難度、試題

整體特性等，如表4-16所示。 
表4-16  乘法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類型及試題特性 

類型 試題 難度 
分布 

試題特徵曲線形狀特性 試題特性 

Ⅰ A10 
A33 
B6 
A26 
B24 
A16 
B10 
A15 

-1以下 對中、低能力值的受試者具較高的鑑

別度(約後2/3)，因為此處斜率相當

高。而對能力值高的受試者鑑別度很

低，因為此處的斜率趨於水平。 

乘數為整數或帶小數 

Ⅱ B21 
B9 
B33 
A1 
 

-1.5 以

下 
對中、低能力值的受試者具較高的鑑

別度(約後2/3)，因為此處斜率相當

高。但在能力值高的地方有一個水平

及上升的曲線，顯示類形試題在能力

最高的部份具有高的鑑別度，介於

中、高能力值的地方卻沒有鑑別度。

乘數為整數或帶小數 

Ⅲ B18 
A25 
 

-1~1 與類型Ⅰ恰好相反，在能力值中、低

的地方鑑別度很低；在能力值高的地

方鑑別度很高。 

乘數為純小數 

Ⅳ B22 0 與Logistic Model 類似，如把能力範

圍分為3等分，則在中間1/3的地方有

很高的鑑別度，高、低兩端則較無鑑

別度。 

乘數為純小數 

Ⅴ A29 
B31 
A3 
 

-2~-1 趨近一條直線，且鑑別度在任何地方

皆相當高。 
乘數為純小數 

 
  表4-16係以試題特徵曲線的形狀為分類標準，由該表可發現： 
一、乘數為整數者分佈於Ⅰ、Ⅱ類型試題，乘數為帶小數者，亦分佈於

Ⅰ、Ⅱ類型試題，乘數為純小數者分佈於Ⅲ、Ⅳ、Ⅴ類型試題。 
二、若將表4-10與表4-16比較，可發現表4-10中類別一的試題在表4-16中

為Ⅰ型試題，類別二則為Ⅰ、Ⅱ型試題，類別三則為Ⅲ、Ⅳ、Ⅴ型試

題。雖然沒有很明確地獨立劃分，但大致上有一個趨勢，類別一、二

與類型Ⅰ、Ⅱ對應，而類別三則與類型Ⅲ、Ⅳ、Ⅴ對應。由無參數試

題反應理論的分析亦可得知，學生對於乘法「當量」的問題較為困

難，此與試題關聯結構的分析結果相同。 

 

 

 

二、等分除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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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分除試題部份，以試題的試題特徵曲線形狀為分類標準，把相似的

歸為一類，可劃分為三類，各類型之試題特徵曲線舉例如圖4-9至圖4-1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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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4-9至圖4-11之試題特徵曲線的分類，可以得知等分試題的試題特

徵曲線特性，除了試題的試題特徵曲線特性之外，亦可歸納整理出試題難

度、試題特性等，如表4-17所示。 
 

表4-17  等分除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類型及試題特性 
類型 試題 難度分布 試題特徵曲線形狀特性 試題特性 
Ⅰ A19 

A14 
B26 
B7 

難度最低 
-2~ -1 

對中、低能力值的受試者具較高的鑑

別度 (約後2/3)，因為此處斜率相當

高。而對能力值高的受試者鑑別度很

低，因為此處的斜率趨於水平。(與乘

法類型Ⅰ相同) 

不違反 LDS 、 MDI
兩個原則 
 
*A19違反LDS原則 
*B7違反MDI原則 

Ⅱ A9 
A11 
A4 
B32 
B25 
 

難度居中 
-1 ~ 0 

趨近一條直線，且鑑別度在任何地方

皆相當高。(與乘法類型Ⅴ相同) 
只違反 LDS 、 MDI
其中一個原則 
 
 

Ⅲ B14 
A12 
B28 
A6 
B27 
 

難度最高 
0~1 

與類型Ⅰ恰好相反，在能力值中、低

的地方鑑別度很低；在能力值高的地

方鑑別度很高。(與乘法類型Ⅲ相同) 

違反 LDS 、 MDI 兩
個原則 
 
 
*B27 不 違 反

「MDI」原則 

 
  表4-17表示等分除的試題特徵曲線形狀特性、試題難度範圍、試題特

性等。表4-17的製作，是先從試題特徵曲線形狀特性著手，然後求出每一

類型的難度範圍，並分析試題的特性。由表4-17可發現下列二點： 
一、Ⅰ型試題的難度最低，其次為Ⅱ型，再其次為Ⅲ型。 
二、就試題特性言，Ⅰ型的試題是不違反LDS及MDI原則，也就是「被除

數大於除數」及「除數為整數」(因為此處是除法，沒有乘法)。雖然

A19題違反LDS原則，但由前述的文獻及試題關聯結構分析可知，可

能學生可能把0.45÷6視同45÷6，因此不違反LDS原則。B7題不違反

LDS原則，卻違反MDI原則，此現象尚無法由該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

加以解釋。Ⅱ型試題只違反了MDI、LDS其中一個原則，由其難度居

三類型之中可知，違反LDS或 MDI，會使難度增高。Ⅲ型試題同時違

反了LDS及MDI原則，故其難度最高，其中B27題違反MDI原則，卻

歸為Ⅲ型，原因為何，尚無法由該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來解釋。 
三、就表4-17而言，影響等分除表現的因素可歸納為LDS及MDI兩個因

素，此與試題關聯結構的分析結果相同。 
四、將表4-17與表4-12比較，可發現一個大致趨勢。表4-12的類別一、

二、三分別與表4-17的類型Ⅰ、Ⅱ、Ⅲ相對應，由此可知試題關聯結

構分析與試題反應理論分析可獲得一致的結論。其中B27、B7兩題在

表4-12中為類別二，但在表4-17卻分別為類型Ⅲ、Ⅰ，是為特例。此

外，由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的分析可知，學生對於「當量」的問題較

為困難，此與試題關聯結構的分析結果相同。 
  以上僅是大致的分類，其中A19、B7、B27、A11為特例，原因為何？

僅由試題特徵曲線尚無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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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含除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分析 

    同樣地，就包含除試題部份，以試題的試題特徵曲線形狀為分類標

準，把相似的歸為一類，可劃分為三類，各類型之試題特徵曲線舉例如

圖4-12至圖4-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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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4-12至圖4-14之試題特徵曲線的分類，可以得知包含除試題的試

題特徵曲線特性，除了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的特性之外，亦可歸納整理出

試題難度、試題特性等，如表4-18所示。 
 

表4-18  包含除試題之試題特徵曲線分類及試題特性 
類型 試題 難度分布 試題特徵曲線形狀特性 試題特性 
Ⅰ B1 

B23 
B4 
B20 
A20 
A5 
 

約-1.5～0.5 對中、低能力值的受試者具較高的鑑別

度(約後2/3)，因為此處斜率相當高。而

對能力值高的受試者鑑別度很低，因為

此處的斜率趨於水平。(與乘法類型Ⅰ相

同) 

不 違 反 LDS 原

則 

Ⅱ B30 
B15 
 

約-0.5～0.5 趨近一條直線，且鑑別度在任何地方皆

相當高。(與乘法類型Ⅴ相同) 
只 違 反 LDS 、

MDI 其中一個

原則 
 
B15違反LDS原
則 ， 不 違 反

MDI原則 
B30不違反LDS
原 則 ， 違 反

MDI原則 
Ⅲ A27 

A30 
A21 
A22 
B29 
A2 

約0.5～1 與類型Ⅰ恰好相反，在能力值中、低的

地方鑑別度很低；在能力值高的地方鑑

別度很高。(與乘法類型Ⅲ相同) 

違反LDS原則 
 
 

 
  表4-18表示包含除試題的試題特徵曲線類型分類特性、試題難度範圍、

試題特性等。很明顯地包含除的試題均集中在類型Ⅰ和類型Ⅲ。由表4-18亦
可發現下列三點： 
一、Ⅰ型試題的難度最低，其次為Ⅱ型，再其次為Ⅲ型。 
二、就試題特性言，Ⅰ型的試題是不違反LDS原則，Ⅱ型試題則傾向於過

渡型式，B15違反LDS原則，但不違反MDI原則，而B30不違反LDS原
則，卻違反MDI原則。Ⅲ型試題違反LDS原則，其難度最高。 

三、就包含除整體而言，與等分除相比較，可得知影響包含除答題表現的

因素只有LDS一種； 而影響等分除答題表現的因素有LDS及MDI兩
種，此與試題關聯結構的分析結果相同。 

四、將表4-18與表4-14比較，可發現表4-14的類別一、二分別與表4-18的
類型Ⅰ、Ⅲ相對應。其中B30、B15為過渡型式，在表4-18中皆為Ⅱ型

試題，但在表4-14中則分別為一、二類別。 
 
 

肆、綜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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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的敘述，本研究獲致如下數點結果： 
一、乘法的試題關聯結構分析方面，乘法試題可劃分為三類別，隨著乘數

為整數、帶小數、純小數，試題逐漸由易轉為難。此外，內容架構相

同的試題，以專家的知識結構的觀點，理應在試題關聯結構圖上有順

序關係，學生卻具備比較不一樣的知識結構。 
二、等分除的試題關聯結構分析方面，影響等分除答題表現的因素，有

LDS、MDI兩個因素。如果試題的正確列式符合LDS、MDI情形，則

答對率較高，這是從數值型態的角度來探討文字題的難易度。同樣

地，學生的等分除知識結構亦比較不同於專家的結構。 
三、包含除的試題關聯結構分析方面，影響包含除答題表現的因素只有

LDS一個。由暗隱模式可知，包含除由「連減法」導入，因此「被除

數需大於除數」，所以本研究的結果支持暗隱模式的論點。有一點和

乘法、等分除不同，即學生的包含除知識結構比乘法、等分除較接近

專家的結構，其原因為何？尚無充分證據說明。 
四、乘法的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分析方面，乘法的試題特徵曲線形狀具多

樣性。但與試題關聯結構分析比較，有一個趨勢，即表4-10的類別

一、二與表4-16的類型Ⅰ、Ⅱ對應，而類別三則與類型Ⅲ、Ⅳ、Ⅴ對

應。 
五、等分除的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分析結果，與試題關聯結構分析的結果

相同，試題亦同樣可分為三個層次，而影響答題表現的因素同樣地亦

有LDS、MDI兩個因素。 
六、包含除的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分析結果，亦與試題關聯結構分析結果

相同，影響答題的因素為LDS，此與等分除有不同之處。 
  此外，經由本研究中以暗隱模式為例，利用試題關聯結構和無參數試題

反應理論來分析試題，根據試題的分析結果，我們可將二者的試題分析比較

如下數點： 
一、試題關聯結構可看出整體試題之間的難易層次，以及試題之間的關

係。從這方面而言，可以讓我們知道學生在概念上的關係。而且，亦

可從專家知識的觀點來評斷試題之間是否應有關聯；或利用詮釋結構

模式(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所建立的結構圖和試題關聯結構

圖比較，據此來觀察學生的知識架構與專家的知識架構是否有所不

同。這種分析方法，對認知心理學的「專家」與「生手」研究領域，

提供了一套可行的工具。 
二、本研究根據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分析結果，繪出試題特徵曲線，此試

題特徵曲線上每一點的斜率，即代表該試題對該能力值的學生的能力

鑑別程度。本研究中，試題特徵曲線的類型分類，原本是以曲線類型

為標準，但經由此標準分類後，卻可發現不同數值型態的乘除文字題

有其特有的試題特徵曲線類型。由於不同數值型態的乘除文字題，其

列式所需的概念所不同；而在研究中卻發現，在某些準則之下(如
LDS、MDI)，會影響試題特徵曲線的類型，因此不同能力值的學生針

對這些準則，其答對機率的增進程度有所不同，所以，本研究可推斷

出，這些準則，是在知識結構中一個重要的成份，而且不同能力值的

學生，針對這些準則，知識成份的連結強度亦應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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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本文前面中已談及，試題反應理論和認知心理學配合，往知識診斷

的研究發展，是一個重要研究領域。本研究是以一個數學學習上的迷

思概念為探討例子，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這在未來的研究上，尚值得

不斷改進發展。例如，對於試題的分析，近年來亦有所謂之「潛在類

別模式」(latent class model)，在知識錯誤概念診斷方面，亦頗值得探

究。 
四、由本研究的試題關聯結構與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分析可知，試題關聯

結構可以看出試題之間的關聯程度和層次，而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可

針對個別試題，看出不同能力值的學生，其試題答對的機率。從試題

之間的關係而言，試題關聯結構提出了較多的訊息；但從試題內在特

性的分析而言，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則呈現出諸多的資料。因此，試

題間與試題內的聯合分析，可互補不足，相輔相成，在研究上頗值得

應用。 
  綜合以上數點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藉由試題關聯結構和無參數試題

反應理論的試題分析，可以獲得試題之間的關係和試題本身的特性，此試題

分析的結果與晤談的結果有不謀而合之處。綜合來看，由研究的「試題關聯

結構」、「無參數試題反應理論」分析，可以支持Fischbein et al. (1985)的暗

隱模式理論，從另一角度來看，學生對「當量」問題，理解較為困難，所

以，本研究可對暗隱模式提出不同層面解釋，即「暗隱模式的發生，是由於

學生無法以既有的乘法、等分除和包含除觀點來解決問題」，而無參數試題

反應理論、試題關聯結構的分析結果，是相輔相成，有其共同發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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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int analysis of item relational  structure  
and item response theory 

－based on the "implicit model" 
 

Hsiang-chuan  Liu        Maw-fa  Chien        Yuan-horng  L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word problems. The "Item relational structure" and 
"Item response theory of non-parameter"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test items.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was based on "implicit model". By 
using these methods of  analyzing test items, the author want to prove the 
"implicit model" and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study could prove the "implicit model", and appear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methods. The study also proposed 
different and advanced explanation for "implic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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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數值 類型 
求價錢問題 
(元/單位)×單位 
 = 元 

I:正整數 D:帶小數 d:純小數 
 
I:15      D1:8.25     d1:0.65 
            D2:1.25     d2:0.35 
 

I×I D×I d×I 
I×D D×D d×D 
I×d D×d d×d 

 
 
一、 I1×I2(I1>I2)(140×3) 
 I1×I2(I1<I2)(3×140) 
編號 考卷題號  

1 A10 1公斤的牛肉賣140元，媽媽買了3公斤，問需要付多少元？ 
2 B9 1公斤的黃豆賣3元，媽媽買了140公斤，問需要付多少元？ 

 
 
二、 D×I(D<I)(1.25×15)                               D×I(8.25×15) 
 I×D(D<I)(15×1.25)                                I×D(15×8.25) 
 D×I(D>I)(8.25×6) 
 I×D(D>I)(6×8.25) 
編號 考卷題號  

3 B24 1公升的礦泉水賣1.25元，那麼15公升的礦泉水賣多少元？ 
4 A16 1公升的牛奶賣15元，那麼1.25公升的牛奶賣多少元？ 

 
編號 考卷題號  

5 A33 1公升的牛奶賣8.25元，爸爸買了6公升，問需要付多少元？ 
6 B33 1公升的牛奶賣6元，媽媽買了8.25公升，問需要付多少元？ 

 
編號 考卷題號  

7 A26 1公升的番茄醬賣8.25元，那麼15公升的番茄醬賣多少元？ 
8 B10 1公升的汽油賣15元，那麼8.25公升的汽油賣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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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I(0.65×15)                                 I×d(15000×0.65) 
 I×d(15×0.65)                                 I×d(15000×0.75) 
編號 考卷題號  

9 B6 1公斤的地瓜賣0.65元，媽媽買了15公斤，問需要付多少元？ 
10 A29 1公斤的芒果賣15元，爸爸買了0.65公斤，問需要付多少元？ 

 
編號 考卷題號  

11 A25 1公噸的鋼鐵售價是15000元，那麼0.65公噸的鋼鐵賣多少元？

12 B18 1公噸的鋼鐵售價是15000元，那麼0.75公噸的鋼鐵賣多少元？

 
 
四、 d×D(0.65×8.25) 
 D×d(8.25×0.65) 
編號 考卷題號  

13 A1 1公升酒精的售價是0.65元，那麼8.25公升的酒精賣多少元？ 
14 B22 1公升沙拉油的售價是8.25元，那麼0.65公升的沙拉油賣多少

元？ 
 
 
五、 D1×D2(D1>D2)(8.25×1.25) 
 D1×D2(D1<D2)(1.25×8.25) 
 
 d1×d2(d1>d2)(0.65×0.35) 
 d1×d2(d1<d2)(0.35×0.65) 
編號 考卷題號  

15 A15 1公尺的水管賣8.25元，哥哥買了1.25公尺，問需要付多少元？

16 B21 1公尺的鐵絲賣1.25元，弟弟買了8.25公尺，問需要付多少元？

 
編號 考卷題號  

17 B31 1公尺的緞帶售價是0.65元，姐姐買了0.35公尺，問需要付多少

元？ 
18 A3 1公尺的塑膠繩售價是0.35元，弟弟買了0.65公尺，問需要付多

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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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數值 類型 
求重量問題 
總重(kg,g,..)÷單位 
 = (kg,g..)/單位 

I:正整數 D:帶小數 d:純小數

 
I:6     D1:7.56     d1:0.72 
         D2:1.25     d2:0.45 
 

I÷I D÷I d÷I 
I÷D D÷D d÷D 
I÷d D÷d d÷d 
 

 
 
一、 I÷I(I1>I2)(75÷6) 
       (I1<I2)(6÷75) 
 
 D÷I(D>I)(7.56÷6) 
         (D<I)(1.25÷6) 
 
 d÷I(0.45÷6)  
編號 考卷題號  

1 A14 世銘一家人星期日上山採橘子，共採了75公斤的橘子，裝

成6箱，每箱一樣多，那麼每箱有橘子多少公斤？ 
2 B27 文賢一家人星期日去採草莓，共採了6公斤的草莓，裝成75

盒，每盒一樣多，那麼每盒有草莓多少公斤？ 
 
編號 考卷題號  

3 B26 蘋果7.56公斤，裝進6個相同的箱子中，每個箱子裝一樣

多，則每個箱子中有蘋果多少公斤？ 
4 A11 香蕉1.25公斤，裝進6個相同的箱子中，每個箱子裝一樣

多，則每個箱子中有香蕉多少公斤？ 
 
編號 考卷題號  

5 A19 0.45公斤的巧克力，分給6位小朋友，每人分一樣多，那麼

每位小朋友分了多少公斤的巧克力？ 
 
 
 
 
 
 
 
 
二、 I÷D(I>D)(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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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6÷7.56) 
 
 D÷D(D1>D2)(7.56÷1.25) 
          (D1<D2)(1.25÷7.56) 
 
 d÷D(0.45÷1.25) 
編號 考卷題號  

6 A9  鋼管重6公斤，長1.25公尺，問1公尺的鋼管重多少公斤？ 
7 B14  鐵管重6公斤，長7.56公尺，問1公尺的鐵管重多少公斤？ 

 
編號 考卷題號  

8 B7  農夫在果園中共採收了7.56公噸的梨子，他的果園面積是

1.25公畝，那 麼1公畝的果園可採收梨子多少公噸？ 
9 A6 農夫在果園中共採收了1.25公噸的梨子，他的果園面積是

7.56公畝，那 麼1公畝的果園可採收梨子多少公噸？ 
 
編號 考卷題號  

10 B28 農夫施肥，共用了0.45公噸的肥料，他的農田面積是1.25公
畝，那麼1公畝的農田用了多少公噸的肥料？ 

 
 
三、 I÷d(6÷0.45) 
 D÷d(1.25÷0.45) 
 d÷d(d1>d2)(0.72÷0.45) 
 (d1<d2)(0.45÷0.72) 
編號 考卷題號  

11 B25 花生醬重6公斤，體積是0.45公升，那麼1公升的花生醬重多

少公斤？ 
12 A4 牛奶重1.25公斤，體積是0.45公升，那麼1公升的牛奶重多

少公斤？ 
13 B32 甘蔗重0.72公斤，長0.45公尺，那麼1公尺的甘蔗重多少公

斤？ 
14 A12 甘蔗重0.45公斤，長0.72公尺，那麼1公尺的甘蔗重多少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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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數值 類型 
求長度問題 
單位÷(單位/km,m,cm) 
=km,m,cm 

I:正整數 D:帶小數 d: 純

小數 
I:4       D1:9.86     d1:0.56 
           D2:1.42     d2:0.35 
 

I÷I D÷I d÷I 
I÷D D÷D d÷D 
I÷d D÷d d÷d 
 

 
一、 I÷I(I1>I2)(25÷4) 
       (I1<I2)(4÷25) 
 
 D÷I(D>I)(9.86÷4) 
         (D<I)(1.42÷4) 
 
 d÷I(0.35÷4) 
編號 考卷題號  

1 B1 小明帶了25元去五金行，水管每1公尺的價格是4元，問他可買

多少公尺的水管？ 
2 A21 小明帶了4元去五金行，鋁管每1公尺的價格是25元，問他可買

多少公尺的鋁管？ 
 
編號 考卷題號  

3 A20 工人花了9.86小時築馬路，而且築馬路每1公里需要4小時，那

麼他們可築馬路多少公里？ 
4 B15 工人花了1.42小時築馬路，而且築馬路每1公里需要4小時，那

麼他們可築馬路多少公里？ 
 
編號 考卷題號  

5 A27 工人花了0.35小時築圍牆，而且築圍牆每1公里需要4小時，那

麼他們可築圍牆多少公里？ 
 
 
 
 
 
 
 
 
二、 I÷D(I>D)(4÷1.42) 
         (I<D)(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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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D1>D2)(9.86÷1.42) 
          (D1<D2)(1.42÷9.86) 
 
 d÷D(0.35÷1.4) 
編號 考卷題號  

6 B4 油漆工人用了4公升的油漆刷木板，每1公尺長的木板需要

1.42公升的油漆，那麼他可以刷木板多少公尺？ 
7 A30 油漆工人用了4公升的油漆刷木板，每1公尺長的木板需要

9.86公升的油漆，那麼他可以刷木板多少公尺？ 
 
編號 考卷題號  

8 B30 竹竿重9.86公斤，而且每1公尺重1.42公斤，那麼這根竹竿長

多少公尺？ 
9 A22  鐵棒重1.42公斤，而且每1公尺重9.86公斤，那麼這條鐵棒長

多少公尺？ 
 
編號 考卷題號  

10 B29 水管重0.35公斤，而且每1公尺重1.42公斤，那麼這條水管長

多少公尺？ 
 
三、 I÷d(4÷0.35) 
 D÷d(1.42÷0.35) 
 d÷d(d1>d2)(0.56÷0.35) 
         (d1<d2(0.35÷0.56) 
編號 考卷題號  

11 A5 王先生的汽車加滿了4公升的汽油，而且汽車每行走1公里需

要0.35公升的汽油，那麼這汽車可行走多少公里？ 
12 B23 張先生的機車加滿了1.42公升的汽油，而且機車每行走 

1公里需要0.35公升的汽油，那麼這機車可行走多少公里？ 
 
編號 考卷題號  

13 B20 工人築馬路，用了0.56公噸的砂石，而且築馬路每1公尺需要

0.35公噸的砂石，那麼他們可築馬路多少公尺？ 
14 A2 工人築馬路，用了0.35公噸的砂石，而且築馬路每1公尺需要

0.56公噸的砂石，那麼他們可築馬路多少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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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1.  長方形花園一塊，面積44.28平方公尺，長3.6公尺，那麼寬是多少

公尺？ 
B16   2.  長方形花園一塊，面積32.77平方公尺，長2.9公尺，那麼寬是多少

公尺？ 
A24    3.  媽媽上市場買菜，買豬肉用了50元，買高麗菜用了40元，共用去多

少元？ 
B12    4.  媽媽上市場買菜，買牛肉用了30元，買大白菜用了40元，共用去多

少元？ 
B2      5.  球場上原有38人玩躲避球，走了4人，又來了6人，最後有多少人玩

躲避球？ 
A17    6.  球場上原有42人玩躲避球，走了6人，又來了4人，最後有多少人玩

躲避球？ 
A28    7.  豆漿一瓶賣7元，姊姊買了3打，需要付多少元？ 
B8      8.  果汁一瓶賣9元，姊姊買了4打，需要付多少元？ 
A31  9.  哥哥帶一張伍佰元鈔票去五金行買材料，買鐵絲25元，水管60.5

元，付款時可找回幾元？ 
B11 10. 姊姊帶一張伍佰元鈔票去百貨行買東西，買香水25元，防曬油60.5

元，付款時可找回幾元？ 
A13 11. 幼稚園中有5個小孩，其年齡分別是 3、6、5、5、4，則他們的平均

年齡是多少？ 
B5   12.  王先生家中有5個小孩，其年齡分別是 1、3、6、7、8，則他們的平

均年齡是多少？ 
B3  13.  忠偉有12元，想買一本漫畫書，但不夠6元，問一本漫畫書賣多少

元？ 
A32 14.  國平有8元，想買一打彩色筆，但不夠4元，問一打彩色筆賣多少

元？ 
A18 15.  婉芬有15.5元，比美華多5元，問美華有多少元？ 
B17 16.  婉婷有18.5元，比美玉多6元，問美玉有多少元？ 
A23 17.  弟弟存了72元，哥哥存的錢是弟弟的8.5倍，問哥哥存了多少元？ 
B13 18.  弟弟存了64元，哥哥存的錢是弟弟的5.5倍，問哥哥存了多少元？ 
B19 19.  水桶的容量是24.8公升，現裝水8公升，問還要再裝入多少公升的水

才能裝滿？ 
A8   20.  鐵桶的容量是31.5公升，現裝水5公升，問還要再裝入多少公升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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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測乘法IRS順序係數rij

  題號j 

 

題號i 

A10 B9 B24 A16 A33 B33 A26 B10 B6 A29 A25 B18 A1 B22 A15 B21 B31 A3 

A10  .255 .416 .510＊ .511＊ .356 .528＊ .411 .289 .334 .620＊ .342 .302 .306 .377 .377 .322 .299 

B9 .128  .216 .199 .122 .285 .132 .380 .200 .175 .185 .411 .238 .417 .185 .343 .286 .222 

B24 .217 .224  .173 .199 .298 .290 .333 .248 .077 .345 .453 .187 .431 .200 .322 .306 .119 

A16 .205 .159 .134  .208 .123 .303 .310 .150 .364 .570＊ .449 .267 .398 .525＊ .191 .248 .233 

A33 .462 .219 .346 .469  .332 .570＊ .356 .255 .370 .731＊ .434 .343 .368 .615＊ .369 .311 .340 

B33 .203 .323 .326 .175 .210  .232 .321 .289 .185 .215 .123 .246 .402 .208 .405 .358 .214 

A26 .275 .137 .290 .393 .329 .212  .307 .223 .233 .743＊ .453 .304 .163 .476 .271 .176 .170 

B10 .154 .283 .240 .289 .147 .211 .221  .208 .176 .506＊ .511＊ .183 .546＊ .261 .267 .226 .159 

B6 .222 .398 .366 .287 .216 .390 .330 .427  .196 .504＊ .570＊ .306 .479 .316 .511＊ .366 .321 

A29 .083 .086 .037 .224 .101 .080 .111 .116 .063  .772＊ .408 .072 .402 .300 .086 .296 .207 

A25 .041 .024 .044 .093 .053 .025 .094 .089 .043 .205  .371 .000 .238 .136 .038 .119 .057 

B18 .030 .072 .076 .098 .042 .019 .076 .120 .065 .145 .494  .025 .404 .138 .051 .196 .070 

A1 .122 .192 .146 .270 .154 .175 .236 .198 .162 .118 .000 .117  .217 .231 .205 .101 .278 

B22 .043 .117 .116 .139 .057 .099 .044 .205 .087 .229 .509＊ .648＊ .075  .140 .124 .288 .103 

A15 .176 .103 .108 .367 .191 .103 .256 .196 .116 .338 .581＊ .443 .160 .280  .144 .240 .249 

B21 .161 .293 .264 .204 .175 .304 .222 .305 .284 .149 .250 .248 .216 .379 .220  .365 .234 

B31 .074 .131 .135 .142 .079 .144 .077 .138 .109 .274 .414 .513＊ .057 .470 .196 .196  .165 

A3 .117 .174 .090 .228 .148 .148 .129 .168 .164 .330 .338 .315 .270 .290 .349 .215 .284  

註：＊表示數值大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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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測等分除法IRS順序係數rij

題號i 

 

題號j 

A14 B27 B26 A11 A19 A9 B14 B7 A6 B28 B25 A4 B32 A12 

A14  .598＊ .532＊ .741＊ .455 .538＊ .498 .496 .471 .434 .487 .513＊ .434 .711＊ 

B27 .091  .138 .221 .094 .150 .434 .118 .389 .585＊ .172 .165 .228 .413 

B26 .412 .705＊  .496 .313 .305 .593＊ .479 .599＊ .666＊ .461 .354 .554＊ .595＊ 

A11 .262 .514＊ .227  .236 .147 .415 .233 .577＊ .513＊ .168 .273 .247 .502＊ 

A19 .515＊ .702＊ .457 .756＊  .472 .414 .466 .648＊ .572＊ .377 .477 .372 .737＊ 

A9 .167 .307 .122 .129 .130  .426 .199 .429 .321 .334 .343 .284 .597＊ 

B14 .046 .260 .070 .107 .033 .125  .087 .426 .400 .168 .148 .187 .368 

B7 .257 .404 .321 .341 .213 .333 .494  .430 .584＊ .417 .387 .561＊ .591＊ 

A6 .029 .157 .047 .100 .035 .085 .286 .051  .277 .100 .108 .118 .324 

B28 .041 .364 .082 .137 .048 .098 .416 .107 .428  .154 .109 .202 .328 

B25 .131 .288 .152 .121 .085 .273 .469 .205 .412 .415  .298 .457 .452 

A4 .106 .226 .095 .160 .088 .229 .336 .155 .365 .240 .243  .270 .509＊ 

B32 .086 .296 .141 .138 .065 .180 .405 .214 .381 .420 .354 .257  .495 

A12 .065 .250 .071 .130 .060 .176 .370 .105 .485 .318 .163 .225 .230  

註：＊表示數值大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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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乘除概念之「暗隱模式」為探討基礎 

 
 

正式施測包含除法IRS順序係數rij

題號j 

 

題號i 

B1 A21 A20 B15 A27 B4 A30 B30 A22 B29 A5 B23 B20 A2 

B1  .567＊ .484 .550＊ .663＊ .716＊ .638＊ .499 .658＊ .538＊ .595＊ .602＊ .574＊ .569＊

A21 .087  .133 .260 .383 .202 .534＊ .171 .662＊ .412 .181 .124 .208 .302 

A20 .265 .478  .559＊ .804＊ .514＊ .777＊ .400 .705＊ .537＊ .565＊ .358 .483 .650＊

B15 .078 .242 .145  .322 .171 .296 .218 .439 .510＊ .139 .149 .226 .275 

A27 .100 .377 .221 .340  .208 .607＊ .202 .636＊ .441 .227 .157 .221 .491 

B4 .299 .551＊ .393 .502＊ .577＊  .691＊ .514＊ .653＊ .722＊ .443 .413 .617＊ .552＊

A30 .076 .420 .170 .249 .484 .198  .170 .660＊ .426 .189 .118 .205 .417 

B30 .142 .319 .207 .436 .383 .350 .404  .529＊ .886＊ .249 .263 .383 .420 

A22 .043 .280 .083 .200 .274 .101 .356 .120  .297 .104 .078 .128 .269 

B29 .044 .221 .080 .294 .240 .141 .291 .256 .376  .120 .107 .186 .258 

A5 .239 .476 .415 .394 .608＊ .427 .632＊ .353 .646＊ .587＊  .365 .471 .597＊

B23 .364 .490 .395 .633＊ .631＊ .597＊ .594＊ .559＊ .727＊ .789＊ .549＊  .717＊ .563＊

B20 .197 .467 .303 .545＊ .506＊ .507＊ .589＊ .463 .681＊ .782＊ .403 .408  .476 

A2 .068 .235 .142 .230 .390 .157 .414 .176 .496 .376 .177 .111 .165  

註：＊表示數值大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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