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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文根據結合價語法理論，定義日語句型。認為句子由核心的述語與述語

所支配的名詞項所組成。述語包括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名詞；名詞項為

狹義的名詞加上助詞，廣義則為副詞或接續詞。

以動詞為述語的代表，則單句的動詞與其後接的助動詞或終助詞可視為句句句句

尾型尾型尾型尾型；其所支配的名詞項為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當句子以複句呈現時，則子句分名詞子句

與副詞子句可視為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

透過語詞隸屬句子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與句尾型句尾型句尾型句尾型的分布狀況，歸納分析日語能

力測驗的 1、2、3、4 級關鍵詞，對於日語句型的概念與日語題型的掌握不但能

深化，更可以廣泛應用在日語教學方面上。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日語句型與題型日語句型與題型日語句型與題型日語句型與題型、、、、結合價理論結合價理論結合價理論結合價理論、、、、句尾型句尾型句尾型句尾型、、、、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日語能力日語能力日語能力日語能力

檢定測驗檢定測驗檢定測驗檢定測驗    

    
    

                                                                                              

趙順文，國立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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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Sentence Patterns and Question Patterns 

TIO, Sun-bu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efine Japanese sentence patterns based on Valence 
Grammar, which takes a sentence as the composition of a predicate phrase, the core 
component, and other noun phrases. Predicate phrases include verb, adjective, 
nominal adjective and noun; noun phrases include a noun with a particle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include adverbial phrases and conjunctions in the broad sense. 

Based on this point of view, sentence patter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named “sentence-final type,” puts emphasis on verb 
phrases including auxiliary verbs and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The second category, 
“sentence-initial type,” is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initial noun phrases. In a complex 
sentence, the noun phrase and adverbial phrase can be taken as the third category 
“sentence-middle type”. 

According to these three categori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we can analyze 
Japanese commonly used key words of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JLPT), 
divided as level one, level two, level three and level four. This method not only can 
deepen and expand our knowledge of Japanese sentence patterns and question 
patterns, but also can be applied widely i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Japanese sentence pattern and question pattern, valence grammar, 
sentence-final type, sentence-initial type, sentence-middle type,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TIO, Sun-b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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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有關句型的描述因人而異，本文根據結合價理論，定義日語句型，認為句

子由核心的述語與述語所支配的名詞項所組成。述語包括動詞、形容詞、形容

動詞、名詞；名詞項為狹義的名詞加上助詞，廣義則為副詞或接續詞。 

    以動詞為述語的代表，則單句的動詞與其後接的助動詞或終助詞可視為句

尾型；其所支配的名詞項為句首型。當句子以複句呈現時，則子句分名詞子句

與副詞子句可視為句中型。 

    透過語詞隸屬句子句尾型、句中型與句中型的分布狀況，嘗試歸納分析日

語能力測驗的 1、2、3、4 級關鍵詞，釐清並深化日語句型的概念與日語題型的

掌握，以貢獻日語研究與教學。 

    

貳貳貳貳、、、、問題點問題點問題點問題點    

    

有關句型的研究特別是單句的句型，首推岡本(1942)。他以格助詞為分類標

準列出下列 8 種句型： 

     

 

 

 

 

 

 

 

1958 再細分格助詞，整理成下列 17 種句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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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全面性對於各國有關結合價理論研究的概況介紹後，

採用「 」等 9 個格助詞與下列 11

個語意特徵，並提出日語用言 1154 個句型： 

惟不僅是動詞或形容詞句型的描述皆欠嚴謹，以句型 08 與句型 44 為例，

描述如下： 

08

44  

但 1995 透過實例

與 2007 提出

等用例，認為動詞 與

形容詞 的句型與語意特徵有必要加以修正。 

 

參參參參、、、、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結合價理論，認為句子由核心的述語與述語所支配的名詞項所組成。述語

包括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名詞。所支配的必用名詞項，稱為行為項；所

支配的非必用名詞項，稱為狀況項。行為項通常為「名詞＋格助詞」；非行為項

的狀況項則為非「名詞＋格助詞」或副詞或接續詞。「名詞＋格助詞」的格助詞，

採用小泉(2007)的說法，有

個格助詞，可圖示為下列 4 種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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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而其語意特徵如下所示，以(b)場所系列為核心義，位置格表示處於某位置

的對象；起點格表示處於起點的對象；着點格表示處於終點的對象；對格表示

處於途徑的對象。此種位置格、起點格與着點格透過參數的轉換，可條理化地

解釋各種語意特徵。 

    當對象為生命體時，位置格生命體表示處於某位置的對象。起點格生命體

表示發動影響力的動作主。着點格生命體表示受到心理影響時為經驗者；表示

受到物理影響時為被動體。 

    起點格與着點格亦可對應地表示施惠者與受惠者；原因與結果；部分與全

體；材料與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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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1922 1969 1977 1962 1972

1953 1992 皆視助詞 與 為異類的助詞，惟

獨 1950 視助詞 與 為同類的限定助詞。小泉(2007：67,105,211)

引經據典，透過 1) 檢驗増岡・窪田（1992）所謂格助詞表示述語與補足語的關

係，但以 為例， 亦是述語 必要的補足語，但

卻排除在格助詞系列之外、2) 認為不可能轉換成

、3) 助詞

與 的用法並非在於句法結構的不同，而在於語意上 表示 提

示 ，而 表示 排他性 的差異。以 為例，消除助詞

的 排他性 ，可使用助詞 ，因此描述句型時，助詞 與 可互 

為轉換。此外，當助詞 與 共用時，以 為例，

則山田 佐久間 與久野 與結合價理論與之句法結構差

異，可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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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的差異，前三者的理論在句法結構上皆侷限於傳統文法，必然地以

句子整體為至高點，將句子分成兩部份或三部份後，再描述細部。而結合價理

論所彰顯的核心價值，是以述語為至高點，描述述語所支配的主題格、主格與

其他格位。

一一一一、、、、結合價理論的句型結合價理論的句型結合價理論的句型結合價理論的句型

如上所述所謂的日語句型即包括動詞句型、形容詞句型、形容動詞句型、

名詞句型。現以「花子は毎日料理を作る」「花子は料理に強い」「花子は料理

が上手だ」「花子は綺麗な女子大生だ」為例，可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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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例「花子は毎日料理を作る」的動詞「作る」為 2 價，支配著 3 項。

「花子は」「料理を」各為第 1 行為項與第 2 行為項，「毎日」為副詞充當狀況

項。（b）例「花子は料理に強い」的形容詞「強い」為 2 價，支配著 2 項。「花

子は」「料理に」各為第 1 行為項與第 2 行為項。（c）例「花子は料理が上手だ」

的形容動詞「上手だ」為 2 價，支配著 2 項。「花子は」「料理が」各為第 1 行

為項與第 2 行為項。（d）例「花子は綺麗な女子大生だ」的名詞述語「女子大

生だ」為 1 價，支配著第 1 行為項。而「綺麗な」為修飾語，修飾「女子大生」。

惟結合價理論實際操作手法重視“転用”的概念，以「妻は神に[夫が無事

である]ことを祈る」為例，句中動詞「祈る」為 3 價，支配著 3 項。「妻は」、

「夫が無事であること」「神に」各為第 1 行為項、第 2 行為項與第 3 行為項。

第 3 行為項「夫が無事である」透過“転用体”「こと」形成名詞，充當第 2

行為項，可圖示如下：          

再以「妻は病弱だから、よく病院に行く」為例，句中動詞「行く」為 2

價，支配著 4 項。「妻は」與「病院に」各為第 1 行為項與第 2 行為項。「よく」

與「病弱だから」各為第 3 狀況項與第 4 狀況項。第 4 狀況項「病弱だから」

為「病弱だ」透過零“転用体”「◎」形成名詞，再後接「から」形成副詞，充

當第 4 狀況項，可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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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結合價理論，小泉(2007)歸納出形容詞與形容動詞句型如下所示

為 6 種：    
　  

　  

　  

　  

　  

　  

 

至於動詞句型則較複雜，小泉(2007)部份引用趙(1995)，按結合價數歸納出

1 價動詞 1 種；2 價動詞 38 種；3 價動詞 29 種；4 價動詞 2 種，如下所示共計

70 種：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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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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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日語教材的句型日語教材的句型日語教材的句型日語教材的句型

    日語教材的編輯脫離不了句型表現的概念，惟此類句型按結合價理論觀點

而言，有些屬於上述趙(1995)與小泉(2007)的句型，有些則需加以修正。現以教

材 為例，所描述的句型如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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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4 17

為結合價理論的典型句型，雖然

與 17 乍看之下非屬此類，但這些只是語境

上的省略而已，仍屬結合價理論的典型句型，重點在於動詞所支配的行為項或

狀況項。

10  、 12  

、 13 、 16  

、 20 內的動詞，後接語意上皆

屬助動詞的   、    、  

、  、  重點在於動詞的時制與

情態。

此外 11 為動詞

後接  的接續助詞 形成副詞子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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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動詞後接 的接續助詞 形成副詞子句。

15 為 修飾

後接的形式名詞 ； 18 為

修飾後接的具體名詞 形成名詞子句。無論是副詞子句或名

詞子句重點在於未斷句動詞的處置。

日語教材的句型如上所述，按結合價理論，有的重點在於動詞所支配的行

為項或狀況項，有的重點在於動詞本身與動詞的時制與情態。有的重點在於未

斷句動詞形成副詞子句或名詞子句。

三三三三、、、、題型的機能語題型的機能語題型的機能語題型的機能語

以動詞為述語的代表，按句子成分處於句內的位置如何，重點在於動詞所

支配的行為項或狀況項，可視為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的題型。

重點在於動詞本身與其後接的助動詞或終助詞表現時制與情態，可視為句句句句

尾型尾型尾型尾型的題型。 

    當句子以複句呈現時，重點在於未斷句動詞形成副詞子句或名詞子句，可

視為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的題型。這三種可用下列式子呈現：

）[名詞＋助詞]……[動詞]。

動詞後接的助動詞與助詞常表示說話者的心態使關係的表現呈現地更具體

、更生動，可描述如下：

）[名詞＋助詞]……【 [動詞] [助動詞] [終助詞] 】。

另外感歎詞、接續詞、副詞、與數詞可視為狀況項，可用下列式子呈現：

）【[感歎詞] [接續詞] [副詞] [數詞] [名詞＋助詞]……】【[動詞] [助動詞] [終助

詞]】。

上述【[感歎詞] [接續詞] [副詞] [數詞] [名詞＋助詞]……】區塊內的語詞可

充當廣義的名詞類句首型名詞類句首型名詞類句首型名詞類句首型的題型。【[動詞] [助動詞] [終助詞] 】區塊內的語詞可

充當廣義的動詞類句尾型動詞類句尾型動詞類句尾型動詞類句尾型的題型。而當一個或一兩個以上的單句變成子句，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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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接續助詞形成副詞子句；或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單句變成子句，做為連體修飾

語修飾後接的名詞形成名詞子句，兩種子句形式上皆未斷句，可視為複句並可

充當子句類句中型子句類句中型子句類句中型子句類句中型的題型。現描述如下： 

）[名詞類]……[動詞類] [接續助詞]、

[名詞類]……[動詞類]

[名詞類]……[動詞類]。

                『日本語能力試験 出題基準[改訂版]』內所記載的日語能力測驗的 1、2、

3、4 級機能語，按題型的名詞類句首型、子句類句中型與動詞類句尾型的三類

分布狀況可以表格做歸納整理，請參見文後附錄。

    

肆肆肆肆、、、、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文根據結合價理論，檢討日語句型與題型，認為句子由核心的述語與述

語所支配的名詞項所組成。述語包括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名詞。所支配

的必用名詞項，稱為行為項；所支配的非必用名詞項，稱為狀況項。行為項通

常為 非行為項的狀況項則為非 或副詞或接

續詞。

的格助詞，採用小泉(2007)的說法，有

11 個格助詞，並描述其語意特徵，特別

對於句型的描述，將 助詞視為與 同類的格助詞，並透過結合價理

論的概念圖示表示實例，整理歸納出形容詞與形容動詞句型 6 種與動詞句型 70

種。 

其次分析現行日語教材的句型，如以動詞為結合價文法理論根據，則重點

分屬 1) 動詞所支配的行為項或狀況項，可視為名詞類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句首型的題型、2) 動詞

本身未斷句形成名詞子句或後接接續助詞形成副詞子句，可視為子句類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句中型

的題型、3) 動詞本身或後接的助動詞或終助詞表現時制與情態，可視為動詞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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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尾型句尾型句尾型句尾型的題型。

 最後以『日本語能力試験 出題基準[改訂版]』內所記載的日語能力測驗的

1、2、3、4 級機能語為分析素材，加以檢討並按照句首型、句中型與句尾型等

三大題型整理歸納成表，提供日語學界研究與教學之需。

    

伍伍伍伍、、、、參考文獻參考文獻參考文獻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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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陸陸陸、、、、附錄附錄附錄附錄    

四級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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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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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高中畢業會考與高中課程分組的關係歐洲高中畢業會考與高中課程分組的關係歐洲高中畢業會考與高中課程分組的關係歐洲高中畢業會考與高中課程分組的關係————    

探討探討探討探討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BacBacBacBac 與英國與英國與英國與英國 AAAA----levellevellevellevel 的改革的改革的改革的改革    

    

林佩霓林佩霓林佩霓林佩霓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臺臺臺灣師範大學灣師範大學灣師範大學灣師範大學

摘摘摘摘要要要要

本文前言部份概略分析當前各國大學入學考試制度的三種主要模式：即 1) 

美加大學依據學生 SAT 或 ACT 及在學成績等申請資料評審的模式；2)東亞國

家，包括台灣、日本、中國大陸等由大學聯合招生，並提供固定名額供考生透

過競爭式考試，依成績錄取的模式；3)西歐國家以高級中等教育結束前的學力

考試，包括法國的 Bac、德國的 Abitur、義大利的成熟證書考試及英國的 A-level

等高中畢業會考模式。其次，作者在文中以法國及英國為例，詳細分析高中會

考的特性及評量過程，並於本文最後部分討論此種大學入學門檻式的會考制度

，主要配合高中最後兩年的課程分流，有助於學生提早生涯規劃，省思個人學

術性向與職業興趣，對未來國內通盤檢討多元入學方案，不無參考價值。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詞詞詞詞：：：：高中畢業會考高中畢業會考高中畢業會考高中畢業會考、、、、A-level考試考試考試考試、、、、成熟證書成熟證書成熟證書成熟證書、、、、國際國際國際國際高中會考證書高中會考證書高中會考證書高中會考證書

                                                                                              

林佩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評鑑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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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an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and Curriculum Streaming－－－－
Some Investigations on French Bac and British A-level Reform 

Pei-N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three main modes of college admission evaluation 
processes around the world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three modes are 1)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SAT or ACT scores plus student’s high school performance 
documents, which is practi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etc.; 2) Admission 
selection based on university joint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competing for fixed number of vacancy at different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which 
is practiced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mination 
practiced at the end of senior high schools, such as Baccalauréat in France, Abitur in 
Germany, Maturity test in Italy and A-level examination in U.K. The author points 
out, after having don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cedure of 
French Bac and British A-level, that European mode serves as a benchmark for 
assessing the scholastic aptitude of the high school graduates and also helps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start earlier their career planning in face of the curriculum 
streaming during their last two years in senior high schools.  

Keywords：：：：Baccalauréat, A-level, Abitur,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ei-Ni Lin, Research Assistant,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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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個人生涯的發展階段中，各階段的教育分別有其定向的意義，其中高中階

段的教育尤具有關鍵的影響，一方面學生面臨著身心發育較大的轉變，一方面

開始探索自己的能力與興趣，來嘗試著訂定自己未來的生涯目標，以決定是否

繼續升學或選擇就業。對於面臨著課業與升學壓力、生涯抉擇的學生而言，高

中階段確實充滿著無限的挑戰。高中階段的教育也就特別重要，教育當局在規

劃此階段的教育課程時，自須重視高中課程與大學入學制度的關聯性。

然而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學生除了完成高中教育課程，具備基礎

知識外，也必須接受考試的關卡，以評斷學生是否有能力進入大學就讀。這些

相關的考試或測驗，世界各國因入學制度差異而方式不一，採行的考試制度大

致上可分為幾種類型：

一一一一、、、、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所採用的聯考制度韓國等東亞國家所採用的聯考制度韓國等東亞國家所採用的聯考制度韓國等東亞國家所採用的聯考制度

台灣從民國四十三年始實行大學聯招，學生只需參加一次考試，減少準備

考試之辛勞，同時由於試題一致，符合公允、客觀的原則。惟在聯招一元化的

單一標準之下，由此考試的成績來決定學生一生的前途，易造成學生心理負擔

沈重，飽受升學壓力之苦。因此，教育當局有鑑於此，乃自民國八十一年起，

陸續提出「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中華民國教

育報告書」、「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等，提倡教育改革，強調推動多元入學

制度。在這樣的訴求下，國內的大學考試制度有了重大變革，從九十一學年度

開始，由「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取代大學聯考，以期緩和學生升學壓力。

以往單一聯招方式視學生的考科成績優劣來進行登記分發，但「大學多元

入學新方案」目前採行的甄選入學與考試分發入學兩方式，學生可依自己的能

力來判斷要參加甄選入學或考試分發。但不論選擇甄選入學或考試分發入學，

學生都必須參加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所舉辦之「學科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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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大學校系初步篩選學生的門檻。以現行的「甄選入學制」為例，大學校

系依其性質、需要，先訂定一個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標準，只有達到此標準且在

一定人數倍率以內的考生，才可以參加該系第二階段的指定項目甄試，進而擇

優錄取。另外，在「考試分發入學制」中，某些大學校系亦會以學科能力成績

作為篩選標準，只有達到此一標準的考生，才能進一步以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參

加該系的分發。學科能力測驗包括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五科，各科

試題範圍以高一及高二之必修科課程標準為準。而選擇考試分發入學的學生，

除了學科能力測驗外，尚須參加指定科目考試，考科包括︰國文、英文、數學

甲、數學乙、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及生物九科。各校系可依其特色及需要，

指定某些考科的成績作為選才的依據；而考生則依個人興趣及能力，就其嚮往

校系所指定的考試科目選擇考科報名應考，即「校系指定，考生選考」的雙向

選擇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http://www.ceec.edu.tw/，2007年 4月 6日)。

中國大陸高中生進入大學所參加的測驗，稱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入學

考試（高考），採用一次聯招考試的成績，來決定學生入學的標準。在中國大部

分地區，高考每年舉行一次，不過近年來部分省分每年舉行兩次高考。高考的

試題並不是全國統一的，北京和上海是獨立命題，其他地區的試題皆相同。而

高考必考科目為語文、數學和英語，其他科目包括文、理科或音樂、美術等 (參

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edu.cn/，2007年 3月 28日)。

韓國的高中生要進入大學，則必須參加「大學修學能力測驗」（College 

Scholastic Ability Test），這測驗也是每年舉行一次，學生可從語文、數學、英

語、社會研究/科學/職業教育、外文/中文古典文學五種測驗自行選擇欲考試的

科目(參考韓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kice.re.kr，2007年 4月 18日)。

日本大學入學考試分為兩個層級，第一次考試由國立大學聯合舉行，是全

國統一選拔，包括國語、數學、外國語、社會和理科共五科（社會中任選一科

，理科中任選一科）。第二次考試由各大學單獨舉行，一般從第一次考試的結

果中錄取 90%。除了全國性的聯合考試外，還要參考學生高中階段的學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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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行和健康情況等。（參考日本教育部網站：http://www.mext.go.jp/english/ 

index.htm，2007年 4月 18日）。中國與南韓這種一次聯招的考試，就如同台灣

民國九十一年前實施之大學聯考，一試定終身，也使得學生背負著相當沈重的

壓力來準備考試。

二二二二、、、、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或或或或 ACT(American College Test) 

美國高等教育的實施，是各州政府的職責，所以沒有全國統一的制度，但

簡單來說，大學入學有兩種方式：一為「免試入學」(open admission)，即任何

完成高中學業的學生，只要提出申請就可被接受，不須經過任何甄選，美國大

部分的「社區學院」均採用此種辦法。也有一些公立四年制大學依照州市立法

的規定招生，但這並不表示這些學校一定要讓所有的學生完成其大專教育，學

校仍可以淘汰成績不良的學生。另一種入學方式是「甄選入學」(selective admiss  

-ion)，在這方面各學校之間規定懸殊，一般來說，甄選所依據的資料，主要有

幾項：(1)高中學科成績；(2)學業性向測驗(SAT)或大學入學測驗(ACT) 的成績

績；(3)推薦信函；(4)學生個人資料；(5)面試。

在美國，大部分的大學將 SAT 或 ACT 測驗視為同等標準的考試，因此兩

種測驗，學生可選擇其一當作進入大學的成績參考依據，甚而有些學生兩種測

驗都參與，屆時以較好的一方成績來申請學校。SAT測驗的成績主要是被東部

與西岸的大學採用，而 ACT測驗主要廣泛地使用於中西部與南部。不過近幾年

情況有些改變，有愈來愈多大學使用 ACT測驗多於 SAT測驗，因為 SAT測驗

曾發生計分錯誤的問題，影響學生權益，以及測驗題目模稜兩可而遭人詬病。

SAT 測驗考試分為推理測驗(sat reasoning test)以及學科測驗(sat subject 

test，又稱 SAT )Ⅱ ，每年共舉辦七次，學生除了必須參加推理測驗之外，也可

於七次測驗中任一時間參與學科測驗。推理測驗的考試科目為數學、批判式閱

讀(critical reading)與寫作，主要評量學生英文程度及數學推論能力。學科測驗

則是為了評量考生在某一專業學科的知識和運用這些知識的能力，考試科目主



44

歐洲高中畢業會考與高中課程分組的關係-
探討法國Bac與英國A-level的改革

Bulletin of Testing and Assessment

考試學刊 第二期     2007.6

要從五大領域中(英文、歷史/社會科課程、數學、科學、文學)延伸出近二十種

學科供學生應考，不過學生只能選擇三個科目應考 (SAT： http:// 

www.Collegeboard. com/student/testing/sat/about.html, 2007年 4月 21日)。

ACT 測驗考試項目為英文、數學、閱讀、科學，另一項寫作測驗(optional 

writing test)學生可自由選擇是否應考。SAT測驗與 ACT測驗主要的差異在於：

SAT是評量學生的學術能力，而 ACT則是評量學生於高中期間所習得的能力。

簡單的說，SAT 較偏向於性向測驗，而 ACT 則為成就測驗，兩種測驗各有特

色，也都是大學選才的重要依據 (ACT: http://www.act.org, 2007年 4月 7日)。

三三三三、、、、歐洲國家採用的歐洲國家採用的歐洲國家採用的歐洲國家採用的會考會考會考會考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不同於東亞與美洲地區，德、英、法、芬蘭等歐洲國家，高中生畢業前必

須參加資格考試，通過者學校會發予相關資格證書，學生可憑此證書進入大學，

或直接進入職場就業。英國與法國的考試將分別於後節敘述，在此針對德國、

芬蘭的中等教育考試制度做一簡單說明。

德國中等教育，是典型的多軌制，中等教育階段共有職業預校

(Hauptschule)、實科中學 (Realschule)、文法中學 (Gymnasium)、綜合中學

(Gesamtschule)四類型，其中文法中學即是以準備升大學為主要任務。文法中學

的修業年限為五到十三年級(德國小學為四年)，文法中學的學生於十三年級(約

莫十八、九歲)即將結束高中教育時，必須參加 Abitur 高中畢業考成熟證書考

試，通過考試的學生即被授予證書，代表已順利完成後中等教育，有能力進入

大學就讀。Abitur的考試性質等同於英國的 A-level考試和奧地利、波蘭等歐洲

國家的成熟證書(Matura)，皆是象徵著高中生完成前階段的教育時，肯定自己

能力的一項成就。

十八世紀以前，德國各大學有各自運作的入學考試制度。直到一七八八年，

普魯士才頒佈法令建立 Abitur為官方認可的考試體制。一八三四年之後，Abitur

成為進入大學的唯一途徑，至今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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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ur 考試包含寫作測驗與口試，考科會依據學生於高中階段時所修習的

專業科目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文法中學所開授的課程主要有三類型：人文

學科教育(古典語文，如拉丁文、希臘語)、現代語(至少三科)、數理科學教育，

而目前有一些文法中學也開設其他領域的專業科目如經濟學或家政學(參考:

http://www.bildungsserver.de/start_e.html, 2007年 4月 24日)。

芬蘭於十九世紀中葉，也著手進行與 Abitur類似的考試制度。此考試芬蘭

語名為 Ylioppilastutkinto，瑞典語為 Studentexamen。英文譯為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大學入學許可考試)。雖然芬蘭各大學目前有各自的入學考試方

案，但大學入學許可考試的成績也是各大學篩選學生的參考依據。參加大學入

學許可考試的學生基本上除了考母語(大部分學生的母語為芬蘭語，少部分為瑞

典語或拉普語(Lappish)）與綜合測驗二種必考科目之外，仍須從第二國語、外

語、數學、學科問答(Reaali)中選考三科目。從歐洲國家的考試科目來看，他們

對於學生語言能力相當重視，鼓勵學生能多培養第二外語能力  (參考：

http://www.ylioppilastutkinto.fi/english.html, 2007年 4月 24日)。

貳貳貳貳、、、、法國高中畢業會考制度法國高中畢業會考制度法國高中畢業會考制度法國高中畢業會考制度

一一一一、、、、高中畢業高中畢業高中畢業高中畢業會考會考會考會考文憑文憑文憑文憑(Baccalauréat，，，，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Bac)起源起源起源起源

    Bac 的歷史最早可追溯一六八Ｏ年，從一開始，Bac 就是大學的第一張文

憑。一八Ｏ八年，拿破崙構建帝國大學體制時創立，當時訂定各學院(faculté)

可頒授三種學位，le Baccalauréat、le Licence、le Doctoart，且 Bac共分為五組，

理科 Bac、法科 Bac、醫科 Bac、神學 Bac、文學 Bac。並規定凡參加 Bac考試

者，年齡至少要十六歲，且曾完成國立中學(lycées)的高等班課業。同時也規定

凡欲參加理科 Bac、法科 Bac、醫科 Bac、神學 Bac 者，應先具有文學 Bac 的

資格 (按法國在二十世紀以前，大學只有文、法、醫、理、神學院，而文學院

如同德國的哲學院，為大學實施通識教育課程的學院)。所以 Bac一開始，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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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雙重功能：其一為 Lycée畢業的資格檢定；另一為進入大學的首張文憑(表示

具備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學力)。而這種考試制度其實也等同於英國的 A-level、

德國的 Abitur考試。（見圖 1）

 資料來源：駐法國台北代表處文化組 

                       圖 1 法國中等學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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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六一年開始，女性始有資格參加 Bac考試，一九二四年開始，男女性

接受的中等教育課程才一致。在一九六Ｏ年代以前，Bac為法國社會階級區別

的藩籬，通過 Bac者才有資格準備 licence文憑或準備教師資格考試等菁英式的

高等教育。

一九二七年開始，Bac 只分成文、理兩組，成為中學結束後的考試方式。

至一九五三年，增加技術與經濟組(technique et économique)，一九六八年創立

技術 Bac考試(baccalauréats technologiques，簡稱 bacs techno)；一九八五年又增

設職業 Bac考試(baccalauréats professionnels，簡稱 bacs pro)，算是制度上兩次

重大的變動。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九五年，Bac考試共分設八組：(A)哲學文學、

(B)經濟與社會、(C)數學與物理、(D)數學與自然科學、(E)數學與技術、(F)技

術與職業、(G)行政技術/管理技術/商務技術、(H)資訊技術。其中 A-E組屬於一

般類組(séries générales)，F-H組則屬於技術組別(séries technologiques)。一九九

五年之後，分組的型態又有所改變，一般類組(séries générales)分成哲學/文學

(L)、經濟與社會(ES)、科學(S)三組；技術類組(séries technologiques)則分為管

理科技(STG，舊名為 STT)、工業科技(STI)、社會醫學(SMS)、農產品生產技術

(STPA)、農業經濟與環境技術(STAE)、實驗室科技(STL)，之後又增加音樂與

舞蹈(TMD)與旅館管理組( hotellerie)。

一個高中生的 Bac分兩階段進行，高二結束時通常先考法文，經濟社會組

(ES)或文學組(L)尚須考科學教育及數學資訊等科目，準備技術 Bac 的學生

(STI、STL、SMS各組)尚須考史地。到了高三學年期間，其他各考試科目繼續

進行，包括兩科選考科目。各科目的評分，以二十分為滿分，考八分(8/20)以下

為不通過，八分至十分(8/20-10/20)的學生可補考，十分以上為及格，分數在

12/20-14/20評為「尚佳」(Asse zbien)，14/20-16/20評為「佳」(Bien)，16/20以

上為「甚佳」(Très bien)，據 2005年資料顯示，當地有 3.3%的一般類( Bac général)

考生，平均成績達到「甚佳」的水準。而考生補考後成績若低於 8/20者，僅能

獲得完成終結學年課業證明書(Toulemon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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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高中畢業會考規模之大，令人嘆為觀止。每年有四千科目，四百萬

份考卷，十三萬閱卷人員，六十三萬考生，單是選考的外國語文，多達五十七

種之多。這樣大規模的考試，由法國教育部主持其事，包括制訂有關規章法令，

訂定考試日期並進行分工。命題工作多由督學處及各大學區的督學單位分工負

責，然後交與大學區實際執行相關試務。考區除了國家闈場外，主要係借重各

地學校設立考場 (包括筆試與口試) 進行試務。任何參加 Bac 的考生，若有作

弊或違紀事件，將由考生所屬大學區的大學行政委員會紀律部進行裁處。

正常的畢業會考筆試時間在 6月份，口試時間為 5月至 7月。口試分三階

段，考前準備(l'épreuve d'oral)三十分鐘，口說陳述部分(l'exposé)十分鐘，考生

與口試委員交叉討論(l'entretien )十分鐘。

以過去參加畢業會考的人數與通過率來說，1960 年有 81,000 名的考生參

加，通過率為 73.5%；1980年有 347,000名考生，通過率 64.1%；到 2004年有

604,000 名考生，通過率則高達八成(其中女性為 81.8%，男性為 77.5%)。2005

年的考生，52%通過一般類 Bac，29%通過技術類 Bac，18.9%通過職業類 Bac。

同一年(2005)，每一百名報考一般類考生中，有十九名(即 19%)通過文學組(Série 

L)，三十一名(31%)通過經濟社會組(le bac ES)，五十名通過科學組(bac S)。報

考技術類學生中，通過服務業類(serie tertiaire)為 55%，STI為 25%，SMS為 13%。

二二二二、、、、法國高中課程的分組法國高中課程的分組法國高中課程的分組法國高中課程的分組

法國學制的年級分類與我國不同，法國小學教育共五年，初級中學為四年，

高級中學三年。小學一年級稱為第十一年級，二年級為第十年級，以此類推，

初中一年級為第六年級，高級中學第一年為第二年級，第二年為第一年級，第

三年則稱為終結年級。

法國的高級中學(lycée)有三類，即普通 /一般高中(lycée d'enseignement 

general)、技術高中(lycée technique)與職業高中(lycée professionnel)三種類別。

法國高級中學修業期間，普通高中為三年，在學期間自高二開始分組，準備 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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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但是職業高中修業期間通常為兩年，準備職業適性證書(CAP)或職業教

育文憑(BEP)的考試，如果準備高中職業會考(Bac Prof)，通常須先完成前述 BEP

文憑後再增加一年的修業。Bac Prof有六十組別，針對不同行業開設，通過 Bac 

Prof，可以升學二年制專科學校或高級職業進修班 (Section de techniciens 

superieurs，簡稱 STS)。普通高中與技術高中可能分設，亦可能合設一校，至於

職業高中，則通常單獨設置。

普通高中與技術高中在高一學年(法國人稱 la seconde，即第二年級)尚未分

組，但是這一年也是準備分流教育的關鍵年，學生開始試探性向並考慮下一學

年如何準備 Bac的分組，所以每位學生可以選修兩個科目，此選修科目如發現

與興趣不符，可在學期開始數週內向學校要求改習其他兩個科目。

高一學年的選修科目洋洋大觀，包括經濟與社會、現代語、古代語、藝術

類選科等，且包括舞蹈。技術類選修科目有資訊管理、物理、化學實驗、生物

實驗、醫學入門等等，此外，高一學生也可選修第二外語，除了這種必選科目

外，有些學生(16%)也另增自由選修科目，如外語、古代語(如拉丁文、希臘文)

及藝術科目。

高二學生開始分組，自 1995 年起，依一般類會考分為：文學組(L 組，即

littéraire)修習古典語文、文學、外語、藝術與數學；經濟社會組(ES 組，即

economique et social)修習經濟學、社會科學；科學組(S組，即 scientifique)，修

習數學、理化、地球科學、生命科學、工程學。

到了高三這一學年，學生的分組大致維持高二的組別，學生必須確定一個

專長組別，也同時增加一個選修組別(un enseignement d'option)，亦即可選兩科

非專長組別的科目，以備必要時選考其他組別的 Bac。普通高中以升學為目標，

當學生修業期滿，於高中第三年參加高中畢業會考及格，取得畢業文憑

(baccalauréat général)，即可進入大學就讀。

選技術類組學生也是到了高二這一學年才開始分組，分為七組：STI—工業

科技；STG—管理科技；SMS—社會醫學；STL—實驗室科技、STAE—農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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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與環境科技；TMD—音樂與舞蹈；Hotellerie—旅館管理。到了高三這一學年，

分組大致不變，但有數學、法文、歷史、地理、第一外國語、體育運動以及哲

學的配合科目。技術類組同樣也是修業三年，於技術高中畢業會考及格取得文

憑後(baccalauréat technologique)，可進入大學或技術學院，或準備技術人員證

書(brevet de technicien，BT)。職業高中提供的職業課程種類很多，如商業、電

機、電子技術、自動生產技術、工程、航運、建築、餐飲、攝影…等等，不勝

枚舉。學生修畢兩年課程可以獲得職業能力證書 Certificate d'aptitude 

professionnelle (CAP)，或者職業教育文憑 Brevet d'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le 

(BEP)。此外，職業高中學生亦可參加職業高中畢業會考(Bac professionnel)，取

得高中畢業證書，而取得職業教育證書或職業教育文憑的學生，就可進入職場

就業(Figeat, 2001)。

以國立莫伯桑高中為例，高一選修的課程有社會與經濟科學、傳播與管理

科學、資訊與物理科學、工程科學導論、資訊與生產系統、藝術史、拉丁文第

二外語—英語、德語、西班牙語、帆船運動、平面藝術、初級希臘文等。自高

二開始分組後，選擇經濟社會組(ES)的學生則修語文、數理與經濟社會科學。

文組(L)課程為藝術史、外語。科學組(S)課程有數學、理化、生命科學與地球科

學、工程科學。工技組(STI)為機械工程、電子工程。科管組(STG)課程含資訊

與管理、資訊與傳播、影劇改編。高三(終結年級)課程，經濟社會、文學與科

學組的課程沒有太大變動，唯科管組(STG)的課程增加了企業財務與會計、資

訊系統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與傳播、市場行銷。

普通高中與技術高中採用高一不分組的策略，使學生可從學習過程中，逐

漸瞭解自己的性向與興趣，對於日後的生涯規劃有相當助益。此外，多元化的

課程設計，不僅讓學生廣泛涉獵知識，同時也能增進知識的廣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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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A-level考試制度考試制度考試制度考試制度

一一一一、、、、中等教育與入學考試中等教育與入學考試中等教育與入學考試中等教育與入學考試

英國的中等教育從年滿十一歲起到十六歲止，共五年的教育，為英國義務

教育的範疇。小學畢業生通常可依學區到當地中學就讀，若想選擇學校，必須

參加「十一歲以上考試」(11 plus)。中學五年延續小學六年的算法，稱七、八、

九、十、十一年級(Year 7,8,9,10,11)，但也有以中一(first form)、中二(second

form)、中三(third form)、中四(fourth form)、中五(fifth form)稱之。

早期英國中學的主要型態，為文法、技術與現代中學三足鼎立的制度。然

而自 1970 年代之後，工黨政府鑒於三足鼎立的中等教育制度不合乎民主的潮

流，乃由教育部要求各地方政府將鼎立制改組為綜合中學，綜合中學的特色在

於：完全打破文法中學、技術中學及現代中學的界線，將這些不同類型的學校

合併成綜合中學。綜合中學不分學生能力，一律接受，不做入學的篩選。綜合

中學的組織形式有兩種：(1)單一綜合中學，招收十一到十六歲的學生，只提供

到義務教育結束為止；學生修業完畢後，若想繼續升學，必須轉學到附設有中

六(the sixth form)課程的綜合中學，或是進入擴充教育學院(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就讀。(2)附有中六課程的綜合中學，招收十一歲到十八歲的學生，其中，

中六課程共有兩年，第一年稱為中六上(lower sixth)，第二年則稱為中六下(upper

sixth)，或者又稱為「十二、十三年級」(英國學制手冊，1998)。綜合中學是目

前中學教育最普遍的形式，1990年代末期，全英國 5600所公私立中等學校中，

共計有 4500所綜合中學。（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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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評分等級。未通過考試者則以 U (Unclassified) 來表示 (英國學制手冊，

1998)。

    GCSE考試的結果，對於是否能夠參加更高級的考試(Advanced level)有很

大的影響。「Advanced level」全名為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簡稱為 A-level。A-level考試於 1951年在英格蘭、威爾斯開始實施。它

等同於大學入學資格考的考試。A-level除了指稱考試之外，也指稱課程，英國

學生在 16 歲參加 GCSE 會考之後，五門學科皆取得 C 以上的成績，才有機會

修讀 A-level 的課程。A-level 的課程主要開設於附有中六課程的綜合中學或擴

充教育學院，學生修讀兩年課程之後，即可參加 A-level考試。此考試採用 A-E

五個等級的評分方式，再憑考試成績申請大學，故可視同大學預科畢業會考。

學生於 A-level 課程中，依自己喜好選擇三至四門科目，但由於學生申請大學

時，通常有三科成績會被採用，因此學生傾向選擇相關的科系，例如選修數學—

物理學—化學，或者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而容易造成學習過於窄化的情

形。

不過從 2001年開始，A-level課程有些改變。英國於 2000年頒佈「課程 2000」

(Curriculum 2000)，將 A-level分成 AS(advanced subsidiary)和 A2二部分。AS

與 A2分別於中六上(lower sixth)和中六下(upper sixth)進行。AS課程的內容為

A-level課表的前半部分，A2為後半部分，亦即修畢 AS與 A2課程，才算完成

A-level課程。目的是為了鼓勵學生修習不同領域的課程，增加學習的廣度。一

般來說，學生參加三門 A級考試科目，或者兩門 A級和兩門 AS考試科目，即

可達到大學錄取標準的科目要求 (參考 http://www.qca.org.uk/15710.html, 2007

年 4月 22日)。

二二二二、、、、擴充教育擴充教育擴充教育擴充教育

擴充教育階段，是提供給年滿十六歲至十七歲的學生就讀，以準備銜接大

學的大學預科課程(GCE A level)。另外，擴充教育也包括職業訓練取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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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部分成人教育。擴充教育有兩個功能，一是作為銜接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

之間的大學預科教育，學生修業期限為兩年，修業課程以學科導向的課程，又

稱為 A-level課程，是為了參與 A-level考試並申請進入大學為目的。另一功能

是成人進修教育和以就業取向的職業訓練課程，為期亦是兩年。修讀職業訓練

課程的學生，可以參加技職資格檢定考試以取得不同等級的「全國普通職業教

育資格證書」(GNVQ)，之後學生可依據自己取得的證書等級，來選擇就業或

繼續升學。

三三三三、、、、學術性證書與技職證照改革學術性證書與技職證照改革學術性證書與技職證照改革學術性證書與技職證照改革

全國普通職業教育資格證書(GNVQ)共有五級，前三級證書資格相當於我

國的高職程度，後二級等同於高等教育程度，在此不多做敘述。前三級分別為

基礎級 (GNVQ foundation)、中級 (GNVQ intermediate)與進修級 (GNVQ 

advanced)。在 GCSE考試中，成績在 E或 F等級以下的學生，可參加基礎級一

年的職訓課程。修完基礎級課程之後，則被認定相當於 GCSE獲得 D至 E的成

績，之後可進入 GNVQ中級班。而中級班的課程則是為於 GCSE考試中獲得 D

或 E 等第的學生所設計。在中級班課程獲得及格之後，則被公認等同於四門

GCSE獲得 C的成績，可進階到 GNVQ進修級研讀。進修級則是為那些在 GCSE

考試中，成績在 C以上者所開設的兩年職訓課程。這些課程適合清楚自己未來

工作興趣所在但害怕考試的學生修讀，進修級課程的特色是以評量代替考試，

若成績表現為優異或良好，則同樣可憑此成績申請大學。然而想進大學的進修

級學生，還得同時修一至二門 A-level或 AS level課程，不過大部分大學都承認

GNVQ 進修級的成績，惟有一些歷史較悠久的大學仍然偏好學生以 A-level 成

績來申請大學。

英國教育一直以來有學術與技職雙軌的制度，英國政府為了打破這種雙軌

體系，扭轉工商企業界人士對於 GCSE以及 A-level等學術性資格證書的偏愛，

和對於技職證照(GNVQ)的歧視與錯誤偏見，因此致力於考試與資格認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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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2002 年 9 月，首先在中學四年級起引進 GCSE 的職業科目(GCSE in 

vocational subjects)。此課程設計強調職業教育資格證書與學術性資格證書是相

等的。目前 GCSE職業課程包括藝術與設計(art & design)、商業(business)、工

程(engineering)、健康與社會照顧 (health & social care)、資訊與通訊科技(ICT)、

休閒與觀光(leisure & tourism)、製造(manufacturing)。GCSE課程將逐漸取代原

有的GNVQ職業課程，2007年 10月之後所有GNVQ課程將終止(DfES, 2007b)。

    GCSE職業課程證書為職業性進修級資格證書(Vocational A-level)，以取代

GNVQ證書，職業性 A-level資格證書具有和 A-level同等的價值與效力，其課

程強調上課與工作實習並重，通常於中六年級、中六學院或擴充教育學院開設。

中六學生可從學術性的 A-level課程與職業性 A-level課程中自由選擇與搭配，

更可結合二者，各修一半的課程。職業性 A-level課程設計的優點是能幫助學生

培養技能與增長知識，同時可為就業或升大學預作準備。

四四四四、、、、近期改革近期改革近期改革近期改革

近幾年學者對於 A-level提出批評聲浪，認為每年通過 A-level的學生數比

率太高，以致於無法真正鑑別出學生的程度，2006年資料更顯示通過 A-E等第

的學生高達 96.6%。有鑑於此，2005年 3月英國教育技能部公布的 14-19改革

(14-19 Reform)白皮書中就宣布修訂 A-level 課程與考試，並提出課業加強計

畫，自 2008年開始，課程中必須增加實作、四千字以上的論文、獨立研究等，

同時考試內容增加更多開放式的測驗題目，讓學生理解知識並加以應用，而不

只是停留在背誦知識的階段。

另外，14-19 改革方案中，更重要的一項政策是發展實用導向的新專業文

憑(new specialised diploma)。新專業文憑共有十四類，預計從 2008年開始設立

創意媒體 (creative and media)、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健康與社會服務(health and social care)以及建築

與生態(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之後到 2010年之間逐年開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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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憑課程。修讀這些專業文憑課程的學生，必須完成四項目標：(1)英語與數

理的核心能力；(2)專業知識的習得；(3)工作經驗；(4)具備相關的GCSE或A-level

課程知識。新專業文憑的誕生，讓英國學生有更多的教育進路選擇，同時更強

調學生必須培養基本的生活能力，以及兼備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擁有更強厚

的競爭力(DfES, 2007a)。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國際上行之有年的國際高中會考證書(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簡稱 IB diploma)，英國政府也決定於各社區開辦國際高

中會考課程。這是地位相當崇高的學位，目前為止全世界有 124個國家、1921

所學校開辦這樣的課程，同時只以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授課。IB diploma的

課程包含必修與選修課，必修課程(compulsory core)有三項：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創造力與社會服務(creativity, action and service)、長篇論文(extended 

essay)。選修課程(optional subjects)有六類，學生必須從六類學群中再挑選六科

目作為選修，這六類學群分別為第一語文(language A1，通常為母語)；第二語

文(second language)；個人與社會(individual and societies)，為人文與社會學科，

如哲學、經濟學、商業與管理學、心理學、社會人類學、歷史等等；實用科學

(experimental sciences)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數學(mathematics)；藝術(arts)

如視覺藝術、電影、音樂、舞蹈。

欲取得證書的學生必須經過嚴格的評量，必修與選修課程皆需修滿規定的

時數，且各科成績總和必須達 24分以上才能獲得 (滿分為 45分)。不過學生仍

有另項選擇，若只對於六類選修學群科目有興趣，可不需修讀三項必修課程，

只選修學群科目即可，當完成這些選修課程後，仍能獲得結業證書。

目前英國有 5000名學生於 94所學術機構裡修習 IB diploma，英國政府預

計於 2010年將增設至 100所機構提供學生研讀。在英國，IB diploma被認定與

A-level 相等效用的。英國 UCAS 高校招生辦理部(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s)更提出 IB diploma成績與 A-level成績對照表，預計 2008

年開始實施，如國際高中會考分數為 30分者，同等於三科 A-level為 A與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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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level為 A的成績；若 IB diploma達 45分滿分者，相對於六科 A-level為 A

和一科 AS level為 B的成績。有這份對照表，英國學生也能以國際高中會考成

績申請大學。IB diploma 的課程主要鼓勵學生培養治學能力(learn how to 

learn)、提出挑戰性問題、發展出對於自己與他人的文化認同。立意良好，因此

也逐漸受到英國政府的重視 (參考 http://www.direct.gov.uk, 2007年 4月 22日)。

肆肆肆肆、、、、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古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政策影響之深遠，各國教育當局擬

定任一政策時莫不小心翼翼。然而，在這強調知識經濟的時代裡，社會環境不

停的變動，教育政策也得與時俱進跟著調整，英國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即是如

此。英國政府體認到必須提昇學生專業技能，才有能力進入社會就業，此外，

必須增進學生專業知識的陶冶以及英語和數理能力的精進。因此對於技職教育

提出改革，結合通才教育，這部分值得國內參考學習。再者，歐洲地區國家注

重高中階段的分流教育，使學生能提早探尋自己的性向與志趣，若於高中階段

發現志趣不合，仍有其他選擇與轉圜的空間，法國高中教育的多元課程設計即

是如此。學生於眾多選修課程中，透過學習逐漸瞭解自己的興趣與性向，確立

未來想就讀的科系，而不致於徬徨不定。

反觀國內，雖然高二階段開始分組為社會組與自然組(大部分高中)，但課

程結構上，幾乎是為了因應學科能力測驗而設計，選修課程太少，甚而有些藝

術、音樂相關課程被主要學科所取代。這樣的課程安排容易造成學生不清楚自

己的志趣，唸書就是為了考試，填寫志願時不能清楚地選擇適合自己的科系，

導致於後來產生志趣不合的原因。由於目前台灣高中教育體制無法大幅度的變

革，如法國的高中一樣，提供眾多選修課程使學生修讀，不過能改善現況的方

法是於大一時不分系，讓學生從各式各樣的選修課程中去找出適合自己並有興

趣的科系，主動追求知識，成為專業的人才，以期達到教育適才適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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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與教育控制-以大考國文試題演變為例(1954～2001)

試題與教育控制試題與教育控制試題與教育控制試題與教育控制

――――以大考國文試題演變為例以大考國文試題演變為例以大考國文試題演變為例以大考國文試題演變為例(1954〜〜〜〜2001)
    

管美蓉管美蓉管美蓉管美蓉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係以大學入學考試國文科試題之演變為例，探討試題與教育控制的關

係。除前言、結語及參考文獻外，其中本論貳、大考國文試題之演變，分為三

部分：一、命題作文之演變—由公民道德的形塑到文學能力的考察；二、選擇

題之演變—由泛政治化的取材到語文能力的考察；三、演變之因。透過本文對

大考試題演變的討論，一方面可以了解國家(或命題者)對人才標準看法的轉

變；同時，亦可分析國家(或命題者)是如何透過大考試題來進行教育控制。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教育控制教育控制教育控制教育控制、、、、大學聯考大學聯考大學聯考大學聯考、、、、試題分析試題分析試題分析試題分析、、、、國文試題國文試題國文試題國文試題、、、、語文能力語文能力語文能力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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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Educational Conditioning and Test  
Items－－－－Taking Chinese Test（（（（1954-2001））））as an Example  

Mei-Jung Kua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change and evolution of test items of the discipline of 
Chinese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st item contents and educational conditioning by authorities in Taiwan.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description on the change of essay writing, 
(2) description on the change in multiple-choice items, and (3) discussion on the 
cause of those change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study, we are able to see the 
change in standard of talent searching with time and a way of authoritative 
educational conditioning, good or bad, through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keywords educational condition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est item  
analysis, language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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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考試是選拔人才的方式之一，因此考試科目的設置與內容的要求，正反

映出社會國家對何謂人才的看法。在經濟發展、技術水平和產業結構相異的

社會，對人才質量的需要不同，進而對考試科目與內容的要求標準各異（廖

平勝，1998）。如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以四書集注為統一的考試內容，反映了

政府對人才的看法，以及當時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由於大考制度係為影響未

來各種人才分配到社會各階層的機制之一，因此透過對大考試題內容的分

析，可以了解政府及命題者對人才標準看法的轉變，同時，隨著試題的與時

俱進，亦可分析試題如何發揮教育控制的功能。

對教育活動進行控制，旨在根據教育目的之需要，按照既定工作標準和

規範，去核查教育運作過程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看其是否符合規定的計畫、

指示及原則，明確指出實施中的缺失，以求改正。「控制」一詞由「控」、「制」

兩個類似含義之字合成而來，在中國古籍中此二字有駕馭、協調、支配、統

治或制約之義。在古希臘文獻中，則意指「掌舵人」，柏拉圖曾用以表示駕船

術，有時亦指管人術，後由亞里斯多德擴充為對社會集團或國家的管理。及

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美國科學家維納(A. Wiener)創立「控制論」理論，

「控制」作為「控制論」最基本的概念而被眾多領域廣泛運用，其內涵則更為

多元且眾說紛紜 1（廖平勝，2003）。本文所使用的「控制」一詞，基本上是

取其一般性用法，而非「控制論」中機械化的定義。因此，簡言之，教育控

制就是通過控制去盡力縮小受控對象的任意性空間，使教育運行不偏離預設

軌道，使受控者不踰矩。

從教育控制的觀點來分析試題，主要是基於以下考量：一般而論，政府

1
例如：「控制是保證各項活動達到預期效果的職能」、「所謂控制，一般可以理解為物質相亙聯繫中一類特

定的關係」、「控制說到底就是一個在可能性空間內進行有目的的選擇的過程」、「控制是以保證事情按計畫
發生，並且在事情進展過程中糾正任何重大的偏差」、「控制是保證目標能按計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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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育的控制是明顯存在之現象，針對此一現象學者亦多有探討 2（羊憶蓉，

1994）。為鞏固自身統治基礎，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透過教育來形塑有

利於統治者的認同意識。政府對教育進行控制的例子，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例如國民政府時期實施的黨化教育（陳進金，1997）、遷台後所採行的部定本

或統編本教科書等等均是。一般討論政府對教育之控制，多著眼於部定教科

書，例如學者即曾分析 1983 年版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指出其大量引用

權威政治人物的言論，且書中多充斥政治意識型態的灌輸（陳伯璋，1998；

羊憶蓉，1998）。至於本文則從命題切入，主要考量於大考對高中教育的強大

影響力，因此只要掌握大考的主導權，便能透過大考落實其教育控制之目的。

例如早期國民政府統一大考重要目的之一，係為形塑一致的國家意識，故乃

嚴格規定考試的科目；從三民主義長期成為大考的共同科目，即可見政府權

力對大考運作的介入（葉孟盺，1999）。另一方面，命題者(或教育者)對學科

知識合理性與重要性的界定與認定，也體現了教育控制的作用，特別在「考

試領導教學」的作用下，更深化命題者對高中教育的影響力。類似情況亦見

於傳統科舉考試之中，例如宋代歐陽脩倡議「古文」，便是利用科舉選才的機

會，拔擢蘇軾等古文大家，而使古文運動「一舉成功」（何寄澎，1984）。

大考試題反映出命題者認為高中學生最值得學習的學術性知識與技能，

從大考試題的演變，可以體現命題權的規訓功能，透過試題內容的展現，其

所形成的命題趨向，無疑對高中教師產生了規訓作用。亦即命題者透過大考

試題來進行思想傳遞與控制，取得某一新類型知識的合理化地位，從而對高

中師生產生規訓的作用。大考正是產生學科規訓的有效方法之一，因其具備

界定何者是重要及正確知識的權力。

考試何以能發揮如此強大的作用？借用法國後現代大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考試是一種技術，這是一種關於人的能見度的一種技術，用

2
教育領域內有關國家角色的幾項結論，其中之一是：國家透過教育制度而增強其合法性，教育制度的 

擴張則是國家權力擴張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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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區分、判斷和分類（傅柯著，劉北城、楊遠嬰譯，1993）。人的內在本來是

很難度量的，因此很難加以比較，不過考試這種技術卻能使不可見的那一面

呈現出來，成為可量化、可比較、可分類、可描述，進而可加以控制。在量

化、分類、比較的過程中，必須有一套「正常的標準」；例如醫學可以區分有

病與否，而掌握這些學問的專家，如醫生、精神病學家等就是這些標準的維

護者（梁其姿，1986）。然而，如何標示個體的不同，以便進行分類呢？其所

憑藉的技術就是考試，考試正是知識與權力結合的重要工具。

由於大考命題工作需要高度專業技術，因此政府勢需將命題權交付命題

者來執行，命題者才是真正決定考試內容的關鍵者，所以命題者對學科教育

的主張，往往決定試題發展的趨向。隨著時代的演進，那些原本隱身於考科

之中、由國家形態主導而設立的考科或試題內容終將消失，政府在大考中所

能發揮的教育控制力漸趨式微。值得注意的是，當大考測驗內容回歸學科專

業時，界定高中生應具備哪些重要知識與能力的權力，已悄悄移到命題者身

上，此種比形塑意識型態更加幽微難察的教育控制，即是本節探討的主題。

 

貳貳貳貳、、、、大考國文試題之演變大考國文試題之演變大考國文試題之演變大考國文試題之演變

一一一一、、、、命題作文之演變命題作文之演變命題作文之演變命題作文之演變――――由公民道德的形塑到文學能力的考察由公民道德的形塑到文學能力的考察由公民道德的形塑到文學能力的考察由公民道德的形塑到文學能力的考察

大考試題的內涵，可以反映出政府對人才認定的標準。在高等教育機會

稀少時期，通過大考取得入學資格者，僅為高中畢業生中前 25％的菁英，他

們在大學畢業之後，多半能分流到社會重要階層，成為各行各業的骨幹。由

此而論，大考所選人才，相當程度反映國家所需人才的樣貌，因此大考試題

的內涵，亦可視為對人才要求的指標。隨著時代演變，對能力、知識的要求

亦是與時俱進，以廢除科舉後 15 年 (1921) 的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國文試題為

例：考試內容包括文言翻成白話、白話翻成文言，以及加上標點符號（楊學

為編，1992）。顯然考題已受到民初文學革命之影響，納入對白話文能力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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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標點的考察，此即反映了對語文能力要求的與時俱進。而今昔能力的要求

不同，不能單以今是昨非的二分法加以論斷，它是在知識累積的基礎上漸進

演變，即對能力要求的演變本身也是一種歷史現象，若從此一角度理解試題

發展的趨勢，應可較持平的分析試題演變的意義。

正當新文化、新思潮流向各個領域之際，事實上，民國時期的國文命題

作文，仍維持著傳統的形貌，與策論或八股文相去不遠，特別是承襲了清末

民初以來的試題風格，命題普遍停留在經驗命題的層面，且形式單一，例如：

高等師範學校 1921及 1922年入學試驗國文試題分別是：「試各述研究教育之

動機及將來之希望」、以及「(甲)試述經過學校教授國文之略況」；「(乙)我為何

樂以教員生活為終身之職業」。又如北京大學 1922年度國文作文試題：「述五

四運動以來青年所得之教訓」（楊學為編，1992）。另有北平某大學招考之國

文試題為「國防策」，周作人指稱「這是道地的洋八股，也是策論的正宗（《聯

合文學》，1984：230）」。至 1939 年統一考試的國文試題：「建國信仰與救國

道德，何以為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之基本條件？」（王煥琛，1983）相較於民

初從個人經驗出發，1939年統考試題正具體傳達國家意識型態。

儘管距離廢除科舉已有 50年之久，然在大考初期的國文作文題目中，仍

可見到科舉考察「策論」的傳統，例如 1954 年的國文作文即是：「論各院校

聯合招生」3，以及 1958年首度取消文理分組時，其作文題目是「論大專入學

考試科目分組與不分組之利弊」，乃與科舉「時務策」頗相類似，其中泛政治

化命題設計亦與抗戰時期統一考試的作法如出一轍。有些作文題則是依照國

家政策量身訂做，如：「邀請海外學者回國服務書」(1960 年)；又如 1965 年

正值越戰爆發，政府或感於反攻有望，而有「反攻前夕告大陸同胞書」(1965 

年)；以及1971年退出聯合國，局勢風雨飄搖，乃強調「自立自強說」(1971

3 1954年度國文作文題目為「論各院校聯合招生」，試題甫出，第二天即引來輿論抨擊，認為(1)「聯合
招生」是只是技術問題，甚少理論可資發揮；(2)此係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應該很少有人會在參加聯合
考試時有勇氣提出反對意見，這個題目無法測出高中生的國文程度。參見〈作文題目之疑〉《聯合報》
1954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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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均能切合時局所需。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考生為求高分，最有效的

作法便是表達與政治主流意識相同的立場，強調對國家政策的支持，作答勢

須先具備政治正確的敏感度，方及其他。不論此種立場的選擇是自主或不自

主，正與科舉時期的思想控制有異曲同工之效。將維護國家政策、鞏固領導

中心的意識型態，透過試題讓考生加以闡發、確立，再給予認同者期待的獎

賞，透過此種利誘方式，亦將形成考生判斷何謂正確知識的標準。政府對人

民的控制可以無所不在，例如可透過媒體的掌控，剝奪人民知的權利，讓媒

體形成一言堂。同樣的，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一直以為享有「知的權利」，

事實上，這類知識其實已經由考試加以「確認」其正誤。

1980年代中期，隨著社會政治民主萌芽，經濟建設起飛，中產階級興起，

有識之士開始對於前一階段的政策或作法提出不同觀點。《聯合文學》於此時

邀請十四位作家對 1954至 1984年間的國文作文加以評分及評論(參見表 1)，

這是一項空前的創舉，也對 31年間的國文作文做了一番檢視與反省，值得參

考。文章指出，這 31年間的作文題目，充滿著意識型態且不易測出考生能力，

這些題目「訓練出一批批觀念八股、只尚空談的考生」、「混進政治意識與公

民道德，未能落實於考生的現實生活環境」、「間接導致中學生、大學生國文

程度低落」、「一直在固定的命題套式中打轉，使考生也在固定的作文套式中

翻騰」、「每年十萬試卷中，竟有九萬五千份面目相同」、「與國內文學界苦心

創製的成果完全扯不上關係。（《聯合文學》，1984：219）」其中最受到青睞的

前五名分別是：「生活中的苦澀與甜美」(1981年)、「一個影響我最深的人」(1955

年)、「看重自己，關心別人」(1983年)、「從挫折中培養勇氣」(1982年)、「一

本書的啟示」4 (1977年)（李鍌，2000）。敬陪榜末的五名是：「論大專入學考

試科目分組與不分組之利弊」(1958年)、「論國文的重要」(1956年)、「論各院

校聯合招生」(1954年)、「反攻前夕告大陸同胞書」(1965年)、「邀請居留海外

4
根據實際閱卷者的經驗，「一本書的啟示」並不像作家所期待的多元開放，大半考生不是寫鄭豐喜的

《汪洋中的一條船》，就是蔣經國的《荒漠甘泉》，其他課外讀物則極少見。（李鍌，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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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回國服務書」(1960 年)。從上述作文題出現的時間來看，敬陪榜末的試

題大抵出現在 1965年以前，比較受作家青睞的試題多屬 1977年以後(除 1955

年外)。在大考開始之初，確實是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不論是分組的形式或命

題的技巧乃至於對聯合招生的看法，都尚未形成具體的認知，因此對於試題

的掌握上，反而是承襲了科舉考「策論」的傳統。論者指出：此可看出命題

者之偷懶與但求無過之心態。絕大多數題目，與過去科舉時代並無多少差異，

不脫八股與策論的老套，仍以祖述先賢之志為文章之正道，以統一思想、統

一意志為文學之正軌（《聯合文學》，1984：229）。政治戒嚴時期，在國家意

識至上的思想籠罩下，少數命題者或可稍稍偏離政治軌道，然而絕大多數則

只能如實反映著時代潮流趨向。

綜合十四位作家對 1984年以前作文試題的分析，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

種看法：第一，這些考題，多半只適合論說，過半與政治意識有直接或間接

的關係，大多數是以「正面」立論為宗旨，群體意向為依皈，似不容考生發

抒一己之心聲與感受。這類題目在完成之後答案也就完成了，例如：「邀請海

外學者回國服務書」、「反攻前夕告大陸同胞書」等，題意相當狹窄，考生能

發展的空間有限。第二，這些考題不能引導考生在真實的、屬於青少年自己

的生活中思辨、言志或抒發感情。第三，不能體現時代精神，有些文題厚古

薄今，引述經典的名言名句，讓考生詮釋或說明它的當代意義，考生若無「滿

腹經綸」，恐難下筆，即使能發「宏論」，可能也不免是陳腔濫調，例如：「仁

與恕互相為用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或者是太過熟悉而

僵化的題目：「遷善改過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這類文題枯燥陳腐，

多半會令考生意興索然，人云亦云，其結果就是「千面一文」。

從 1984至 1993年的大考國文作文大體仍符合上述評論，當 80年代後期

政治情勢劇變，並未立即反映在作文試題上，1994年以前，試題仍多循舊制，

以論說文為主，含有強烈「說教」傾向，避免抒情敘事。根據學者分析，此

係因長期以來國文教育是以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為主，以文學詩詞為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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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載道的觀念根深柢固，而文學欣賞往往轉變為公民道德的教化，教育學生

克制自己、尊重群體，而非發揮個性，求奇制新。在國文教學過程中，以例

舉古聖先賢的道德體會，做記憶性的灌輸，將真理的探究與人性的衝突轉化

成為道德條目及標準答案的背誦。由此而來，則考題多以抽象及普遍性的論

題為主，往往暗示著作文者應該有怎樣的結論，這樣的結論自然不是切身體

會到的，也不必然具有獨特性，這樣的例子俯首可拾，如：「論國文之重要」、

「學問為濟世之本」、「從挫折中培養勇氣」。這種試題測試結果，會令考生的

道德觀念因一再八股、說教式的作文而麻痺了。就寫作的角度而言，考生易

流於空疏高調，或言不由衷，或襲用舊說，有意無意間採用了古聖先賢的口

吻推論，落入八股文的泥沼之中。（《聯合文學》，1984：230-237）這種情形一

直要到新一代命題者的出現，才有所突破。

表 1  1954 至 2001 年大考國文作文題目一覽表 

年度 作文題目

1954 論各院校聯合招生

1955 一個影響我最深的人

1956 論國文的重要

1957 讀書的甘苦

1958 論大專入學考試科目分組與不分組之利弊

1959 學問為濟世之本

1960 邀請居留海外學者回國服務書

1961 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962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1963 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試申其義。

1964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試申論之。

1965 反攻前夕告大陸同胞書

1966 公共道德的重要

1967 遷善改過說

1968 論恕道與公德

1969 自由與守分

1970 論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

1971 自立自強說

1972 論現代知識青年應如何培養義務感與責任心

1973 曾文正公云：「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嚮」試申其義。

1974 荀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試申論之。



試題與教育控制-以大考國文試題演變為例(1954～2001)

Bulletin of Testing and Assessment

考試學刊 第二期     2007.6
70

年度 作文題目 （續表 1）
1975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說

1976 人與恕互相為用說

1977 一本書的啟示

1978 人性的光輝

1979 憂勞所以興國，逸豫適足亡身

1980 燈塔與燭火

1981 生活中的苦澀與甜美

1982 從挫折中培養勇氣

1983 看重自己，關懷別人

1984 海不辭細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1985 接受與回饋

1986 安和樂利社會的省思

1987 論同情

1988 豐收之前

1989 論虛心

1990 愛國愛鄉愛人愛己

1991 根

1992 變

1993 橋

1994 論污染

1995 榮與辱

1996 自由與自律

1997 1.家庭教育
2.街景

1998 1.等待
2.慚愧
1.2.擇一為題寫作。

1999 1.車站、夏天的驟雨、深夜的犬吠等三個主題讓你聯想到什麼?擇一作答。
2.我的態度

2000 1.時間與金錢的選擇?你的選擇與理由。
2.以「義工」為主題，自擬題目，寫成一篇文章。

2001 一個關於□□的記憶

大考中心在 1994 年二月正式推出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作

為推薦甄選入學管道初步篩選的依據，首度亮相的國文考科甫一登場就獲肯

定，特別是作文題目是「夢」和「兩代之間」，論者認為「不僅與傳統的八股

式的作文題目不同，而且，前者可以抒情方式，後者可以評議方式表達，考

生可以考量自己的專長和興趣，就其中之一來發揮」（中央日報，1994）。受

訪的高中教師表示，此次試題相當靈活，尤其很多第一次出現的題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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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能測出考生的語文程度，例如「文章縮寫、新詩重組等題目，都強調學生

對一般文學的涉獵，不是死背就能拿分的，這樣的出題方式若能用到日大招

生的考試，應該可以慢慢導正學生偏狹的學習心態」（中央日報，1994）。此

外，「學測」試題以整本型態印製，「考生認為寫起來較沒有壓迫感」（中央日

報，1994）。1995 年作文題仍承襲 1994 年二選一的方式，對於這種作法，輿

論大抵予以肯定，如報刊標題即是：「國文作文題目：網、青春二選一，考生

可針對個人生活經驗選擇較易發揮者，命題模式值得大學聯招參考」（中時晚

報，1995）。而二選一的考法，被認為是更能符合實質上的公平，「採取二選

一的主要理由是因為每個考生的生活經驗都不同，為了降低作文題目可能有

利於某些考生或不利於某些考生的不公平現象，因此採取二選一的方式（中

時晚報，1995）。」

從這個觀點來看，「學測」命題趨向基本上是從考生的角度來思考，儘量

讓考生能適性地發揮，考試目的在於考察考生會什麼，而非考倒考生，此乃

「學測」一貫之理念。由於「學測」是屬於門檻性質的考試，且分數是採用十

五級分，而非分分必較的百分制，因此許多創新的試題，往往會在「學測」

中推出，這在歷年「學測」國文試題中屢見不鮮。繼 1994年的文章縮寫、1995

年的文章擴寫，到 1996 年出現「閱讀寫作」，即提供八段有關環保、紙張、

森林、樹木和社會成本等觀念的短文，考生必須以「再生紙」為題，將短文

內容重新組織，發揮成四百字以內的白話文。閱讀寫作的目的在「測驗學生

閱讀多段資料的理解、重組、為文表達的能力。許多考生對此項變革反應佳，

部分國文科教師也認為該題型將對中學國語文教學產生正面影響」。雖然大多

數考生在學校時都未見過此種題型，但多對此項改變表示肯定，認為「可試

出閱讀能力和組織能力」，也有考生表示此種方式「可幫助構思能力，且比較

容易下筆，不會離題」（中國晚報，1996）。

1997年「學測」國文考科的作文題目長達 1200字，提供了七篇短文，要

考生參酌所有短文的觀點後，結合自身的經驗、體認，用自己的文字寫出人

與自然共榮、交流感發的關係，並析論自己最喜愛的其中一篇文章。考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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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是「試題活潑」、「容易作答」（中時晚報，1997）。不過，命題用意雖好，

根據閱卷的經驗，許多考生選了最後一則進行分析，推測其因可能是它是七

篇中篇幅最小的，短小輕薄的文章似乎比較受到青睞。

 

二二二二、、、、選擇題之演變選擇題之演變選擇題之演變選擇題之演變――――――――由泛政治化的取材到語文能力的考察由泛政治化的取材到語文能力的考察由泛政治化的取材到語文能力的考察由泛政治化的取材到語文能力的考察

從 1973 到 1988 年間，就成語、詞語測驗而言，平均每年約佔十二分，

其中四成，即五分左右屬於泛政治及道德教化的部分，比例不低，除 1974年

及 1987年外，幾乎年年出現，此種透過考題強化道德教化及進行政治宣傳的

手法，除見於三民主義考科之外，在國文考科亦是觸目可及。1989 年以後，

由於試題不再獨立分出詞語測驗，而以綜合測驗代之，因此這類試題數量大

幅減少，以往泛政治化的試題乃漸次消失(參見表 2)。以下舉例說明各分類的

內容：

表 2  1973 至 1988 年詞語、成語測驗之測驗內容 

題 號

年 度
反 共

忠 勇

愛 國

政 令

宣 導

政治人物

言 論

復 興 民

族 文 化

道 德

教 化

為 人

處 世
孝 道 合 計

1973    25.32.36      
1974          
1975    12      
1976 25  24 17.20      
1977 23 31  17 29 20    
1978  20.23    18.19.21    
1979  16.17.18 25   26.29 19.20   
1980  17    19    
1981 22.24 16.19.20    17.18.25    
1982 19 27 16.18   20.22.24 30   
1983 16.23  26   21.27 22   
1984 5 4.13 1.2.6.7.

12.15
  14.16  3  

1985   8 1.9   12 3  
1986 4 3  1.10      
1987          
1988    20.24    25  
合計

(題數)
9 14 12 13 1 17 5 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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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反共宣傳而言，典型的例子如 1981年第 22題：「共匪竊據大陸三十餘

年，□□□□，層出不窮，禍國殃民，莫此為甚。缺空的成語是：(A)濫竽充

數(B)折衝尊俎(C)邪說暴行(D)色厲內荏。」絕大多數與反共議題有關的試題，

都是描述中共政權殘暴不仁，倒行逆施，失去民心，終將崩潰 5，或是涉及國

際社會的「不公不義」6。基本上是在昧於外情、對中共政權未有認識的情況

下，憑藉主觀意識所設計的試題，敘述方式相當「八股」。透過試題進行反共

宣傳的作法，不只見於國文考科，同時亦可見於歷史科試題。唯此種反共教

條，隨著「開放大陸探親」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以及承認

中共是一個政治實體，終於在 1989年以後漸次減少，乃不復可現。

就忠勇愛國而言，如 1981年第 16題：「人人淬勵奮發，逾越險阻，國運

終必□□□□，否極泰來。缺空的成語是：(A)強固屹立(B)由剝而復(C)青雲

直上(D)興滅繼絕。」這類試題所佔比例不低，國文課本選文中亦不乏此類篇

目，例如：〈左忠毅公軼事〉(1993年版第一冊)、〈黃花岡烈士事略〉(1991年

版第二冊)、〈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1990 年版第三冊)、〈梅花嶺記〉(1990

年版第三冊)、〈一位平凡的偉人〉(1990年第四冊)、〈正氣歌〉(1990年版第五

冊)、〈張中丞傳後敘〉(1990年第六冊)等，每冊十五篇文章中，至少有一篇是

屬於忠勇愛國類。

就政令宣導而言，如 1984 年第 1 題：「本屆總統選舉，蔣經國先生高票

當選連任，消息傳來，萬民□□□□。缺空的詞語，可以是：(A)歡聲雷動(B)

歡欣鼓舞(C)歡天喜地(D)額首稱慶(E)頌聲載道。」這題想當然爾是不能有負

面選項的，畢竟人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一旦有負面情緒也是可能且正常的

反應，因此「細心周到」的命題者便出了五個選項均與歡欣鼓舞同義。

就政治人物之言論而言，如1974年第20題：「吾心信其可行，則□□□□

 
5 1981年第24題：「目前大陸各地知識青年，反抗共產暴政之浪潮，正如旭日升天，□□□□。」缺空
的成語是：(A)叱吒風雲 (B)方興未艾(C)火傘高漲(D)此促彼起。

6 1974年第 25題：「若干國家，以貿易關係，遂不顧信義與後果，竟與毛共建交，可謂□□□□。」缺
空的成語，是：(A)利令智昏 (B)怙惡不悛(C)杞人憂天(D)懲忿窒欲(E)借箸代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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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難，終有成功之日。缺空的詞語，是：(A)緣木求魚(B)刻舟求劍(C)逆水行

舟(D)移山填海(E)翻山越嶺。」該題語出孫中山〈心理建設自序〉一文，此種

成語測驗基本上是對課文的回憶，稱不上是理解或應用。這類偏向於背誦知

識的試題一旦成為主流，則在教學上可能會採取「銀行存款式」，教師平日把

知識存入學生腦海，考試時學生像是提款般把知識拿出來回答問題，完全不

經過建構知識的階段。這些知識未經消化、吸收，考生一離開試場，「知識」

也隨風而逝。此種命題方式也將導致學校對於理解、分析、應用等高層次的

能力的漠視（康乃美、蔡熾昌，2002）。

除了作文題型之外，「學測」各年度選擇題與聯考題型亦有相當大的差

異，其基本精神是語文能力與知識並重，一改聯考側重知識的測驗方向，「學

測」國文考科的測驗目標：（一）測驗學生的基本語文能力，包括形音義、詞

語、成語、詞性、修辭、文法結構、閱讀及鑑賞、體悟作品及表達、創作等；

（二）測驗學生的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化的基本知識，包括重要文學流派、體裁、

作家、作品、學術思想等及國學、文化常識；（三）測驗學生的基本治學能力，

包括收集、判讀、整合資料等能力（何寄澎，1995）。

其命題理念是：（一）擴大命題範圍，考題儘量涵蓋文學、藝術、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各方面，並且儘量的生活化；（二）注重思考，避免出單純記憶

題，讓考生能有結合資料、思考、比較、批判的機會；（三）透過多方面、多

層次的閱讀測驗，考核考生的感受能力和文學欣賞能力。在這種理念之下，

其命題方式即是運用課外素材，考察考生課內所學概念，因此其命題的內容

並非亦步亦趨地跟隨課本，而是以考察考生的語文能力為主。就語文知識或

文學常識而言，亦非抄錄國學常識、課本題解或作者欄等文字，來考察考生

的記憶能力，而是透過對文章的閱讀、理解，從中歸納與分析而得的重要文

學知識或風格等。例如：以下兩組試題分別是 1994年大考與 1995年「學測」

以及 1993年大考與 1996年「學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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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詩經經孔子重編後，成為定本，所以魯詩傳世，齊、韓二家均亡

(B)左傳編年記事，以魯史為中心，是研究戰國時代的重要史料

(C)大小戴禮二書相合，即今十三經注疏中的禮記

(D)世說新語，屬筆記小說，是尚清談時代之助談之書

(E)墨子主張尊天、尚同、尚賢、兼愛、非攻、節用、非樂(1994聯考)

下列短文有三個空格，請就參考選項中選出最恰當者填入各空格內。

中國文化早在先秦已形成多采多姿的豐富面貌：就文學言，《詩經》、

   (A)   開後世言志、抒情傳統之先河；就思想言，百家爭鳴，其中   (F)   

特富宗教精神，為當世顯學；就史著言，   (H)    尤有功於春秋，廣為後

世史家、文家所推崇。

參考選項：

(A)《楚辭》  (B)《戰國策》 (C)道家  (D)陰陽家

(E)《呂氏春秋》 (F)墨家  (G)《尚書》 (H)《左傳》(1995學測)

以第一組試題為例，考生回答 1994年聯考試題時，主要是對五個選項做

正誤判斷，各選項之間並無關連性，屬叢集式是非題，缺乏問題意識；同時

選項文字多直接摘錄課文，對考生而言，作答本題只涉及回憶的歷程，無需

運用理解、分析的能力。反觀 1995年「學測」試題，它是從文學史角度來構

思，以考察考生對這些經典的了解程度，跳脫了課本文字的框架，但所測內

容仍是考生課內所學概念；同時也藉由考題，讓考生對這些典籍在文學史上

的意義有新的認識，提供了教育的功能，這是命題理念的一大突破。

第二組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方苞文章，平實謹嚴，以「雅潔」著稱
(B)蘇洵才氣縱橫，不可扼抑。其詩、詞、書、畫，亦冠絕一時
(C)白居易文章精切，其詩清新平易，近於白話
(D)王維之詩，以五言為勝，惟以懷才未展，時露孤寂不平之氣
(E)陸游詞風與辛棄疾相近，以豪放為主。(1993聯考)



試題與教育控制-以大考國文試題演變為例(1954～2001)

Bulletin of Testing and Assessment

考試學刊 第二期     2007.6
76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

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

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從開元到天寶，從洛陽到咸陽

冠蓋滿途車騎的囂鬧

不及千年後你的一首

水晶絕句輕叩我額頭

噹地一彈挑起的回音」

上列詩句所描寫的人物是：

(A) 韓愈 (B) 岑參 (C) 杜甫 (D) 李白(1996學測)

以第二組試題為例，93 年聯考試題同樣是直錄課文作者欄的敘述，唯欄

中多以抽象的形容詞來指涉作家風格，若用於試題之中，則顯得空洞，實無

助於作答。試問「為文雅潔」只能是桐城派大家方苞所專有嗎？許多大文學

家的文章難道不雅潔嗎？與其要考生記誦描述各文學家的文章特色或生平敘

述的抽象用語，不如提供更直接的判斷資料，1996 年「學測」便提供一段關

於描寫李白生平及詩風特色的新詩，讓考生辨識詩中人物為何？此種新的命

題趨向下，使語文能力漸漸成為可透過內化之後在生活中得以應用發揮的能

力，而「學測」國文試題生活化傾向亦趨明顯。大考中心對於聯考與「學測」

試題的比較，曾提出以下看法：「聯考題目以往陳述方式通常很簡單，容易讓

考生做題時感到知識很抽象，跟生活無關；學科能力測驗題目融入日常接觸

的事例，以較長的敘述引導學生思考，不僅是希望讓學生覺得考試有意思，

也藉此引導老師教學重視情境。（聯合報，1998）」

「學測」命題在理念上的第二項突破在於提出：學習國文不只是培養學

生對知識正誤與否的判斷，更重要的是能對優劣加以分辨。此一理念也是以

往考試中未予重視的，基於此一觀點，在試題設計上便採用了下列題型：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野

桃含笑竹籬短，溪□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餉春耕。」（蘇

軾〈新城道中〉）

上引蘇詩□內應填的字，最適當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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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淋；魚；柴 (B) 沖；石；水
(C) 痕；橋；茶 (D) 聲；柳；筍

這是一道「修辭測驗」的試題，以一首七言律詩做為素材，讓考生從律

詩押韻的基本知識，結合對文辭的優劣與否的判斷來選出最適當的選項，以

考察考生鑑賞文章的能力。相較之下，以往大學聯考所測的「修辭測驗」比

較偏向於修辭知識的考察，如考生必須知悉譬喻的定義及意涵方能選出正

答，此為正誤與否的判斷，不涉及美感經驗的體悟。例如：

下列文句，何者使用譬喻：

(A)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B)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

(C)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

(D)牛驥同一阜，雞棲鳳凰食

(E)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

「學測」所呈現的全新命題風格，從 1994年首度推出至 2001年間，整體

而言，是肯定多於質疑，從每年考後報紙報導可知「學測」試題有一定口碑 7。

對於此一現象，有記者分析指出：「學科能力測驗的命題之所以叫好，出題靈

活和敘述生活化，比較著墨於考生接觸試題的心情時的考量是主要的原因」

（中央日報，1998）。此一敘述頗能反映現況，根據考生表示：「與參加大學聯

考相比，也許（學測）不能取得好成績，但寧可參加學科能力測驗，讓他們

比較快樂。」「對於如此創新的（國文）考題，學生們多認為，考題竟然也可

以變得有趣，應付考試似乎反而沒有那麼沈重了，而不必靠死背課本中的內

容、能夠自我表達自我意見，也讓考生對『考試』改觀」（自由時報，1998）。

根據研究，「學測」國文試題大致有如下幾項特色：（一）與日常生活結合：

注重試題的生活化，使所學概念與生活應用結合，以考察考生轉化應用的能 
 
7
例如：「今(1998)年學科能力測驗國文科命題尤其靈活、生活化，且大量引用現在青少年的慣用語及坊 
間的廣告詞，這種命題趨勢受關注，……相較之下，大學聯招試題、……改進幅度不若推薦甄選，命題

顯得較為呆板；面對每年十萬考生，大學聯招命題教授實應多些創意。」見《民生報》，民國 87 年 2

月 15 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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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管美蓉，2000）。（二）重視知識的貫通：避免考生死記片段瑣細的知識，

注重考察考生對重要概念與基本知識的融會貫通，採用題組形式來評量由點

而幾而面的知識內涵。（三）提供充分的作答訊息：重視考生判讀資料的能力，

儘量提供充分的答題線索，以評量考生理解、分析資料的能力。（四）試題本

身富教育性：重視考生的學習經驗，命題設計採用引導說明，或歸納整理考

生所學概念方式，以提供考生不同的思考角度。（五）寓樂於考：命題是以考

生為主體而設計的，為達到重視考生生活經驗的呈現以及舒緩應考情緒的目

的，在題幹設計上融入實際生活情境與生活語彙，以貼近考生的感受（王慧

卿，1999）。

三三三三、、、、演變之因演變之因演變之因演變之因

「學測」國文考科自 1994年推出以來，其命題基本理念便一直沿用至今，

即測驗目的在於兼顧考生的語文能力與知識之考察，二者不可偏廢，題型包

括：字音、字形、字義、詞語、成語、語法、文意、修辭、重組、國學及文

學常識等，上述各種題型幾乎都與傳統形式大異其趣 8，何以如此？其中關鍵

在於命題理念的改變，乃至於新題型彷彿脫胎換骨般予人耳目一新之感。有

學者指出，「學測」試題呈現出一種新的價值觀，這個新的價值觀主要是：釐

清考試的目的是要讓考生「會答」，為了讓考生會答，在考生周邊的各種設施

都應儘量提供協助，讓考生把題目做出來，這樣的價值觀自然會影響到學校

8
舉例來說，詞語測驗是傳統聯考常考的題型，唯在學測中這類題型猶能推陳出新，其評量的目的在於提

供與生活相關的語境，以考察考生理解應用的能力，例如：1997年學測試題：在這個資訊化的時代，不
少中國古籍也已經輸入電腦，使讀者可以藉由「全文檢索系統」迅速地查閱資料。如果我們準備利用「《全

唐詩》全文檢索系統」蒐羅以田園生活為題材的唐代詩歌，則輸入下列選項中哪一組語彙，可以最快找

到相關作品﹖(A) 黃沙、絕漠、瀚海、胡塵 (B) 柴門、荊扉、幽篁、墟里(C) 西崑、東溟、鍾山、瑤臺
(D) 玉階、綺窗、畫閣、簾鉤。又如文意測驗，學測的命題理念是提供充分的作答線索，讓考生可以在
完整的語境中思考，而不是以片斷的文句來考察考生對課文的精熟度，例如1997學測：孔稚珪〈北山移
文〉：「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攖情於

好爵。」文中所描述的人物心態，與下列何者近似﹖(A)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 (B) 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C)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D) 與其食人之祿，俯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



79Bulletin of Testing and Assessment

考試學刊 第二期     2007.6

試題與教育控制-以大考國文試題演變為例(1954～2001)

及家庭的教育。第二個價值觀是教育即生活，此為杜威名言，在此所標舉的

是一種有意義的生活，考題生活化，讓考生從努力地補習，轉為努力地生活，

而生活上遇到的議題都可以在課堂中討論，或者與家庭充分互動，這也揭示

了新的教育學習方向（鍾文婷，2002）。為何能改變命題理念、形成新的價值

觀，究其原因，可由以下數點觀之：

（（（（一一一一））））針對考試內容進行專案研究針對考試內容進行專案研究針對考試內容進行專案研究針對考試內容進行專案研究：：：：考試中心自 1989 年成立以來，即展開各

科試題的研發工作，開始之初是分析過去大學聯考試題，研究目的在於檢視

以往的命題方向，由於是對過去試題的分析檢討，嚴格來說，研究結果並無

太多新意。到 1992年，為配合「學測」的施考，大考中心需提出「參考試卷」

供高中師生進一步了解「學測」內容，乃邀請政治大學中文系羅宗濤教授擔

任主持人，從此展開一系列不同於以往的試題研發工作 9。之後正式應用於學

測國文考科的各類新題型，多肇始於此一系列計畫之中，尤以第一年的開創

之功，奠下以後大開大闔的基礎。由於此一研究團隊對於國文試題有不同於

以往的研發，也從而開啟了由「學測」到「大學聯考」到「國中基本學力測

驗」，乃至近兩年來「四技」等重大考試中國文考題的轉型。此種轉變對於高

中、國中甚至技職體系的國文教育勢必有所衝擊，至少從學生平日賴以練習

的參考書，已可發現大量模仿「學測」國文試題的各種題型。由此一角度觀

之，自 1994年迄今的「學測」國文考題，的確發揮了指揮棒的功能，不但影

響了高中國文教育，也由於大考中心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在不斷與高中教

師互動以及報章的報導與肯定，使得國文考題的變化如漣漪般地擴散。大學

聯考國文試題從 1997 年開始一改以往形式，朝向「學測」看齊；「國中基本

學力測驗」從 2000年甫一推出即與「學測」題型相仿；而「四技」則從 2002

年起仿傚「學測」國文試題。從前、後年度題型變化的劇烈程度看來，大學

聯考及「四技」的改變可能是由於不同命題者接手所致。由上述的分析可知，

9
研究成員包括：簡宗梧(政大)、何寄澎(台大)、張雙英(政大)、鄭明琍(師大)、鄭文惠(國北師)以及劉莞
莞(北一女中)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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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題改革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當屬命題理念的突破，一旦有了不

同的命題觀點，輔以純熟的命題技術，試題自然會形成新的面貌。

從試題轉變可知，此一研究團隊乃至其後的命題團隊，對於高中國文教

育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其最主要的不同在於特重語文的活用與賞析。國

文並非僵化的經典，而是一門生活的學問。在「學測」大量以白話文作為試

題的趨勢下，也相當程度扭轉了國文教學不重視白話文的情形，事實上，每

一時代都有其文化及文學的特質，國文考試不只是考察考生對經典的精熟

度，亦需考察對當代文化的批判與體悟能力。

由於大考中心經年累月進行試題研發工作，並將研究結果反映在「學測」

考題之中，因此幾乎年年都能推陳出新，更重要的是，這些「史無前例的創

舉」（中時晚報，1997），多能普獲肯定，這也證明大考中心在試題研發的努

力上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學測」每一考科均有數年的命題研究計畫，由高

中老師、大學教授與中心研究員共同參與，從測驗目標、命題參考準則等方

向循序研擬，為廣徵各方意見與學生對試題的反應，研究期間舉辦座談會、

問卷與測試，並將研究結果交給命題人員參考。換言之，一份試題的編製，

實是無數人努力的結果。

（（（（二二二二））））重視考生的反應重視考生的反應重視考生的反應重視考生的反應：：：：大考中心試題研發工作均進行試題預試工作，藉以了

解考生對於各類新題型的作答反應，並進行問卷調查，以蒐集考生對試題的

看法。此種作法可以掌握考生對新題型的適應情況，以減少在正式考試推出

時的阻力。考試的目的在考察考生應具備的能力，重視評量考生面對各種情

境及問題時所應具備的記憶、理解、分析和綜合能力，同時也重視吸收知識

時所需的能力，包括觀察、推理、閱讀、寫作、想像、蒐集資料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由於考試的主體是學生，因此在試題設計上應重視考生的認知過程，

試題敘述應嘗試以引導解題思路的文字，代替冷峻生硬的試題語言，儘可能

貼近考生的生活，突破知識是象牙塔的框架，如此一來，試題就形成了生活

化的風格，其表現方式有二：一是使用目前生活常用的語彙，包括一些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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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或諧音字所營造的趣味性；二是將古典中所具備的現代元素加以轉化，使

它與生活結合，是一種將古典通俗化的嘗試，二者均頗能符合考生的需求（管

美蓉，2000）。

（（（（三三三三））））輿論的支持輿論的支持輿論的支持輿論的支持：：：：根據觀察，很少有考科能像學測國文考科一樣引起媒體、

節目主持人、甚至是作家的關注 10。從 1994年「學測」國文一登場，便成為

報紙報導的焦點。以後每年均吸引社會大眾的目光，1998 年則因大量引用流

行語彙，而引發高中教師對此一命題趨向的疑慮 11。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此一與

流行文化接軌的命題路徑，可以發現這並不是命題者標新立異、一意孤行的

孤立現象，從 80年代「文化研究」逐漸在台灣興起，在文史領域中出現了各

種文化研究的主題，隨著這一波浪潮的擴散，大眾流行文化成為其中的一支，

這種研究的風潮也跨進了考題之中，由於國文考科是所有考科中最先施考，

且為大家最熟悉的科目，因此往往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對象，當考題在成為

話題之後，國文考科也具有了相當程度的大眾文化性格，從命題者的觀點來

推測，將流行語彙注入其中，其實也是行銷此一考科的方式之一，而大眾文

化的性格，不可避免的會引起庸俗化的質疑。

參參參參、、、、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命題者的觀點往往受到時代的侷限或影響，也因此正能反映出不同時代

的人才觀。唯命題不應要求考生為國家既定的政策辯護，如 1954 及 1958 年

的作文題，充分反映了命題者的霸權心態，實不可取。1960及 1975年的命題

10  
主播方念華曾在公共電視頻道討論國文試題，廣播節目主持人光禹也曾在節目中討論，作家向陽曾寫：

〈值得喝采的考題〉，發表於《聯合報》，民國91年6月25日39版。
11
參見林繼生，〈活潑與媚俗，傳統與古板之間--八十七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國文科試題分
析〉，《國文天地》，15卷2期(民國88年7月)，頁96-99。林文代表了某部分高中教師的意見，認為題目
可以生活化，但以流行的東西來當內容需具備普遍性、尤其需以全面認同接受為主，否則對不追求流行

者不公；其次是現代文學所佔比例不宜超過國文課程標準的比例；第三是建議課外題不宜過多，以免考

生以為有唸沒唸，課有上沒上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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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似乎想將高中畢業生的學業程度和其對於國家政策的擁護與否合併評

分，不管就作文方法和學術取向來說，都不值鼓勵（《聯合文學》，1990）。從

作家的觀點來看，綜觀1984年以前的作文題目，似乎令人失望的多，激賞的

少。但從學者的觀點，卻有相當大的差異，不容諱言，命製大考作文題目時

大抵需兼顧以下幾項原則：(1)必須難易適中；(2)必須有可供發揮的內涵；(3)

必須易於區別考生程度；(4)必須避免與以往的聯考題目雷同；(5)必須避開補

習班的可能猜測（李鍌，2000）。部分學者認為若干年來的作文題目多數能兼

顧上述原則，頗獲社會大眾的認同。的確，在大考中心尚未展開試題研發工

作計畫時，社會對於現況的接受度頗高 12（葉國良，2000）。

就國文試題而言，在戒嚴時期國家意識思想籠罩下，除少數命題者出題

時或可稍稍偏離政治軌道外，絕大多數命題者只能如實反映時代趨向，因此

國文試題多為反共愛國、教忠教孝，含有強烈說教傾向，命題者透過大考進

行教育控制的自主性相對不高。及至 1990年代政治解嚴之後，新一代的命題

者擺脫政治教化的束縛，重新回歸國文學科教育的本質，開始重視語文的活

用與賞析，使得「學測」試題出現一種新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主要為「教

育即生活」，國文不再是僵化的經典，而是一門生活的學問，試題亦呈現生活

化的命題風格。此種全新的命題理念，主導著解嚴之後國文教育的發展，在

政治威權結束、多元時代來臨之後，命題者透過試題進行教育控制，比起戒

嚴時期更加有效。若從分散命題權的觀點思考，採取題庫選題組卷，將可稀

釋具寡占性質的命題權，可避免過度集中於少數人之手。

早期中國大陸的國文試題也充斥著政治意味，從作文試題可見端倪13，其

中最巧合的是1965年大陸「高考」（大學入學考試）國文作文題目之一是：「給 
 

12 
例如：有學者認為：「行之多年的命題作文，雖有其缺點與限制，卻不易以其他方式取代。」參見葉

國良，〈國文作文相關題型討論〉，收錄於：任拓書編，《十年辛苦不尋常》，頁224。
13
例如：「我投到祖國的懷抱裡來」(1952)、「當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公布的時候」(1958)、「大躍進中
激勵人心的一件事」(1958)、「我在勞動中受到了鍛鍊」(1960)、「大躍進中的新事物――副題：為了
幸福的明天」(1960)、「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我」(1960)、「學習毛主席著作以後」(1961)、「一位革命
前輩的事跡鼓舞著我」(1961)、「談革命與學習」(1965)等。參見史瓊等編，《建國四十年高考試題大
全》(文史本)(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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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民的一封信」，無獨有偶，當年度台灣大考作文亦採書信體，題目是： 

「反攻前夕告大陸同胞書」。在越戰方酣之際，國際局勢瞬息萬變，隔閡的海 

峽兩岸，各自以獨特的思維方式去想像及回應那個時代的氛圍。中國大陸要 

參加「高考」的考生，在符合國家論述的思維下，激發對越南戰爭的同情與

精神支援，且政府為了對協助越戰找尋民意的支持，把考生帶進政府所主導

的國際觀、戰爭觀或民族主義的脈絡之中。此種依著政府觀點思考問題的考

題，其中「千篇一律」已不是最嚴重的問題，而是在於政府透過考試這種「合

法」的洗腦方式，讓考生在為求通過考試的前提下，多數人可能以為是抒發

了一己之高見，殊不知所寫所述早已落入政府預設立場的框架之中，許多文

章只能作為政策的擁護者而難有辨證的空間。試題的存在往往被視為是合於

真理、學術與科學，因此很少對考試試題提出合理與否的批判，這也使考試

成為左右考生觀點的利器。 

    另一方面，1994年以後國文考科的大幅改革，固然普獲支持，唯仍有部

分國文教師認為此種大量加入青少年次文化用語或廣告用詞、流行歌詞或金

庸小說文句等「媚俗」、「淺薄」的作法，頗令人憂心（聯合報a，1999）。也有

作家對以流行歌曲為題表示不安，認為這樣的試題，「以活潑化為名，卻複雜

了原本國小學生就可以了解的比喻；以生活化為名，卻選擇了高中生準備大

學考試之際恐怕都難以接近的流行讀本；強調以考生為主體的命題模式，卻

又限定了考生詮釋文本的權利與空間」（聯合報，2002）。也有部分學生認同這

種觀點，認為不應怕試題僵化而捨本逐末，鼓勵學生看電視。但同時亦有學

生及社會人士表示，不應貶抑各類文化的價值，所謂僵化的教育情境便是抗

拒通俗、恐懼流行，應該讓考生接觸各種不同的文化（聯合報b，1999），給予

他們公平的機會去認識不同的文化。基本上不論是經典篇章或是流行詞語，

它們都是命題的素材，引用流行素材不等於媚俗，正如引用經典不能簡化為

八股，使用流行詞語作為素材，仍是基於考試或學習應該與生活結合，才不

會讓所學的知識變得孤立、抽象與生活脫節。唯命題技術及內容之改進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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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任何改革都須穩紮穩打，有堅實的研究基礎做支撐，否則大考動見觀

瞻，影響極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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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修訂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修訂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修訂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修訂版    

信度及效度檢驗與常模的建立信度及效度檢驗與常模的建立信度及效度檢驗與常模的建立信度及效度檢驗與常模的建立    

簡茂發簡茂發簡茂發簡茂發 1 林一真林一真林一真林一真 2 陳清平陳清平陳清平陳清平 3 劉澄桂劉澄桂劉澄桂劉澄桂 1 區雅倫區雅倫區雅倫區雅倫 1 舒琮慧舒琮慧舒琮慧舒琮慧 1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

國立陽明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陽明大學 2

致遠管理學院致遠管理學院致遠管理學院致遠管理學院 3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為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與規劃，與國內學者合作，於

1992 年根據 Holland 職業興趣分類模式，發展一套區分興趣為實用、研究、藝

術、社會、企業、事務等六種類型的本土化測驗。此測驗目前已廣為高級中等

學校採用，作為高中、高職學生生涯探索與規劃的輔助工具。然而本量表推出

至今已十餘年，為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參考曾經使用量表的輔導教師與學生

的回應與建議，原測驗編製者乃據以修改原量表中的 67 題，而成 2005 年修訂

版。為了解修訂版的信度與效度，抽取位於台灣北、中、南、東部普通高中與

綜合高中 44 所學校 3646 位高一學生為分析的樣本，研究者透過項目分析及探

索性因素分析等方式對修訂版進行測驗品質的檢驗，並進而建立常模。本專案

研究分析結果顯示修訂版與原版一樣，具有高的測驗品質，在區分度與諧和度

方面且優於原版。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興趣量表興趣量表興趣量表興趣量表、、、、John Holland、、、、職業興趣職業興趣職業興趣職業興趣、、、、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因素分析
    
                                                                                                

簡茂發，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任 

林一真，國立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陳清平，致遠管理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劉澄桂，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級專員 

區雅倫，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資深專家 

舒琮慧，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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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help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exploring their career tendency 
and planning ahead their future career, CEEC, in cooperation with local scholars, 
has had developed a career interest inventory based on the Holland Career Model 
which included six types, Realistic, Investigative, Artistic, Social, Enterprising, and 
Conventional. The inventory has been widely utilized by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for over ten years. It is time to adjust the contents to adapt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hanges. Using the feedback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school 
counselors and students, the original testers update sixty-seven items in the original 
inventory to become the 2005 version. To establish the norms of the revised version 
and check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ents from northern, southern, central and 
eastern area of high school, in total forty-four schools and 3646 freshmen have been 
sampled and tested.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re used to 
validate the quality of the inventory. The fin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vised 
version has the same high quality as the original version, and is better with regard to 
Index Differentiation and Index of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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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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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於成立之初，除進行大學入學考試相關的研究之外，為

協助高中生生涯規劃，於 1992 年開始委託金樹人、林幸台等人進行本土興趣量

表的編製及大學學類圖等相關配套措施的研究。量表的理論基礎與美國

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ACT)的興趣量表---Unisex Edition of the ACT Interest 

Inventory（UNIACT）相同，援用 Holland 職業興趣的分類模式，區分興趣為實

用型、研究型、藝術型、社會型、企業型、事務型等六種類型。經數年的研究，

本中心興趣量表於 1994 年推出。本量表共 201 題，包括「我喜歡的事」、「我喜

歡的職業」兩部份，每種興趣類型各有 33 題，另加「抓週 1」3 題作為校核量

表的最高得分類型一致性的題目。量表係採用 Lickert 四點量表的作答形式，分

別是非常喜歡、喜歡、不喜歡、非常不喜歡。施測約需 20-30 分鐘，評量學生

的興趣（金樹人、林幸台、陳清平、區雅倫，1993，1994）。 

美國 ACT 的 UNIACT 評量結果可與工作世界圖（World-of-Work Map）結合，

協助學生辨識自己於 data, ideas, people, and things 相關日常活動的喜好情形，以

及工作事項（work tasks）相關的生涯區域。這些工作事項包括 Science & 

Technology (Investigative-I), Arts (Artistic-A), Social Service (Social-S), Administration 

& Sales (Enterprising-E), Business Operations (Conventional-C), Technical (Realistic-R)

等六類。本中心興趣量表評量的結果也與大學學系連結，引導學生進行生涯的

規劃與探索（林幸台、林世華、陳清平、區雅倫，1995）。 

自推出至今，透過提供的資訊與服務，本中心興趣量表已普遍為各高中高 

職使用以作為生涯規劃的輔助工具，近幾年每個年度興趣量表答案卡使用量約 

 
1
「抓週」：傳統舊習裡，家有週歲幼兒，不少父母都會為孩子舉行「抓週」」」」儀式。長輩在剛滿足歲的嬰孩

面前，散置書本、算盤、筆墨等各種物品，讓他隨意抓取，由此來推測孩子未來的志趣。在量表的最後

三題，也讓學生從六個生涯錦囊中，挑出三個（最想要的、其次要的、第三個會選的）來實現自己的生
涯夢想，六個錦囊其實就是六種興趣類型的解釋與職業。學生由這三題會得到抓週的興趣三碼，這也代

表學生所憧憬職業的興趣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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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萬張（96 年度參加學科能力測驗的考生約 16 萬人），數量超出大學招生名額，

與應屆高中生人數。由於量表已歷十餘年之久，經檢視歷年來各校所送回來的

讀卡資料，並參考使用量表的輔導教師與學生的回應與建議，乃啟動此次量表

的修訂以及後續相關的研究工作。 

 

貳貳貳貳、、、、量表的修訂量表的修訂量表的修訂量表的修訂    

    

一一一一、、、、分析的樣本分析的樣本分析的樣本分析的樣本    

自 2000 年由各校所送回來的讀卡資料中，以簡單隨機方式，抽取 4697 人

為分析的樣本。 

 

二二二二、、、、原有項目刪除原有項目刪除原有項目刪除原有項目刪除或修改原則或修改原則或修改原則或修改原則    

根據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數據，刪除或修改全體喜歡高於 80％或低於 20

％、男女喜歡程度差異達 20％或因素負荷量低於.40 的項目。在「我喜歡的事」

部份，除考量上述原則外，另根據原量表的命題準則，檢視原量表項目以及編

修新題項，修題時考量題項於該興趣類型的適當性、時代性、代表性、獨特性

以及題意的明確性等性質，例如：將「派去參加科技座談會而非商學或法學座

談」修改成「被派去參加科技座談會」、「學習藝術課程」修改成「學習音樂或

肢體表演課程」，最後，此部份共編修 36 題。 

 

三三三三、、、、項目新增原則項目新增原則項目新增原則項目新增原則    

在「我喜歡的職業」部份，經參考媒體徵才廣告與生涯就業雜誌新編 60

個職業名稱，再加上原量表 60 題，編成「職業名稱問卷」，經以中山女高、內

湖高中、明倫高中、羅東高中與新竹高中等五所高中 574 人之預試、分析，最

後審定新職業名稱共 31 題（陳清平、林肅娟、連秋華、區雅倫，2005；區雅倫、

陳清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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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總計置換原量表中的 67 題（詳附錄一），約占 34％，而成大學

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 2005 年修訂版。修訂版維持與原量表相同的結構與總題

數。 

 

參參參參、、、、信度與效度的檢驗信度與效度的檢驗信度與效度的檢驗信度與效度的檢驗    

    

一一一一、、、、初步檢視初步檢視初步檢視初步檢視（（（（網路施測網路施測網路施測網路施測））））    

於 2003 年 12 月以及 2005 年 3 月，考量能力、性別、城鄉等因素，分別

於 26 所高中抽取 2132 人（男生 1130 人、女生 1002 人），透過網路施測蒐集資

料，以進行信度與效度檢驗。結果顯示修訂版在選答喜歡的百分比上，5 題高

於 80％，6 題低於 20％，與原量表比較已有改善。此外，因素分析結果也顯示

新置入的題項大部分都比舊題有更佳的因素負荷量（區雅倫、陳清平，2005）。 

 

二二二二、、、、正式檢視的樣本與樣本作答結果正式檢視的樣本與樣本作答結果正式檢視的樣本與樣本作答結果正式檢視的樣本與樣本作答結果    

（（（（一一一一））））高中代表性樣本高中代表性樣本高中代表性樣本高中代表性樣本

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歷年試題預試的抽樣方法，抽取參加 94學年度學科能

力測驗的高中、綜合高中共 44所學校（各校二班）之組合十餘種，以為選取代

表性樣本參考。亦即這些組合學校成績的分配與母群體（當年考生）的分配相

當接近。此種抽樣方法將可能會影響興趣量表興趣組型的各種因素，如學生的

能力、學校所在地區（北、中、南、東）、學校性質（高中、綜合高中、公立、

私立）等考量進去。總計抽取高一學生 3714人（有效樣本 3646人，其中男生

1917人，女生 1729人）。表 1為高中樣本學校之性質與所在地區一覽表，其中

公立 29 所、私立 15 所；普通高中 31 所、綜合高中 13 所；竹苗以北高中 21

所、竹苗以南高中 23所。表 2為代表性樣本於各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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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中樣本學校之性質與所在地區 

 學校性質              

 公立 私立 

學校性質 

普通高中        綜合高中 

學校數 29 15   31  13 

﹪ 66 34   70  30 

 學校所在地區 

 新竹縣市          新竹縣市 

苗栗縣以北        苗栗縣以南 

學校數 21 23 

﹪ 48 52 

 

 

 

表 2  代表性樣本於各分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分量表 
我喜歡的事 

M           SD 

我喜歡的職業 

M           SD 

總和 

M         SD 

實用型 30.54 10.60 14.66 7.12 45.21 16.75  

研究型 32.90 12.01 16.50 7.38 49.40 18.61  

藝術型 36.23 13.26 18.16 7.31 54.39 19.95  

社會型 35.52 10.08 16.99 6.67 52.51 15.90  

企業型 33.34 10.69 17.84 7.17 51.18 16.96  

事務型 29.02 9.80 16.06 6.64 45.08 15.76  

 

（（（（二二二二））））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    

就全體樣本而言，結果顯示修訂版在選答喜歡的百分比上，只有 1 題低於

20％，沒有高於 80％的題項，分析結果與量表修訂的方向一致，也優於以前網

路測試樣本分析的結果。

（（（（三三三三））））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女生作答結果列於表 3，經 t 檢驗，六個分量表男女生平均數差異的 t 值

皆達 p<.05 顯著水準，顯示男女生於六個興趣類型上的喜好不同。整體而言，

男生最感興趣的是研究型，最不感興趣的是事務型，女生最感興趣的為藝術型，

最不感興趣的是實用型。二者在企業型與事務型上喜歡的程度較類似，而在實

用型與藝術型上喜歡的程度差異較大。修訂版男女生於不同興趣類型上的喜好

傾向與原版 2000 年樣本分析結果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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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男女受試的分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分量表 
男生 

M SD
女生 

M SD
全體 

M SD
實用型 51.66  15.46  38.00  15.10  45.21  16.75  
研究型 54.37  17.13  43.85  18.59  49.40  18.61  
藝術型 47.92  19.42  61.55  18.01  54.39  19.95  
社會型 48.59  15.14  56.83  15.57  52.51  15.90  
企業型 50.59  16.79  51.87  17.11  51.18  16.96  
事務型 44.35  14.84  45.87  16.69  45.08  15.76  

註：N = 3646(男生 1917人，女生 1729人) 

 

三三三三、、、、信度檢驗信度檢驗信度檢驗信度檢驗    

（（（（一一一一））））    再測信度再測信度再測信度再測信度    

間隔三個月（2005 年 12 月、2006 年 3 月），樣本為台北市市立陽明高中，

高一六班共 226 人（男生 110 人、女生 116 人）。六種興趣類型再測信度.82 ~ .89，

與原版類似，顯示修訂本與原版一樣，所評量的類型具有相當的穩定性。 

表 4  各分量表之再測信度 

分量表 r
初測 

M SD
再測 

M SD
實用型 .88** 42.93 17.20 42.63 17.07 
研究型 .89** 47.34 18.40 45.70 18.82 
藝術型 .89** 57.26 19.22 56.51 19.27 
社會型 .86** 52.71 16.84 52.46 16.53 
企業型 .86** 51.51 17.54 51.38 17.24 
事務型 .82** 45.62 15.83 45.04 16.10 

註：N = 226(男生 110 人，女生 116 人) 

**p＜.01. 

（（（（二二二二））））    內部一致性內部一致性內部一致性內部一致性    

分析結果如表 5所示，α係數.95~ .96，與原版類似，顯示修訂版與原版一

樣，各類型所評量的內容十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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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分量表內部一致性 

分量表 題數 α係數 

實用型 33 0.96  

研究型 33 0.96  

藝術型 33 0.96  

社會型 33 0.95  

企業型 33 0.95  

事務型 33 0.95  

 

四四四四、、、、效度檢驗效度檢驗效度檢驗效度檢驗    

（（（（一一一一））））與原版的相關與原版的相關與原版的相關與原版的相關    

間隔一星期（2005 年 12 月），樣本為台北市市立陽明高中，高一四班共 150

人（男生 73 人、女生 77 人），先施以修訂版，再施以原版。六種興趣類型相關 

.87 ~ .94，達 p＜.01 顯著水準，這些數值隱含修訂版與原版近乎複本。 

表 6  修訂版與原版之相關 

分量表 r
2005 年版 

 M SD
1994 年版 

 M SD
實用型 .94** 43.03 17.15 44.21 17.46 
研究型 .94** 46.03 17.65 44.14 18.72 
藝術型 .94** 54.23 20.96 55.44 19.57 
社會型 .87** 52.95 14.55 52.17 14.29 
企業型 .93** 51.82 16.52 52.97 16.46 
事務型 .89** 46.28 15.71 47.31 15.97 

註：N = 150(男生 73 人，女生 77 人)  

**p＜.01. 

 

（（（（二二二二））））區分值區分值區分值區分值    

區分值 2是興趣區分是否清楚的指標，區分值愈低表示該生興趣分化愈不 

2
 區分值計算公式(Ｄ值)： 

 

22
1 42

1
XXXD  

X1: 最高的分數   X2: 第二高的分數   X4: 第四高的分數 

D 值在 3 以上者表示區分性較大，各類型之差距會比較明確，若 D值小於 3，則各類型分數的差距大多甚

小，通常不能明確區分興趣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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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表 7為修訂版與原版高中代表性樣本區分值分布情形，結果顯示區分不 

明顯（3以下）的人數百分比，修訂版為 6.4，原版為 10.8，人數最多的區分值

修訂版為 6，原量表為 5，顯示修訂版對興趣類型區分的效果優於原版。 

 

（（（（三三三三））））諧和度諧和度諧和度諧和度    

Holland 在 SDS 量表中，以受試者的興趣代碼與所憧憬的職業之代碼間相

似的程度來表示諧和度。本研究援用其精神，以諧和度來表示興趣代碼與抓週

之間吻合的程度，並採用 Zener 與 Schnuelle(1976)所設計由 0至 6 的七個等級 3，

代碼與抓週三碼完全一致，給予最高的諧和度值(6)；如果代碼與抓週完全不

同，則給予最低的諧和度值(0)。Holland 與 Gottfredson (1975)以及 Touchton 與 

Magoon (1977)的研究指出諧和度 6的學生，未來約有 71%-85%機會從事與興趣

代碼相關的工作（區雅倫、陳清平，2001）。 

表 8為修訂版與原版高中代表性樣本諧和度分布情形，將抓週填答不完整

或是興趣代碼組合太多時，不計算「諧和度」者（占全體樣本 11.4﹪，占男生

樣本 15﹪，占女生樣本 7.5﹪）排除後，結果顯示興趣量表組型尚未穩定（即

諧和度 0與 1）的人數百分比，修訂版為 2.7，原版為 11.3，至少前兩碼完全一

致（即諧和度 5與 6）的人數百分比修訂版為 54.6，原版為 32.1。此顯示代表性

樣本於修訂版的興趣代碼與所憧憬的職業之代碼間的相似度優於原版。 

 

3
諧和度 
興趣代碼與抓週的諧和度等級表 

等級 說明 興趣代碼 抓週 
6 完全相同 ＲＩＥ ＲＩＥ
5 前 2 碼字母次序相同 ＲＩＥ ＲＩＳ
4 3 碼字母相同，次序不同 ＲＩＥ

ＥＲＩ
ＩＲＥ

ＩＥＲ
ＲＥＩ
ＥＩＲ

3 首碼字母相同 ＲＩＥ ＲＳＣ
2 興趣或抓週的前兩碼出現在對方的三碼中 ＲＩＣ

ＣＥＳ
ＡＳＥ

ＩＥＲ
ＳＣＲ
ＥＳＩ

1 興趣或抓週的首碼出現在對方的第二碼或第三碼中 ＳＥＡ ＡＩＲ
0 興趣或抓週的首位字母並未出現在對方的三碼中 ＩＲＥ ＳＥＡ

註：摘自 SDS Technical Manual(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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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內部相關內部相關內部相關內部相關    

類型論認為六角型模式「各類型間具有距離與其相關成反比的關係」，修訂

版興趣類型間的相關如表 9與圖 1、圖 2、圖 3所示，三個圖顯示各類型間大多

符合與距離成反比的關係。相鄰兩類型間的相關，僅有實用型（R）與事務型

（C）的相關以及研究型（I）與藝術型（A）的相關（三種樣本分別為-.06、.05、.04）

較低，與假設的不一致。然而這種 RC與 IA低相關的現象，都存在於原版 1994

年高三樣本、大四樣本以及 2000年高中樣本中（參見附錄二）。
 

表 7  修訂版與原版高中代表性樣本區分值分布之比較 

區分值 
2005 年版 2006 年樣本 

   男生        女生      全體樣本 
   (%)         (%)          (%) 

1994 年版 2000 年樣本 
   男生        女生      全體樣本 
 (%)         (%)          (%) 

0 0.3 0.1 0.2 0.7 0.4 0.5 

1 3.1 0.8 2.0 5.5 3.2 4.3 

2 5.6 2.7 4.2 7.8 4.5 6.0 

3 8.8 5.2 7.1 9.8 7.5 8.5 

4 9.9 6.4 8.2 11.4 8.6 10.0 

5 10.1 8.5 9.3 10.8 10.1 10.4 

6 9.4 9.3 9.4 9.5 10.1 9.8 

7 8.1 7.3 7.8 9.0 8.7 8.8 

8 7.5 8.4 8.0 7.2 7.5 7.5 

9 6.8 7.8 7.3 6.5 7.2 6.8 

10 5.3 5.6 5.4 3.7 5.7 4.8 

11 4.5 6.7 5.6 4.1 6.0 5.2 

12 4.1 4.6 4.3 3.7 3.9 3.8 

13 3.4 4.5 3.9 3.0 3.7 3.4 

14 3.1 3.8 3.4 1.5 3.2 2.4 

15 2.5 3.4 2.9 2.1 2.3 2.2 

16 1.5 2.8 2.1 0.9 1.7 1.4 

17 1.3 2.7 1.9 0.8 1.7 1.3 

18 1.1 2.2 1.6 0.8 0.9 0.8 

19 1.1 2.0 1.5 0.6 0.8 0.7 

20 0.6 1.0 0.8 0.2 0.5 0.3 

21-30 2.4 4.3 3.1 0.7 1.9 1.3 

註：2006 年樣本 3646 人，男生 1917 人，女生 1729 人； 

2000 年樣本 4123 人，男生 2072 人，女生 2015 人。（無法辨識性別 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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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修訂版與原版高中代表性樣本「諧和度」分布之比較 

諧和度 

  2005 年版 2006 年樣本 

   男生        女生     全體樣本

   (%)         (%)         (%) 

     1994 年版 2000 年樣本 

      男生        女生      全體樣本 

 (%)         (%)          (%) 

0 .5 .4 .5 5.8 2.0 3.9 
1 2.7 1.7 2.2 10.1 4.7 7.4 
2 9.2 10.0 9.5 17.5 13.8 15.7 
3 17.1 13.9 15.5 19.5 15.9 17.7 
4 16.0 19.0 17.7 17.3 28.8 23.2 
5 22.3 21.2 21.8 16.0 15.4 15.7 
6 32.2 33.4 32.8 13.7 19.4 16.4 

註： 2006 年樣本 3646 人，男生 1917 人，女生 1729 人， 

     2000 年樣本 4123 人，男生 2072 人，女生 2015 人。（無法辨識性別 36 人） 

表 9 修訂版興趣類型間的相關

男生（n1=1917）  女生（n2=1729） 全體樣本（N=3646）   

實用 研究 藝術 社會 企業 實用 研究 藝術 社會 企業 實用 研究 藝術 社會 企業

研究 .59＊＊      .61＊＊     .64＊＊     

藝術 -.03 .05＊     -.02 .04    -.16＊＊ -.06＊＊ 

社會 .05＊ .09＊＊ .41＊＊    -.02 .05＊ .24＊＊ -.09 -.01 .39＊＊ 

企業 .04 .03 .24＊＊ .52＊＊ .00 .06＊＊ .02 .35＊＊ .00 .03＊ .14＊＊ .43＊＊ 

事務 .25＊＊ .09＊＊ -.01 .30＊＊ .46＊＊  .20＊＊ .02 -.25＊＊ .15＊＊ .41＊＊ .19＊＊ .04＊＊ -.10＊＊ .23＊＊ .44＊＊ 

p .05, p .01. 

圖 1 興趣量表修訂版全體樣本六角形模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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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興趣量表修訂版男生樣本六角形模式關係圖

圖 3 興趣量表修訂版女生樣本六角形模式關係圖

（（（（五五五五））））同時效度同時效度同時效度同時效度    

以同樣以 Holland 類型論編製的「生活彩虹探索量表 4」為效標，以台北市

市立陽明高中，高一四班共 145 人為樣本，對應類型間的相關列於表 10，介於 

.68 ~.81 之間，達 p＜.001 顯著水準，其他類型之間的相關亦大多符合六角形模 
4
生活彩虹探索量表（林一真，2007）是一份綜合性的自陳量表，主要測量人格類型、個人需求、生命價值、
人際價值及工作價值。其測量人格類型的項目中有 217個是以 Holland的人格類型理論所編製，分別由「工
作憧憬」、「我喜歡的活動」、「我能做的事」、「工作興趣」、「個性」及「能力的自我評估」測量探索者的六

大類型。以台北市高中及高職 1994位學生為受試，生活彩虹探索人格類型分量表中，總分的 Cronbach`s 
係數介於.79〜.92 之間,各分量表間的相關介於.17〜.58 之間，相關係數值的大小及關係符合 Holland 的假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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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概念，顯示本修訂版具有效標關聯效度。 

 

表 10  修訂版六種興趣類型與生活彩虹量表對應量表之相關（N = 145）  

量表 興趣量表修訂版 
 分量表 實用型 研究型 藝術型 社會型 企業型 事務型

實用型 .77*** .62*** -.14 -.06 -.04 .20*
研究型 .54*** .78*** -.05 .12 .22** .23**
藝術型 -.19* -.07 .81*** .35*** .10 -.20*
社會型 .02 .22** .27** .75*** .30*** .20*
企業型 .04 .20* .16 .32*** .68*** .26**

生

活

彩

虹

事務型 .09 .09 -.14 .19* .41*** .69***
p .05, p .01, ***p<.001.       摘自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使用手冊---2007 年修訂版
 

（（（（六六六六））））建構效度建構效度建構效度建構效度    

1.聚斂效度與區辨效度

本量表以「我喜歡的事」、「我喜歡的職業」和「抓週」三種題型測量受試

者於各類型的相似性，即以類似多元特質多重方法驗證聚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辨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分析結果列於表 11，顯示相隔三

個月以相同方法測量相同特質的係數（再測信度部份）以及以不同方法測量相

同特質的係數（對角斜線部份）；大都高於以相同方法測量不同特質的係數（三

角形部份）或不同方法測量不同特質（對角線兩側的係數），可見具有聚斂效

度與區辨效度。其結果與原版類似。

2.因素結構分析

因素分析法的目的在於找出數字背後隱含的意義與潛在的結構，探討抽象

概念理論性的意涵。本研究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採用的是主軸因素分析法 5，由於因素與因素之間具有一定的共變，採用直接

斜交轉軸法，容許在轉軸過程中，同時對於因素的關連情形進行估計。分析樣

本數為 3630人，軟體為 SPSS 9.0，分析時設定的因素數為 6。
 
5
 「主軸因素分析法是將相關矩陣中的對角線由原來的 1.00 改用共同性來取代，目的在抽出一系列相互獨

立的因素。第一個因素解釋最多的原來變項間共同變異量；第二個因素解釋除去第一個因素解釋後，剩
餘共同變異量的最大變異；其餘因素依序解釋剩餘的變異量中的最大部分。直到所有的共通變異被分割

完畢為止。此法符合因素分析模式的假設，亦即分析變項間共同變異，而非變項間的總變異，且因素的

內容較易瞭解。」（邱皓政，2004：9.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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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後之形態矩陣如附錄三所列，顯示除四題（C21、I7、R2、R8）錯置

外，多數題項於其所屬的因素上具有清楚的歸類。針對因素負荷量（或解釋變

異量），一般以下列原則來判斷試題的優劣：.71（50﹪）優秀、.63（40﹪）非

常好、.55（30﹪）好、.45（20﹪）普通、.32（10﹪）不好、.32以下不及格（台

灣統計方法學學會，2006），就此次修訂的 67題中，只有 3題（C5、C8、E7）

（內容詳附錄四）未達標準，其餘 64題皆達修訂的目標。在未修訂的 131題中，

尚有 2題（R2、R21）未達標準，可列為下一波修訂的目標。

表 11  三種方法六個分量表之相關 

方法  我喜歡的事 我喜歡的職業 抓週 

 特質 實用 研究 藝術 社會 企業 事務 實用 研究 藝術 社會 企業 事務 實用研究藝術社會企業事務
實
用

 
（.87） .56 -.01 .07 -.01 .20 

 
.75 .47 -.01 -.03 -.02 .10 .48 .10 .08 .08 .08 .11 

研
究 .57 （.88） .05 .11 .05 .12 .51 .80 .00 -.02 -.02 -.01 .27 .59 .08 .09 .08 .15 
藝
術 .01 .04 （.89） .36 .27 -.05 -.08 .06 .87 .36 .11 -.04 .06 .11 .70 .16 .13 .08 
社
會 .01 .05 .21 （.85） .50 .27 .05 .11 .36 .77 .38 .25 .06 .10 .08 .51 .16 .09 
企
業 -.02 .10 .06 .36 （.85） .34 .05 .02 .28 .47 .79 .36 .07 .07 .05 .11 .50 .15 

我 
喜 
歡 
的 
事 

事
務 .18 .05 -.28 .12 .29 （.80） .31 .13 .02 .25 .47 .81 .06 .04 .01 .06 .05 .43 

       
實
用 .73 .51 -.12 -.06 .01 .26 （.80）

 
.55 .00 .06 .16 .34 .53 .16 .09 .04 .07 .08 

研
究

. 
51 .84 .02 .04 .02 .04 

. 
57 

 
（.83） .09 .12 .07 .10 .20 .54 .11 .10 .07 .07 

藝
術 .04 .03 .85 .21 .08 -.19 -.01 .08 （.83） .46 .21 .09 .05 .08 .58 .21 .09 .04 
社
會 -.03 .00 .20 .79 .31 .11 .01 .09 .30 （.85） .49 .36 .02 .04 .08 .33 .07 .02 
企
業 -.04 .02 -.10 .24 .80 .44 .10 .04 -.01 .32 （.81） .59 .09 .11 .10 .20 .65 .25 

我 
喜 
歡 
的 
職 
業 

事
務 .08 -.05 -.27 .12 .32 .85 .26 .00 -.13 .21 .56 （.75） .12 .06 .05 .12 .06 .54 

                    
實
用 .38 .28 .15 .06 .04 .08 .25 .27 .18 .08 .08 .14 
研
究

 
04 .48 .22 .13 .06 .08 

 
.06 

 
.52 .16 .10 .08 .09 

藝
術 .02 .02 .81 .10 .04 .01 .01 .05 .71 .12 .07 .05 
社
會 .02 .04 .34 .55 .02 .03 .01 .08 .21 .52 .09 .10 
企
業 .00 .04 .25 .20 .45 .06 .01 .04 .17 .15 .52 .11 

抓 
 
週 
 

事
務 .03 .03 .21 .22 .08 .43 .00 .05 .13 .11 .17 .54 

註：對角線右上方是男生的，左下方是女生的，（）內之數字為再測信度係數。抓週之數值係指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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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量表的應用與常模的建立量表的應用與常模的建立量表的應用與常模的建立量表的應用與常模的建立    

    

本量表是採用自比性分數（ipsative score）解釋的量表，亦即興趣代碼的決

定是比較受試者本人的六個分數而得，與別人的分數無關。自比性分數的比較

基準是受試者本身而不是常模樣本，因而使用本量表時，是以受試者各類型分

數之間相對的高低決定其興趣組型。 

在實務上，興趣量表經過多年的發展，在應用上已建立大學學系與學類的

興趣代碼，以供使用者參考。然而為使受試者瞭解其所得的各類型分數，與常

模團體比較時，其興趣的強度為何，故本研究亦根據上述標準化樣本列出百分

位數常模與 T分數常模兩種，作為應用時參考。 

 

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中心興趣量表自推出至今，透過提供的資訊與服務，已普遍為各高中高

職使用作為生涯規劃的輔助工具。由於量表已歷十餘年之久，經檢視歷年來各

校所送回來的讀卡資料，並參考使用量表的輔導教師與學生的回應與建議，乃

啟動此次量表的修訂以及後續相關的研究工作。量表修訂總計置換原量表 198

題中的 67 題，約占 34％，而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 2005 年修訂版。修

訂版維持與原量表相同的結構與總題數。 

為檢驗興趣量表修訂版的信度與效度，特抽取位於台灣北、中、南、東各

地區普通高中、綜合高中 44 所學校的高一學生共 3646 人為分析的樣本。經比

較修訂版與原版分析的結果之後，可得下列結論： 

修訂版與原版都顯示男女學生對活動與職業的喜好度不同。其中男生最感

興趣的是 I（研究）型，最不感興趣的是 C（事務）型；女生最感興趣的是 A

（藝術）型，最不感興趣的是 R（實用）型。男生與女生在 E（企業）型與 C

型上喜歡的程度較類似，而在 R型與 A型上喜歡的程度差異較大。修訂版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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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在再測信度與內部一致性方面，都顯示各分量表所評量的內容相當一致，尚

稱穩定。此外，區分值為興趣區分是否清楚的指標，諧和度表示受試者的興趣

代碼與所憧憬的職業之代碼間相似的程度，分析結果顯示修訂版對興趣類型區

分的效果優於原版，且代表性樣本於修訂版的諧和度也優於原版。 

在效度方面，一般以多重方法多重特質與類型間的相關審視測驗的聚斂效

度與區辨效度，以及類型論「各類型間具有距離與其相關成反比的關係」，結果

顯示修訂版與原版一樣具有合理的聚斂效度與區辨效度，而且各類型間大多符

合與距離成反比的關係。就因素分析而言，設定 6 個因素，探索性因素分析結

果顯示修訂版與原版一樣，多數題項於其所屬的因素上都具有清楚的歸類。如

果以因素負荷量.32 來判斷試題的優劣，就此次修訂的 67 題中，只有 3題（C5、

C8、E7）未達標準，其餘 64 題皆達修訂的目標。 

綜上所述，修訂版經檢視之後，顯示仍維持原量表高品質的測驗水準。由

於在檢視的過程中發現仍有數題未達標準，這些可列為下一波修訂參考。在實

務上，興趣量表經過多年的發展，在應用上已建立大學學系與學類的興趣代碼，

以供使用者參考。本次研究另建立高中生代表性樣本的百分位數常模與 T分數

常模，以供應用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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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表 1  興趣量表原版修改或刪除之題項 

題號 編號             修改或刪除之原版題項 題號編號               修改或刪除之原版題項 

1 R1 成為技術、手工藝方面的工作者  2 S1 成為教育、社會福利方面的工作者 
19 R4 看到損壞或故障的東西就想著手修理 20 S4 接觸的主要工作對象示「人」而非「物」 
43 R8 靠靈巧的手工才能完成的事  26 S5 當別人長談他的困擾時，我是個好聽眾 
61 R11 按照裝配說明書製作成品 32 S6 常有人找我談失意挫折的事 
73 R13 修理家庭電器用品 44 S8 看到有人不懂就上前教他 
79 R14 用手工做精巧的物品 50 S9 主動去關懷孤獨落寞的人 
127 R22 汽車機械技師 122 S21 學習助人的輔導課程 
139 R24 品管檢測技師 128 S22 社會學家 
145 R25 測量技師 134 S23 社會工作員 
187 R32 發電廠技師 146 S25 勞工福利代表 
193 R33 製圖技師  152 S26 臨床心理學家 

 158 S27 職業輔導員 
 170 S29 宗教工作人員 
 194 S33 教師 
  

4 I1 成為研究科學的工作者 9 E2 派去做經理或推銷而非研究發展產品 

10 I2 派去參加科技座談而非商學或法學座談 15 E3 去從政或經商而避免在實驗室工作 

22 I4 經常為人解答數理題目 39 E7 讓別人順著我的方式去做事 

34 I6 使用百科全書或專業書籍找資料 75 E13 籌組或接任社團而成為領導人 
40 I7 演算過程繁雜的數理問題 147 E25 國貿部經理 
70 I12 記錄操作過程以找出正確的操作方法 159 E27 房地產仲介人 
100 I17 為解一道題目而花費很長的時間 165 E28 進出口商 
130 I22 人類學家 171 E29 公共關係經理 
148 I25 地質學家 177 E30 談判代表 
154 I26 生物學家  

160 I27 動植物學家  

166 I28 病理學家  

190 I32 航太科學家   

  

17 A3 做必須發揮創意而沒有成規可循的工作 6 C1 成為會計、文牘、庶務方面的工作者 
29 A5 舉止裝扮追求新潮 30  C5 必須仔細檢查細節以求精確的工作 
41 A7 常不沿襲傳統做法而想出有創意的新點子 48 C8 有耐性做十分細微而瑣碎的事 
47 A8 在冊子上寫感性短文或畫插圖以發抒心情 60 C10 以同樣方式一件件地做講求精確的事 
59 A10 玩樂器 120 C20 學習商業課程 
119 A20 研習文學、美術、舞蹈或音樂課程 144 C24 預算審核師 
125 A21 學習藝術課程 168 C28 法庭書記官 
137 A23 編劇家 186 C31 庫存稽查主管 
149 A25 陶藝家 192 C32 金融業櫃員  
191 A32 時裝設計師  198 C33 財務證券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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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1994 年版興趣類型間的相關 

 

圖 1  興趣量表 1994 年版高三樣本之六角形模式關係 

圖 2  興趣量表 1994 年版大四樣本之六角形模式關係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修訂版
信度及效度檢驗與常模的建立

Bulletin of Testing and Assessment

考試學刊 第二期     2007.6
106

圖 3  興趣量表 1994 年版 2000 年高中樣本之六角形模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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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表 1  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形態矩陣
a
 
六因素

題項 R 題項 E 題項 A  題項 C 題項 S 題項 I 
R13 -.79  E19 .73  A28 .82 C31 .77 S10 -.74 I33 -.31
R10 -.77  E29 .69  A19 .81 C20 .75 S11 -.72 I30 -.80
R22 -.75  E25 .67  A16 .79 C23 .75 S15 -.71 I20 -.79
R15 -.75  E21 .67  A7 .77 C22 .75 S25 -.71 I16 -.79
R33 -.73  E17 .67  A23 .77 C17 .72 S19 -.70 I14 -.77
R12 -.73  E14 .66  A20 .77 C11 .71 S17 -.70 I22 -.75
R27 -.70  E1 .66  A1 .76 C24 .70 S13 -.66 I31 -.75
R17 -.69  E32 .64  A15 .74 C19 .70 S23 -.66 I5 -.72
R5 -.69  E20 .64  A5 .74 C25 .70 S26 -.65 I1 -.72
R29 -.68  E26 .63  A14 .74 C26 .70 S12 -.65 I26 -.72
R4 -.68  E27 .63  A4 .73 C30 .69 S27 -.64 I28 -.71
R11 -.67  E28 .61  A13 .71 C6 .68 S30 -.64 I23 -.68
R32 -.64  E4 .60  A25 .71 C1 .68 S24 -.63 I15 -.67
R19 -.64  E13 .58  A27 .70 C28 .67 S21 -.63 I17 -.67
R30 -.62  E16 .58  A18 .69 C15 .67 S14 -.60 I19 -.66
R20 -.62  E5 .58  A21 .69 C2 .64 S32 -.59 I21 -.66
R16 -.58  E2 .58  A9 .68 C33 .64 S18 -.58 I10 -.64
R31 -.58  E12 .57  A26 .66 C4 .63 S9 -.58 I18 -.63
R9 -.56  E31 .53  A11 .66 C14 .62 S20 -.56 I3 -.62
R6 -.55  E11 .53  A2 .65 C27 .60 S1 -.56 I24 -.61
C21 -.55  E24 .51  A24 .62 C32 .58 S16 -.55 I11 -.60
R28 -.55  E6 .50  A31 .61 C12 .57 S29 -.55 I29 -.57
R23 -.53  E9 .49  A8 .60 C7 .54 S8 -.53 I32 -.55
R3 -.51  E3 .48  A29 .58 C18 .52 S6 -.52 I2 -.55
R26 -.47  E33 .46  A12 .57 C16 .51 S22 -.52 I13 -.55
R14 -.45  E10 .46  A10 .55 C9 .46 S7 -.51 I27 -.52
I7 -.44  E8 .45  A32 .54 C29 .46 S33 -.48 I4 -.46
R1 -.43  E30 .44  A30 .53 C13 .37 S3 -.46 I8 -.45
R7 -.40  E18 .44  A6 .53 C10 .34 S31 -.45 I9 -.44
R18 -.38  E23 .43  A33 .52 C3 .32 S28 -.44 I25 -.44
R24 -.37  E22 .39  A22 .51 C5 .29 S2 -.41 I12 -.36
R25 -.32  E15 .36  A17 .44 C8 .21 S5 -.39 I6 -.32
R21 -.31  E7 .28  A3 .43  S4 -.36  
   R2 -.21 R8 .37   

萃取方法: 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旋轉方法: Oblimin 含常態化的Kaiser 法 
a
轉軸收斂於 13 個疊代 

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表 1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因素負荷量未達.32之題項
序號 題號 內   容

1 C5 做須要小心檢查細節的事 

2 C8 習慣隨時動手把文件或物品放置整齊 

3 R2 面對的主要工作對象是「物」而非「人」 

4 R21 學習農業、養殖課程 

5 E7 堅持別人順著我的方式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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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大考中心建置題庫的目的是為提昇試題品質、穩定試題難易度、擴增命題人才

與因應考試重大事故的命題需求。本文說明大考中心題庫的設計與初期成果，並檢

討成效與改進建議。題庫系統的規劃與建置，包括五項工作：規劃命題流程、建置

題庫資訊系統、管理命題空間與會議運作、制定資訊與環境保全與保密、執行標準

化作業流程。與題庫有關的命題流程工作包括：設計命題卡欄位、建立各科抽題組

卷之向度、命題、修題與存題、抽題與闈外組卷等。題庫資訊系統運用程式介面進

行試題編修、篩選、組卷、列印、轉庫等功能，系統根據組卷條件，以混合整數線

性規劃進行組卷。本中心設有題庫專區進行命題會議與試題管理，自行開發「CEEC

場地設備登記系統」，會議以大螢幕與螢幕分享方式閱覽試題以達成無紙化目標。

題庫採內部獨立網路設計，與行政網路完全切離；所有使用者須經系統密碼與 IC

卡驗證方得使用，對人員保密、資料保全與標準化作業均有嚴格規範。本中心題庫

的特色是以研究用預試結果作為試題難度估計的參考、多年建立的質性指標與抽題

組卷向度、長時間多人修改多量試題的命題方式等。目前題庫中已有相當題量。95

年指考、96年學測與 96年指考等三次抽取題庫題納入當年正式試卷；試後分析題

庫題難度適中，鑑別度亦良好，但仍有改進需要；目前成果已達成近程目標，但在

確保題庫題的質與量、闈外命題對題庫題的認同與採信、題庫流程與作業方式等議

題方面仍須努力與改進。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題庫題庫題庫題庫、、、、命題命題命題命題、、、、學科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大學入學考試大學入學考試大學入學考試大學入學考試

                                                                                             
區雅倫，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資深專家

朱惠文，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專家

王俐婷，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組員

徐發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級專員

連秋華，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專家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題庫之建置

Bulletin of Testing and Assessment

考試學刊 第二期     2007.6
110

Report on Establishing CEEC’s Item Bank 

Ya-lun Ou, Hui-Wen Ju, Li-Tin Wang, Fa-Sin Hsu, Chiou-Hwa Lie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CEEC’s item bank 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its 
further improvement.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this item bank is 
to promote item quality, stabilize item difficulty index, expand number of item 
writers and cope with incident of crisis. Five missions of the item bank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explicated namely: (1) set up the item development process; (2) build 
up computer data bank system; (3) arrange space for discussions and meetings; (4) 
set security facilities; (5) set standardized operating procedure. CEEC’s item bank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2006 for SY2006 DRT, the Department Required Test. 
The tes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tem difficulty index and discriminating index are 
acceptable and reliable.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goals of the item bank have 
been partially fulfilled at the present stage.  

Keywords：：：：item bank, item writing,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Ya-lun Ou, Senior Specialis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Hui-Wen Ju, Specialis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Li-Tin Wang, Assista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Fa-Sin Hsu, Senior Staff Member,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Chiou-Hwa Lien, Specialis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111Bulletin of Testing and Assessment

考試學刊 第二期     2007.6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題庫之建置

Report on Establishing CEEC’s Item Bank 

Ya-lun Ou, Hui-Wen Ju, Li-Tin Wang, Fa-Sin Hsu, Chiou-Hwa Lie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CEEC’s item bank 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its 
further improvement.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this item bank is 
to promote item quality, stabilize item difficulty index, expand number of item 
writers and cope with incident of crisis. Five missions of the item bank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explicated namely: (1) set up the item development process; (2) build 
up computer data bank system; (3) arrange space for discussions and meetings; (4) 
set security facilities; (5) set standardized operating procedure. CEEC’s item bank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2006 for SY2006 DRT, the Department Required Test. 
The tes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tem difficulty index and discriminating index are 
acceptable and reliable.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goals of the item bank have 
been partially fulfilled at the present stage.  

Keywords：：：：item bank, item writing,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Ya-lun Ou, Senior Specialis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Hui-Wen Ju, Specialis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Li-Tin Wang, Assista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Fa-Sin Hsu, Senior Staff Member,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Chiou-Hwa Lien, Specialis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自 1989年成立以來，致力於大學入學評量工具的發展，

十八年來推出學科能力測驗、指定科目考試兩種考試，在命題與試務上不但累

積豐富的經驗、養成眾多考試專業人才，且建立了承辦重要考試的標準作業程

序。在此基礎上，除繼續提昇考試的信度與效度外，命題與試務工作亦不斷改

良與創新，題庫的建置就是其中重要的項目之一。

何謂題庫 Item Bank，文獻上有諸多定義，Baker(1989)在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第三版中認為題庫是試題發展的過程，題庫中每一題需包括三種

資訊：試題、搜尋試題的分類(如測驗內容、關鍵字等)、試題統計參數(如難度、

鑑別度)。McCallon 與 Schumacker(2006)對現代具電腦功能題庫的定義，是指

存有即時可供正式考試使用的試題庫，運用電腦進行存題與組卷；題庫中的每

一題均載有試題參數如難度或鑑別度，同時也紀錄測驗目標與內容分析。題庫

的優勢是提供良好方法來管理與運用試題，藉由試題參數如試題反應理論 IRT

的訊息曲線(test information curve)或其他統計估計量，選取試題組成試卷後，即

可預測考生的答題反應(Hambleton & Swaminathan, 1985)。但題庫的建置必須確

定入庫試題均具相當水準，要清楚載明試題的特性與領域，以良好預試技術來

建立正確試題統計參數，且運用試題等化技術來更新不同年度之試題難度

(Gronlund, 1999)。

許擇基（1989）針對題庫的建立與應用歸納為命題、選題、預試、估計試

題參數、刪舊題存新題、組成試卷、評估試卷、鑑定試卷、執行考試、試題評

鑑、考試分數的應用、研究與評估等十一個步驟。從上述題庫定義與實施步驟

可以瞭解，測驗界對題庫的認定除了包括從命題到考試評鑑的所有流程外，題

庫題必須載有經過預試的統計參數值，且試題間的參數值經等化後可互相比較。

美國教育測驗中心 ETS 於 1968 年開始即以電腦資料庫來進行存題與編製

SAT試卷與成就測驗（ETS，1973）使用電腦組卷的理由是人工組卷費事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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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認為使用電腦編製試卷以前，內容分類與統計分析系統必須相當完善，才有

可能組成良好試卷。在地區為例，美國奧勒岡州Multnomah縣教育局，從 1983

年起以電腦題庫方式，提供當地十二個教育區學校的測驗需求，內容包括讀卡、

計分、統計分析、試題存取與更新等各項功能(Wolmut，1981)。

經由資訊科技與網路的快速發展，以「題庫」為教育服務的系統不勝枚舉

（何榮桂，2000）。我國考試院考選部下設題庫管理處，於 1989年「訂定題庫

建立與運用辦法」，明訂命題方式分臨時命題及採用題庫試題二種。題庫試題包

括測驗題、申論題、簡答題、翻譯等，由典試委員共用命題與審查試題，並於

考試前抽審選用。自 2004年起考選部推動四年題庫中程計畫，未來考試採題庫

試題逾六成（考選部，2006）。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自 2001年起，依照標準化流

程建立題庫與組成每年兩次之正式試卷，開創我國大型測驗首先全面採用題庫

之典範；其流程包括：以各領域的基本能力和內容兩個向度建立雙向檢覈細目，

作為編製國中基測題本的藍圖，根據命題原則命題與修題後，經由全國隨機抽

樣樣本進行實際測試，將參與預試考生之測驗結果，建立如難度，鑑別度等試

題特徵，放入題庫中再進行組卷（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2006 年）。中國大陸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全國英語等級考試等亦採用題庫

命題與組卷。

雖然國內外多種考試以題庫命題組卷，但考察各國主要大學入學考試命題

流程，如日本大學入試中心、中國教育部高校考試、英國 GCE與 GCS會考、

法國會考等，文獻上記載均未採用題庫模式（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999），推估

可能的原因是保密不易，或命題理念與題庫不同等。目前大考中心仍以闈外保

密方式命題為主，另外規劃不經預試的標準化命題流程，採質性參數來建置題

庫系統，這是本中心長久以來努力的目標。大考中心成立以來，題庫一向是一

個重要議題，十六年來，和題庫相關的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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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參考題庫構想期參考題庫構想期參考題庫構想期參考題庫構想期

大考中心構思題庫始於 1991年元月召開的本中心第二次研討會，會中認為

建立理想題庫之前，應先建立試題內容分析架構、參考題庫、及訂定命題規準。

同年 10月，本中心進行「大考中心參考題庫建立之研究」（區雅倫、吳家怡、

陳坤田、姚霞玲與侯陳美，1992），研究主題是參考題庫原型建立，包括設計試

題分析卡、試卷編製、試題等化、分數等化等模擬和驗證，以文字模式處理系

統與使用者圖形介面系統分別設計軟體，並評估兩個系統的適用性。1992年提

出之「我國大學入學改革建議書」中明確建議：由於題庫的試題來源廣泛，保

密不易，大學入學考試不宜直接以題庫的試題編製試卷。真正編製考試用試卷

時，可參考「參考題庫」中的參考試題。所謂參考題庫是指「經正式考試施測

過，或經預試之試題資料庫，附有統計參數值與質性試題分析」，參考題庫是曝

光過的試題庫，可提供給正式命題者參考使用。

二二二二、、、、參考題庫參考題庫參考題庫參考題庫實踐期實踐期實踐期實踐期

自 1993年起，本中心命題研究與資訊人員合作，依各科需求設計格式與欄

位；每年各科分別將研究用試題、正式考題轉入電腦，並附加試題統計參數值，

用途為提供正式考試或命題研究參考使用。有鑑於作業系統相容問題，1996年

起以三年建置適用於各科的參考題庫電腦系統（周學政、李明燕、侯陳美、劉

建康、李天定及林介峰，1996, 1997, 1998），此系統含有儲存、查詢及選擇試題、

統計值與圖自動連結及人工組卷等功能。建置其間同步輸入往年與當年試題及

統計值。從 1999年起至今，本中心每年固定將正式考題與研究用試題之命題卡

輸入參考題庫，並轉成含有統計值與圖的分析卡。

參考題庫與文獻定義的題庫系統在資訊功能上頗為相近，皆具命題、修題、

篩選、組卷、試題參數等功能。從保密角度分析，參考題庫是考過的正式試題

與預試曝光題，所以沒有絕對保密的需要。參考題庫中不同年度試題並未進行

難度等化。參考題庫是命題者的參考工具，也為規劃題庫者提供發展經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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闈外命題

第一處參考

題庫

研究試卷

命題研究

命題總幹事

研究報告

命題小組正式

考試

參考題庫不是社會所期待或學界所認定的題庫。

三三三三、、、、題庫研議期題庫研議期題庫研議期題庫研議期

從 1994年辦理學科能力測驗以來，基於命題人員保密與試題保全，本中心

命題流程均採闈外命題，流程請見圖 1。各科命題召集人名單經主任核准後，

由命題總幹事以保密方式邀請大學教授為命題委員進行命題工作。命題前，總

幹事並提供命題參考手冊與參考試題予命題委員；命題完成後，送命題顧問審

題，最後由總幹事將正式考卷直接送入闈場印製試卷，命題作業完全在封閉流

程中完成，試題與人員完全保密。

闈外命題流程的優點是命題人員與試題達到最佳保密水準，以間接方式傳

遞命題研究資料。但如此封閉的命題方式，試卷難易度不易穩定，命題人才也

不易擴充。因此本中心自 2002年先從內部討論，計畫調整封閉式命題流程，經

由 2004年第十二次研討會之研討建議、研究發展與命題研究兩委員會之論辯分

析，逐步確認除維持原有闈外命題流程外，讓部分考題取自題庫，政策確定後

即展開題庫建置工作。

圖 1 大考中心闈外命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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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題庫與闈外命題流程關係圖 

本中心題庫試題的產生採分階段命題、修題、存庫、抽題組卷，存入題庫

（本中心習稱為 O庫）的試題，即準備為正式考試所用。

題庫命題流程請見圖 2，包括了 A計畫命題、B計畫修題與 O庫抽題組卷，

其中 A與 B計畫由本中心學科研究員依序規劃與執行。A計畫成員包括有命題

經驗與新接手之學科教授，計畫任務是全新命題，結束時完成相當題量，也培

養新手成為有經驗的命題者。B 計畫亦聘請學科教授擔任計畫成員，但成員均

具相當命題經驗，計畫任務是審題，必要時修改 A計畫之試題，修成可供正式

考試用之試題。B 計畫修好的試題直接存入題庫中，經過多年持續的累增，將

來題庫就有足夠的題量供考試使用。

四四四四、、、、題庫建置期題庫建置期題庫建置期題庫建置期

大考中心建置題庫的目的是為提昇試題品質、穩定試題難易度、擴增命題

人才與因應考試重大事故的命題需求。但為顧及每年持續進行的正式考試，本

中心以漸進、穩健方式逐步完成題庫目標，在實際進行中定期測試與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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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庫的發展規劃為近程目標、中程目標、遠程目標三階段，近程目標維持

單線闈外命題方式，同時建立題庫系統，存題入庫，各科從系統中選取少量試

題給命題人員闈外組卷，做為是否達成近程目標之參考依據；其餘試題繼續留

存題庫，以為不時之需。中程目標為增加考科數，或增加題量給闈外命題人員

組卷，並逐年推出考科整份試卷的試題均來自題庫。在評估上述階段確已達到

提昇並穩定命題品質、擴充命題人才資源的目的，且庫存題量達到預定數量後，

再進入遠程目標，將所有考科的正式試題，均採用題庫試題進行組卷。由於各

科性質不同、進度不同，目前並未明確訂定時程。

一個成功題庫系統的規準，包括完善的命題流程、有效管理試題的資訊系

統、嚴謹的保全與保密程序，以標準化作業流程讓命題過程與試題儲存得到最

佳保障。本文的主要目的，為闡述大考中心自 2004年起至今，在題庫設計與實

施的過程與成果，並以上述規準來評鑑題庫系統的成效與改進建議。

貳貳貳貳、、、、題庫系統規劃與建置題庫系統規劃與建置題庫系統規劃與建置題庫系統規劃與建置

題庫系統的規劃與建置，包括下列五大項工作：

一、規劃題庫命題流程

二、建置題庫資訊系統

三、設計命題空間與會議運作

四、制訂資訊與空間保全與保密

五、執行標準化作業流程

一一一一、、、、規劃題庫的規劃題庫的規劃題庫的規劃題庫的命題流命題流命題流命題流程程程程

本中心現行的題庫命題流程，在試題與人員保密的基本原則下，以長時間

分階段方式完成命題、修題與抽題組卷工作。圖 3是題庫命題流程的 11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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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命題者代號：系統自動

9.測驗目標：選單 (可複選)

10.命題時間：系統自動

11.參考答案：輸入

12.評分標準：人工閱卷題型專用 含參考答案(word檔)

13.作答線索：輸入 word檔

14.命題說明：輸入 word檔

15.修題意見：輸入 word檔

16.修題時間：系統自動

17.學科內容：選單(可複選)

18.測量層次：選單

19.難度預估：選單

20.資料來源一：選單

21.資料來源二：輸入

22.課程標準年度：選單(84課綱，95課綱)

23.課程標準：選單

24.關鍵字：輸入

25.圖檔：匯入

個別欄位包括：

英文：字彙常用率、句數、文章字數、文體、詞彙題之詞性

國文：時代、文體

數學、物理：思考策略、步驟數    

歷史、地理：試題類型、學科性質

（（（（二二二二））））建立各科抽題建立各科抽題建立各科抽題建立各科抽題組卷之組卷之組卷之組卷之向度向度向度向度

一般測驗編製者常依據雙向細目表建立組卷藍圖，雙向的向度可能是學科

內容、難易度或其他。所謂的雙向也可依需要增加為更多向度，主要以能建構

編製者所需要的試卷藍圖為依歸。而在命題之前，試卷編製者就得先行設計組

卷向度，才能在命題時瞭解測驗目標與題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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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命題者代號：系統自動

9.測驗目標：選單 (可複選)

10.命題時間：系統自動

11.參考答案：輸入

12.評分標準：人工閱卷題型專用 含參考答案(word檔)

13.作答線索：輸入 word檔

14.命題說明：輸入 word檔

15.修題意見：輸入 word檔

16.修題時間：系統自動

17.學科內容：選單(可複選)

18.測量層次：選單

19.難度預估：選單

20.資料來源一：選單

21.資料來源二：輸入

22.課程標準年度：選單(84課綱，95課綱)

23.課程標準：選單

24.關鍵字：輸入

25.圖檔：匯入

個別欄位包括：

英文：字彙常用率、句數、文章字數、文體、詞彙題之詞性

國文：時代、文體

數學、物理：思考策略、步驟數    

歷史、地理：試題類型、學科性質

（（（（二二二二））））建立各科抽題建立各科抽題建立各科抽題建立各科抽題組卷之組卷之組卷之組卷之向度向度向度向度

一般測驗編製者常依據雙向細目表建立組卷藍圖，雙向的向度可能是學科

內容、難易度或其他。所謂的雙向也可依需要增加為更多向度，主要以能建構

編製者所需要的試卷藍圖為依歸。而在命題之前，試卷編製者就得先行設計組

卷向度，才能在命題時瞭解測驗目標與題量需求。

本題庫抽題組卷時，依據雙向細目表抽出試題，供闈外命題小組組成正式

卷，因此在建置題庫前須先建立抽題組卷向度。各科試題研發計畫分別研擬與

確定抽題向度，並以參考題庫試題進行組卷模擬，確定抽題向度的合理與適用

性，最後才確定抽題向度。目前各科之抽題向度選定三~五個向度，選擇學科

內容、難度、測驗目標三種向度的比例最高，題型、試題類型、時代、文體等

亦是不同考科的組卷向度。

（（（（三三三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適用考試與課程綱適用考試與課程綱適用考試與課程綱適用考試與課程綱要要要要

本中心的所有考科，國英跨學測與指考，數學跨數學甲、數學乙與學測數

學，歷史、地理與公民三科跨指考與學測社會科，物理、化學、生物等三科跨

指考與學測自然科，地球科學僅設於學測自然科。由於兩種考試的測驗目標、

學科內容或試題難度不同，在提出題庫命題計畫時，計畫人員須先確定本年度

命題計畫所命試題，適用於哪種考試，可以同時兼顧數種考試，亦可以其中一

種考試為方向。

目前高一新生採用九五高中課程綱要，民國 98 年指考與學測的學科內容

將以九五課綱為主，但民國 96-97 年的考試仍以八四課程綱要為主，因此，題

庫命題計畫之前，學科人員也須先確定本年度命題適用於新或舊課綱，並建構

過渡時間表。

（（（（四四四四））））命題命題命題命題、、、、修題與存題修題與存題修題與存題修題與存題

題庫的命題流程包括三個部分：命題 A計畫、修題與審題 B計畫、存題於

O庫，本中心通稱為 ABO命題計畫。

A計畫任務是全新命題，計畫成員包括有命題經驗與新接手之學科教授，

是試題進入題庫的入口，並同步培養命題人才。A計畫成員全新命題，以會議

方式討論試題，以達到培養命題人才之目的，主持人於計畫結束前，評估所有

試題之適合度，將合於標準的試題，透過程式介面轉給試題管理者暫時管理。

B計畫任務是修改 A計畫試題，成為可供正式考試用之試題，B計畫是題

庫品管的把關階段。B 計畫成員均具相當命題經驗，各計畫成員依專長領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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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題，另聘資深命題教授擔任審題人，再對試題進行審查與建議。B 計畫會

議均在題庫區完成，所有試題以最高等級保密管理。於計畫結束前，計畫主持

人將所有符合標準試題，以程式介面直接轉入 O資料庫中。

O是指 OK試題資料庫，簡稱 O庫，庫中儲存的試題為不同年度命題計畫

所製成的所有 OK試題，且是 B計畫主持人選擇達到標準之試題，逐年累積題

量專供正式考試抽題組卷用，它是試題的出口；O庫的重點工作在絕對安全保

密，及人工智慧抽題組卷程序。考試後將已用試題轉入參考題庫，稱為 R 庫

（Reference Item Bank）。

（（（（五五五五））））抽題抽題抽題抽題與與與與闈外組卷闈外組卷闈外組卷闈外組卷

各考科在保密下提出抽題原則，由本中心重要主管在技術人員協助下，運

用資訊系統中的組卷程式進行抽題，所抽出的題庫試題與命題卡以密件方式提

供闈外命題小組，命題教授將小組限時命題與題庫命題兩種試題進行修題與組

卷，最後完成正式試卷。

二二二二、、、、建置題庫建置題庫建置題庫建置題庫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

題庫資訊系統完全由本中心同仁自行開發與測試：題庫組研擬與提出需

求，資訊人員負責撰寫程式，再由題庫組與中心學科研究員進行測試。軟體開

發的先後順序，依序是題庫系統需求書、試題編輯器、題庫程式單機版、組卷

程式、保全設計、題庫系統網路版等。下面則以系統功能來介紹本中心的題庫

資訊系統。

（（（（一一一一））））題庫系統架構題庫系統架構題庫系統架構題庫系統架構

大考中心題庫是以資料庫作為儲存媒體，運用程式介面來進行試題編修、

篩選、組卷、列印、轉庫。由於各科性質不同，且題庫使用者人數眾多，如何

確保程式執行效率、資料完整及系統整體保全成為題庫工作的重要課題。

從管理保全角度來看，大考中心題庫系統使用單一資料庫，如圖 4所示。

使用者僅能透過加解密模組來讀寫或分析資料，組卷模組也須透過加解密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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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試題編修：A與 B計畫成員舊試題修改或題組重組。

（6）試題清單：在使用者權限範圍內，對各命題計畫所有試題檢視與篩選。

（7）試題配題：A與 B計畫主持人將試題分配給命題人員進行修題。

（8）定題：A與 B計畫人員決定某些試題的狀態，如已配題、命題中。

（9）列印：列印試題及命題卡。

（10）題量統計：統計目前題庫存量。

（11）資料轉換：進行試題轉庫作業。

在試題新增與編修功能中，除年度、編號等由系統自動處理外，大多數欄

位需由命題者以選單選項或鍵盤輸入。以選單選項者基於便利性，欄位中有多

項是分層處理。題目以Word 編輯建檔，參考答案、評分標準、作答線索、命

題說明、修題意見等也以Word編輯建立於同一檔。

有關試題新增或編修，本系統以「題」為單位建立檔案，採 Word 為編輯

器，可於系統中編輯，亦可從系統外匯入。命題卡中有些欄位也以Word建檔，

包括命題說明、作答線索、評分標準、修題意見等。試題如有地圖、照片、文

本等，先於系統外部建立一頁或多頁影像檔，在輸入命題卡時再行匯入。統計

圖表以 Excel貼在Word檔案，後續可再以 Excel編輯。

大學入學考試各科均有題組題，所謂題組題是指共享同一題幹的多個選擇

題，這種題幹多為長文、圖表、閱讀測驗、文意選填(cloze)。本系統將題幹與

小題存於同一 Word 檔案，每一小題各設命題卡。修題時直接進入 Word 修整

題幹或各試題，而後就所修內容進行每小題命題卡的修正；可刪除、新增或移

動小題題號。

若同一題修成難易不同，但測驗目標相同的兩題，本系統認定這兩題為同

一家族，被正式考試所用試題，系統視其同一家族題為相似題，而自動從組卷

清單中排除。因此命題者在修題完成時，系統會讓使用者確定所修新題和舊題

是否為同一家族，同一家族的紀錄會永遠彼此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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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抽題組卷功能抽題組卷功能抽題組卷功能抽題組卷功能

本中心題庫系統採自動組卷方式，即系統根據組卷條件，按指定題數隨機

地從試題庫中抽取符合要求的試題。自動組卷系統根據命題者指定的組卷參數，

如考試類型、考科內容、難易度、題型等，從題庫中抽取滿足組卷條件的試題

組成試卷。目前本中心的組卷需求均可在一次方程式內得到最優化，因此本系

統採用的計算法是整數線性規劃 (integer programming, IP)。

組卷或抽題過程是先決定考試類別，並設定迴避人清單，系統即產生可用

試題清單；組卷者設定組卷條件，系統依條件進行組卷，並呈現雙向細目表，

組卷者如須修正則回頭重新設定組卷條件，得到新題號與雙向細目表，確定後

儲存並輸出試題及命題卡，組卷完成。

三三三三、、、、設計設計設計設計題庫空間與會議運作題庫空間與會議運作題庫空間與會議運作題庫空間與會議運作

空間規劃與維護原則在使空間充分運用，設備完整舒適，管理安全適切。

本中心題庫區設有管理室、參考室、會議室、休息廳。管理室提供試題資料輸

入與列印管理，備有多種儲存櫃供各科存放書面。參考室中放置各科教科書、

研究報告與命題所需參考書籍。

由於空間有限，為有效安排會議室之使用，題庫組開發「CEEC場地設備登

記系統」，各科可預約開會時間、地點；題庫管理者可隨時進行會議各項統報表。

題庫為達成無紙化目標，會議時除採大螢幕討論試題外，亦可以 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VNC）螢幕分享方式來討論試題。當 VNC 的各端建立連

線，任何一端螢幕內容可顯示於其他端螢幕。

四四四四、、、、制訂制訂制訂制訂資訊與空間資訊與空間資訊與空間資訊與空間保全與保密保全與保密保全與保密保全與保密

（（（（一一一一））））資訊資訊資訊資訊保全保全保全保全

大考題庫資訊系統的安全管制分為網路防護、使用管理、資料加密三項。

為避免網際網路(Internet)的惡意攻擊，資訊系統網路採內部獨立網路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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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網路完全切離。在使用管理方面，所有使用者進入系統，必須經過登入作

業系統密碼、登入系統密碼、IC卡驗證三層身分確認方得使用系統。而使用者

僅能依據其身分存取授權的資料。

在資料加密問題處理上，計畫成員持有一個 IC金鑰密碼的 IC晶片卡，經

由智慧型讀卡機讀進密碼後，計畫成員得以進入系統，當讀取試題時或儲存試

題資料時，須再次確認密碼而後加密與解密。這樣的加解密設計，目的在降低

資料於區域網路傳輸時遭截取，也可防止資料庫雖遭竊取也無法識別試題。

伺服器管理採金庫式保全管理程序，資訊人員須會同題庫人員，方可進行

伺服器維護與備份工作，以確保試題資料庫安全。各科試題管理者使用該科專

屬之抽取硬碟（含作業系統）進行試題管理，各科可自選題庫命題區的任一台

主機進行工作，在確信試題資料不會殘留的狀況下，命題工作區可彈性調配。

每日系統運算停止，即針對系統或是資料庫有異動的地方進行備份。每週

對系統與資料庫進行完全備份。每月進行光碟備份。當有特殊狀況，需要進行

系統復原時，需經題庫召集人與主任同意後，方可進行系統復原動作。

（（（（二二二二））））人員保密人員保密人員保密人員保密

命題計畫成立時，命題教授以密件方式簽署保密協定，協定內容提醒成員

絕對保密，不得洩題。計畫過程亦須保密，不得洩漏。工作過程前後除與計畫

小組討論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有關試題之相關事宜。

各項人事文件均以密件方式處理。參與題庫工作的大考中心同仁，至少到

職六個月以上，且由大考中心主任直接派任各項相關職務，若有參與題庫命題

計畫的本中心人員離職者，則兩年內該科不得從題庫中抽題組卷。在資訊系統

的使用上，依計畫與不同工作職稱而有不同權限。

（（（（三三三三））））資料保全資料保全資料保全資料保全

資料保全依據「題庫區管理辦法」執行，題庫區人員進出全面管制，除設

專區進行電腦輸入與列印管理、書面保全管理外，命題相關資料與圖書設備的

進出亦統一管制。題庫區不得使用含無線通訊功能之資訊設備，如手機、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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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PDA等。嚴格管制外接儲存設備與網路資料分享。如有必要攜出資料文

件，均須接受檢查，並登錄於記錄簿中備查。

五五五五、、、、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標準化作業流程標準化作業流程標準化作業流程標準化作業流程

設計完備之命題流程與試題管理，需要藉著標準化作業來確保試題的品質

與安全，從規劃題庫開始，即以標準化流程為思考，首先撰寫題庫需求書，資

訊人員以需求書撰寫程式，從測試到使用完成系統使用手冊，而後發展出各類

工作表單。整體而言，本中心題庫是以流程管理來進行的工作計畫。

流程管理（Process Management）是指系統化的管理方式，以「品質」為

核心，以「預防」為手段，運用於組織內流程的建立、維持及改善。針對流程

內的作業活動，進行分析、標準化、監督執行與持續改善。本題庫採用倪同龢

（2006）所認為的流程八大步驟來啟始題庫工作：第一步驟、確立題庫系統在

中心組織架構的位置與關係。第二步驟、勾勒本中心命題核心價值功能。第三

步驟、命題工作過程之互動結構。第四步驟、確定題庫工作執行過程的步驟。

第五步驟、將題庫工作步驟按順序排列。第六步驟、將抽象文字轉換繪製成適

當的符號。第七步驟、仔細檢查前後是否完整。第八步驟、組織及工作流程圖

繪圖定稿。

參參參參、、、、大考中心之題庫與其他題庫之異同大考中心之題庫與其他題庫之異同大考中心之題庫與其他題庫之異同大考中心之題庫與其他題庫之異同

依據Millman & Arter (1984)認為題庫的試題建立過程必須包括預試與參數

估計，以素質指標如難度、鑑別度與學科內容等指標進行組卷工作。美國 ETS，

ACT 等測驗機構，台灣國中基測委員會等均採用上列標準建立題庫與組成試

卷。但本中心目前題庫的試題於考前均不曝光，故不以預試的鑑別度、難度等

參數指標，而是以經驗豐富之命題、審題者的主觀判斷來建立參考指標。

「題庫」的目標在於以絕對保密方式進行命題工作，最後彙集成題量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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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品質優良的試題庫，題庫系統僅是以慎重的命題程序及資訊程序來達成試題

品質與保密的需要。我們採用了現代資訊科技的優勢，參考了亞洲國家及地區

的命題流程，拉長命題時間、以師徒方式培訓與傳承命題經驗，再發展出獨特

的階段式命題流程。

一一一一、、、、以研究用預試參數作為試題難度估計的參考以研究用預試參數作為試題難度估計的參考以研究用預試參數作為試題難度估計的參考以研究用預試參數作為試題難度估計的參考

雖然大考中心目前無法將正式考試試題進行預試，但為了解考生的學力程

度與檢驗命題品質，我們在命題過程中抽取若干試題組成研究用預試卷，由代

表性樣本進行預試，這些已曝光的試題不再進入正式題庫，而放置於參考題庫

中。當題庫命題計畫人員進行命題與組卷工作時，可以藉由這些預試題的統計

參數來推估類似題的難度，如此間接等化的方式保障了試題的保密性，但也達

到了解試題特質的目的。

二二二二、、、、多年建立的質性指標與組卷向度多年建立的質性指標與組卷向度多年建立的質性指標與組卷向度多年建立的質性指標與組卷向度

由於題庫無法藉預試建立參數指標，多年來大考中心各科進行質性指標的

研究，嘗試建立以主觀判斷來建立難度預估的可能性，並為抽題組卷發展出細

緻的質性類別，如多層的測驗目標、多層的學科內容、試題型態、測量層次等。

當這些指標建立完整時，命題卡的欄位格式同步完成，篩選試題、題量統計的

分析工作也趨於簡便，最重要的，擇其質性指標來建立組卷向度，這些向度即

可用自動組卷完成抽題與組卷工作。

三三三三、、、、長時間多人修改多量試題的命題方式長時間多人修改多量試題的命題方式長時間多人修改多量試題的命題方式長時間多人修改多量試題的命題方式

一個試題經歷了不同教授的命題、修題、審題、定題、組卷修題，每一次

經手都留下紀錄，但計畫結束後經手該題的人不再有機會檢視該題。在資訊設

備控管下，長時間修改多量試題、先擱置試題於封閉題庫、最後再隨機抽取試

題的機制，大考中心認為這樣的切割與擱置，不但達到保密的效果，又具備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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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試題難度的穩定與擴充命題人才的優點。

肆肆肆肆、、、、題庫的題庫的題庫的題庫的檢討與檢討與檢討與檢討與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大考中心自 2002年起部份考科開始進行題庫命題計畫，2004年題庫資訊

系統建置完成，隨即就指定科目考試 8個考科全面進行題庫命題計畫，試題入

庫管理與保全。2004年加入學科能力測驗國英數 3科。目前各考科題庫中均有

相當題量。在採闈外命題的機制下，95 年指考各科從題庫抽取該科正式卷 20

％選擇題數，供命題小組採用，96年學測國英數 3科抽取 20％-30％選擇題數，

96年指考各科抽取 30％選擇題數。2007年面臨課程綱要的更新，題庫欄位內

容需逐步調整增修；2007年規劃自然考科題庫，著重四科分別命題但聯合修題

的特色，也需考量合科題的命題流程。97年學測與指考預計將增加題庫題數，

也可能某幾個考科的選擇題全部來自題庫。

2005年底以題庫命題人員為對象進行題庫滿意度問卷調查，受測有效人數

24人。分析問卷結果顯示，大多數人對目前題庫設備與保全尚稱滿意，但對會

議資訊設備的提升有多項建議，本中心已於 2006 年進行改善；題庫試題與過

去試題研發相比，命題教授覺得品質理想的佔大多數，原因包括：集思廣益充

分討論、共同修題較不易記得試題內容，有較完整嚴密的修題過程。但也認為

增加題庫題量較為困難，應慎重研擬徵題方式，並對命題卡欄位做出具體建

議。也建議 A計畫人員宜詳列命題概念，使命題到修題間銜接順暢。

95年指考與 96年學測考試結束後，本中心即進行題庫題與闈外試題之試

題參數值比較，大體而言題庫題難度適中(多數通過率在 40-65 之間)，少數題

庫題較難(通過率最低為 20)，但題庫題均屬鑑別良好試題(多數鑑別度在

30-45)，從學生答題反應來看，題庫題的統計參數值良好，但仍有改進的需要；

本中心內部於考後亦進行題庫檢討會議。

整體而言，本中心如期完成題庫的初期建置及三次考試抽題工作，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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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成近程目標，惟題庫工作須經歷長期擴增題量與深耕試題品質，且保全保

密上不容任何漏失。面對未來，題庫工作仍須面對多項改進與挑戰。

一一一一、、、、確保題庫的質與量確保題庫的質與量確保題庫的質與量確保題庫的質與量

由於正式考試的試題品質與題量要求甚高，目前各考科除積極執行年度題

庫命題計畫外，並具體規劃 A 計畫擴增試題方式，加強 B 計畫修題題量。增

題方式包括考試備卷入庫修題、資深教授特約命題、考慮運用高中教師人力辦

理命題工作坊等，但其細節仍有待研究釐清；修題方面則增加 B計畫時間與人

力，期望儘速達成全卷使用題庫的理想。未來如何在確保試題品質、系統安全

的狀況下，加快腳步增加題量，將會是題庫是否成功的關鍵。

二二二二、、、、貫徹標準化流程作業管理貫徹標準化流程作業管理貫徹標準化流程作業管理貫徹標準化流程作業管理

有關題庫命題流程與試題管理，系統內任何作業或活動邏輯，都需清楚地

描述，各種分析、改善與訓練，也須有清晰可循的依據，命題與試題管理策略

的擬定，才會有具體推動分析的基礎。初階段針對題庫流程內的作業活動進行

分析，與相關部門及人員建立共識，並將各項作業以流程圖方式標準化；如此

命題與題庫人員的工作檢核、主管的監督考核，將有具體規範與表單可以依

循。但標準化作業流程要能全面執行，必須嚴格督導與自我要求，方可達成「試

題質與量」與「保全保密」的目標。

三三三三、、、、闈外命題對題庫題的認同與採信闈外命題對題庫題的認同與採信闈外命題對題庫題的認同與採信闈外命題對題庫題的認同與採信

本中心確認題庫題是未來正式考試的重要來源，近程目標中闈外命題小組

仍是命題、修題與組卷主力。在題庫命題與闈外命題均採保密方式下，可能闈

外命題小組對試題的風格與品味與歷年參與題庫計畫人員不同，也可能命題小

組不了解題庫命題方式，可能對題庫題不具信心。因此如何讓闈外命題教授瞭

解題庫作業，對題庫試題能認同與採信，是極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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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題庫流程與作業方式的再思題庫流程與作業方式的再思題庫流程與作業方式的再思題庫流程與作業方式的再思

題庫命題流程以保密為要項，資訊系統也以保全為主要考量，造成命題者

在資訊使用上略嫌繁瑣，過程較不流暢，因此如何在不失保密與保全的前提

下，改進系統程式使之介面人性化，程序簡單操作簡易，這是題庫程式需面對

的挑戰。目前組卷抽題時的參考欄位仍不夠細緻，但過度細緻則每個欄位不易

有足量試題，反而造成不易抽題組卷的困擾，如何拿捏則需學科與題庫人員再

行討論與模擬後確定。本中心強調以質性指標代替預試量化參數，但在建立可

信的質性指標上(如難易度與測量層次的預估等)，這是需要長期研究方有成

效，本中心宜加速研究進度，才能增加題庫題的預測能力。另外如目前統一的

命題流程，可否允許不同考科發展不同的命題流程，命題計畫可否擴大徵題、

增強審題機制等亦為題庫可考量的議題。

題庫建置是大學入學考試命題的一大改革，它從短期集合菁英密集任務的

方式，改成分段隔離命題修題流程，統一由資訊設備與規範進行管理；這種改

革是否適合所有學科，特別是重視統整的社會學科，仍有待時間考驗。另題庫

命題方式可否達成穩定試題難易度與培養命題人才的宗旨，也須每個環節的溝

通與合作。本中心以如履薄冰的心情面對題庫這項巨大工程，但吾等深知，題

庫的成功不單靠中心同仁的努力，更需要學者專家與教育先進的大力指導與支

援。

誌謝：首先感謝審稿委員對本文的建議與修正，也謝謝游春琪、林秀慧研究員協助修

飾英摘。大考中心題庫目前的工作成果，是多位主管與同仁共同的貢獻與付出，感謝

大考中心前任劉兆漢主任的遠見與鼓吹，現任簡茂發主任的政策確定，曹亮吉顧問在

籌備期的召集，郭鴻銘副主任的領導，楊宏章顧問的程式與保全設計，蕭次融處長的

命題管理，第一處同仁的試題管理，第二處同仁的資訊支援，第三處同仁的總務支援

，特別感謝前任吳家怡研究員在建置初期的設計與推動。若不是諸位的群策群力，題

庫不可能有今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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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螢幕閱卷的試辦電腦螢幕閱卷的試辦電腦螢幕閱卷的試辦電腦螢幕閱卷的試辦與後續研究與後續研究與後續研究與後續研究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就 95年指考化學考科電腦螢幕閱卷試辦的結果，藉由閱卷委員的閱後

統計值，與過去幾年紙面閱卷的結果進行比較。結果發現，由主閱率、與主閱

差絕對值平均、平均給分等各項標準來看，電腦螢幕閱卷比人工紙面閱卷的結

果要佳，值得作進一步的推廣。另外，藉由閱卷委員閱後問卷的結果，發現大

部分委員都抱持肯定的態度。最後，指考物理考科也將於今(96)年正式辦理電

腦螢幕閱卷，為此所作的初步測試，閱卷委員們在電腦系統與行政方面提供了

相當多的意見與建議，這些內容有助於電腦螢幕閱卷達到更完善的地步。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電腦螢幕閱卷電腦螢幕閱卷電腦螢幕閱卷電腦螢幕閱卷、、、、指定科目考試指定科目考試指定科目考試指定科目考試、、、、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吳國良，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級專員

程暐瀅，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級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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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and Follow-Up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uter-Assisted  

Scoring System in Chemistry Test 
    

Kuo-Liang Wu, Wei-Ying Cheng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ports a study of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2006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CEEC) Department Required Test (DRT) of Chemistry, in 
which free-response part was scored by Computer-Assisted Scoring System (CASS). 
Firstly, by comparing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between scoring by CASS and by 
traditional paper-and-pen method scoring in previous years, we found that the 
former method has a better result than the latter one in every aspect of analysis. This 
result implies that scoring by CASS could be extended to other subjects. Secondly, 
by administration of questionnaire to the graders, we found that most of the graders 
show a strong positive attitude to CASS. Thirdly, CASS will be used for the DRT of 
physics as the scoring system in 2007. A preliminary study of using CASS for DRT 
of Physics in 2007 is reported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uter system and 
administration facilities are also discussed. 

To sum up, the CASS has various advantages in term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the results favor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CASS.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words：：：：computer-assisted scoring system (CASS), Department Requirement 
Test (DRT), questionnaire 

    

    

                                                                                               

Kuo-Liang Wu, Senior Staff Member,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Wei-Ying Cheng, Senior Staff Member,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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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從有聯招這個制度以來，人工閱卷的工作一向採紙面進行。大學入學考試

中心(簡稱大考中心)從 91 年接辦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考)後，沿襲過去的作

法，採取人工紙面閱卷的方式進行。拜科技所賜，電腦在輔助人工閱卷的進行，

展現其功效。這幾年來，大考中心也不斷嘗試電腦螢幕閱卷的成果與功效，測

試的科目包括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地理、日語等科目。劉建康與姚霞玲

(2006)於本刊的創刊號中，針對大考中心 1999 年到 2006 年止的電腦螢幕閱卷

軟體系統的研究發展、試務配合工作，化學科試辦的初步結果以及待開發的功

能作介紹，其文鉅細糜遺地將電腦螢幕閱卷的各項工作始末作完整呈現，是對

本中心進行此工作以來的綜合報導。

就電腦螢幕閱卷而言，軟體的開發是其一個面向。但是，還需要考量的包

括閱卷的結果與過往的方式作比較，也就是電腦螢幕閱卷與人工紙面閱卷的比

較，以及閱卷委員對系統使用狀況的評估，這兩項變因會左右電腦螢幕閱卷成

功與否的重要依據。本文嘗試利用指考化學考科 94 年紙面閱卷的資料，以及

95 年電腦螢幕閱卷的資料作比較，分析閱卷委員在這兩種閱卷方式的評分情

況。另外，藉由今年試辦後，對閱卷委員問卷的情況，了解委員電腦螢幕閱卷

各種相關事宜，所抱持的意見與看法。最後，電腦螢幕閱卷今年是化學科首次

試辦，明年則將擴大到物理科，針對物理科在後續的電腦螢幕閱卷辦理，所進

行的一些調整與研究，提供初步的建議與討論。

貳貳貳貳、、、、化學考科電腦螢幕閱卷的試辦化學考科電腦螢幕閱卷的試辦化學考科電腦螢幕閱卷的試辦化學考科電腦螢幕閱卷的試辦

一一一一、、、、閱卷的過程與結果閱卷的過程與結果閱卷的過程與結果閱卷的過程與結果

（（（（一一一一））））答案卷的掃描答案卷的掃描答案卷的掃描答案卷的掃描

從兩種閱卷方式來看，電腦螢幕閱卷能夠取代人工紙面閱卷的前提，是兩



電腦螢幕閱卷的試辦與後續研究

Bulletin of Testing and Assessment

考試學刊 第二期     2007.6
136

種閱卷的方式，不會產生顯著性的差異；更嚴格地說，兩種方式相同的閱卷者

對同一份試卷，應有一致的結果。從這個前提作出發，電腦螢幕閱卷首先需要

考量的是，答案卷掃描清晰與否。中心經過多年研究發現：考生若使用鉛筆作

答，容易產生掃描不清的結果，故大考中心除了在簡章中說明：使用 0.5~0.75mm

的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中性筆或鋼珠筆作答，也在試卷封面以及題目說明中，

加入此段文字；並藉由媒體的宣導和研究用試卷測試中加強呼籲，務使考生能

對此項新措施予以配合。考試完後，在五萬多份的答案卷中，有一份是機器本

身的問題而造成影像錯置，另一份是考生破壞答案卷上的掃描區域造成無法掃

描，最後一份則是考生將答案寫在作答區外，造成部份答案無法辨識；這三份

答案卷，中心將考生作答原卷調出，採人工紙面的閱卷方式予以補救。故整體

而言，並沒有真正因為考生採用鉛筆或其他種類的筆作答，造成掃描不清晰而

無法閱卷的情況。故不管是事前的宣導或是掃描工作本身，都算是成功的，這

部分應對考生的成績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二二二二））））閱卷委員閱卷委員閱卷委員閱卷委員

對人工閱卷而言，閱卷委員不僅自己對同一份答案卷應有一致性，即評分

者本身的信度( intra-rater reliability )；而且，委員之間也需要達成一致的共識，

即評分者間的信度( inter-rater reliability )。這種一致性的達成，有賴於標準的運

作程序，包括：評分標準訂定會議、樣卷挑選與試閱會議，整體的流程圖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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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所示，在正式進行閱卷前，需要進行評分標準訂定會議、樣卷挑選

與試閱會議等流程。由於今年是電腦螢幕閱卷首次試辦，其周邊系統尚未完成，

所以這些流程是採取人工紙面的方式進行。未來電腦系統新開發的方向，這三

項工作宜作為優先考量。目前，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在國文科的人工閱卷部分，

也是採取電腦螢幕閱卷的方式，他們的系統方面，除了閱卷主系統外，尚包括

樣卷挑選的周邊系統，以及閱卷統計值的即時系統，這些系統有待中心未來系

統設計方面的努力。

不管是評分標準訂定會議、樣卷挑選或是試閱會議，若有電腦的協助，可

以省去不少麻煩。以樣卷挑選為例，電腦可以選取不同樣本的考生，並可以對

考生的答案作初步的分類。同樣地，在試閱會議時，電腦可以直接比對閱卷委

員試閱的結果，若未達標準的委員，則可限制其進入主系統進行正式閱卷，以

保障閱卷的品質。這些作法尚在研究階段，首次的試辦則由人工紙面進行。而

時間
評分標準
訂定會議

試閱

挑選 15份
樣卷

試閱會議

正式閱卷

7月 5日

7月 6日

作業方式

人工紙面

電腦螢幕

圖 1 評分標準訂定及試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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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往年相較，有些微的調整。

往年在閱卷說明會後所進行的試閱工作，是由各閱卷委員直接批改考生的

答案卷，95 年的電腦螢幕閱卷則是提供閱卷委員 15 份的紙面樣卷，待委員們

對這 15 份樣卷有一致性的共識，並經各組協同主持人認可後，再進行閱卷工

作。這樣的方式，或有助於委員們對考生作答的給分，有明確且一致的共識。

故不論是採電腦螢幕或紙面方式，宜持續進行，有助於降低主閱率，提昇閱卷

品質。

經過這些複雜的程序，其目的是希望閱卷委員對閱卷的評分標準，彼此之

間能夠有一致的認定。而且這樣的標準認定，可以持續維持不變。雖然，對於

閱卷委員本身的一致性，本次的螢幕閱卷並未進行測試。但在閱後的問卷中，

委員被問及在重新開機再次進入系統時，是否願意接受利用三份測試卷來進行

對委員評分標準的測試檢驗，大部分委員持肯定的態度(詳參見問卷結果與分

析)。可見，若是在系統可行的情況下，可以利用測試卷來進行閱卷者本身一致

性的考驗。

另外，對於閱卷者之間的一致性，本中心雖未計算評分者之間的信度，但

設定主閱(第三閱)標準，作為評分者間信度檢驗的方式之一，即第一閱與第二

閱的差分超過某一分數時，即進行主閱。表 1所列即為兩種閱卷委員信度的考

驗與實施方式，其中，主閱的方式，已在大考中心實施多年。如果某一非選題

其主閱率高，即表示閱卷委員之間對於給分的標準較無共識，兩委員對同一份

卷子的分數之間差異較大，故產生較多的主閱情況。

如前所述，要比較人工紙面閱卷與電腦螢幕閱卷兩種方式的差異，最直接

的作法，是將同一份試卷，經由同一位閱卷委員，以兩種不同的方式閱卷，比

較其結果。由於目前大考中心並未有相關的資料，只能由過去人工紙面閱卷結

果與首次電腦螢幕閱卷作比較，以了解閱卷委員實際的閱卷狀況。其中，主閱

率是比較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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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閱卷委員信度考驗

信度考驗 實施方式

閱卷委員本身的一致性考驗

不同的時間點，給予閱卷委員已知分數的標準

卷，考查閱卷委員所給的成績，是否與標準卷的

成績相同

閱卷委員之間一致性考驗

閱卷委員對同一份答案卷，所給予分數的比較。

若兩位委員之間所給的分數差異太大，則進行主

閱

（（（（三三三三））））主閱率主閱率主閱率主閱率

95年指考化學考科第一題的題分為 16，主閱標準為大於 2分；第二題的題

分為 12，主閱標準為大於 1分。過去幾年化學科參照聯考設立的主閱標準為大

於題分的 1/5，故今年第一題的主閱標準應為大於 3 分，第二大題的主閱標準

應為 2分。但經協同主持人討論後，認為今年的答案相當確定，且不易有爭議。

故將閱卷標準提高，將主閱的標準降為 2分及 1分。這樣較嚴格的作法，希望

有助於委員們在評分上能夠有較一致的表現，考生在得分上不致於有太懸殊的

差異。

參照 94、95年化學考科閱卷結果統計分析顯示(表 2)，94年化學考科的非

選擇題有兩大題，分別是 9分，閱卷方式是採人工紙面閱卷方式，兩大題的主

閱率分別是 9.66%及 3.51%，合計為 13.17%。95年的非選擇題也是兩大題，採

電腦螢幕的閱卷方式，兩大題的主閱率分別是 1.88%及 4.50%，合計為 6.38%。

從這兩年的閱卷情況來看，95年採電腦螢幕閱卷且主閱是採較嚴格的標準，主

閱的比例原則上應該會昇高。然而，與 94年人工紙面閱卷的主閱率相較，卻是

具有正面意義的下降。影響主閱率高低的因素相當複雜，本文將就主閱率的問

題，作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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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4、95 年指定科目考試化學考科閱卷結果 

年度 題號 題分 主閱差分 主閱份數 主閱率

第一題 9 ＞1 5561 9.66% 

第二題 9 ＞1 2021 3.51% 94

合計 18  7582 13.17% 

第一題 16 ＞2 989 1.88% 

第二題 12 ＞1 2372 4.50% 95

合計 28  3361 6.38% 

表 3顯示 91年到 95年指考化學考科非選題題型與主閱率的關係，由表中

的數據可約略推估，主閱率的高低可能與各題佔分、主閱標準、題型及閱卷方

式(螢幕或紙面)有關。從這幾年的題型上來看，不外乎計算、繪圖、寫結構式、

化學式、化學反應式……等。若不考慮佔分及主閱標準，計算題型的主閱率大

約是 8-10%左右，而化學式、化學反應式的主閱率約是 1-5%左右。比較 91年

第三大題、93 年第一大題與 95 年第一大題，同樣都屬於繪圖與計算題型，其

主閱率以 95年的第一大題最低。其次，比較 91年第二大題、93年第三大題、

94 年第二大題與 95 年第二大題，其題型是較為相近的結構式、化學式與化學

反應式等，在這幾題當中，95年的第二大題的主閱率是介於中間。若將題型的

因素再加上各題佔分及主閱標準來看，95年各大題佔分比往年高，需進行主閱

的分數卻沒有相對提高，故是採用較嚴格的標準，但主閱率卻沒有昇高。故不

論從題型或主閱的標準來看，電腦螢幕閱卷的主閱率並不會較人工紙面閱卷

高，反而有略低的情況，顯示在整體的閱卷品質上並不會因電腦螢幕閱卷而受

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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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1-95指考化學考科題型與主閱率

年度 題號 佔分 主閱標準 主閱率 題型

一 4 ＞0 10.89% 計算

二 6 ＞1 4.62% 化學反應式91

三 8 ＞1 8.65% 計算、繪圖

921      

一 6 ＞1 4.56% 繪圖、計算

二 6 ＞1 1.24% 結構式93

三 6 ＞1 2.64% 實驗式、化學反應式

一 9 ＞1 9.66% 計算(由圖上讀取數據)
94

二 9 ＞1 3.51% 結構式

一 16 ＞2 1.88% 繪圖、計算
952

二 12 ＞1 4.50% 化學式、化學反應式

註：1.92年因 SARS的關係，未考非選擇題
2.95年採電腦螢幕閱卷

（（（（四四四四））））閱後分析閱後分析閱後分析閱後分析

大考中心對每次閱卷的結果，除了計算各科各年度的主閱率外，還針對各

閱卷委員進行各種閱卷後的分析，以作為來年聘請委員的考量。各項統計分析

的項目如表 4所示：

表 4 各項閱後分析數值

科目
代碼

閱卷委員
代碼

姓名 閱卷份數 需主閱份數 主閱率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一題 第二題
5 K0304 *** 4102 

56 147 1.37 3.58 

與主閱差絕對值
平均

主閱差＞差分 平均 標準差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一題 第二題

1.59 1.16 0.54 1.71 5.41 5.19 4.08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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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各項欄位說明如下：科目代號、閱卷委員代碼、姓名、閱卷份數等

屬於基本資料，主閱份數是指需進行第三閱的份數，其他統計標準說明如下：

1. 100%主閱份數
主閱率

閱卷份數

2.
 閱卷委員評分－主閱評分

與主閱差絕對值平均
閱卷份數

（與主閱分數之差值的

絕對值平均）

3. N (  )主閱差 > 差分 閱卷委員評分－主閱評分 主閱標準

( N表次數，是指閱卷委員與第三閱(主閱)的差異超過主閱標準的次數)

4.
閱卷委員評分

平均給分
閱卷份數

 (閱卷委員給分總和除以所閱卷份數)

5.標準差 ( )每次的給分 平均給分

閱卷份數

根據上述的統計標準，可知若一閱卷委員的「主閱率」數值愈高，表示該

委員與其他閱卷委員的評分差異愈大；「與主閱差絕對值平均」愈大，則表示該

委員與主閱的評分差異愈大；「主閱差＞差分」愈大，則表示該委員與主閱的差

異超過主閱標準的次數愈多；「平均給分」愈高或愈低，則分別表示該委員的標

準太寬鬆或太嚴格；「標準差」過高或過低，則分別表示該閱卷委員的給分差異

太大或過於集中。

根據上述主閱率、與主閱差絕對值平均、主閱差＞差分以及平均給分等四

項標準，大考中心分別計算出平均數( )及標準差(s)，並且以正負兩個標準差( ± 

2s)作為篩選範圍，若以常態分佈而言，在 ± 2s 之間分佈為所佔的比例約為

95%左右，故在此範圍之外者，屬於偏差較大的委員，為方便敘述，本文暫稱

其為不合格委員。

比較 94、95兩年，閱卷委員在這幾項統計值大於或小於兩個標準差以外的

人數結果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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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94、95 兩年閱卷統計項目差異較大的閱卷委員人數 

年度 1

統計項目
94 95 備註

第一題 4 2 
主閱率

第二題 2 2 

第一題 3 0 
與主閱差絕對值平均

第二題 2 1 

第一題 NA 2 
主閱差＞差分 2

第二題 NA 2 

第一題 5 1 
平均給分

第二題 3 1 

同一委員有兩項以
上差異較大者，95
年 2位、94年 6位。

註：1.94年委員人數為 82人、95年人數為 48人。
2.主閱差＞差分為 95年新設標準，94年無此統計數據。

從表 5的結果來看，這兩年統計項目不合格的委員，大致上是依閱卷委員

人數的比例而減少。以今年委員人數為 48位，去年為 82位的比例而言，今年

約為去年人數的二分之一，對照不合格的委員人數(在兩個標準差以外者)，也

約略是去年的二分之一，有些項目：如與「主閱差絕對值平均」以及「平均給

分」，不合格委員的比例甚至更少。根據閱卷委員在這幾個統計項目的結果，可

見螢幕閱卷這項新的措施，對閱卷委員的閱卷品質，並無負面的影響。也就是

說，就閱卷品質而言，不管是主閱率或是統計項目，螢幕閱卷所得到的結果，

都不會比傳統紙面閱卷品質差，甚至有更好的結果。從這幾項數據來看，由人

工紙面閱卷改成電腦螢幕閱卷可能帶來閱卷品質的疑慮，可稍稍減緩。

二二二二、、、、閱後閱後閱後閱後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螢幕閱卷的成功與否，和閱卷委員的接受度密切相關。閱卷委員閱卷後，

對螢幕閱卷的觀感、態度是決定今後是否能繼續推廣的重要關鍵。為了解本次

的委員對於首次辦理螢幕閱卷的各種情況，特別設計問卷進行調查，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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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結果詳見附錄，結果分析如下。

此次的問卷，發出 48份，回收 42份，回收率將近九成。就委員的基本資

料(年齡、性別、第 17題)、電腦螢幕閱卷的優缺點(第 1、2、14題)、電腦螢幕

閱卷與人工紙面閱卷兩種方式的比較(第 3、4、10題)、對電腦螢幕閱卷的喜好

(第 15題)、系統的熟悉度(第 6、7、8、9題)、行政管理(第 11、12、13、16題)

以及未來改進的方向(第 5、18、19題)逐一分析討論。

（（（（一一一一））））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 就委員的年齡而言，佔最大比例的是 51~55 歲，有 14 位；其次是 46~50 歲

有 9位。從年齡分佈來看，大部分是屬於較資深的大學教授。再對照其教授

的層級，發現 48位委員中，助理教授有 8 位、副教授有 16位，教授有 24 位。

另外，在 42位教授中，有 40位是男性，只有 2位是女性。

2. 就委員平日接觸電腦頻率而言，42位委員中，41位委員每天都會用，只有 1

位偶爾使用，也就是說，電腦是他們日常生活所必備的工具之一。

（（（（二二二二））））就系統而言就系統而言就系統而言就系統而言

針對此次電腦螢幕閱卷系統，我們設計 5 道問題，分別針對系統(進入)、

適應、答案卷掃描、供卷速度及畫面欄位等，了解閱卷委員的觀感意見，結果

如下：

1. 就進入閱卷系統而言 (第 6 題)，有 20 位委員表示容易進入，未發生困難；

有 22位委員認為剛開始較不熟悉，練習後就沒有困難。故系統設計是蠻具有

親和力且容易操作的。

2. 就花時間適應電腦螢幕而言(第 7 題)，24 位委員在 30 分鐘內；14 位委員在

1~2 小時內就已經適應電腦螢幕閱卷，可見，對大部分委員而言，這套系統

應蠻容易上手。

3. 就答案卷掃描而言(第 8題)，30位委員認為很清楚，12位委員認為尚可接受，

並沒有委員認為不夠清楚。就整個結果來說，本次並未有答案卷因掃描不清

而採人工紙面方式閱卷，這可歸功於事前強力宣導需用較粗的藍色或黑色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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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筆、鋼珠筆和中性筆作答，以及掃描工作的完善進行有關。

4. 就供卷速度而言(第 9題)，有 2位委員認為太慢，40位委員認為恰當，故現

有的供卷速度應是合理的速度。

5. 就畫面的欄位而言(第 16 題)，有 35 位認為欄位安排及大小已毋需作調整，

但也有 3位委員認為需要再放大些，有 4位委員認為給分欄最好在下方。針

對這些不同的意見，我們將進一步探索並提供給系統設計者作參考。

就系統的進入、適應熟悉、試卷掃描、供卷速度及畫面欄位這幾項來說，

委員大部分都持正面的看法。

（（（（三三三三））））行政管理部分行政管理部分行政管理部分行政管理部分

此次電腦螢幕閱卷，一方面考量閱卷委員的眼睛疲勞問題，另外則是考慮

電腦因過度使用，而產生當機的情況，故本次是採用中午(12：00~12：30)、下

午(3：00~3：30)和晚上(6：00~6：30)三個關機休息時段，針對這些行政方面的

措施，詢問委員的接受度。

1. 關於委員的休息時間(第 11題)，大部分委員是連續閱卷 1-2小時就休息，有

21位；其次是 2-3小時有 13位；1小時以內及 3小時以上則有 4位。

2. 對於此次安排中午、下午和晚上三個休息時段，絕大部分委員(39 位)都認為

適當(第 12題)，可見，此種措施明年宜持續。

3. 對於閱卷到某一定量或到某一定時間，由系統採取強迫關機的方式(第 13

題)，有 30位委員表示可以接受，有 10位委員表示沒意見，僅 2位委員表示

反對。

整體看來，此次的行政措施部分，大部分委員都能接受與配合執行，至於

採委員個人自行關機或系統主動關機的方式，委員們也沒有特別強烈的意見。

（（（（四四四四））））電腦螢幕閱卷的優電腦螢幕閱卷的優電腦螢幕閱卷的優電腦螢幕閱卷的優、、、、缺點部分缺點部分缺點部分缺點部分

電腦螢幕閱卷如果是一種長期的趨勢，若能針對委員的觀感做更深入的了

解，並且能持續進行改善，則未來的推動，會有較強的助力。故針對電腦螢幕

閱卷優、缺點的部分，我們也詢問閱卷委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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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容易造成困擾的部分 (第 1 題) ，委員們所選擇的項目，從人數比例高

低來看，依序為眼睛易疲勞 (有 28位) 、場地較擁擠 (有 15位) 、座椅不舒

服 (有 12位) 、需計算大題分數 (有 9位) ，其他都在 5位以下。

閱卷委員眼睛易疲勞是電腦螢幕閱卷最常見的問題之一，有些閱卷場甚至提

供眼藥水，作為舒緩委員疲勞的方式之一。目前，中心是採強迫休息的方式，

至少讓委員們每隔一段時間，即作短暫的休息。至於，場地及座椅方面的問

題，目前中心是借用台科大的電腦教室作為閱卷場地，未來或有可能有一個

較舒適的場所作為閱卷使用。

2. 對於電腦螢幕閱卷造成疲勞的可能原因(第 14題)，委員們也提到是桌椅設計

不佳(18位)及空氣不好(19位)，這些情況，有待中心努力改進。

3. 關於電腦螢幕閱卷的優點部分(第 2 題)，委員們依序選擇分別為：省去領還

卷手續(42 位)、可直接輸入資料(分數)、不必翻紙、減輕行政工作(各有 31

位)，以及場地較安靜舒適(24位)。這些優點提供了電腦螢幕閱卷繼續推廣的

重要因素。

（（（（五五五五））））兩種閱卷方式的比較兩種閱卷方式的比較兩種閱卷方式的比較兩種閱卷方式的比較

此次參與電腦螢幕閱卷的委員，大部分是過去幾年也參加過紙面閱卷的委

員，對於此兩種閱卷方式的比較，中心也想了解委員的態度，這部分的問卷針

對兩種閱卷方式的速度(第 3題)、正確性(第 4題)、容易疲勞(第 10題)以及選擇

方式(第 15 題)。關於閱卷速度，有 27 位委員認為電腦螢幕閱卷速度較快也較

具正確性(21位)，但有 28位委員認為電腦螢幕閱卷較容易疲勞。在兩種因素的

權衡下，有 34 位委員會選擇電腦螢幕閱卷，佔 81％；僅 8 位委員選人工紙面

閱卷。可見，大部分委員認為電腦螢幕閱卷具有快速及正確性的優點。而且，

願意選擇電腦螢幕閱卷。

關於閱卷速度部分，劉建康等(2006)比較 94 年人工紙面閱卷與 95 年電腦

螢幕閱卷部分，發現電腦螢幕閱卷似乎是比人工紙面閱卷要來得快；至於正確

性部分，若不考慮這幾年的題型差異及主閱標準，本年度(95)電腦螢幕閱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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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閱率低於往年，而且，超過各項統計標準的不合格委員也較去年少。可見，

電腦螢幕閱卷似乎兼顧了速度與正確性兩項優點。然而，一般人的想法都會認

為，當速度增快時，閱卷的品質(正確性)可能就會受到影響。電腦螢幕閱卷似

乎破除了這項迷思。如何藉由更完整的數據來說明，是中心未來研究的重要課

題之一。

（（（（六六六六））））未來系統待研究改進之處未來系統待研究改進之處未來系統待研究改進之處未來系統待研究改進之處

為了此次的試辦，中心是以主系統功能為主要考量。至於未來可否考量其

他周邊系統的功能，也希望能得到委員的意見。這部分的題目包括小題分的輸

入(第 5題)、標準卷測試(第 18題)以及公佈主閱的比例(第 19題)。關於採大題

總分或小題分輸入的方式，委員較無一致的共識，有 23位委員認為採大題總分

較適當。但也有 19位委員認為採小題分較適當。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採小題輸

入，則相關的欄位需進行配合；而且，每個小題需輸入 1次，可能更容易產生

誤差。

至於給三份標準卷作測試，有 9位贊成、4位反對、29位沒意見。這涉及

閱卷系統的功能，能否執行，有待進一步研究。至於，即時公佈閱卷委員主閱

比例，有 24位贊成、3位反對、15位委員沒意見。這項結果若能落實，對閱卷

品質的提昇，應有實質且正面的助益。這些系統的改進與測試結果，將於下節

物理科的部分作說明。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95年指考化學考科採電腦螢幕閱卷，初步獲致下列結論：

（一）為了獲得閱卷委員們一致的共識，化學科依往年慣例進行了評分標準訂

定會議、樣卷確認會議以及試閱會議，這些過程希望閱卷委員在正式閱卷前，

能夠有一致性的共識。此外，今年的試閱會議，提供了 15份樣卷作為試閱之用，

委員們需與協同主持人達成共識後，才能進入系統閱卷。這種方式，應有助於

主閱率的降低與閱卷品質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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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閱後的統計值發現，今年電腦螢幕閱卷的主閱率較去年降低；若比較 

這兩年的閱卷委員人數以及各項標準，今年超過標準的人數也較去年少。若從 

各年度的題型、佔分、主閱標準與主閱率的關係，今年兩種題型的主閱率與往 

年差異並不大，甚至有比往年降低的情況。整體看來，電腦螢幕閱卷所呈現的 

結果並不比人工紙面閱卷為差，甚至有較好的結果。 

（三）由閱卷委員閱後的態度問卷發現：大部分的委員就本次的系統、行政管

理方面都持肯定的態度；委員們認為電腦螢幕閱卷具有快速與正確的優

點；且大多數委員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會選擇電腦螢幕閱卷作為閱卷

方式。

（四）在後續改善部分，包括場地、桌椅與空調等，都有改善的空間。至於系

統部分，委員們對於是否每次重新登入後，以三份標準卷作測試，大都沒有意

見；而對即時公佈委員的主閱比例，則有半數以上委員贊成。關於輸入方式採

大題或小題分輸入，委員並無一致的共識。這些意見可以提供系統未來作調整

時的參考。

整體而言，95年指考化學考科採螢幕閱卷方式，從閱後結果與委員的問卷

這兩項結果來看，電腦螢幕閱卷較人工紙面閱卷具有較多的優點，且閱卷品質

並不會有顯著不同，甚至有較好的結果。這項分析結果，對於大考中心未來要

擴大辦理電腦螢幕閱卷，應是一項正面的訊息。除此之外，本次的試辦也提出

一些系統可以調整的方向，這些調整將在下節物理科研究測試的結果作較完整

的介紹。

參參參參、、、、物理科電腦螢幕閱卷之進物理科電腦螢幕閱卷之進物理科電腦螢幕閱卷之進物理科電腦螢幕閱卷之進展展展展

化學科在 95年指考已進行過電腦螢幕閱卷，物理科則是第二個即將採用電

腦螢幕閱卷的科目，將在 96年指考登場。也因為物理科電腦螢幕閱卷尚在規劃

與測試的階段，無法有精確的數據呈現電腦螢幕閱卷與紙筆閱卷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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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文僅說明物理科目前在電腦螢幕閱卷上的進展和成果。

一一一一、、、、實驗探索階段實驗探索階段實驗探索階段實驗探索階段

自 2005年起，物理科研究用試題的閱卷工作即以電腦螢幕閱卷方式進行，

一方面配合電腦螢幕閱卷的規劃進行階段性的測試，另一方面希望試探閱卷委

員使用電腦螢幕閱卷的意願，並呈現物理科在電腦螢幕閱卷上的需求。

（（（（一一一一））））初探閱卷委員的意願初探閱卷委員的意願初探閱卷委員的意願初探閱卷委員的意願

在「九十四學年度電腦螢幕閱卷工作計畫」中，物理科以封閉區域網路的

方式，以電腦螢幕評閱該年度研究用試題(蕭次融等，2005)。大多參與該次閱

卷會議之大學教授對電腦螢幕閱卷方式表示有使用的意願，且提出改進建議，

因此大考中心積極地將物理科納入使用電腦螢幕閱卷的科目之一。

（（（（二二二二））））提出物理科的相關需求提出物理科的相關需求提出物理科的相關需求提出物理科的相關需求

在適用於 95年指考化學科電腦螢幕閱卷系統開發完成後，物理科亦以研究

用試題參與閱卷系統的測試(劉建康等，2006)，參與該次閱卷系統測試的大學

教授們除了表示正面支持的態度之外，也明確指出兩大改進方向：

1.答案卷格式的配合：

應將兩欄改成一大欄，以配合電腦螢幕，一直向下捲動即可。

2.加入可輸入小題分的選擇：

可以有輸入大題分或小題分的選擇。若選擇輸入小題分，則系統自動加總大

題分。

二二二二、、、、試務規劃階段試務規劃階段試務規劃階段試務規劃階段

在大考中心決定 96年採用電腦螢幕閱卷為化學與物理兩科目之後，對物理

科而言，電腦螢幕閱卷便進入試務規劃的規模。為了使 96年指考的閱卷工作能

順利進行，大考中心於 96年 3月 3日邀請 51位物理教授，參與電腦螢幕閱卷

模擬測試會議。除了場地與軟硬體的測試之外，亦對閱卷流程與答案卷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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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實驗與模擬。

（（（（一一一一））））場地與軟體的測試場地與軟體的測試場地與軟體的測試場地與軟體的測試

化學科與物理科將在相鄰的兩個教室進行閱卷，且以同一個主機來負載兩

個系統。在兩個科目同時進行閱卷時，主機的負荷量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因

此在物理科模擬測試的同時，亦以電腦虛擬化學科閱卷的方式同時進行，測試

配卷、閱卷、還卷等動作的速度是否會過慢。另外，場地相關的改進亦是測試

重點之一，除了希望解決長時間閱卷的不適，也會注意保全的必要措施。

（（（（二二二二））））閱卷流程的模擬閱卷流程的模擬閱卷流程的模擬閱卷流程的模擬

物理試題的答案常有不只一種的解法，以往在閱卷上爲了對各種合理的解

法都能給分，在閱卷第一天僅進行初閱，找出各種解法，納入評分標準；第二

天，再進行複閱。若是合理的解法在初閱中未被給予適當的分數，在複閱後，

會由主閱給予該有的分數。基於此，此次的模擬測試會議對於開放複閱的時間

點也加以調控。

（（（（三三三三））））答案卷格式的實驗答案卷格式的實驗答案卷格式的實驗答案卷格式的實驗

此次的模擬測試會議將與會者分成兩群，分別批閱格式不同的答案卷：作

答區為二欄(圖 2)與一大欄(圖 3)，以評估哪一種答案卷格式能與電腦螢幕有較

好的搭配。

      

圖 2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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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測試後閱卷者問卷結果測試後閱卷者問卷結果測試後閱卷者問卷結果測試後閱卷者問卷結果

為了能充分了解各個測試項目的情況，除了有綜合討論的時間之外，另外

亦請參與測試的教授填寫問卷，問卷回收率達 100﹪。以下就測試的重點，分

述問卷結果。

1.閱卷者的意願：

若同時考慮紙筆閱卷與電腦螢幕閱卷，則大多數的閱卷者（約 84%）選擇

電腦螢幕閱卷，可見多數與會的閱卷委員對電腦螢幕閱卷是正面支持的態度。

2.閱卷者的適應度與疲勞度：

幾乎所有的閱卷者每天都會使用電腦(人數比例達 98﹪)，因此多數閱卷委

員(約 96﹪)很快就適應電腦螢幕閱卷系統的操作。長時間盯著電腦會造成眼睛

的疲累，因此在系統的設計上，對於畫面的清晰度有相當程度的著力。閱卷委

員認為此測試的畫面算是清晰的(很清楚達 63﹪、尚可接受達 37﹪、不清楚為

0﹪)。但有部分閱卷委員建議系統說明或警告字體可以再大一些(約 8﹪)。另

外，系統會在閱卷一段時間後，提醒閱卷者應該要休息，多數閱卷委員認為每

一個小時提醒一次是適當的(約 69﹪)。

除了系統與程式的設計，其他的條件也會影響閱卷者的疲累度。此次測試

場地桌椅的安排較為擁擠(約有 40﹪的閱卷者提出)，是往後改進的重點。

3.相關的技術支援：

此次測試反映了三項技術支援的需求：答案卷格式的改進(約有 10﹪的閱

卷者提出)、以評分細項輸入分數(約 6%)、以及與主閱差分較大時的警告訊息(約

有 88﹪的閱卷者提出)。

（1）答案卷格式的改進

在答案卷格式的改進上，此次的模擬測試會議中部分閱卷委員建議要能配

合電腦螢幕閱卷的閱讀方式，應將作答區改成一大欄，以便在電腦上閱卷時能

循序由上而下，不必來回的上下捲動。此外，另有部分閱卷者提出要讓考生注

意到書寫範圍的限制（例如將作答區以外的範圍塗成黑色），以免考生書寫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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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區外而無法掃描。

（2）以評分細項輸入分數

雖然此次測試可以小題分輸入分數，然而每個小題包含了數個評分細項，

閱卷者仍要心算考生該小題評分細項的得分。為避免心算錯誤造成誤差，部分

閱卷委員建議可考慮以評分細項輸入分數。

（3）與主閱差分較大時的警告訊息

新答案產生後，在閱卷流程中會再次提醒閱卷者注意新的評分標準。但是

大多數閱卷委員仍建議當所批閱的分數與主閱差分較大時，系統能發出警告訊

息，如此能幫助閱卷品質的掌控。

三三三三、、、、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在此次的模擬測試會議之後，大考中心調整 96年指考化學科與物理科的答

案卷格式，將作答區改成一大欄。這樣的作法除了回應物理科的需求，更是為

了分題閱卷的發展。而前述其他的技術改進，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發。

肆肆肆肆、、、、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整體而言，從指考化學考科螢幕閱卷的結果來看，螢幕閱卷是可行的一種

閱卷方式，在取代傳統的紙面閱卷上，有不可忽視的潛力。從化學科閱後統計

值來看委員的主閱率或各項統計標準，發現化學科螢幕閱卷並不會比傳統紙面

閱卷差，反而，有較好的結果。另外，從委員的閱後問卷，不管是系統、行政，

兩種方式的比較，大部分委員均支持螢幕閱卷，並認為具有快速與正確的結果。

今年，物理考科將進入初次的試辦，在答案卷的設計以及電腦系統上，嘗試作

進一步的修改，以期能夠更符合閱卷委員的需求與閱卷品質的提昇。

目前，化學科初次試辦與物理科測試的結果，大部分委員都認為可以提供

與主閱差分的訊息，也有委員提出小題分輸入的方式，這些相關的意見，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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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未來程式設計修訂時相關的參考。

綜合來說，螢幕閱卷的長期走向為何？是否可能擴展到其他的科目，將有

待大考中心繼續的研究與發展，由首次的試辦與後續的研究來看，結果應該是

審慎而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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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95指考化學考科電腦螢幕閱卷問卷指考化學考科電腦螢幕閱卷問卷指考化學考科電腦螢幕閱卷問卷指考化學考科電腦螢幕閱卷問卷

1. 此次電腦螢幕閱卷，最令您困擾的問題是(可多選)
28□眼睛易疲勞  12□座椅不舒服     15□場地較擁擠
9□需計算大題分數  2□答案掃描不清     4□操作不方便   
0□等卷時間過久  5□其他            

2. 您認為電腦螢幕閱卷比紙筆閱卷的優點是(可多選)
31□可以直接輸入資料 42□省去領還卷的手續 31□不必翻紙    
24□場地較安靜舒適      31□減輕行政工作  1□其他          

3. 整體而言，您覺得哪種方式閱卷較快?
27□電腦螢幕閱卷  6□紙筆閱卷  9□差不多

4. 在電腦螢幕閱卷與紙筆閱卷中，您覺得哪種閱卷方式給分的正確性較高？

21□電腦螢幕閱卷  6□紙筆閱卷    15□差不多

5. 你覺得電腦螢幕閱卷，分數的登錄方式採下列哪一種較適當?
23□大題總分     19□大題中的每小題分

6. 此次電腦螢幕閱卷系統，有沒有發生困難?
20□容易進入，未發生困難 22□剛開始較不熟悉，練習後就沒有困難了
0□曾經發生下列困難            

7. 您這次多久才適應電腦螢幕閱卷?
24□30分鐘內 14□1~2小時 4□半天 0□一天 0□根本不適應

8. 您覺得掃瞄的試卷是否清楚?
30□很清楚 12□尚可接受 0□大部分不夠清楚 0□都不夠清楚

9. 本次電腦螢幕閱卷供卷速度是否恰當?
2□太慢  40□恰好  0□太快

10. 在電腦螢幕閱卷與紙筆閱卷中，您覺得哪種閱卷方式較容易疲勞？

28□電腦螢幕閱卷  13□紙筆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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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電腦螢幕閱卷中，您連續閱卷多久就需要休息?
4□1小時內  21□1~2小時  13□2~3小時  4□3小時以上

12.  此次大考中心安排中午、下午及晚上，三個休息時段，您認為是否適當？
2□休息時間太多     39□剛好    1□休息時太短

13.  如果採取閱卷到某一定量或到某一定時間，由系統採取強迫關機的方式，您可否
接受？

30□可以接受  2□不能接受  10□沒意見

14.  電腦螢幕閱卷時可能造成疲累的原因是 (可多選)
5□螢幕太差 18□桌椅設計不佳 19□空氣不好 1□機器聲音太大
7□其他             

15.  如果可以選擇，您會選用那種方式閱卷?
34□電腦螢幕閱卷 8□紙筆閱卷

16. 本次畫面欄位位置安排及大小是否需要調整?
35□不需調整  3□需要再大些      4□給分欄位最好在下方

17. 您平時常用電腦嗎？
41□每天都會用   1□偶爾  0□很少   □其他     

18. 如果在每次重新開機之後，再給委員三份標準卷作測試，若超過主閱標準，則不
可繼續進行閱卷，對於這種作法，您的意見為？

9□贊成   4□反對    29□沒意見

19.  如果在閱卷過程中，進行即時的監控，並隨時公布閱卷委員主閱的比例，您的看
法是？

24□贊成   3□反對    15□沒意見

20  您覺得本中心的電腦螢幕閱卷系統有那些功能需要改進?

基本資料

您的年齡   0□30以下    1□31~35    7□36~40    7□41~45    9□46~50   
14□51~55  4□55以上

性別        2□女      40□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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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共同考科群落分析初探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共同考科群落分析初探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共同考科群落分析初探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共同考科群落分析初探    

    

葉瀞月葉瀞月葉瀞月葉瀞月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初步探討 90 至 94 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各類別考生共同考

科成績是否隨著類別或年度不同而有所變異，及考生的共同考科成績表現是否

有群落的關係。

由分析結果得知，若僅以共同考科國文、英文成績作為分類的依據，考生

可以分為四個群落。加入數學科作群落分析時，因數學有 A、B、C 三種試卷，

因此需分開探討。依考生選考數學 A 卷的成績表現可分為三群，第一群為化工

類與工業設計類考生，不僅語文考科表現佳，數學的成績亦良好，第二群次之，

第三群較差。衛生類與食品類有時落在第二群，有時落在第三群。依考生選考

數學 B 卷的成績表現可分為四群，第一群為語文類英文組，不僅於語文科目表

現佳，其數學表現也最好，第二群次之，第三群較差，第四群最差。由於數學

C 卷僅供護理類考用，因此無法進一步區分群落。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技專統一入學測驗技專統一入學測驗技專統一入學測驗技專統一入學測驗、、、、群落分析群落分析群落分析群落分析

                                                                                              

葉瀞月，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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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uster Analysis for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Common Subjects of the Four-year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Jing-Yue Yeh 

Testing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the variation of the average testing scores of the common 
subjects attained by different major of student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eparating 
scores of those students into different clusters from 2001 to 2005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clusters by using 
Chinese and English test scores. When adding the Mathematics test scores as a new 
factor, because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mathematics test, viz. Math A, B, C, the 
students should be separated into three groups for analyzing. Studen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usters by using the Math A scores. The student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rts major had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 second cluster 
students had lower scores. The third cluster students had the lowest scores. Studen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clusters by using the Math B scores. The students of 
English major had the best scores in language as well as Mathematics. The scores 
dropped in the order of the second cluster to the forth cluster. The students couldn’t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luster by using Math C scores since only student of 
nursing major took math C test. 

Keywords: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cluster analys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ing-Yue Yeh, Associate Researcher, Testing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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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背景與目的

良好的測驗除了檢驗與區隔考生的程度外，也有導正教學的功能。技專校

院入學測驗中心舉辦之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每年均透過試題分析追蹤測驗

品質，由考生的成績中亦可獲致許多寶貴的訊息，引領我們深思許多技職教育

相關的議題。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共同考科係指國文、英文、數學三科。各國中等

教育通常均含本國語言、國際語言及數學。此三大學科之重要性不言而喻，因

為所有科目都奠基於此，沒有最基礎的語文能力，即無法了解學科的內涵，而

不會國際語言就無法與世界溝通，台灣已經加入 WTO，國家正積極提昇國際

競爭力，英語之重要性與日俱增。數學乃科學之母，沒有數學等於沒有現代科

技，因此統測的應試科目中含括這三科作為共同考科。

本研究針對 90 至 94 學年度四技二專共同考科之施測結果，初步分析探討

各類科考生於共同考科的表現，並利用統計的方式進行群落分析。為了探討各

類科學生共同考科的成績表現，先計算出 90 至 94 學年度各類科考生之共同考

科成績平均數，根據此平均數，再藉由統計學上之分類方式，採階層群落分析

法之群數凝聚過程，將各類科做群落的分類。先進行語文類的群落分類，再加

入數學後看群落的變化。研究的結果可以作為改善命題技術與品質及提供給高

職作為教學改進的參考。

貳貳貳貳、、、、文獻資料文獻資料文獻資料文獻資料

文獻資料的收集主要集中在統計工具中，關於群落分析其所牽涉到的統計

原理及理論基礎進行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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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群落分析群落分析群落分析群落分析（（（（Cluster Analysis））））

群落分析是一種分類法，主要是由生物學所發展出的一種分類模型，可以

客觀的將類似的個體集在同一族群。群落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辨認某些特性上

相似的事物，並將這些事物按照特性劃分成幾個群落，使在同群落內的個體具

有高度的相似性，是數值分類法（Numerical Taxonomy）的一種。

群落分析不僅適用於生物學的領域，也廣泛的被應用在語言學、民族學、

都市學、交通運輸、地理學、氣象學及心理學等領域中。在管理的範疇中，例

如產品的生命週期之分類或效益類型等商品分類的模型，亦利用到群落分析的

方法。

群落分析是由測定對象或變量之間的類似度或距離的關聯資料矩陣出

發，而將對象或變量分為幾個群體，這些綜合簡化而得的個體稱之為群落。

二二二二、、、、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階層式群落分析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階層的群落分析，例如生物學或語言學中的系統樹，是將個體分類或階層

式或階段式，並且希冀在系統分類的同時，能很清楚的表達出群落間相互的階

層構造以及其包含關係。其分析結果是系統圖或樹形圖（dendrogram）。

三三三三、、、、非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非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非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非階層式群落分析法（（（（Non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非階層的群落分析是將具有類似特性的個體歸成一個群落，不同特性的歸

到不同群落，依此法將個體分類或並列的幾個群落，但此時並無群落間的階層

構造或是包含關係，而以更能清楚表現群落或特性為目的。

參參參參、、、、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一一一、、、、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

蒐集、整理測驗評量的理論與文獻，探討有關群落分析的相關資料分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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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群落分析群落分析群落分析群落分析（（（（Cluster Analysis））））

群落分析是一種分類法，主要是由生物學所發展出的一種分類模型，可以

客觀的將類似的個體集在同一族群。群落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辨認某些特性上

相似的事物，並將這些事物按照特性劃分成幾個群落，使在同群落內的個體具

有高度的相似性，是數值分類法（Numerical Taxonomy）的一種。

群落分析不僅適用於生物學的領域，也廣泛的被應用在語言學、民族學、

都市學、交通運輸、地理學、氣象學及心理學等領域中。在管理的範疇中，例

如產品的生命週期之分類或效益類型等商品分類的模型，亦利用到群落分析的

方法。

群落分析是由測定對象或變量之間的類似度或距離的關聯資料矩陣出

發，而將對象或變量分為幾個群體，這些綜合簡化而得的個體稱之為群落。

二二二二、、、、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階層式群落分析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階層的群落分析，例如生物學或語言學中的系統樹，是將個體分類或階層

式或階段式，並且希冀在系統分類的同時，能很清楚的表達出群落間相互的階

層構造以及其包含關係。其分析結果是系統圖或樹形圖（dendrogram）。

三三三三、、、、非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非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非階層式群落分析法非階層式群落分析法（（（（Non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非階層的群落分析是將具有類似特性的個體歸成一個群落，不同特性的歸

到不同群落，依此法將個體分類或並列的幾個群落，但此時並無群落間的階層

構造或是包含關係，而以更能清楚表現群落或特性為目的。

參參參參、、、、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一一一、、、、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

蒐集、整理測驗評量的理論與文獻，探討有關群落分析的相關資料分析作

為研究之參考。

二二二二、、、、資料分析法資料分析法資料分析法資料分析法

藉由統計學上之分類方式，採階層群落分析法之群數凝聚過程，群落方法

為群間連結，將各類科做群落的分類。先進行國文與英文的群落分類，再加入

數學後看群落的變化。

三、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完成報告之撰寫。

肆肆肆肆、、、、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為了解各類科學生共同考科成績表現，先計算出 90 至 94 學年度各類科考

生之共同考科成績平均數（表 1 至表 3），根據此平均數，藉由統計學上之分類

方式，採階層群落分析法之群數凝聚過程，群落方法為群間連結，將各類科做

群落的分類。先進行國文與英文的群落分類，再加入數學後看群落的變化。90

至 93 學年度以語文類進行群落分類的結果是一致的，由圖 1 至圖 4 中可以看

出，考生約略可以分為四個主要的群落，分別是：（1）語文類英文組（2）化

工類與工業設計類（3）美容類與海事類（4）其他類。由圖 2 可以看出，94

學年度的群落略有變化，考生約略可分為五個主要的群落，分別是：（1）語文

類英文組（2）化工類與工業設計類（3）美容類（4）汽車類等（5）電子類等。

語文類英文組可說是四個群落中屬於高成就的一群，其英文成績高於第二

類群多達近 20 分左右，國文成績則與第二群相近。第二群化工類與工業設計

類國文與英文成績表現亦佳，表現較差的是第三群：美容類與海事類，其英文

成績幾乎與猜題機率 25﹪無異。

當加入數學科作為群落分析的科目時，由於數學有 A、B、C 三種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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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因此分開探討，不同類科使用不同數學試卷的情形如表 4。由圖 5、圖 6

中可以發現，數學 A 卷類別的群落可分為三類：（1）化工類與工業設計類（2）

機械類、電機類、電子類、土木建築類、工程與管理類工程組（3）汽車類、

工程與管理類管理組。化工類與工業設計類考生不僅國文與英文為高成就，數

學的成績亦良好，第二群次之，第三群較差。衛生類與食品類有時落在第二群，

有時位在第三群。

由圖 7、圖 8 中可以發現，數學 B 卷類別的群落可分為四群：（1）語文類

英文組（2）商業類、商業設計類、家政類、農業類（3）幼保類、語文類日文

組、餐旅類、水產類（4）美容類、海事類。語文類英文組不僅於語文科目表

現佳，其數學表現也最好，第二群次之，第三群較差，第四群最差。

由於數學 C 卷僅護理類考，因此無須進一步區分群落。

表 1  四技二專各類科考生國文科成績平均數彙整表 

序號 類別 90 年國文 91 年國文 92 年國文 93 年國文 94 年國文 

1 機械類 54.3760 50.3607 52.5788 56.00 56.41 

2 汽車類 48.9010 45.2847 48.0530 49.81 50.42 

3 電機類 56.6110 52.6102 54.0905 57.95 58.97 

4 電子類 56.0242 51.8760 53.6841 55.95 55.85 

5 化工類 59.1243 58.0369 58.9499 65.82 67.16 

6 衛生類 53.5210 51.0919 55.4508 59.29 61.75 

7 土木建築類 55.8084 52.8161 54.1051 59.20 59.27 

8 工業設計類 60.9703 58.6567 60.0707 66.07 66.94 

9 工程與管理類－工程組 55.8344 52.8170 55.4548 59.13 57.29 

10 工程與管理類─管理組 50.5099 47.3710 49.3215 52.35 54.28 

11 護理類 53.4668 50.2574 50.5018 53.51 52.67 

12 食品類 49.6739 48.8388 50.1428 55.80 56.27 

13 商業類 54.3129 52.5810 53.3360 57.21 57.33 

14 商業設計類 55.2455 52.8717 54.7965 59.11 59.96 

15 幼保類 49.4540 46.9818 48.0207 51.78 50.47 

16 美容類 40.5406 39.7037 41.2651 43.83 45.13 

17 家政類 50.1631 50.7004 53.2274 56.16 58.47 

18 農業類 56.0198 53.5191 56.2440 62.18 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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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序號 類別 90 年國文 91 年國文 92 年國文 93 年國文 94 年國文 

19 語文類英文組 58.0515 55.2315 57.9774 65.93 67.94 

20 語文類日文組 50.4484 48.2972 50.5998 54.08 57.57 

21 餐旅類  45.5603 47.8036 51.74 51.26 

22 海事類   43.9052 47.18 50.27 

23 水產類   48.1085 51.82 51.02 

24 海事水產類 48.9852 45.3320    

表 2  四技二專各類科考生英文科成績平均數彙整表 

序號 類別 90 年英文 91 年英文 92 年英文 93 年英文 94 年英文 

1 機械類 30.7800 29.3238 31.9190 34.62 38.49 

2 汽車類 28.8523 27.7493 29.7910 31.67 35.40 

3 電機類 32.6900 31.0608 34.0385 36.87 42.17 

4 電子類 32.5186 30.9195 33.7700 35.45 39.15 

5 化工類 35.5981 36.3950 41.4067 46.25 50.99 

6 衛生類 31.0346 30.8744 35.9631 38.78 45.06 

7 土木建築類 32.8538 30.7819 33.9319 36.07 40.06 

8 工業設計類 37.4695 35.3558 40.5386 45.86 50.17 

9 工程與管理類－工程組 32.6750 31.2181 35.0157 37.52 39.60 

10 工程與管理類─管理組 29.9266 28.2328 30.9863 32.64 38.26 

11 護理類 30.7011 30.4218 33.8556 33.72 39.33 

12 食品類 28.6620 28.4858 31.1775 34.79 39.24 

13 商業類 34.5303 32.3050 35.7790 37.52 41.78 

14 商業設計類 31.5957 30.2800 34.9133 37.85 41.72 

15 幼保類 28.5101 28.1719 31.3525 33.41 37.13 

16 美容類 23.8942 24.3321 26.3555 27.23 32.39 

17 家政類 29.9943 30.4580 35.2638 36.88 43.30 

18 農業類 32.3838 31.4051 35.7753 40.38 44.71 

19 語文類英文組 54.2119 49.7637 57.9529 63.09 70.56 

20 語文類日文組 30.6719 28.2924 32.1251 34.18 40.69 

21 餐旅類  29.2403 32.4597 34.77 37.59 

22 海事類   26.3837 28.36 32.17 

23 水產類   28.2581 29.26 33.84 

24 海事水產類 26.9466 26.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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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技二專各類科考生數學科成績平均數彙整表 

序號 類別 90 年數學 91 年數學 92 年數學 93 年數學 94 年數學

1 機械類 36.4600 36.5245 35.6939 37.53 42.57 
2 汽車類 33.3155 32.2631 32.3068 32.25 23.23 
3 電機類 41.5100 41.6363 39.2689 42.22 47.47 
4 電子類 39.5919 39.8642 37.9635 37.94 42.73 
5 化工類 42.5113 48.5819 44.4204 49.56 55.94 
6 衛生類 31.6939 34.6298 35.9678 36.45 41.68 
7 土木建築類 36.8157 36.9054 35.4589 37.34 41.60 
8 工業設計類 41.6616 42.1442 40.0129 45.36 49.36 
9 工程與管理類－工程組 37.6753 38.5800 37.9601 39.57 42.12 

10 工程與管理類─管理組 29.7531 29.0814 30.5221 29.84 35.29 
11 護理類 30.2074 39.2264 39.9988 41.61 40.74 
12 食品類 27.5549 29.2143 29.7474 35.67 40.67 
13 商業類 33.4661 38.5690 35.6410 40.15 45.21 
14 商業設計類 29.6607 33.4500 31.0994 36.73 39.66 
15 幼保類 27.4569 29.9059 29.6100 33.15 36.82 
16 美容類 22.5098 23.4741 23.2642 24.50 29.31 
17 家政類 27.6126 32.1874 31.7395 34.97 41.42 
18 農業類 32.9360 37.9362 35.3091 42.30 48.03 
19 語文類英文組 33.3359 37.6281 35.1024 43.67 48.94 
20 語文類日文組 25.4673 27.7957 27.0904 29.23 34.11 
21 餐旅類  27.7766 27.3674 31.97 34.67 
22 海事類   25.1467 28.78 31.27 
23 水產類   27.4273 32.13 36.21 
24 海事水產類 26.9526 26.6778    
 

表 4  四技二專各類科數學卷別彙整表 

數學 A 卷 數學 B 卷 數學 C 卷 

機械類、汽車類、電機類、電子類、

化工類、衛生類、土木建築類、工業

設計類、工程與管理類工程組、工程

與管理類管理組、食品類 

商業類、商業設計類、幼保

類、美容類、家政類、農業類、

語文類英文組、語文類日文

組、餐旅類、海事類、水產類

護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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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93學年度各類科考生語文考科之群落樹狀圖 
 

 
圖2  94學年度各類科考生語文考科之群落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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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93 學年度各類科考生依據語文考科之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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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94 學年度各類科考生依據語文考科之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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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94 學年度數學 A卷考生群落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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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94 學年度數學 A卷考生群落之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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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94 學年度數學 B卷考生群落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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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94 學年度數學 B卷考生群落之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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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結論及建議事項結論及建議事項結論及建議事項結論及建議事項    

由於高職各類科的國文、英文、數學授課時數與內容略有差異（表 5、表

6），因此類別間的共同考科成績差異是可理解的，然而在授課時數相同的情況

下，不同類別仍有表現差異，且這樣的差異不因年度的不同而改變或僅些微改

變，顯示學生的成就表現與其所考的類別有關，值得相關授課教師注意。

表 5  高職各科系共同考科授課時數表 

科目 

工

業

類 

科目 

商

業

類 

科目 

農

業

類

科目 

家

政

類

科目 

海事

水產

類 

科目 
高

中 

國文 I 4 國文 I 4 國文 I 4 國文 I 3 國文 I 4 國文 I 4 

國文 II 4 國文 II 4 國文 II 4 國文 II 3 國文 II 4 國文 II 4 

國文 III 2 國文 III 4 國文 III 4 國文 III 3 國文 III 4 國文 III 4 

國文 IV 2 國文 IV 4 國文 IV 4 國文 IV 3 國文 IV 4 國文 IV 4 

國文 V 2 應用文 I 2  國文 V 3   國文 V 4 

國文 VI 2 應用文 II 2  國文 VI 3   國文 VI 4 

英文 I 2 英文 I 2 英文 I 4 英文 I 2 英文 I 2 英文 I 4 

英文 II 2 英文 II 2 英文 II 4 英文 II 2 英文 II 2 英文 II 4 

英文 III 2 英文 III 2  英文 III 2 英文 III 2 英文 III 4 

英文 IV 2 英文 IV 2  英文 IV 2 英文 IV 2 英文 IV 4 

英文 V 2 英文會話 I 2  英文會話 I 2 英文會話 I 2 英文 V 4 

英文 VI 2 英文會話 II 2  英文會話 II 2 英文會話 II 2 英文 VI 4 

數學 I 4 數學 I 2 數學 I 2 數學 I 2 數學 I 2 數學 I 4 

數學 II 4 數學 II 2 數學 II 2 數學 II 2 數學 II 2 數學 II 4 

數學 III 4 應用數學 I 2 應用數學 I 2 數學 III 2 數學 III 2 數學 III 4 

數學 IV 4 應用數學 II 2 應用數學 II 2 數學 IV 2 數學 IV 2 數學 IV 4 

備註： 

1. 表中時數不含選修學分數。 

2. 工業類：機械科、模具科、製圖科、鑄造科、板金科、配管科、汽車科、重機科、機電科、

機械木模科、電機科、電子科、控制科、資訊科、冷凍空調科、化工科、土木科、建築科、

家具土木科、室內設計科、印刷科、環境檢驗科。 

3. 商業類：商業經營科、國際貿易科、會計事務科、資料處理科、廣告設計科、不動產事務科、

應用外語科、餐飲管理科、觀光事業科。 

4. 農業類：農業類科。 

5. 家政類：家政類科。 

6. 海事水產類：航海科、輪機科、航運管理科、水產食品科、水產養殖科、水產經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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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高職各科系共同考科授課時數合計表 

工業類 商業類 農業類 家政類 海事水產類 高中

國文 16 20 16 18 16 24 
英文 12 12 8 12 12 24 
數學 16 8 8 8 8 16 

 

語文類英文組的英文成績普遍高於其他類科多達 20 幾分，這樣的結果並

不令人意外，因為英文是這類科學生專業學習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語

文類英文組與日文組可以跨考商業類，因此英文的優勢的確可以讓這些學生彌

補商業類專業考科的不足，在和商業類考生競爭時，就變得較為有利。

化工類和工業設計類同屬工業類，這二類考生在共同考科的優異表現的確

值得其他類科研究與學習，報考這二類的考生背景，化工類以化工科為主，工

業設計類以美工科為主，有趣的是商業設計類考生有很多也是美工科的學生。

而工業設計類的專業考科（一）為基礎製圖、設計基礎，專業考科（二）為物

理、計算機概論；商業設計類專業考科（一）為文字造型、色彩學，專業考科

（二）為圖學、設計基礎。顯然學生在報考前，若數學能力較強的才會報考工

業設計類。因為工業設計類的數學為 A 卷，而商業設計類為 B 卷。工業類學

生數學授課時數為 16 小時，是商業類 8 小時的二倍，可預測美工類的學生於

在校時需針對數學另外加強，否則無法應付考試。

美容類與海事類是共同考科成績表現較差的群落，值得相關任課教師檢討

與關心。因為美容類與家政類同屬家政類科，其共同考科授課時數相同，但家

政類的成績表現卻較美容類為佳。同樣的海事類與水產類的授課時數相同，但

水產類的考生成績表現較海事類為佳。

在工業類中，汽車類、工程與管理類管理組、食品類同屬第三群，其數學

成績表現較第二群為差，其中工程與管理類管理組報考的考生以資訊科和資料

處理科為大宗，而資訊科為工業類，資料處理科為商業類，因此考生的數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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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數原本就不同，經過許多學校強力建議工程與管理類管理組應改考數學 B

卷，96 學年度工程與管理類管理組將改考數學 B 卷，可解釋何以工程與管理

類管理組的數學平均較第二群為差是合理的。然而汽車類與食品類何以數學較

第二群差，就值得相關老師研究。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商業類中，幼保類、語

文類日文組、餐旅類、水產類同屬第三群，其數學授課時數並未比其他類少，

但學習成就則較差，是值得探討與改進的。

教育為百年大計，學生的學習狀態與學習成果值得所有的教師投注關心，

雖然人的資質有所差異，學生表現各有所長，原屬正常現象，然而如果是整個

群落成就偏低，就值得相關單位重視與檢討，本研究以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的結果做初步的分析與探討，雖然看到現象，對於現象後面的成因仍然未知，

本研究僅做拋磚引玉之用，希望更多的學者專家共同參與研究，找出背後的原

因與改進之道，造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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闈內試題本製作闈內試題本製作闈內試題本製作闈內試題本製作問題的探討問題的探討問題的探討問題的探討    

韓文錦韓文錦韓文錦韓文錦 楊穎惇楊穎惇楊穎惇楊穎惇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試題印製、裝訂、裝箱在中心所舉辦的兩項大學入學相關的考試來說，屬

於重要的一項工作，本文主要是介紹闈內試題印製、裝箱等的流程，及在每個

流程中容易出錯的地方以及發生錯誤時的處理方式。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試題印製試題印製試題印製試題印製、、、、試題本裝訂試題本裝訂試題本裝訂試題本裝訂、、、、闈內作業闈內作業闈內作業闈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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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Printing, Bookbinding of Testlet in the 
Restricted Hall for producing Examination Paper 

Wen-Ching Han, Ying-Chun Yang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Abstract

Producing Examination papers is a laborious and tedious work. It is also a 
manpower concentrated work. All sorts of errors can easily happen at various stages 
of producing them. In this paper,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ducing Examination papers 
including printing, bookbinding and packaging are explained.  

Pitfalls and errors at various stage are described and finally checking and 
correction measures are also explained.  

keywords：：：：examination paper printing, testlet bookbinding, checking and  
correction measures of printing examinati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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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要將一份正確的試題，準確無誤的交到每位應考的考生手中，是需要許多

人的努力及分工的。整個過程包括考試中心在考試前的前置作業，如編制准考

證號、安排考區、考場，以及試題印製、包裝、分送等，最後再交由考區試務

工作人員分送至考場監試人員的手中，再轉發到考生的座位上。然而要製作並

圓滿交付一份正確的試題，除了考量作業時間與機器配合外，尚須縝密的規劃，

進行層層的檢查、查驗、包裝，最後才裝入各考區的紙箱運送到考區。

本文即在介紹試題在闈內從無到有的製作過程及闈務組在考前一些前置的

工作，以與同行切磋工作經驗，亦請前輩大賢不吝指正。

貳貳貳貳、、、、工作概述及分項說明工作概述及分項說明工作概述及分項說明工作概述及分項說明

一一一一、、、、工作概述工作概述工作概述工作概述

闈務工作主要是在試題的印製，如發生有試題外漏等情事，將會嚴重影響

多數考生的權益，引發社會軒然大波，因此試題印製是試務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由於保密的緣故，其工作必須是在一個幾乎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來進行，因此

許多行政上的事情必須在入闈前就準備完成，諸如人員的選派、場地規劃、住

宿安排、膳食安排、所需物品的申請及製作（試題袋貼標籤、試題箱標籤）等

等，因所需準備的事項非常繁瑣在此不一一詳述，僅就試題印製方面作一探討。

試題的印製及將其正確無誤的送到每個試場，必須依據中心相關單位所提

供之試場資料及試題原稿來處理，首先當接獲本中心第二處所提供之試場資料

後即安排試題袋標籤列印及箱數分配與試題箱標籤列印，第二處是負責報名、

准考證製作、考（分）區安排、試場座位編排、答案卷（卡）製作的單位。入

闈後的試題印製是根據第一處命題組命題總幹事所提供之試題原稿作業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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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一處負責命題、審題、修題及試題版面的排版工作（謝政達、吳鑫俞，2006）。

目前中心的闈務編組是：闈長 1人、副闈長 1人、執行幹事 1人。

命題組：命題顧問若干人、命題顧問組執行幹事 1人、排版組 2人、點字

試題製作 3人、試考生 4人。

點字試題製作組︰點字試題製作 2人、點字圖表製作 1人。

印刷查驗組：組長 1人、印刷小組長 1人、技工 8人、裝訂小組長 1人、

技工 4人、查驗及試題裝袋工讀生 22人。

裝箱組：組長 1人、工讀生 6人。

支援組：水電技工 1人、清潔人員 1人。

其組織架構與工作職掌請見圖 1及表 1：    
 

  

 

 

 

 

 

 

 

 

 

 

 

 

 

註︰1.跨出闈場範圍的圖示，表示有一部分之工作是在闈外進行的。

        2.點字試題是專為視障生製作的試題，人員編製另編。 

圖 1  闈務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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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作職掌 

職  稱 業  務  職  掌 

闈長 綜理闈務全盤業務 

副闈長 協助闈長綜理闈務全盤業務及應變需要之闈長法定代理人 

執行幹事 入闈用品申請、試題袋標籤印製、試題箱數分配及標示印製、相關表

件製作、至命題顧問組領取試題原稿、生活管理、場地佈置 

命題顧問 提供修題及組卷之意見、作試卷及答案之最後確認、撰寫試卷特色、

非選擇題評分原則、撰寫試題解析、出席出闈記者會 

試考生 1.試作各科試卷，檢查作答時間是否充裕。2.對整卷試題的難易度提

出建議。3.與命題顧問以及入闈高中教師討論試題，並提出建議。4.

對試題的文字敘述、用字遣詞提供建議。5.核對答案有無錯誤或爭議。

6.協助檢查試題皆符合課程綱要，且沒有偏袒任何教科書或與任何版

本內容雷同。7.協助檢查試題避免與歷屆試題、模擬考題、大考中心

研究用試題、參考書試題雷同。8.由考生觀點，撰寫各科試題特色。

9.協助試卷查驗、裝訂、包裝等工作。 

點字題 負責點字試題製作 

排版 排版、組卷、修卷、繪圖、放大卷製作 

印刷查驗組長 入闈工讀生招募（必須當年無三等親之親屬考試）、寢室分配、核對試

題袋標籤及黏貼、試題印製進度管制、印刷裝訂時問題試卷處理、校

稿人員派遣、生活管理 

裝箱組長 識別證製作、入闈唱名名單、切結書、早餐會報簽到表、核對箱數分

配表與標示、試題打包裝箱、生活管理 

水電技工 維護闈場之水電及修護、餐具清洗 

清潔人員 負責闈場內所有公共區域之清潔、餐具清洗 
 

由於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數量龐大的試題卷，有些前置工作必須在入

闈前完成，包括試題袋貼上標有考試科目、考試日期、考區、分區、試場及試

題份數的貼紙，以及分送各考區、分區試題箱外的貼紙印製，貼紙內容除須與

第二處所提供的試務資料核對無誤外，尚須工作人員仔細計算試題箱所能包裝

的數量，務必做到精簡、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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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製作一份完整試題的工作流程（如圖 2） 

                         圖 2 製作一份完整試題的工作流程

依據上圖之流程大致可細分為：製版→校稿→印刷→印刷清晰查驗→裝訂

→裝訂成果查驗→數題本數→題本抽樣查驗→裝袋→裝箱→堆放→清場等步驟

，並依工作項目區分為四個組，分別是印刷組、裝訂組、查驗裝袋組、裝箱組，

各組的工作內容簡述如下：印刷組負責試題印刷，裝訂組將試題裝訂成冊，查

驗裝袋組負責裝袋前之試題卷檢查及將其裝入試題袋中，裝箱組負責將試題袋

裝入試題箱中。

 
二二二二、、、、分項說明分項說明分項說明分項說明    

以下就各工作步驟作進一步說明：

（（（（一一一一））））製版製版製版製版

闈務組執行幹事至命題顧問組領取欲印製考科的試題原稿後，交印刷組製

命    題
顧問組

定稿製版

試        印

看樣、簽章

由闈長、命題

顧問看樣 製版正確
全部銷

毀重新

製版 

整紙、印刷、查驗

依實際需用量印刷

裝訂、查驗試題袋查驗

題本查驗

由闈長(命題顧問)抽驗
數數、查驗、

裝袋
秤重、彌封、蓋彌封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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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先行試印，主要是看印出的版面是否正確，文字、圖樣是否清晰，此時較容

易有問題的是有區隔層次的圖樣（如圖 3），區分甲、乙、丙、丁四個區塊，依

圖例標示要讓考生能夠分辨，此圖樣層次如分辨不出時恐影響考生作答，所以

必須先試印，印出後會同命題顧問組人員檢查，經檢查無誤後再印製 2-3份樣

本準備校稿使用。

（（（（二二二二））））校稿校稿校稿校稿

由查驗裝袋及裝箱組派人將印出的樣本與原稿及 PDF檔進行逐字核對，此

步驟於文字部份採朗誦方式進行，圖樣則採比對的方式，檢查不同速印機所印

出的試卷品質及版本間內容是否完全一致；如發現有不相符情形時，即請命題

組查明是那一個版本不同，更正後再重新製版，然後校對，直到各版本間完全

相符時，即開始依該科所需之份數開始印刷量產。

（（（（三三三三））））印刷印刷印刷印刷

本中心的試題卷是採用題本的方式成卷的，在印刷時是採雙面印刷，所以

採用兩線方式印製（每次印製數量以 500張為一個基數），第一線先印一面，因

油墨乾燥時間的關係，第一線印製約 3000~3500份時，第二線才開始印第二面，

在印刷過程中，印刷人員需隨機抽樣檢查是否有版面不清（油墨過淡或過濃）、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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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版（版面未置中，偏一邊）及歪斜等情事，如發現有上述情事發生時即停機

檢查並修正。為保持版面之清晰完整，每部機器的版紙約印 1500~2000張時即

重新製版後再印。第二線印完 3000〜3500張後查驗人員才開始查驗印製成果。

（（（（四四四四））））印印印印刷清晰查驗刷清晰查驗刷清晰查驗刷清晰查驗

以 500張為一單位，檢查各科要求必須注意的圖形、文字是否清晰，並查

驗其中有無夾帶白紙、拖版或正反面印製顛倒等情事，如有發現即須作全面性

之檢查；檢查無誤後便依規定之位置堆疊，以便裝訂人員取用。

（（（（五五五五））））裝訂裝訂裝訂裝訂

裝訂人員依題本頁碼之順序，將檢查後之試題依順序放置於釘摺機上開始

裝訂，在釘摺過程中添加紙張時應注意放紙之順序，若發生錯誤則題本便有可

能產生重覆頁、頁碼倒置及漏頁的情事發生。

（（（（六六六六））））裝訂成果查驗裝訂成果查驗裝訂成果查驗裝訂成果查驗

依機器釘摺速度約 10〜15本抽查一本，檢查要求是每本題本必須按頁碼順

序裝訂，若不是正確的頁碼順序，則有可能是重覆頁、頁碼倒置、漏頁或漏訂

的情形；如發現有上述不正確的情形發生時，即令負責機器操作人員停機，查

驗人員檢查該本前後的題本有無類似的情形，機器操作人員檢查機上放置的順

序是否正確及機器有無缺針的情形。

（（（（七七七七））））數題本數數題本數數題本數數題本數

目前中心編排試場時，原則上是以 42 人為一試場，題本數是採用秤重的

方式秤量的，首先以人工的方式點算出 42 本題本，將其置於秤上秤出重量，

並於秤上數量設定為 42，然後繼續秤 5、6個試場後再用人工算一遍秤過的試

題本是否為 42 本，無誤後即開始正式秤出每個試場的題本數。電子秤數量設

定原則上是每小時依前述方法重新設定一次，但因紙張受潮程度會影響重量，

於重量差異過大或過小時必須隨時重新取樣設定，不等於 42 人的試場則以人

工計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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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題本抽樣查驗題本抽樣查驗題本抽樣查驗題本抽樣查驗

在每一試場 42本試題當中任意抽出不連續的 2本，再次檢查頁碼順序是否

有漏頁、重複頁、頁碼倒置，及版面是否正常有無缺漏字的情形，如發現有上

述情形時該疊前後堆疊的題本每本均需檢查，檢查數量視桌面堆疊的數量來決

定。抽查查驗無誤後，每疊另加 3本備用題準備裝入試題袋中。

（（（（九九九九））））裝袋裝袋裝袋裝袋

當查驗完後之堆疊數量達到可完整包裝一分區試場數時即開始裝袋，試題

裝入袋中後再秤重一次，此時重量設定包含 42本題本、3份備用試題及試題袋

重量，秤量無誤後則將試題袋彌封並加蓋彌封章，待整個分區結束後依分區試

場起訖順序排列後移交至裝箱組。

（（（（十十十十））））裝箱裝箱裝箱裝箱

裝箱組組長接獲查驗裝袋組移交來的試題袋後，依據事先做好之外箱標籤

核對試場起訖號並數試題袋數量，與標籤紙上所列之資料是否相符，核對無誤

後依動線往後移交準備打包裝箱，第二人再次核對標籤與試場起訖並點數量，

無誤後依試場順序排列後用打包機捆紮，另將標籤紙交於封箱人員並告知分區

名稱及試場號碼，封箱人員核對無誤後將標籤紙貼於外箱，然後將綑綁好的試

題袋放入箱中，用封箱機將箱子封好並貼上彌封條、蓋彌封章，再用打包機將

外箱捆綁。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堆放堆放堆放堆放

堆放原則是依出題的順序，後出的堆於最後面，先出的置於最前面，此項

工作必須在事先就規劃好放置的方式，否則到時要按出題順序排列時，就可能

會有打結的現象發生。整個裝箱、儲存的流程示如圖 4︰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清場清場清場清場

每科作業結束，所有垃圾及廢題、廢紙皆集中清理乾淨，作業場所不能留

下任何印刷過後的紙片，待清場完畢，原稿交回，才進行下一科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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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裝箱、儲存流程圖 

參參參參、、、、問題探討問題探討問題探討問題探討

根據整個工作流程檢討，除了製版、校稿較有餘裕仔細檢查錯誤外，其他

工作步驟必須由工作人員在工作進行中，同步仔細查驗可能發生的錯誤，因此

在入闈人員的選擇上，一直是闈務組特別用心的部分。在整個工作過程中常發

生的錯誤項目，可依五個工作階段分述及檢討如下：

一一一一、、、、印刷時有可能發生的錯誤印刷時有可能發生的錯誤印刷時有可能發生的錯誤印刷時有可能發生的錯誤

（（（（一一一一））））機器方面機器方面機器方面機器方面

目前中心所使用的印刷機器是一般性的事務機，在機器方面有可能發生的

錯誤是夾帶白紙、拖板、版紙皺摺、紙粉過重將字遮掉或紙屑未處理乾淨，印

刷後紙屑移位，原處便一片空白。

核對標籤、科目、考

場起訖號、試題種類

及袋數（A）

通知執行幹事及印刷裝訂組

長共同檢查錯誤所在

交工讀生點數核對無誤後依

順序排列綑綁（B）（C）

核對標籤與試場是否相符無

誤貼標籤、裝箱、封塑膠袋、

封箱、貼封條（D）

蓋彌封章、綑綁、送至儲存區

正
確

不
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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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人員方面人員方面人員方面人員方面

有可能發生的是將檢查過的紙放回時放反、印第二頁時將紙放顛倒。

針對上述之錯誤，目前因應的方式是，首先在紙張方面，要求廠商在紙粉、

紙屑及靜電處理方面要加強；其次在印刷方面，夾帶白紙的情形目前稍有改善，

因現行採用的機器有加裝偵測器，如果是兩張紙一起捲進會立刻停機，但也不

是百分之百，如果偵測器上有灰塵時會影響其靈敏度。現在改善的作法是經常

清除偵測器上灰塵，另外每隔一段時間於 500張內加兩張黏在一起的紙張（刻

意製作的測試紙張），測試當印到這種紙張時是否會自動停機，其他人為因素之

錯誤要求務必要小心並經常提醒。

二二二二、、、、印後檢查時有可能發生的錯誤印後檢查時有可能發生的錯誤印後檢查時有可能發生的錯誤印後檢查時有可能發生的錯誤

（（（（一一一一））））視覺暫留的關係視覺暫留的關係視覺暫留的關係視覺暫留的關係

在整疊翻閱時速度太快，便會產生有如動畫的情形，有可能連夾帶白紙都

不容易察覺。

（（（（二二二二））））抽檢時紙張放反抽檢時紙張放反抽檢時紙張放反抽檢時紙張放反

當整疊翻閱無誤後，便在該疊的中上及中下各抽一張作詳細檢查，檢查完

後放回時正反面放顛倒。

拖版 夾有紙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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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瑕疵紙張類型圖示瑕疵紙張類型圖示瑕疵紙張類型圖示瑕疵紙張類型圖示：：：：

要求檢查人員在翻閱時速度不可太快，每邊最少要翻閱兩次，抽檢時盡量

不要將紙張抽出直接在原位檢查（先檢查正面半邊再檢查另外一半，背面亦同）。

紙屑

不齊 破洞 

折疊 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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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釘摺後有可能發生的錯誤釘摺後有可能發生的錯誤釘摺後有可能發生的錯誤釘摺後有可能發生的錯誤

（（（（一一一一））））紙張放反紙張放反紙張放反紙張放反

在裝訂的時候各頁放於撿頁機的層板上時數量不會一樣，其中有一張可能

會先訂完，而另一張還有剩，這時便需重新加紙，加紙的時候將架上剩餘的紙

取下時，再拿的時候未注意將拿下的那疊紙放反。

（（（（二二二二））））紙張放錯紙張放錯紙張放錯紙張放錯

當整疊翻閱無誤後，放至指定位置時正反面放顛倒或放錯位置。

（（（（三三三三））））訂不確實訂不確實訂不確實訂不確實

如漏訂、斷釘、位置偏移。

頁碼重複

頁碼倒置

-12-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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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錯誤的發生最怕是只有少數幾張錯置，因為在釘摺後的檢查，依據經

驗釘摺後的檢查差不多是 10〜15本檢查 1本，錯置的紙張如少於此數量時就有

可能會夾在沒有被檢查到的 10〜15本中間，所以在檢查時很難發現，在這個檢

查的流程中未能檢查到，錯誤的題本就有可能流到下一個流程，如果真的流到

題本抽樣查驗這個流程時，要再檢查出來的機率就更低了，這樣就很有可能會

流到試場了，所以要求工作人員在機器啟動時的第一本及停機的最後一本務必

要檢查。

（（（（四四四四））））題本數所發生的錯誤題本數所發生的錯誤題本數所發生的錯誤題本數所發生的錯誤

中心現採用的方法是秤重的方式，截至目前為止因紙張的濕度及厚薄等因

素所造成的誤差範圍大概在正負 1本之間，超出此數值之可能性，是有但機率

很低，為了怕試題本不足，每個試場均有 3份備用試題以彌補數量之誤差。數

量上比較容易出錯的就是試場人數不等於 42人，因為必須用人工數算，如分區

只有一個試場時出錯的機率較低，如有兩個以上時就有可能發生錯誤，錯誤的

原因是算完後在裝袋時裝錯試場。爾後要求碰到兩個以上不等於 42人試場時，

採取的方式是一個試場一個試場作，先用人工算出此試場需用份數，數完後再

秤重看個數對不對，無誤後再裝入袋中，做完一個試場再做另一個試場，目前

此作業方式可將錯誤降至最低。

（（（（五五五五））））裝箱裝箱裝箱裝箱

在此流程只要事前準備工作時將箱數分配表做好，於過程中經過詳實核對，

基本上至目前為止，尚無裝錯箱的情事發生。

肆肆肆肆、、、、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負責試題印製是一件壓力很大的工作，依據這些年來的經驗，雖然每次都

想做到零缺點但往往不能盡如人意，或多或少總有些瑕疵卷流到試場，追究其

原因，人的因素佔絕大部分，尤其是在印刷、印後檢查、裝訂、訂後檢查這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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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關卡，雖然管理人員經常的提醒，但每個人的精神狀態很難控制，明明想的

是這樣但做出來的動作卻不一樣。

錯誤的產生如果是屬系統性（就是一疊全部都錯或錯的數量超過 20張以上

）的錯誤還比較容易檢查出來，要是只有少數幾張的話就很難查出，每次每科

印製約十七、八萬份的試題，流到試場的瑕疵卷比率大概在萬分之一以下，可

是考生若不幸分到這份瑕疵卷，或多或少對作答心情都會有影響，因此如何使

送到試場的試題都是正確的，是試題印製工作不斷追求的目標。有鑑於此，筆

者特別提出往後作業可以改進及加強注意的幾點建議：

一一一一、、、、人員挑選與經驗傳承人員挑選與經驗傳承人員挑選與經驗傳承人員挑選與經驗傳承

前面介紹的闈內工作內容除了印刷及釘摺外，都需要人員細心的檢查及作

業；再者闈場為一密閉空間，所有人員朝夕碰面，情緒管控與生活習慣都會直

接或間接影響工作，因此挑選適合的工讀生並建立經驗傳承的傳統將有助於工

作的進行。

二二二二、、、、新型印刷及釘摺機器的選用新型印刷及釘摺機器的選用新型印刷及釘摺機器的選用新型印刷及釘摺機器的選用

鑒於本中心闈場限制，只能採用小型的事務機器，因此隨時掌握新型且適

用的機器不僅可以避免作業錯誤，更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例如印刷的速印機增

加了紅外線自動偵測白紙功能，試題空白頁的情形就可盡量避免，而這項功能

則是近兩年才發展出來的。

三三三三、、、、流程掌控及標準化動作的制定與落實流程掌控及標準化動作的制定與落實流程掌控及標準化動作的制定與落實流程掌控及標準化動作的制定與落實

闈務印題工作沒有大學問，只要每件事按部就班確實執行就能避免錯誤，

或者發生錯誤時（如印刷出現空白頁、裝訂錯誤等）能及時查驗發現；目前本

中心闈務印題工作流程是考慮作業時間及報名人數，經過多次實作整理的結晶

，包括查驗的動作（如 500張印刷好的試題如何翻查空白頁）、釘摺完成的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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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查驗的數量間隔（約 10至 15本查一本）、採用電子秤及磅秤計數（詳請見

本文貳、工作概述及分項說明，二、分項說明）等等，甚至每科試題印製完畢

的場地清理，都有一套標準作法，如何確實執行應是闈務工作者要思考的重點。

伍伍伍伍、、、、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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