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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測驗品質 

平衡性：測驗涵蓋的教材內容要符合雙向細目表 預定的 

                    比率。 

關聯性：測驗能適切地評量所期望的學習結果。 

                    學習內容與分段能力指標對照表   

有效性：測驗的編製、評分方式及作答時間要經濟有效。 

客觀性：該領域的專家應可得滿分或接近滿分。 

特殊性：未具備該領域知識者僅能憑猜測作答。 

國語文雙向細目表.doc
學習內容與分段能力指標對照表.doc


2013/5/18 語文教學與試題編製 3 

良好的測驗品質 

難    度：測驗的難易度要適中。 

鑑別度：能區別高低學習成就者。 

信    度：測驗的結果要一致性或可靠性。 

效    度：測驗內容能真正測量到所欲測量的特質。 

公平性：每一位受試者都有相等的機會，來表現他 

                    真正的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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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前的質化分析 

命題原則 

壹、一般性原則 

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參、試題公平性原則 

肆、試題原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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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般性原則 

試題的表達方式要能切合評量目標。 

每個試題只問一個問題，避免同時包含太多
概念。 

試題的文字敘述應簡明扼要，避免出現跟答
案無關的內容。 

標點符號的使用要準確。 

試題宜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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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般性原則 

試題的表達方式要能切合評量目標。 

 

評量目標： 

國語文字詞形音義辨認中的「形」～分辨部首筆畫 

 

查字典時，「讀」這個字應該怎麼查？ 

(1)貝部22畫  

(2)貝部15畫  

(3)言部15畫* 

(4)言部22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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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般性原則 

每個試題只問一個問題，避免同時包含太多概念。 

 

修正前 

關於下列「」中字的說明，以下何者正確？ 

甲：「牢」騷滿腹；乙：「勞」軍活動 

丙：「勞」苦功高；丁：身陷「牢」籠 

(1)甲、乙讀音相同，意義相同 

(2)甲、丁讀音相同，意義不同* 

(3)乙、丙讀音相同，意義不同 

(4)丙、丁讀音相同，意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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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般性原則 

每個試題只問一個問題，避免同時包含太多概念。 

 

修正後 

「牢騷滿腹」中的「牢」字，與下列何者「」中的字讀音
不同？ 

(1)身陷「牢」籠  

(2)「勞」軍活動* 

(3)「勞」苦功高 

(4)結構「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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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般性原則 

標點符號的使用要準確。 

 

修正前 

古人云：「開卷有益」，就是鼓勵大家要多看書。 

修正後 

古人云：「開卷有益。 」就是鼓勵大家要多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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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般性原則 

試題宜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以下這段話中，「天氣十分炎熱，敎室裡溫度常常熱得 

像蒸籠一樣。」哪些字是可以刪除的？ 

(1)天氣 

(2)敎室裡 

(3)常常 

(4)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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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題幹或選項中，應避免出現暗示正確答案的線索。 

題幹敘述宜清楚表達題意，避免過長或過短。 

題幹應使用正面敘述，若用否定句時，請加註雙底線。 

題幹的敘述應保持完整，避免被選項分割成兩個部分。 

選項中重複出現的文字宜置於題幹內。 

選項數目應保持一致，並只有一個最佳或正確答案。 

錯誤選項應具有誘答力，且有充分理由，足以說明其不正確。 

應儘量避免「以上皆是」或「以上皆非」的選項。 

選項應相互獨立，彼此之間沒有邏輯上的關聯(相互依賴、相反)。 

選項中應避免出現絕對性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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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題幹或選項中，應避免出現暗示正確答案的線索。 

 
修正前 

三國演義中有一位人物，豹頭環眼，驍勇善戰，以鋼矛 
為武器，猜猜看這個人是誰？ 
(1)展昭 
(2)哪咜   
(3)張飛* 
(4)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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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題幹或選項中，應避免出現暗示正確答案的線索。 

 
修正後 

三國演義中有一位人物，豹頭環眼，驍勇善戰，以鋼矛 
為武器，猜猜看這個人是誰？ 
(1)關羽 
(2)劉備   
(3)張飛* 
(4)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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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題幹敘述宜清楚表達題意，避免過長或過短。 

 

修正前 

「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出自那一本書？ 

(1)三國演義* 

(2)水滸傳   

(3)聊齋誌異 

(4)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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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題幹敘述宜清楚表達題意，避免過長或過短。 

 

修正後 

三國演義中「賠了夫人又折兵」中的歷史人物是誰？ 

(1)劉備 

(2)曹操   

(3)周瑜* 

(4)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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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題幹應使用正面敘述，若用否定句時，請加註雙底線。 

 

在否定字眼下加註雙底線 

 

下列「」中的語詞。哪一個使用不正確？ 

來到鄉間，眼前盡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  

今天的太陽真大，我的臉都變成「黑壓壓」的。 

庭院裡有一棵橘子樹，結滿了「黃澄澄」的果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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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題幹的敘述應保持完整，避免被選項分割成兩個部分。 

 

修正前 

哪一位文人 

(1)陶淵明*  (2)皋陶  (3)陶朱公  (4)陶侃 

不為五斗米折腰。 

 



2013/5/18 語文教學與試題編製 18 

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題幹的敘述應保持完整，避免被選項分割成兩個部分。 

 

修正後 

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是哪一位？ 

(1)陶淵明*   

(2)皋陶   

(3)陶朱公   

(4)陶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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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選項中重複出現的文字宜置於題幹內。 

 

修正前 

 

子路、冉求問孔子：「是不是聽到有道理的話，就應 

該馬上去做？ 」孔子回答子路：「要先問你爸爸或哥 

哥。 」孔子回答冉求：「當然要立刻付諸行動。 」關 

於以上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1)孔子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 

(2)孔子的教育方法是循循善誘 

(3)孔子的教育方法是當機立斷 

(4)孔子的教育方法是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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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選項中重複出現的文字宜置於題幹內。 

 

修正後 

 

子路、冉求問孔子：「是不是聽到有道理的話，就應 

該馬上去做？ 」孔子回答子路：「要先問你爸爸或哥 

哥。 」孔子回答冉求：「當然要立刻付諸行動。 」關 

於以上描述，可推知孔子的教育方法是？ 

(1) 因材施教* 

(2) 循循善誘 

(3) 當機立斷 

(4) 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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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選項數目應保持一致，並只有一個最佳或正確答案。 

 

修正前 

 

「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句中所使用的修辭是？ 

(1) 排比 

(2) 類疊* 

(3) 擬人 

(4) 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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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選項數目應保持一致，並只有一個最佳或正確答案。 

 

修正後 

 

「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句中所使用的類疊修辭是？ 

(1) 疊字 

(2) 疊句* 

(3) 類字 

(4) 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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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錯誤選項應具有誘答力，且有充分的理由，
足以說明其不正確。 

 

修正前 

 

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請問他生活中的六個 

「一」不包括下列哪一個？ 

(1) 電腦一台* 

(2) 老翁一位 

(3) 棋一局 

(4) 琴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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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錯誤選項應具有誘答力，且有充分的理由，
足以說明其不正確。 

 

修正後 

 

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請問他生活中的六個 

「一」不包括下列哪一個？ 

(1) 畫一幅* 

(2) 老翁一位 

(3) 棋一局 

(4) 琴一張             ★誘答選項編製範例 

誘答選項試題範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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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應儘量避免「以上皆是」或「以上皆非」的選項。 

 

 

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請問他生活中的六個 

「一」不包括下列哪一個？ 

(1)琴一張  

(2)老翁一位 

(3)棋一局 

(4)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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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題幹與選項設計原則 

選項應相互獨立，彼此之間沒有邏輯上的關聯（相互
依賴、相反）。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 

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 

 

(1) 善惡不分大小 

(2) 惡大不為 

(3) 惡小可為 

(4) 善小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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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試題公平性原則 

試題中應避免歧視性別或種族的
字眼。 

試題中的訊息不宜是某些群體
（種族、性別、居住地區）所特
別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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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試題原創性 

試題不應在課本、參考書或補習
班講義中出現過。 

 

試題不應在任何考試中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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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檢核表 是 否 

試題的表達方式是否能切合該題評量目標？ 

答對該題是否可以算是具備該題項評量目標上所描述的能力？ 

答錯該題是否就不具備該題項評量目標上所描述的能力？ 

試題能否清楚的表達題意？ 

試題是否只問一個問題？ 

題幹與選項的文法是否一致？ 

題幹與選項的邏輯是否連貫？ 

題幹是否保持完整，沒有被分割開來？ 

選項中是否只有一個最佳或正確答案？ 

選項是否相互獨立，彼此間沒有邏輯上的連貫？ 

選用的短文圖表是否符合該題的評量目標？ 

各選項的字數是否相當？ 

試題中是否已經避免歧視（性別、種族、居住地區等）的字眼？ 

試題中的訊息並非某些群體（性別、種族、居住地區等）所特別熟悉的？ 

答對本題的機會，並不會受到評量目標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 

試題未曾在任何考試或出版品中出現過？ 

選項的表達方式（包括用詞、文法與長度）是否都相似？ 

 

請逐一檢查每個試題是否具有以下的問題。若為「否」，請重新修改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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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鑑別度指數 

  0.40以上：非常優良。  

  0.30~0.39：優良；但可能需要修改。 

  0.20~0.29：尚可；但需做局部修改。 

  0.19以下：劣；需要刪除或修改。 

 

試題難度指數（答對率） 

  0.5為試題難度適中 

  0.8以上為試題難度容易 



2013/5/18 語文教學與試題編製 31 

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下列句子「」中的字，哪一組讀音相同？ 

   他連續上「當」兩次，「當」然會很生氣。  

   他「背」著書包在校園「背」書。  

   「行」行出狀元，每個「行」業都值得尊重。  

 

    

   鑑別度指數0.431 

    

   難度指數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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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下列哪一組「」中的字讀音不同？ 

   「重」量／「中」獎  

   「貪」心／「貧」窮  

   「晴」天／心「情」 

  

   鑑別度指數0.317 

 

   難度指數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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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下列哪一組「」中的字用法完全正確？ 

   「拆」斷樹枝／「折」開信封  

   「辛」福生活／非常「幸」苦  

   家境「富」有／「當」然可以  

 

   鑑別度指數0.524 

 

   難度指數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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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下面這句話中的□，按照順序應該填哪一個字？ 

  （□天白雲天氣好，最適合打□球了。） 

   藍、籃  

   籃、藍  

   籃、籃  

 

   鑑別度指數0.21 

    

   難度指數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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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查字典時，「讀」這個字應該怎麼查？ 

   貝部22畫  

   貝部15畫  

   言部15畫 

 

   鑑別度指數0.394 

 

   難度指數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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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經過一□時間，裁判才宣布比賽的結果。」 

   □中應選擇哪一個量詞較適當？ 

   回  

   段  

   次  

 

   鑑別度指數0.11 

 

   難度指數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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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老師要我們每天□□豆子發芽的情形，並在日記上做文字紀
錄。」□□填入哪一個語詞比較適當？ 

   觀光  

   觀賞  

   觀察 

 

   鑑別度指數0.083 

 

   難度指數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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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下列語句中，何者帶有「恍然大悟」的語氣？ 

   原來一直幫我扛頭上那片天的巨人也會老。  

   如果你不快點起床，恐怕會遲到！  

   如果你跑快一點，就能通過這次測驗！  

 

   鑑別度指數0.516 

 

   難度指數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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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下列哪一個句子中，使用「分別」這個語詞並不適當？ 

   老師敎我們要「分別」好與壞，不可以做壞事。  

   請你將這塊蛋糕「分別」成十份，分給小朋友。  

   我們「分別」去進行計畫，到了晚上再會合。  

 

   鑑別度0.5 

  

   難度指數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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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暑假時，爸爸帶我們全家到山上度假，因為天氣晴朗，   

   所以晚上的天空中有很多亮晶晶的眼睛。」 

   上面這段話裡的「眼睛」指的是： 

   月亮  

   太陽  

   星星 

 

   鑑別度指數0.131 

 

   難度指數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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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下列「  」中的語詞。哪一個使用不正確？ 

   來到鄉間，眼前盡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  

   今天的太陽真大，我的臉都變成「黑壓壓」的。  

   庭院裡有一棵橘子樹，結滿了「黃澄澄」的果實。 

 

   鑑別度指數0.348 

 

   難度指數0.69  



2013/5/18 語文教學與試題編製 42 

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眼看『左右』無人，他飛快的跑進敎室。」 

   下列哪一個句子中「左右」的意思和這一句相同？ 

   要保持樂觀，一定會有好事發生在你「左右」。  

   那位穿著紅色外套的先生應該是五十歲「左右」。  

   他很固執，任何人都無法「左右」他的決定。 

 

   鑑別度指數0.471 

 

   難度指數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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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街角有一家花店。店門口擺了許多裝著水的小圓桶。老闆將
玫瑰花、百合、水仙、波斯菊放在圓桶裡展示。」下列敘述哪
一項正確？ 

   花店老闆將花擺放在街角裝有水的圓桶裡。  

   街角的花店老闆將花擺放在門口裝著水的圓桶裡。  

   花店老闆將裝有水的圓桶擺放在店門口前展示。 

 

   鑑別度指數0.501 

 

   難度指數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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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柔和的月光好似媽媽的愛，溫柔的包圍著我們。」的修辭技巧
和下列哪一句相同？ 

   他上課很不專心，就像毛毛蟲一樣，動個不停。  

   溫暖的陽光同時照著富人與窮人。  

   我最喜歡到處去旅行。  

 

   鑑別度指數0.42 

 

   難度指數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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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的量化分析 

護士阿姨照顧生病的小朋友，家長為了謝謝她，寫了一張卡片表
達心意，請問這張卡片是什麼卡片？ 

   便條  

   生日賀卡  

   感謝卡 

 

   鑑別度指數0.115 

 

   難度指數0.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