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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介紹適用於試題反應理論的試題分析軟體－MicroCAT(3.5 版)，並

簡介試題反應理論，說明如何使用MicroCAT來估計試題參數，並分析題庫性質。 

壹、前言 

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以下簡稱 IRT)自 70年代起開始成為測

驗學者的研究焦點，在此之前的測驗領域仍然以傳統測驗的強真分數理論為主。

雖然傳統測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以下簡稱 CTT)的假設弱，但是較容易

滿足，因此相較於數學模式複雜、嚴謹的 IRT，CTT反而獲得大多數測驗使用者

的青睞。但是 IRT特性中的試題參數不受樣本影響、試題能提供每個受試者個別

差異的測量誤差指標、以試題訊息量取代信度等，都是 CTT 所無法達到的。時

代進步日新月異，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過去 IRT困擾測驗使用者的繁雜數學

模式與假設，已經可以交給電腦處理，也因而發展出所謂的電腦適性化測驗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以下簡稱 CAT)，至目前為止，一些常見的測驗工

具如托福測驗等都以 CAT的方式實施。而在國內，IRT一直多停留在研究階段，

應用在各領域測驗上的研究反而較為少見，實為可惜。 

比較 IRT與傳統測驗理論，其數學化、數量化可說是其理論上的一大特色，

尤其當我們要應用 IRT的方法來分析某份測驗資料時，首先必須估計所選用的試

題反應模式的參數，而這些參數的估計常涉及艱深難懂的數學公式及繁瑣的計算

過程(劉湘川、施淑娟，1995)。不過近年來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各種適用於 IRT

的程式軟體都相繼問世，使得試題參數估計變得輕鬆許多，也鼓舞許多測驗使用

者研究 IRT並進而促進 CAT的推廣。因此本文將簡介 IRT理論，並介紹一套美

國 Assessment Systems Corporation發展的MicroCAT測驗軟體，說明如何操作以

估計試題參數。期能對 IRT及 CAT有興趣者提供實務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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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試題反應理論 

製作一個 CAT的程序，可以分為以下步驟(何榮桂，1999)： 

1. 選擇一個合適的 IRT模式。 

2. 建置一個已校準的題庫。 

3. 決定測驗的起始點。 

4. 選擇有效率的適性策略及能力估計方法。 

5. 決定測驗終止的標準。 

CAT 施測過程中重要的選題策略以及能力估計是依據 IRT 發展而來。在實

施前必須先建立已校準的題庫，而題庫的校準必須通過試題參數分析，是以欲瞭

解 CAT原理必需從 IRT開始。 

一、IRT概要 

受試者在某測驗上的表現情形,可由一組因素來加以預測或解釋，這組因素

稱為潛在特質(latent traits)或能力(abilities)。受試者的表現和潛在特質之間的關

係，可透過一條連續嚴格遞增(monotonically increasing)的函數來解釋，此函數稱

為試題特徵函數(item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然後再把不同能力的學生在某試題

的得分期望連結成線，所形成的曲線則稱為試題特徵曲線(item characteristic 

cure，簡稱 ICC)。IRT 的目地就在於提供計的試題不變量(invariant)和能力估計

值。由於 IRT試題反應理論是針對古典測驗理論的缺失而發展出來的，所以它有

幾項特色(Hambleton&Swaminathan,1985)： 

1. 在受試母群中，試題參數估計值是不受取樣波動(sampling fluction)的影

響，不同的取樣結果，只呈現 ICC 的局部區間，連結了不同的取樣結

果，則可呈現校完整的 ICC圖。 

2. 在試題的選擇中，受試者能力估計值不受樣取波動的影響。 

3. 受試者的能力可以確切估計求出。 

二、基本假定 

任何測驗都可以透過現代測驗的試題反應模式的基本假定－單向性與局部

獨立的檢驗，以了解模式與資料的符合程度。另外有些模式則有其他的特殊假

定，如 Rasch模式，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一)單向性（unidimensionality） 

單向性指的是測驗只測一種能力或特質。在此「測驗」只表示測量同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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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或能力的題目組合。最常用於考驗測驗單向性的方法就是因素分析法。IRT

屬於強假定不同於古典測驗的弱假定，所以測驗資料很難完全符合單向性的假

定，但項目反應模式有其強韌性（robustness），也就是允許某種程度的違反假

定。因此，假定的考驗不能做為判定現代測驗生死的依據，應將之視為題目的

性質（王寶庸，1995）。 

使用因素分析考驗單向性時，Lord(1980)認為第一個特徵值比第二個特徵

值大很多，且其他特徵值都差不多時，測驗大致呈單向性。如表 1中，第一個

特徵值佔 14.55%，且明顯大於其他特徵值，表示有一明顯的主控因素。 

 

表 1 特徵值及比例 
因素 特徵值 百分比 

1 34.629 14.550 

2 4.327 1.818 

3 3.734 1.569 

4 3.644 1.531 

5 3.028 1.272 

6 2.838 1.192 

7 2.749 1.155 

8 2.538 1.066 

9 2.480 1.042 

10 2.412 1.013 

 

(二)局部獨立（local independence） 

局部獨立指的是對某受試能力而言，試題之間無相關存在。局部表示只針

對某一受試能力 θ而言，而非對整體受試。獨立表示試題間無相關，也就是統

計獨立（statistical independence）。也就是某試題不能為另一個試題提供線索。

局部獨立可以由因素分析考驗或使用卡方考驗每一配對題目間的顯著性（王寶

庸，1995）。由於 IRT屬於強勢假定的理論，也就是允許某種程度的違反假定，

因此假定的考驗不能做為判定現代測驗生死的依據，應將之視為題目的性質。

若卡方值達到顯著水準，表示該題不適合反應理論。事實上，只要人數夠大，

所有試題都可以達到 0.05 或更高的顯著水準，所以很少有試題是非常適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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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所以卡方值往往用來剔除極端不佳參數用，此類題目的卡方值通常會比

臨界值高上數倍，表示參數估計不精確，不應當使用。如表 2所示，以 df=17

而言，Chi square>=27.59，即達到 0.05的顯著水準。因為樣本數較大(N=479)，

所以 Chi square本來就會比較大，範例中有四題達到 0.05的顯著水準。但整體

而言，Chi square平均值低於顯著水準，且最大值只有 34.49，並未出現高於臨

界值數倍的試題，故可說明此份試卷大致符合 IRT的局部獨立假定。 

 

Item N Chi square Df 達顯著 
1 479 28.074 17  
2 479 34.49 17  
3 479 15.331 17  
4 479 11.941 17  
5 479 43.6 17  
6 479 21.886 17  
7 479 28.74 17  
8 479 16.484 17  
9 479 14.418 17  
10 479 21.564 17  

 

三、參數模式 

IRT 以試題特徵函數來表示受試者答題反應與能力值之間的關係，因為函

數中採用的參數不同，而有單參數、雙參數、三參數等三種模式之分。常見模

式之試題特徵函數如下所示(Hambleton, Swaminathan & Roger,1991)： 

( ) ( )ij bDjij e
P −−+

= θθ
1

1

(公式一)，單參數模式 

( ) )(1
1

iji bDajji e
P −−+

= θθ (公式二)，雙參數模式 

( ) )(1
1)1(

iji bDaiijji e
ccP −−+

−+= θθ (公式三)，三參數模式 

 常數 D=1.702； 

 e為自然對數； 

 i為試題編號； 

 j為受試者編號； 

 θj為受試者 j的能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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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為試題 i的鑑別參數； 

 bi為試題 i的難度參數； 

 ci為試題 i的猜測參數； 

 Pij(θj)為能力值為 θj者答對試題 i的機率函數； 

試題特徵曲線就是將 Pij(θj)與 θj的關係圖，圖一所示為三參數模式 ICC，橫

軸表示受試群體之能力，縱軸表示答對機率。 

ICC1(a,b,c)=(1.694,-0.17,0.23)， 

ICC2(a,b,c)=(1.919,0.667,0.29)， 

ICC3(a,b,c)=(1.803,0.932,0.32)。 

圖一、三參數試題特徵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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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特徵曲線圖，我們可以發現 ICC1的難度較低，表示試題較容易，所以

曲線圖偏左，即難度參數落在能力值較低的範圍；而從曲線圖的左端終點機率，

我們可以看出 ICC3的猜測度較高，即試題較容易被猜中。表示即使能力值低到

-3 也有一定的機率達對該題。而試題三參數在 IRT 的應用上，不僅止於分析試

題，在能力估計上也必須使用三參數以計算能力。 

四、能力估計 

IRT的能力估計是從受試者現有的反應組型裡，去推估適當的考生能力值。

假設某一受試者在一份 n 題的測驗上，其反應組型為(u1,u2,…,uj,…,un)，其中 uj

只有 0（答錯）與 1（答對）兩種情形。依據局部獨立的假設，反應組型的聯合

機率(joint probability)就是每個試題反應機率的連乘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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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機率 ( ) ∏
=

=
n

j
jn UPUUUP

1
21 )(,...,, θθ (公式四) 

又 u值（答題反應）非 0即 1，所以我們可以將之改寫為近似值函數(likelihood  

function)，並表示為 

( ) ∏
=

−=
n

j

U
j

U
jn

jjQPUUUP
1

1
21 ,...,, θ (公式五) 

其中
)(1),( θθ jjjj UPQUPP −== (公式六) 

這種聯合機率的表示公式便稱為概似函數，並記作
),...,,...,,( 21 θnj uuuuL
，因

此可得到以下公式， 

∏
=

−=
n

j

u
j

u
jnj

jjQPuuuuL
1

1
21 ),...,,...,,( θ

（公式七） 

再將概似函數取對數後，當對數概似函數達到最高點（最大值）時的能力值

θ，便定義成該受試者的 θ的最大近似估計值（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簡

寫成MLE），也就是我們要求的估計能力值。 

而取得對數摡似函數最高點的能力值，必須經過牛頓法的迭代(iteration)過

程，而最大近似估計值無法估計全對或全錯的能力值，因此必須要收集受試者的

答題反應直到不出現全對或全錯的情況下，才能取其最初能力估計值 θ0，其中 n

為答題數，ra為答對題數。 









−

=
a

a

rn
rln0θ

（公式八） 

接著進入迭代過程，求最佳估計值。若 θm為一能力估計值，則 θm+1為更精

確的解，利用佚代法求解，直到能力值的改變量 h趨於穩定或小於預設值，如.001。 

hmm −=+ θθ 1 （公式九） 

( )
( )0

0

' θ
θ

f
fh =

（公式十） 

f(θ)是對數概似函數取一次導數後的函數，f ’(θ)則是二次導數，轉換成三參

數模式，可表示成下列兩式： 

[ ][ ]∑
= −

−−
=

n

i ii

iiii

cP
cPPraDf

1 )1)((
)()()(

θ
θθθ ，其中 r為答題反應(0或 1) 。（公式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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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n

i ii

iiiiii

cP
QPrccPaDf

1
22

22
2

)1)((
)()()()('

θ
θθθθ （公式十二） 

利用牛頓法的迭代過程，每一階段答完一題後，都可以求得一新的能力精確

估計值，除了第一次的最初能力估計必須以公式代入，之後各階段估計都會使用

前次的估計值作為起始點來作一次新的估計。 

五、試題訊息函數 

IRT利用試題訊息函數(item information function)來作為描述試題效能、挑選

試題的方法，試題訊息函數定義如下： 

[ ] nCi
QP

PI
ii

C
i

i ,...,2,1
)()(

)()(
2

==
θθ

θθ （公式十三） 

其中， 

 Ii(θ)代表試題 i在能力為 θ上所提供的訊息； 

 Pi’(θ)為在 θ點上的 Pi(θ)值的導數； 

 Pi(θ)為能力 θ在試題 i上的試題反應函數； 

 Qi(θ)=1- Pi(θ)。 

將公式三代入，則可化簡為 

[ ] [ ]2)()(

2

1

)1(
)(

ijiaa bDbD
j

ji
i

eec

ca
I

−−− +⋅+

−
=

θθ
θ （公式十四） 

六、終止條件 

所謂一份測驗的訊息函數(test information function)是指它在某一個 θ值上所

提供的訊息量，該訊息量剛好是在 θ值上的試題訊息函數之總和，記作 I(θ)： 

∑
=

=
n

i
iII

1
)()( θθ （公式十五） 

在 θ值上的測驗訊息量與能力的估計值的精確性成平方根反比，記作： 

)(
1)(
θ

θ
I

SE =
∧

（公式十六） 

其中，SE(θ)稱作估計標準誤(standard error of estimation)。該項指標只要在能力參

數的最大近似估計值求出後，便可計算得出。有了能力參數的最大近似估計值，

並且也求出在 θ值上的測驗訊息之後，我們便可以估計信賴區間的方式來解釋能

力估計值的涵義（余民寧，1992）。亦即當估計標準誤之變化量低於預設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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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如.01），便可確認找到受試者真正的能力值並終止測驗。上述 IRT之執行流

程如圖二所示。 

圖二 IRT執行流程 

 

以上能力估計的計算步驟中，我們可以發現再實際進行 CAT 時，受試者的

最初估計能力可以從公式八求得，但是計算試題訊息量以及能力估計步驟中的牛

頓法，都需要先取得試題參數，是以在實施 CAT 之前，必先建立具備試題參數

的題庫。在過去試題分析軟體尚未出現之前，估計試題參數必須將三參數與能力

同時進行迭代才能取得，但是過於繁雜的運算過程使得 IRT有其實際應用上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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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至今資訊科技發達，已可程式運算來代替人工計算過程，使得 IRT逐漸撥雲

見日，不再難以得其門而入。 

參、試題分析軟體MicroCAT 

試題分析工作是測驗編制或建立題庫的必經過程。如本文前面所述，當我們

要應用 IRT來分析某份試卷時，首先必須估計使用模式下的試題參數，而這些參

數的取得必須經過複雜的運算，目前已有多套軟體可供進行試題分析工作，如美

國 Assessment Systems Corporation於 1985年發展的MicroCAT、Mislevy & Bock

於 1990年發展的 Bilog等。其中MicroCAT不僅提供傳統試題分析，也提供 IRT

參數估計，使得 CAT 更容易實施。以下擬簡介 MicroCAT3.5，並舉例說明如何

應用在三參數模式之試題分析，協助對 CAT有興趣者進行實際測試。 

一、系統簡介 

MicroCAT 主要是由 ITEMAN、RASCAL、ASCAL 等軟體組成，ITEMAN

是一套傳統測驗試題分析軟體，提供古典測驗項目內容分析，試題分析上限是

500題試題，受試人數 15000人。RASCAL是 Rasch模式試題校準程式，也就是

適用於單參數模式試題分析，限制題數及上限人數方面，則與 ITEMAN 相同。

ASCAL 則是試題參數估計程式，可以分析雙參數及三參數模式，試題分析上限

是 250 題試題，受試人數 30000 人。系統所需的最低軟硬體環境為 DOS3.3 及

640KB的記憶體。由於三參數模式為最常應用的一種，故以下主要針對 ASCAL

做說明。 

二、準備受試資料 

在開始使用MicroCAT之前，必須先將受試資料按照規定建立資料檔（如圖

三所示），資料檔的格式必須為純文字，其中包括五個主要部分： 

(一)資料控制列(the control line) 

寫在資料檔的第一列，必須依據表二所示欄位順序鍵入指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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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MicroCAT受試資料檔格式表 

欄位 資料 說明 
1-3 欲分析的試題數目 ASCAL最多到 250，ITEMAN與 RASCAL則可

到 500，第一欄表示百位，第二欄表示十位第三
欄表示個位。 

4 空白  
5 省略未答反應(omitted 

response)代碼 
數字或英文字母皆可，如 0或 N。在 ASCAL運
算中，省略未達反應與未答完反應均視為答錯。

6 空白  
7 未答完反應(not reached)

代碼 
數字或英文字母皆可，如 1或 Q。 

8 空白  
9-10 受試者身份代碼數目 最多到 80碼，第 9欄是十位，第 10欄是個位。

如以身份證號碼作為代碼，則在此輸入 10。若
9-10欄是空白或 0，受試者資料就得從第一欄開
始輸入。 

 

(二)答案列(the keyed responses) 

資料檔的第二列就是答案列，第一欄就是第一題的正確答案，依此類推。

所有答案只能輸入在第二列上。就二元計分而言，可以輸入數字 1-9、字母 A-I，

字母大小寫視為相同，且 A=a=1，B=b=2，依此類推到 I=i=9。 

(三)選項數(the numbers of alternatives) 

資料檔的第三行指定的是每一題的選項數，就二元計分而言，四選一的選

擇題選項數就是 4，選項數的範圍介於 2-9之間。在 ASCAL中，選項數用在

最初的猜測參數 c的估計，如選項數是 4，則初始的 c值則為 0.25。若在 ASCAL

把選項數設為 0，則表示不估計 c值，也就是代表進行雙參數模式的試題分析。 

(四)指定分析的試題及量表(the scale inclusion codes) 

資料檔的第四列的字母，在 ASCAL中如果是 Y表示該試題要分析，若是

N則表示不分析。 

(五)受試者資料(the examinee data lines) 

資料檔的第五列之後的每一列都代表一筆受試者資料。呈現的順序是先受

試者身分代碼，後面接著受試者答題資料。試題數與身分代碼所占欄位上限為

255，亦即試題數若達上限 250題，身分代碼只能有 5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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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資料檔格式 

 

另外如需要在資料檔中加入備註說明，則說明文字必須放在每一列的最右

邊，且與資料碼中間必須有一空白，即第一列說明從第 12欄開始。第 2.3.4列的

說明從 n+1 欄開始，n 為試題數。第 5 列之後的說明從 m+1 開始，m為試題數

加上身分代碼數。 

三、三參數試題分析軟體 ASCAL操作 

使用 ASCAL 前，得先了解其估計範圍。就 a 參數來說，限制在 0.4 到 2.5

之間。而 b參數限制在-3.0到 3.0之間。C參數限制在 0至 2/N間，N選項數。 

(一)準備資料檔 

資料檔格式如前段所整理格式。需要注意者在於省略未答與未答完試題反

應的差別。ASCAL 將省略未答者視為能力不足只能猜測答案，亦即其答對機

率等於 1/N，N為選項數。而未答完反應則不在該受試的分析之中。剩餘的試

題反應只要不是正確答案，亦非以上兩者時，一律視為答錯。 

(二)執行程式 

執行步驟如圖三所示。 

 資料控制列

答案列
選項數

指定分析的

試題及量表

受試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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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MicroCAT三參數試題估計軟體 ASCAL操作過程 

 

步驟一：進入MicroCAT主程式，選擇 ASSESS選項，選擇 ESTIMATE選項。 

步驟二：出現 Enter the name of the input file: 

輸入資料檔檔名以及路徑，如，c:\data.txt或 c:\data.dat。資料檔必須

以純文字格式輸入。 

步驟三：出現 Enter the name of the output file: 

        輸入試題分析完的輸出檔檔名及路徑，如 c:\outdata.txt，若不輸入副

檔名時，系統會自動加上.out。 

  步驟四：出現:Do you want scores written to a file?<Y/N> 

          詢問是否要將受試者能力值存檔，如要則輸入 Y，並輸入檔名及路

徑，如 c:\out.txt。若不需要，則輸入 N。 

  步驟五：出現:Maximum number of loops for estimation: 

     詢問參數估計最大迭代次數。因為試題參數的估計和能力估計一樣都

必須經過牛頓法的迭代過程，每次都會使用前次的估計值作為起始點來作

一次新的估計，一直到前後兩次估計值的差異收斂到預定的範圍為止。良

好的估計通常是 5至 10次，大約 15次便可滿足所有試題（本範例設定為

20次），如果在指定的迭代次數之前便已經收斂，或是重複迭代也無法降

低差異時，程式便會停止估計，輸出估計結果。 

步驟六：估計完成出現:**ITEM CALIBRATION IS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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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輸出檔說明 

輸出檔的第一段說明輸入檔檔名及路徑，第二段說明試題數，第三段為正

確答案，第四段為選項數，第五段為分析代碼(Y或 N)，第六段為受試總人數。

資料如圖四說明。 

 
圖四 輸出檔之一 

下一段資料則為試題參數估計的起始值，如圖五所示。 

 

圖五 輸出檔之二 

1.說明輸入檔檔名及路徑

2.試題數 

3.正確答案 

4.選項數 

5.分析代碼 

6.受試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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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一段資料則是每次試題參數估計迭代過程的參數差異值，如圖六所

示。每次迭代過後的參數差異值會逐漸降低，直到低到設定標準或設定的迭代

次數為止，一般設定約 15次即可(本範例設定為 20次)。 

 
圖六 輸出檔之三 

在檔案的最後才是我們要的精確參數（如如圖七所示），並顯示各試題卡

方值(chi-square)，而當人數夠多之後，自由度通常都是 17。 

 
圖七 輸出檔之四 

最後的輸出結果可以參考前面所述，利用卡方值檢驗 IRT假定的符合程度，

以說明題庫的性質。估計出的三參數則可應用於 CAT中，用以建立題庫。 

肆、結論 

由於資訊時代的來臨，教學環境的電腦化是未來的趨勢之一，因此評量系統

的電腦化也是必然的，IRT具備有強勢假設，也能因應受試者能力做出適性的試

題選擇，不僅提高測驗效率也能符合適性需求，更能確實掌握受試者能力，這也

正是所有測驗的共同目標，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將來測驗發展趨勢，將朝向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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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適性化的 CAT為主要趨勢。 

採用 IRT 的 CAT 在實際推廣上最大的困擾之一在於複雜的理論與數學公

式，而 IRT的核心觀念便是利用能力估計與選題策略來確認受試者能力，這兩部

分都需先求得試題參數，否則無法進行。一般教師（施測者）若要使用 CAT，

必須要先建立符合 IRT假設及具備參數的題庫。但是依據公式計算參數對於大多

數的教師來說是一項相當沈重的負擔，目前此一繁雜步驟可以透過簡單的電腦軟

體處理。完成試題分析的工作後，才能真正跨出 CAT的第一步。 

MicroCAT是一套兼具傳統試題分析與 IRT試題分析的軟體，操作簡易的介

面讓使用者可以輕鬆處理 IRT的試題參數估計，省去繁雜的計算，希望能藉由本

文的介紹，提供給對 CAT及 IRT有興趣的教師一個實用的試題分析工具及一些

實例說明，使其能有具體的瞭解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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