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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摘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在此簡稱國中基測)的量尺分數是目前國內申請

進入高中就學的依據，重要性及影響性自然不在話下。國中基測量尺分數是藉由公

式將原始分數轉換而成，其中牽涉到許多量尺化的相關議題。這篇文章是筆者將自

己執行完成的圓中基測量尺分數的一些實徵性研究做出整理報導，主要是以國中基

測量尺系統的形成為主，包含有「國中基測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法」、「縮小量尺

分數間距之可行性」以及「量尺總分形成之機制」三大主題。量尺依測驗的目的而

建立，檢視國中基測不同學科的特殊性及其分數使用的目的，將國中基測的原始分

數轉為量尺分數同時符合各方面優質特性的期待並非容蜀，要使大家能確實了解量

尺分數的結果與意義也具有相當的挑戰性。希望本文所提出的相關訊息或建議，對

於架構國中基測量尺系統時應考量的重要議題有些廠發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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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詢:基本學力測驗、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量尺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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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or BCTEST) is designed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high school entrance admission in Taiwan. The BCTEST composite is used for 

the selection decisions; the importance of determining a proper BCTEST scale 

can never be overemphasized. The BCTEST scaling proceeds by performing 

the transformation for each test using examinees' raw scores, with many scaling 

issues involved during the proces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reports the results 

of some empirical studies conducted by the present author, including topics of 

methods of the raw-to-scale score transformation for the BCTEST, approaches of 

minimizing gaps in the convers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BCTEST composite. 

Score scales are constructed with purposes. Consider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tests and the intended use, scaling the BCTEST to meet all 

desired attributes can be hard. Conveying the scale score results to its test us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has also been very challengi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has revealed useful information and has offered valuable insights into important 

issues while designing and improving the score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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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閑話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在此簡稱「國中基測 J ;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or the BCTEST) 是台灣自民國90年開始正式施測使用的大規模標準化測驗，

其目的是作為國中生申請進入高中就學的依據。園中基測每年舉辦兩次，測驗的內

容涵蓋國文、英語、數學、自然、以及社會五個學科。幾乎所有的國中應屆畢業生

都會參加第一次的國中基測，歷年來的第一次測驗幾近皆超過三十萬的考生，考生

也可以再參加第二次的國中基測，然後選擇兩次分數中較高的一次。

圈中基測每年施行兩次的最主要用意是提供考生多一次的機會，但如此一來，

兩次考試的原始分數就無法直接比較，所以必須先將第一次測驗考生的原始分數轉

換成為量尺分數，然後藉由測驗等化的原理與技術'將第二次的原始分數轉換到與

第一次測驗相同的量尺上，兩次測驗的量尺分數於是可以直接比較，國中基測每年

都要進行這樣的「量尺化 J (scaling) 與「等化 J ( equating )的工作。

國中基測採用正弦反函數公式 (the arcsine transformation) ( Kol凹， 1988; 

Kolen & Brennan, 2004; Kolen & Hanson, 1989; Kolen, Hanson, & Brennan 

1992; Petersen, Kolen, & Hoover, 1989) 將原始分數轉換為量尺分數，形成另一

種新的分數型態。在這個量尺系統中，每科測驗為1-60分，量尺平均數設定為30

分，雖然量尺平均數的大小每年就考生實際資料算來會有些許的差異，但還是都能

保持在30分左右，使考生以及分數的使用者每年都有類似的參考遵循標準，益於量

尺分數的解釋與說明。正弦反函數的轉換屬於非直線性的轉換，使用這個公式的最

大特色在於其所轉換出來的量尺、不管在哪一真分數水準下都能有大小非常相近的

測量標準誤 (standard error of measurement; SEM) ，也就是說對於高低不同的

量尺分數而言，測量的精確性仍然可以維持穩定。因為測驗難免會有誤差產生，使

用測量標準誤的一大用意是避免過度強調測驗分數的些微差異，如果不同得分考生

的測驗分數都有大致相同的測量標準誤，對於每一位考生的測量精確性是相當的，

這樣的優點應是國中基測量尺採用正弦反函數轉換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但雖然如

此，實際的情況是高中申請入學完全依照考生所得量尺分數的高低決定，具有穩定

測量標準誤的特性也僅止利於分數的解釋，雖是測驗專業所樂見的優質結果，但對

於考生能否進入理想高中並不會產生影響。

反而是這些年下來，各界對於園中基測量尺分數存有許多疑惑與不解，繼而

引發多方議題與討論。原因或許是過去考試多以原始分數為主，而新的量尺分數與

長久以來使用的原始分數系統截然不同;亦或是由於國中基測所使用的這個正弦反

函數非直線轉換法較不為國人所熟悉之故。國中基測自施行以來引起許多爭議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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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基測量尺系統相關議題之探討

Issues of the BCTEST Sca怡

點之一莫過於量尺分數間距大小的問題，情形是，當考生測驗學科的原始分數被扣

一分，所得的量尺分數卻有下降多分的可能，亦即原始分數雖然只有一分的差距，

但所轉換成的量尺分數卻已有數分的差別，這通常分別發生在量尺高分與低分的兩

端，但在高分一端、特別是在鄰近最高分附近的情況尤其嚴重，格外引起眾人注

目;也就是說對於得分相當高的考生而言，答錯一題可能就會導致在量尺分數上頓

時失去數分。除此之外，不同測驗學科量尺分數的間距大小也不一定相同。這雖然

是將考生原始分數再做轉換才有的結果，但事實上這般現象並非只發生在我們園中

基測的量尺分數中，也不是目前所使用的正弦反函數轉換法才會產生的特殊後果;

不等大小的量尺分數間距其實是一種普遍現象，是原始分數經由非直線轉換成為量

尺分數後難以避免的結果，而且通常在高低兩端的量尺間距會比在中間部分的間距

還要來得大。即使如此，對於影響考生入學權誼如此重大的國中基測量尺分數而

言，任何過大的分數間距確實難以令人滿意，也非測驗工作者所樂見的事。不論如

何，有關量尺分數的問題其實牽涉到許多重要的量尺化議題，這篇文章是筆者將自

己執行完成的國中基測量尺分數的一些實徵性研究做出整理報導，主要是以國中基

測量尺分數系統的形成為主，探討如何將國中基測原始分數作最佳的轉換形成量尺

分數，分「國中基測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法」、「縮小量尺分數間距之可行性」以

及「量尺總分形成之機制」三大主題進行。

貳、國中基測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法

首先筆者檢視使用幾個不同的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法應用在國中基測的效

果，可說是相關量尺議題的主軸。這部分的研究目的在確保國中基測使用正弦反

函數轉換法所得的量尺分數之適當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提供有關其他不同量尺

轉換法特性的有用訊息。研究之一是筆者使用國中基測實徵資料，比較採用直線

(linear transformation) 、常態化 (normalizing transformation) 和正弦反函數

(arcsine transformation) 的不同轉換法，將原始分數轉換為量尺分數之後的效果

(Chang , 2006b) 。直線轉換法是純粹地將原始分數透過線性公式轉換而成量尺

分數，不會改變原始分數的分配型態，這樣轉換的簡易性是直線轉換的一大特色。

常態化與正弦反函數轉換法則是屬於非直線性轉換，考生分數透過非直線性轉換後

的分數分配會與他們的原始分數分配不同。常態化轉換法是將原始分數轉換成為常

態分配形狀的量尺分數，因為可以配合常態分配機率表的使用，在解釋考生分數時

就容易許多、或許有促進分數解釋的功效 o 至於正弦反函數轉換法的介紹，本文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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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有提及，是將原始分數透過正弦反函數公式轉換為量尺分數，形成另一種新的

分數型態，這樣轉換後量尺分數分配的一大特徵是不同考生所得量尺分數仍具有大

致相同的測量標準誤，亦即不同考生所得量尺分數的測量精確性都維持相當穩定的

程度。正如之前所說，這樣的優質結果是測驗專業所期待。

這份研究的樣本是取自民國90-92年的國中基測第一次測驗分數，每一年皆使

用5 ，000筆的抽樣資料。為了避免研究範圍過度龐大，本研究僅採用國文、英語與

數學三個測驗學科進行。評鑑標準包含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對照圓形、量尺分數

描述統計值、以及根據強真分數理論模式 (strong true score model; Kolen et 此，

1992 )為基礎所算出的量尺分數之測量特性。研究亦比較量尺分數使用整數值、

將量尺的兩端截斷至設定的分數範聞所產生的影響，也比較轉換後量尺分數間距的

大小，以及評鑑轉換結果對於高中入學選擇決定的影響。

研究結果指出，使用各種不同的分數轉換法皆各有其優缺點，但其中沒有任何

特定的方法能具備所有期望的特性。就國中基測量尺制定之初，對於分數測量精確

性的考量而言，正弦反函數轉換法是合乎期待的;不論是國文、英語或數學，使用

正弦反函數轉換法所得結果在不同真分數水準下的測量標準誤大小都非常接近，亦

即對於高低不同的量尺分數而言，測量的精確性仍可保持穩定;但是，正如前面所

提及關於量尺分數間距的問題，這個非直線性的正弦反函數轉換在量尺高分一端產

生間距過大的結果，一直是國中基測量尺分數引起爭議的焦點。

若能單就量尺分數間距大小的評鑑準則而言，直線轉換法似乎是最好的選擇

了，因為研究顯示直線轉換法所得量尺分數之各間距大小最為接近，沒有與原始分

數的間距產生過大落差的後果;而且，透過直線轉換的量尺分數在解釋上原理也

與原始分數相同。直線轉換簡潔的量尺分數型態與其解釋的容易性看似是相當理

想的。然而，單純的直線轉換與原來的原始分數並沒有不同. Angoff (1971) 指

出，直線轉換所得量尺可能只有一些或甚至沒有實質的意義。另外，再考量國中基

測必須使用第一、二次測驗的結果進行等化，因為兩次測驗的試題難易度難免會有

不同，使用直線轉換後的量尺進行等化可能引起更多的困惑與問題。

至於常態化轉換法，研究結果是各測驗學科的量尺分數皆有類似的分配結果，

尤其重要的是量尺分數之標準差或變異數變得非常接近。再者，承如Petersen et 

a1. (1 989) 所說，常態化後的量尺分數可以配合常態分配機率表解釋，這也是使

用常態化轉換法的一大優勢;可是，事實上國中基測考生的分數分配並非常態，而

且經由常態化的轉換，在量尺分數高分的一端還是存有間距過大的問題，甚至間距

的大小將變得更無法預期;同時，在量尺低分的一端也將產生更大的分數間距。這

樣看來，將常態化轉換法應用到國中基測似乎也不太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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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延續這個研究，繼續國中基測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法的比較。承接先前研

究的發現與建議，這份後續研究的架構與範疇更為拓展與深化，除了之前所使用的

直線、常態化和正弦反函數三個轉換法外，研究中再加入log-odds的轉換法( log

odds transformation) (Chang, 2007) 0 log-odds轉換法與常態化和正弦反函數

轉換法一樣，都是屬於非直線性的轉換，但不同的是log-odds轉換使用的是能力

(ability) 量尺而非分數 (score) 量尺，研究上指出log-odds轉換的能力量尺通

常用來作為試題反應理論(Iterrì' Response Theory; IRT; Lord, 1980) 所使用的

theta量尺的近似值，所以檢視log-odds轉換法應用在國中基測的效果有其需要，能

了解它的表現對於日後的更多研究應有實質的助益。

這份後續研究在資料方面的使用也更擴大，包含賈徵與模擬資料兩部分。實

徵資料方面還是採用民國90-92年國中基測第一次測驗的分數結果，但包合國文、

英語、數學、自然、以及社會全部五個測驗學科，每一年皆使用5 ， 000筆的抽樣

資料。模擬資料方面則是根據三參數extended beta-binomial的模式 (Carlin & 

Rubin , 1991) .模擬產生一如實際園中基測各科的分數分配，根據90-92年第一

次測驗實際考生分數所估計出的參數值，分別產生20.000筆的資料，整個模擬的

程序皆各進行200次的送代。本研究使用模擬資料最主要的用意是，研究中評鑑各

轉換法優缺點的標準之一是比較它們在不同其分數下的測量標準誤大小，因為強其

分數理論可以提供真分數與測量誤差分配上一個合適的模式計量基礎，評鑑量尺分

數的特性(如各真分數的測量標準誤等)因此便奠基於強真分數理論之下進行。有

鑒於在先前研究裡使用強真分數理論適配國中基測的實徵資料結果不是相當令人滿

意，為了排除使用實徵資料可能會有資料與模式適配度不佳的問題，以致在評鑑測

量標準誤時無法正確反映其真正大小而影響研究結果，所以本研究加入模擬資料的

部分，在資料與模式完全適配的情況下，再次檢視各種轉換法的表現。研究模擬所

採用Carlin and Rubin ( 1991 )的三參數extended beta-binomial model是強真分

數理論中可用數種模式之一。雖然實際的國中基測分數分配相當特殊，各科亦有不

同，但本研究由模擬產生的資料型態可算是相當接近實際的分配。

這裡評鑑各轉換法表現的準則還是包含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對照圓形、量尺

分數描述統計值，以及使用強真分數理論模式為基礎所計算出之量尺分數的測量特

性;量尺分數使用整數值、將量尺的兩端截至設定的分數範圍所產生的影響、轉換

後所得量尺分數問距的大小，還有評鑑轉換結果對於高中入學選擇決定的影響。

研究結果亦與先前的研究類似，不同的分數轉換法各有其優缺點，並無特定的

轉換法能一概具備所有期望的特質。從研究使用實徵與模擬資料的結果看來，各種

轉換法在這兩種資料狀況下的表現大致相同。民國90-92這三年中，所有五個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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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因正弦反函數法的轉換，不同真分數下的測量標準誤大小變得非常接近;就高

低不同的量尺分數而言，測量的精確性仍可維持穩定，但是，經由正弦反函數的轉

換可能會導致量尺高分一端產生間距過大的後果。直線轉換法所得的量尺分數之各

間距大小最為相同，然而，這個量尺系統實質上與原始分數沒有不同，可能會影響

後續進行的測驗等化。而常態化轉換法能使各科量尺分數皆有類似的分配結果，但

量尺的高低兩端皆有可能產生很大的分數間距。至於使用log-odds轉換法的效果，

雖然測量誤差量之總平均最小，但它所導致量尺高低兩端的分數間距卻比研究中所

有其他轉換法產生的間距都要來得更大，尤其是在量尺高分一端的情況更為嚴重。

另外，研究中有關英語科分數分配之特殊性在整個國中基測量尺系統形成中之

影響，性也是件值得關注的事。研究結果顯示考生英語分數呈雙峰分配，這種分配的

現象只是單純地反映考生在學校裡英語學習的實際成就?亦或是意味著國中基測英

語科的測驗題本需要重新檢視與修改?有關於英語科測驗這部分的議題，需要更多

研究的討論與指示，方能使大家對於其分數的特殊性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同時也會

對國中基測整個測驗的編製及學校課程有更多的想法。

最後，在本議題結束之前，筆者特別針對國人非常關心的量尺分數間距大小

的問題，整理以上研究的結果，將原始分數透過各種不同的分數轉換法成為量尺分

數後，在量尺高分一端最高的四個量尺分數之間距結果，以表格呈現如下，以供參

考。表格中的每一細格都有三個數字，分別列出該得分最高四個量尺分數的間距大

表 1 民國90-92年國中基測實徵與模擬資料之各測驗學科透過不同分數轉

換法所得最高四個量尺分數之分數間距

實徵資料 模擬資料

測驗學科 直線 常態化 正弦反函數 log-odds 直線 常態化 正弦反函數 log-odds

90年基測

國文 2,2,2 5 ，5 ，。 3,3,6 2,5,13 2,2,2 4,5,3 3,3,6 2人 14
英語 2,1,2 3,6,9 2,3,6 2,5,13 2,1,2 2.4.14 2,3,6 3人 14
數學 3,2,2 4,5,2 3,3,6 3,4,13 3,2,2 3,5,3 3,3,6 3人 13
自然 1,2,1 4,3,0 2,2,5 2,4,12 1.2.1 3,4,2 2,2,5 2.4.12 
社會 1,2,1 5,1,0 2,2,5 2,4,12 1.2.1 3,5,1 2,2,5 2人 12
91年基測

國艾 2,1,2 5,4,0 3,3,5 2,4,13 2,1,2 3,5,2 3,3,5 2人 13
英語 1,2,1 5,2,0 2,2,5 3,3,12 1.2.1 3,4,3 2,2,5 2.4.12 

數學 2,2,2 5,2,0 2,3,6 3,4,12 2,2,2 4,5,0 2,3,6 3,4, 12 
自然 2,1,1 4,2,0 2,3,4 3,3,12 2,1,1 2,4,1 2,3,4 3.3.12 
社會 2,1,1 。，0 ，。 2,3,4 3,3,12 2,1,1 3 ， 1 ，。 2,3,4 2人 12
92年基測

國文 2,2,2 4 ，6 ，。 3,3,6 2,5,13 2,2,2 4,5,3 3,3,6 2,4, 14 
英語 2,1,2 4,5,10 2,3,6 2,4,14 2,1,2 2,4,15 2,3,6 3人 14
數學 3,2,3 3,6,9 3,4,7 3,4,15 3,2,3 3.4.12 3人7 3人 15 
自然 1,2,1 3,4,0 2,2,5 2,4,12 1,2,1 3,4,2 2,2,5 2人 12
社會 1,2,1 5,2,0 2,2,5 2,4,12 1,2,1 3,4,2 2,2,5 3,3,13 

註:每個細格最右邊的數字為最高分與次高分的分數間距，以下兩個數字類推。

資料來源:出自 Chang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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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之值，每個細格最右邊的數字是最高分與次高分的分數問距，以下兩個數字額

推。舉例來說，民國90年實徵資料裡國文科透過常態化轉換法後之最高分與次高分

的間距為o. 次高分與第二次高分的問距以及第二次高分與第三次高分的間距大小

都同時為5分。

參、縮小量尺分數間距之可行性

繼國中基測量尺分數形成的研究，探討使用不同的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法應用

在國中基測的效果之後，筆者接著以不同方法試探縮小國中基測原始分數經由正弦

反函數轉換為量尺分數後所產生的分數間距之可行性 (Chang， 2005) .目的是希

望在能保留良好測量特性的前提下，尋求縮小量尺分數間距的最佳策略。這裡，筆

者設計了「無調整法 J (the no adjustment method) 、「同等平均數法 J (the 

fixed mean method) 、「不同等平均數法 J ( the varying mean method) 、以及

「不同等平均數及標準差法 J ( the varying mean/SD method) 這四種量尺分數間

距縮小法，探討它們縮小國中基測各科測驗量尺最高分與次高分間距分別至于 4 、

5分之後的效果。

「無調整法」的做法是直接保留經正弦反函數轉換之一般程序後所得結果，對

於分數間距不作任何調整，並將其結果作為研究比較的基準。「同等平均數法」則

是使用比在「無調整法」中執行直線轉換步驟時還大的標準差進行，全面擴大量尺

範間，進而達到使量尺最高分與次高分的間距能分別縮減到3 、 4以及5分的效果，

此時仍保留原來國中基測各科量尺平均數為30分的特性，亦即量尺平均數仍然維持

在30分左右。「不同等平均數法」是自「無調整法」所得的轉換結果再加一正整

數，使量尺全面向高分一端平移，促使最高分與次高分的問距能分別縮減到3 、 4以

及5分的大小為止，此時量尺平均數會高於30分，國中基測量尺就不再具有平均數

為30的特性。至於「不同等平均數及標準差法」的做法是將「無調整法」所得的轉

換結果再乘上一正整數，這樣使量尺全面向兩端擴大，進而使最高分與次高分的間

距能分別縮減到3 、 4以及5分，透過這樣的程序既改變了國中基測之量尺平均數的

大小，也改變了其標準差之值。有關這四種量尺分數間距縮小法的詳細內容及程序

介紹，請參閱Chang (2005) 。

這份縮小量尺分數間距的研究使用模擬資料，還是以強真分數理論為基礎，採

用Carlin and Rubin (1991) 的三參數extended beta-binomial模式進行，根據民

國92年第一次國中基測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各科實際考生分數所估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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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數值，分別產生鉤，000筆的資料，整個模擬的程序皆各進行200次的送代。評

鑑的準則包含量尺分數描述統計值、量尺分數之測量特性(如測驗信度與整體測量

誤差量) ，以及在不同真分數下之測量標準誤大小。

這部分的研究結果指出，沒有任何一種方法能達到縮小量尺高分一端分數間距

的目標，而卻不會對測量特性產生任何負面的效果。使用「同等平均數法」後國中

基測各科量尺平均數仍維持在30分左右，但它將會導致許多中等得分的考生量尺分

數之測量標準誤被提高許多，也就是可能使許多考生所得量尺分數之測量標準誤變

得較大，對這些考生而言，測量精確性因此降低。這樣因為不同得分範圓的量尺分

數測量精確性不同，又因為所影響的量尺部分是很多考生得分所在，採用這個策略

理當不好。至於「不同等平均數法」的效果是它會使得分低的考生所得量尺分數有

較大的測量標準誤，但如果能將這部分測量誤差的結果置之不理的話 r不同等平

均數法」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它對於其他部分大多數考生量尺分數所帶來

的測量標準誤較小。然而，使用這個方法的顧慮是國中基測五個測驗學科的量尺平

均數不僅會高於30分，而且其中某幾科之量尺分數平均值甚至將超出所預定的30

分許多。

綜合各方面的優缺點 r不同等平均數及標準差法」所產生的折衷效果似乎是

最好的。雖然應用這個方法會比「無調整法」的一般結果稍微提高一點量尺分數平

均數與標準差之值，同時其測量精確性也會比單純使用「無調整法」時稍微降低一

些;然而 r不同等平均數及標準差法」可以縮小原來由「無調整法」所產生在最

高分與次高分量尺間距之大小，國中基測或許可以考慮使用這樣折衷的做法，在降

低一些對既定量尺分數特性之要求後，國中基測量尺分數間距的結果可能會較令人

滿意與容易接受，進而能促進其測驗分數的解釋與使用。

筆者在男一份類似的研究特別又將題本難易度這個因素列入考量，檢視題本

難易是否，以及又如何影響量尺分數間距縮小法的表現，希望能對這四種量尺分數

間距縮小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Chang ， 2008b) 。因為國中基測每年題本難易略

有不同，這個研究模擬產生一如民國90-92年期間國中基測五個學科的考生分數分

配，比較各量尺分數間距縮小法在不同測驗年間的效果，研究結果發現題本難易會

影響間距縮小法的表現，不同的量尺分數間距縮小法在題本難易程度不同時所產生

的效果也會不同，但其中沒有任何一種方法能完全滿足縮小量尺高分一端分數間距

的要求，而卻不會帶來任何負面的效果。調整量尺分數的間距對於較容易的題本所

產生的影響大於較困難的題本;題本難度增加後，各間距縮小法之調整影響性也隨

之降低。整體而言，在加入難易度的特別考量因素後 r 不同等平均數及標準差

法」似乎還是最好的選擇。這個研究的結果除了加強對分數間距的了解外，也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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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喚起了國中基測本身在編製題本、建立量尺時，對於難易度議題所扮演的角色之

注意。

肆、量尺總分形成之機制

至於有關形成量尺總分的部分，筆者試圖從不同的研究設計著手，希望能為

國中基測建構出較佳量尺總分之形成機制。國中基測量尺總分由各科測驗的量尺分

數組合而成，目前的計算方式是每科測驗分數所佔的權重(或比重)一樣，亦即沒

有對其中任何一科作較多的加權。如果每科測驗量尺分數分配大致相同、沒有太大

差異的話，單純的將各科加總形成量尺總分是最通常的做法，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國中基測各科測驗分數的分配特徵彼此不同，有的學科尤其具有獨特性而與

其他學科有相當大的差異。目前的情況是考生在某學科答錯一題可能會比在其他學

科答錯一題還要來得更有利或更不利;或是當答錯題數一樣，但錯誤發生在同一科

與或者分散於各學科時所得量尺總分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這樣的問題牽涉到測驗

量尺化中有關各學科之有效權重 (effective weight; Wang & Stanley, 1970) 的議

題。如果不同學科測驗分數的分配差異很大，例如分數的分散性各不相同，這樣根

據測驗理論計算出來的有效權重就不相同，而造成各學科對量尺總分的有效貢獻量

(effective contribution) 不一樣。研究文獻指出，如果這時還是將各學科的量尺

分數直接加總，名義上看來是每科佔有同樣的份量，但可能不是最合適的量尺總分

計算方法。

筆者首先探索的方式是使用國中基測原始分數不同類型的分數型態，然後經

由正弦反函數轉換的程序分別將其轉換成為量尺分數，藉由評鑑與比較使用以不

同原始分數型態為基礎後再進行轉換的效果，試圖找出較好的量尺總分形成方式

(Chang, 2006a) 。研究中所設計原始分數的不同型態分別為答對題數、 Z分數、

與答對百分比。研究評鑑的標準為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對照圓形、量尺分數描述統

計值，以及根據強真分數理論為基礎所得量尺分數的測量特性。另外再比較轉換後

各測驗學科對於量尺總分變異的有效貢獻量、轉換後量尺分數間距大小，以及量尺

分數使用整數值、將量尺的兩端截斷至設定的分數範圍所產生的影響。

這部分的研究結果是，使用不同原始分數型態進行轉換各有其優缺點，但還

是沒有特定的分數型態能使量尺具備全部所有期望的特性。就測驗學科對於量尺總

分的有效貢獻量而言 'Z分數的效果似乎是最好的。透過原始分數以Z分數的型態出

現後再作轉換，每個測驗學科的量尺分數分配便大致相同，其中因為各學科分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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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數已經相同，所以有效權重相等，對於量尺輝、分的有效貢獻程度也隨之相同。然

而，使用Z分數的分數型態可能會有量尺分數間距過大的後果。如果評鑑的標準是

根據不同真分數下的測量標準誤是否得以維持相等的特性而言，使用答對題數的分

數型態結果最好，其次是答對百分比;使用原始分數的這兩種型態轉換，所得量尺

不論在高分或低分部份之測量精確性還是保持相同，在測驗上將有促進量尺分數解

釋與說明的功效。

男一種方式是先將各科的原始分數分別轉換為量尺分數，然後再考慮如何對

各科量尺分數做最合適的加權處置( Char屯， 2008a) 。筆者回顧測驗理論與文獻

中使用或討論過的加權機制模式，將測驗學科不同的測量特性與分數分配的特徵

列入計算各科權重的過程之中，檢視不同加權方法實際應用在國中基測的效果。

研究中比較Gul1iksen所介紹的「等比重加權 J (the equally-weighted mode1) 

「信度加權 J (the reliability weighting mode1) 、「標準差加權 J (the SD 

weighting mode1) 與「測量誤差加權 J (the error of measurement weighting 

model) (Gulliksen, 1950) ，另外還有「有效分數加權 J (the effective score 

point mode1 ) (Ma, Kim, & Wa1ker, 2006) 這五種不同的加權機制模式，嘗試探

索各測驗學科的最佳名義權重 (nomina1 weight; Wang & Stan1ey, 1970) 而形成

最合適的量尺總分。

「等比重加權」機制模式賦予每個測驗學科相同的名義權重，這也是目前國

中基測的做法，五個測驗學科都各佔相同的權重或比重。「信度加權」模式則賦予

測驗信度較高的測驗學科較大的名義權重，亦即在加總的過程中，信度較高的測驗

學科所佔的份量比較大。「標準差加權」模式中，加權比重是與每個測驗學科之量

尺分數標準差成倒數關係;加總的過程中，量尺分數之標準差較小的學科會有較大

的名義權重，也就是學科的量尺分數標準差較小者所佔的加權份量會較大。而「測

量誤差加權」模式裡'加權比重則與測驗學科之量尺分數測量誤差成倒數關係，學

科量尺分數之測量誤差較小者名義權重較大;這樣加總時，測量誤差較小的科目所

佔比重比較大，也意謂著當測驗的信度較高時，該科也會有較高的加權比重。至於

「有效分數加權」的機制模式，其原理牽涉到每個測驗學科中難易度相近題目的題

數多寡，以及測驗信度的部分，相關的理論與公式細節稍為繁瑣，有興趣的讀者可

參閱( Chang, 2008a) 的內容。

這份研究的樣本是採自民國94年國中基測第一次測驗五科分數之5 ，000筆隨機

資料，評鑑的準則包括各測驗學科原始分數、量尺分數與加權後量尺總分的統計與

測量方面的特性，各測驗學科對量尺總分的有效貢獻量，以及不同權重之於高中入

學選擇決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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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經由各加權機制模式所形成的量尺總分其信度係數都很高。然

而，當一一檢視各測驗學科對總分的有效貢獻量時，不同加權機制模式的效果卻存

有極大的差異。其中仍然沒有一種加權方法可使得每個測驗學科的有效貢獻量達到

大致相當的終極目標，不過，整體而言 r 標準差加權」與「測量誤差加權」這兩

種加權機制模式的表現仍比「信度加權」或「有效分數加權」的模式來得好。「標

準差加權」及「測量誤差加權」所得各測驗學科的名義權重或有效權重(亦即對

總分的有效貢獻量)都較為相當，比較不會有某幾科佔過多份量的情形;而「信

度加權」或「有效分數加權」模式產生的差異性頗大，可能導致某些測驗學科有相

對強勢的名義權重或有效權重的情況出現。這部分研究所提出的結果與建議，探討

如何將各科測驗分數作最合適的組合以及有關暈尺總分的相關議題，對於測驗的研

究或實務工作方面應有相當的助益。

伍、結語

發展國中基測作為三十萬考生申請進入高中入學的依據是前所未有的，編製國

中基測實在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量尺分數主導入學選擇的決定，為國中基測建立

適當的測驗量尺是關係其成敗的重要關鍵;因為量尺分數有別於原始分數，使大家

能確實了解量尺分數的結果與意義也具有相當的挑戰性。檢視國中基測不同學科的

特殊性及其分數使用的目的，將國中基測的原始分數轉為量尺分數而仍保留所有期

待的特性並非易事。

在筆者所整理的這幾份研究中，主題涵蓋了「園中基測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

法」、「縮小量尺分數間距之可行性」以及「量尺總分形成之機制」等議題，結果

都顯示了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策略或模式，不論是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法、量尺

分數間距縮小法、或是量尺總分形成的加權機制模式，都各自具有優點與缺點，但

其中卻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或模式可以完全地適配國中基測，能使所制定出來的團中

基測量尺符合各方面優質特性的期待，也就是說，量尺上某些既定的測量特性將無

法保留。

測驗量尺依其所適用的測驗而建立，測驗編製單位通常根據測驗使用的目的，

考量如何為該測驗制定最佳的量尺，希冀這個量尺上的分數能有助於該份測驗的使

用並順利達成測驗的目的。目前國中基測所涵蓋的五個測驗學科在內容、題數、信

度等測量特性上都不一樣，各科測驗分數的分配特徵也不盡相同，有些科目之獨特

性尤其更為顯著;建立國中基測量尺必須從這許多方面來考量，或許無法一一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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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考量要點的所有期待，必要時仍需降低一些對既定量尺分數特色的要求，依測

驗目的與性質，判斷考量的優先順序，做出妥協、折衷的決定。這確實需要更多研

一一一貴的散發與貢獻，提供更有力、完整的理論基礎與更充分的文獻資料參考。特別就

國中基測來說，考慮的重點或許可以著重在下列方面:將原始分數轉換成量尺分數

後的間距大小，尤其是量尺高分與低分的這兩端;量尺低分一端截斷至量尺最低分

的情形(亦即考生得量尺分數1分的情形)以及在不同量尺分數下的測量誤差之

相近程度。

筆者綜合以上研究的結果，關於原始至量尺分數轉換法的部分，正弦反函數轉

換對國中基測而言似乎還是不錯的選擇，原因是它可以使不同得分考生的分數仍有

大致相同的測量誤差，也就是對每位考生的測量精確性大約一樣。然而，如果國中

基測繼續採用正弦反函數這種轉換方式，最好還要有更多的研究設法改善量尺高分

一端間距的大小，尤其是最高分與次高分的問距，使用一些合理的策略調整量尺分

數的間距是值得嘗試的，筆者所設計的「不同等平均數及標準差法」或許可以作為

研究進行的起點。至於國中基測量尺總分形成的機制方面，除了可以將測驗學科不

同的測量特性與分數分配特徵列入計算各科權重的程序，例如筆者研究中所建議、

以傳統測驗理論為基礎的「標準差加權」與「測量誤差加權」這兩種模式之外，還

可以考慮應用試題反應理論IRT的架構與方法，將組成國中基測的各科測驗之特殊

性列入考量，進一步探索更合適的加權計分模式。

國中基測量尺適用的對象是為數龐大的考生，他們在學習成就上的極大差異自

然是可以被預期的;要為這樣的測驗建構合適的量尺，以及對於其量尺分數作正確

的解釋與使用，本非易事;然而，檢視量尺分數系統實際使用之後的表現也是相當

重要的事。正如同Dorans (2002) 所提醒的，審查量尺是否能真正符合測驗目的

的要求，必要時修訂量尺分數系統的工作亦在所難免。希望筆者有限的研究成果，

及所提出的相關訊息、建議或方向，對於架構園中基測量尺系統時應考慮的重要議

題己有些散發與貢獻，也期盼對於學術研究以及實務工作上有了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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