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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個 CBAS FT 計畫是 PISA 預試(PISA FT)
計畫下的選項計畫(Option)。目的在於將

CBAS 試題中文化、CBAS 軟體中文化、及

測試 CBAS 軟體、硬體、試題、及施測可

能發生的問題。也可以視為在協助 OECD
建立中文化軟體與軟體及測試 CBAS 的可

用性。試題中文化、軟體中文化、及整個

施測過程，皆如期完成。由於是預試，中

文化及測試工作都是事務性工作，研究的

成分不多。但從中文化及測試過程中，教

授們都認為 OECD 的電腦化試題的呈現方

式很好，軟體也合適，台灣應仿 OECD 模

式，建立自己的學生評量方式與工具。但

亦認為不宜仍用電腦化評量，應運用網路

化評量。 

關鍵字：電腦化評量、科學評量、電腦化測驗 

Abstract 

CBAS FT is one of the options under the 
PISA FT project. The purposes of CBAS FT 
were to adapt the original CBAS test items 
into Chinese items, to adapt the CBAS 
software into Chinese systems, and to verify 
the process of test administration. It is a 
project that could be regarded as a help 
project for helping OECD to develop 
Chinese software and Chinese test items. All 
the tasks in the process of the field trial have 
been accomplished. During the course of 
adapting the items and software, the local 
professors all felt that Taiwan needs to create 
her own student assessment program. And 
Taiwan does need to learn more from the 

items and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CBAS 
project.  

Keywords: Computer-based assessment, 
Computer-based testing, assess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PISA 

前言 

這個規劃與推動計畫實際上是 PISA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計畫下針對電腦化評量之可行

性的測試工作。在 OECD PISA 計畫下，這

個 可 行 性 測 試 簡 稱 為 CBAS 
(Computer-Based Assess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or Computer-Based Assessment of 
Science)。台灣的 PISA 計畫由林煥祥教授

負責，這個 CBAS 計畫是屬於台灣 PISA
計畫下的子計畫。 

CBAS計畫的測試工作包含PISA計畫

的每一個步驟（抽樣、施測手冊翻譯、試

題翻譯、軟體中文化、．．．等等），其中

CBAS 較著重的是：電腦化試題的翻譯、

電腦化試題的選題、電腦化評量軟體的中

文化、電腦化評量軟硬體測試、及電腦化

評量施測現場。 

研究方法（測試的相關工作） 

以下分別從試題、軟硬體、及施測三方面，

敘述 CBAS 的測試工作。 

1. CBAS 中文試題 

1.1 審題：CBAS 電腦化試題的原始版本

（英文版）由 ACER (Australian Council for 



 2

Educational Research)負責開發。開發完成

的英文試題交由各國的專家審題。台灣的

CBAS審題由台灣師大的四位教授負責（物

理、化學、生命科學、地球科學各一位）。

各國審過的試題，由 ACER 依據各國意見

篩選彚整後，形成各國須翻譯的試題。 

1.2 翻譯：翻譯工作是在電腦網路上進

行，兩位進行初譯，一位進行彚整，一位

進行最後的校正（台灣由三位教授協助）。

於網路上進行翻譯的過程中，ACER 的中

文校對人員會對翻譯表示意見。 

經由審題及翻譯後，形成 CBAS 試題庫。

為了統一試題的呈現格式，ACER 發展了

專用於 CBAS 電腦化評量的試題閱讀軟體

(Item Viewer)。審題及翻譯均須使用 Item 
Viewer。 

1.3 試題（電腦化試題與紙本試題）：電腦

化試題（十組）是 ACER 以快遞方式將存

在 CD 的 CBAS 評量試題寄給林煥祥教

授，再轉交到台灣 CBAS 子計畫進行安裝

與測試。紙本試題（也是十組）是由 ACER
依據電腦化試題，從原來的 PISA 試題選出

的試題，CBAS 工作人員依據 ACER 提供

的題本，從台灣 PISA 的題本將試題拷貝彚

整而成。 

2. CBAS 軟硬體 

2.1 試題閱讀軟體 (Item Viewer)： Item 
Viewer 軟體的中文化由台灣師大資訊教育

系負責。由於 ACER 的中文化作業已有一

套簡易的方式，所以 Item Viewer 軟體的中

文化不難。翻譯人員於翻譯試題時就是使

用中文化的 Item Viewer。 

2.2 硬體及網路：PISA 計畫規定 CBAS 的

測試一定要用區域網路和筆記型電腦，不

可用 Internet web 型式，ACER 也不提供

Web 工具。依 PISA 規定，每一組電腦化評

量環境須有十台受試者使用的筆記型電腦

與一台伺服器。伺服器與十台間有一台無

線網路控制器(AP, 802.11)。筆記型電腦及

AP 的規格由 ACER 規定，台灣使用 HP 的

筆記型電腦及 3COM 的 AP。預防電腦、

伺服主機、及 AP 故障影響施測，我們各

多準備了一台備用。 

2.3 施測控制軟體：由 ACER 研發，並已

中文化。控制軟體管控每一組試題（共十

組），管控每一校的學生名單，管控時間，

記錄答案，及進行某些答題行為的記錄。 

3. CBAS 施測 

3.1 抽樣：CBAS 的學校取樣是從台灣

PISA 預試(Field Trial, FT)樣本學校中抽取

三十校，且配合台灣 PISA 計畫的說明會，

和三十校的協調負責人溝通過，由學校所

提供名單中抽取二十位學生參加 CBAS 評

量。 

3.2 施測：施測前 CBAS 人員將電腦等設

備運抵現場，並於施測前安裝完成。學生

分兩組，第一組先參加電腦化測驗，第二

組則先進行紙筆測驗（；一小時後，兩組

交換；再一小時後，兩組集中到一般教室

進行二十分鍾的問卷填答。當學生填寫問

卷昤，工作人員則進行電腦資料備份、試

題本整理、電腦整理、．．．等工作。 

CBAS 的施測於 2005 年 5 月及 6 月進行，

施測後的紙本及電腦化評量的檔案，均送

到 PISA 計畫所在的花蓮教育大學，進行計

分及資料彚整 

研究結果（測試結果） 

以下的敘述依據OECD/ACER對CBAS FT
資料的初步分析。 

依據 ACER 提供的初步分析資料，在參加

OECD PISA 計畫的六十多國中，十三國參

與了 CBAS 測試(CBAS Field Trial, CBAS 
FT)。有效樣本 5447 人，男生 2787 人，女

生 2660 人。 

電腦化試題的信度，各國皆於 0.721 至

0.871 之間，屬於可接受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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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每一組電腦化試題的作答，對越後

面的試題似乎未作答的越多。電腦化試題

和紙本試題的未作答情形相似。 

電腦化試題與紙本試題的相關，各國皆介

於 0.863 與 0.925 間。但就變異量看，電腦

化試題(0.466)低於紙本試題(0.683)。 

參加國的男生在電腦化試題的表現較女生

佳，但在紙本試題，男女生沒有顯著差異。

從 OECD/ACER 提供的統計，電腦軟硬體

操作熟悉度、電腦化試題的閱讀負荷

(reading load)較輕、及偏好電腦化試題是男

生在電腦化試題表現較女生佳的可能原

因。 

CBAS 軟體內建作答行為記錄功能，主要

目的是用來估算作答所需的時間。從CBAS 
FT 的作答記錄，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學生作

答一題的時間是介於 60 至 90 秒。國家間

有差異，且女生使用較長的作答時間。 

結論與討論 

從這一次測試 CBAS 的過程中，參與的教

授們認為 CBAS 的電腦化科學評量，在軟

體、試題、取樣、施測，都有值得學習的

地方。教授們認為台灣應建立自行設計軟

體與試題的能力。 

負責施測的教授和研究生則提到電腦化評

量 應 改 為 網 路 化 評 量 (web-based 
assessment)，才不會像這一次的電腦化評

量，在設備運送與裝拆上耗費許多時間。 

PISA FT 和 CBAS FT (an option)結束後，

OECD/ACER 在澳洲召開了討論會（林煥

祥教授請人參加該會議），會中詢問那些國

家要繼續執行 PISA 計畫中的 CBAS 
option。我們當時表示台灣可能繼續。但是

當時表示尚有意願使用電腦化評量方式的

國家只有六七國。沒有意願參與的原因在

於電腦化方式需要許多的事務性工作，多

國 表 示 能 以 網 路 化 評 量 (web-based 
assessment)取代。會後，OECD/ACER 曾以

電子郵件詢問各國參與網路化評量之測試

的意願，我們回答有意願。至於 web-based 
assessment 會不會測試，如果會測試，何時

要測，我們目前不知道。 

在考量 PISA Main Study 正式施測的時

程、CBAS 這個 Option 所需的大量人力與

設備、參與 CBAS Option 國家很少、及應

改為網路化評量等因素後，我們決定暫不

參加 PISA 計畫中目前只限於電腦化評量

方式的 CBAS Option。如果 OECD/ACER
決定進行網路化評量的測試，我們則希望

能參與。 

中文化的試題已完成、中文化的軟體也已

完成，我們認為我們已幫 OECD/ACER 做

了不少工作，也為大中華圈的電腦化評量

提供了工具。接下來，台灣該做的是自己

設計網路化評量軟體及網路化的多媒體試

題，著手建立一套台灣獨有的網路化評

量，台灣自己的 Program for Taiwan Student 
Assessment, PTSA，及 PTSA 下的各個

Options ， 其 中 之 一 一 定 是 web-based 
assess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WB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