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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儘管聽、說、讀、寫都是 108 學年度預定實施之國語文新課綱的重要元素，然由基本理

念可窺知，閱讀能力是新課綱非常重要的關鍵。為發展符合新課綱第四學習階段閱讀素養所

需線上評量，本研究目的為建立新課綱第四學習階段國語文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並檢視其

成效，從評量架構的建立、文本的挑選或撰寫原則、命題原則等三個方面探討，並分析素養

導向試題心理計量特性以支持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的有效性。援用三角檢證法，經由三場

評量架構專家會議、20場命題工作坊，本研究取得三向度評量架構與 16項評量指標，建構五

項文本的挑選或撰寫原則，10項素養導向試題之命題原則，以及 23篇文本之 201題閱讀素養

導向試題之效度證據。試題置於 i-Assessment研究團隊所開發的線上平台進行預試。經三梯次

預試，對象來自全臺灣 58校 1,685位國中七、八、九年級學生。以試題難度、鑑別度、Rasch

模式之適配度呈現試題心理計量特性，分析軟體為 R，Package 為 CTT 和 TAM。17 篇文本

（73.91%）試題之平均鑑別度指數達 .30以上。選擇題平均通過率介於 .45～ .74之間，難度

分布廣；半數建構題為高層次評鑑與省思題，其鑑別度指數平均 .37、平均通過率 .24，屬高

鑑別度、高難度試題，符合期待。試題具備良好心理計量特性，併同歷程中專家肯定的效度

證據，共同支持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的有效性。最後透過範例試題，提供教學現場作為命

題實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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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國語文課程綱要將一至十二年級分

為五個學習階段：一、二年級稱為第一學習階段；三、四年級稱為第二學習階段；五、六年

級稱為第三學習階段；七至九年級稱為第四學習階段；十至十二年級稱為第五學習階段，其

基本理念為（教育部，2018a）： 

經由國語文教育幫助學生習得現代公民所需之聆聽、口語表達、標音符號與應用、

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的能力，藉由各類文本的閱讀欣賞與創作，激發創意，開

拓生活視野，培養反省、思辨與批判的能力，健全人我關係，體會生命意義，理解

並尊重多元文化，關懷當代環境，開展國際視野。 

儘管聽、說、讀、寫都是新課綱的重要元素，然由基本理念可窺知，閱讀能力是新課綱非常

重要的關鍵，透過閱讀啟動人生，探索生命意義，習得尊重關懷，達成生活與專業的學習。 

閱讀理解在各個領域的學習扮演關鍵的角色，因而歷史課和數學課也紛紛推動並研究閱

讀策略對於學習表現的影響（唐淑華、蔡孟寧、林烘煜，2015；蘇慧珍、楊凱琳、陳佳陽，

2017）。尤其在資訊化時代與數位載具的流行，資訊量已超越傳統的年代，訊息類文本

（informational text）無所不在，像是生活中要查閱某項產品的評價、某個名詞的意涵、某項

菜色的材料、瞭解某項事件的進展、參與某個社群的討論、查看手機訊息等，人們常透過數

位平台蒐集與探究訊息，並進行訊息的研判與推論，決定採用或應用哪些訊息來回應自身的

需求。這個過程，更顯出閱讀理解的重要性。 

新課綱將自 108 學年度，依照不同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

級起）逐年實施（教育部，2018a），即使新課綱尚未實施，107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國文科試

題（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18），亦已充分展現有別以往的命題取向，多樣化的閱讀理解試題，

自各領域取材，文本（text）形式涵蓋連續性與非連續性文本，希冀啟動學生的思辨而非記憶，

達成真實、有意義的學習與評量。 

面對新課綱即將實施，國內一項調查結果指出，約 51.14%～60.04%的教師認為校內教師

已具備課綱所需跨域、跨科整合知識的教學能力；約 51.86%～66.02%的教師清楚知道因應新

課綱訴求的學習素養，該有什麼樣相對應的教學目標（陳雅慧、王韻齡，2018）。教學素來為

教師職場最重要的核心任務，自評準備度尚且如此；該項調查雖未針對教師評量方面的準備

度提問，合理推論不會比教學準備度高。透過研究實務分享，讓現場教師對於新課綱評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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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進一步的認識，實為重要課題。 

因應網路化時代，國際大型評量（large-scale assessment）也紛紛走向電腦化施測，國際

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2015年的重大改革

便是測驗全面電腦化（佘曉清、林煥祥，2017），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則自 2016年開始施測數位閱讀（Mullis, Martin, Foy, & Hooper, 

2017）。考量國小一年級學生所學的知識內容太少、閱讀能力評量成本太高，而第四學習階段

之國中學生已能閱讀成人世界的讀物，優先著手開發國中學生適用的線上閱讀素養導向評量

及其相關命題原則，除了能將經驗作為其他領域轉化課綱為素養評量的參考，也能提供現場

教師作為素養評量的命題指引。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新課綱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的素養能力，如何研發素養導向試題以評量學生習得的素養，

為一重要課題。本研究目的為建立新課綱第四學習階段國語文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並檢視

其成效。研究問題如下： 

（一）課綱內涵轉化為素養導向評量時，適切的研發程序為何？ 

首先，逐條解析新課綱學習表現中的認知歷程，形塑評量架構初稿，接著邀請專家評論。

舉辦命題工作坊研發素養試題，從中建構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及命題原則，並同步檢視評量

架構。三角檢證討論的關鍵核心為評量架構、文本的挑選或撰寫原則及命題原則三方面的連

結，俾利未來協助教學現場開發素養評量工具。 

（二）本研究所研發的素養導向試題心理計量特性為何？ 

透過預試，蒐集實證證據表述素養導向試題具備良好的心理計量特性，併同專家效度，

共同支持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的有效性。 

貳、文獻探討 

一、閱讀素養內涵 

（一）國內外闡述的素養意涵 

鑑於本研究目的在於針對新課綱建立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並檢視成效，素養的定義與

特性以教育部（2014）頒布的新課綱總綱內所描述之意涵為主要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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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

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

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無獨有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4）透過三集群、15項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詮釋不同工作場域所需展現

的不同重要能力，包括調度相關素養群（delivery-related）、人際素養群（interpersonal）及策

略素養群（strategic），並將核心素養分為五級，各由 15項核心素養的不同表現所組成，例如，

第一級素養適合從事的典型職業像是助理、秘書、作業員，而需具備第五級素養的職業則是

主任、諮商人員等。相似的「素養」概念也出現在 PISA 2018 評量的國際素養（global 

competence），具備國際素養的人們「能夠檢視地方性、全球性及跨文化的議題，理解與欣賞

人們不同的觀點與世界觀，和他人互動良好，朝著永續且整體的幸福而努力」（OECD, 2018b），

意即期許 15歲學生能彈性思考、培養人際關係及規劃未來。 

綜觀國內外對於「素養」一詞的界定可知，單純將知識與能力表現視為學習標竿，已不

符合潮流所需，能應用習得的知識與能力在世界地球村生活，才是國際社會與新課綱所期待

培養的新世代人才。 

（二）國語文新課綱閱讀素養內涵 

新課綱以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來闡述國語文閱讀素養內涵。第四學習階段涵蓋國中七至

九年級，然國語文課綱中並未切分「每一年級」應學習之表現與內容，而是以「階段性」方

式設計。故建構新課綱閱讀素養評量時，比照國中教育會考檢定國中畢業生學力的規劃理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14），以「國中畢業應具備的閱讀素養」

為試題難度發展依歸。 

1. 第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 

依照 Chall（1983, 1996）的理論，識字已非國中學生的閱讀發展重點，故建構閱讀素養評

量時，關注新課綱中列示的「閱讀」學習表現，而非「識字」。茲將國語文新課綱所列示的第

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摘錄如表 1所示。 

2. 第四學習階段學習內容 

由表 2 可知，國語文第四學習階段學習內容分為文字篇章、文本表述及文化內涵三大部

分。文字篇章包括字詞、句段及篇章三項目，依照 Chall（1983, 1996）的理論，建構新課綱閱

讀素養評量時，將以篇章為主軸。此外，由文本表述和文化內涵的學習內容可發現，國中學

生被期待能閱讀多種文體與多種議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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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課綱所列示的第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 

項目 學習表現 

閱讀 

5-IV-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重大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5-IV-6 能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讀視野 

註：引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p. 

11），教育部，2018b。臺北市：作者。 

表 2 

新課綱所列示的第四學習階段學習內容 

主類別 次項目 學習內容 

字詞 

Ab-IV-1 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IV-2 3,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Ab-IV-3 基本的造字原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Ab-IV-4 6,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IV-5 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b-IV-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Ab-IV-7 常用文言文的字詞、虛字、古今義變 

Ab-IV-8 各體書法與名家碑帖的認識與欣賞 

句段 

Ac-IV-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不同效果 

Ac-IV-2 敘事、有無、判斷、表態等句型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文字篇章 

篇章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劇本 

Ad-IV-3 韻文：如古體詩、樂府詩、近體詩、詞、曲等 

Ad-IV-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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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課綱所列示的第四學習階段學習內容（續） 

主類別 次項目 學習內容 

記敘文 
Ba-IV-1 順敘、倒敘、插敘與補敘法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的效果 

抒情文 

Bb-IV-1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感受 

Bb-IV-2 對社會群體與家國民族情感的體會 

Bb-IV-3 對物或自然以及生命的感悟 

Bb-IV-4 直接抒情 

Bb-IV-5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接抒情 

說明文 

Bc-IV-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境、制度等

說明 

Bc-IV-2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分類、定義等寫作手法 

Bc-IV-3 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議論文 
Bd-IV-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Bd-IV-2 論證方式如比較、比喻等 

文本表述 

應用文 

Be-IV-1 在生活應用方面，以自傳、簡報、新聞稿等格式與寫作方法為主 

Be-IV-2 在人際溝通方面，以書信、便條、對聯等之慣用語彙與書寫格式

為主 

Be-IV-3 在學習應用方面，以簡報、讀書報告、演講稿、劇本等格式與寫

作方法為主 

物質文化 

Ca-IV-1 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工具、名勝古蹟及休

閒娛樂等文化內涵 

Ca-IV-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文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社群文化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章制度等文化

內涵 

Cb-I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文化內涵 

精神文化 Cc-IV-1 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思想等文化內涵 

註：引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pp. 

14-19），教育部，2018b。臺北市：作者。 

記敘文本、抒情文本及應用文本從第一學習階段就開始，說明文本就第二學習階段開始

學習，議論文本則自第三階段才開始加入（教育部，2018b）。鑑於真實世界文本多元，同一

篇文章中可能融合記敘文本與說明文本的元素，也可能以應用文形式議論時事；再加上電腦

化測驗的文本形式更加彈性，可能先以影片講一個故事，再加入多方留言評論，欲依照課綱

將文本切分為五種類型，有實際執行困難。故本研究僅將文本類型區分為記敘文（事件與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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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與論說文（議論與說明）兩種類型，兩種都可以兼抒情，都會有感受與想法。 

參酌 PISA（OECD, 2012）敘事體比例為 20%，佛羅里達州（Florida State）九年級閱讀評

量架構中，敘事體所占比例為 30%（Florid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而新課綱著重真

實性之五種文本表述並重（蔡曉楓，2017），本研究擬訂記敘文占 33%，論說文占 67%，以回

應新課綱精神及真實情境（scenario）中訊息類文本與生活息息相關之現象。 

閱讀素養導向試題來自合適之閱讀素養文本。挑選或撰寫閱讀素養文本時，乃根據新課

綱學習內容三大主軸：文字篇章、文本表述及文化內涵交集而成（如圖 1所示），透過多元文

本（各種真實情境主題）與多元形式（文字、圖片、影片）發展試題，評量學生對知識、情

意的掌握及批判性思考。 

 

 

 

 

 

 

 

 

 

 

 

 

 

圖1. 學習內容轉化為素養文本與試題概念 

（三）第四學習階段閱讀材料特性 

Chall（1983）從發展歷程觀點提出人類閱讀能力的成長變化。從出生至成年，閱讀能力

的發展可分為六個階段，新課綱的第四學習階段橫跨 Chall所界定閱讀發展的 3B與第四階段。

第三階段為閱讀新知期（reading for learning the new），9～13歲應能透過閱讀學習新的知識、

取得新訊息、接收新想法並獲得新經驗。背景知識、詞彙及認知能力仍然受限，第三階段的

閱讀材料與目的最好明確且只有單一觀點。此階段可再分為 3A和 3B兩個次階段，3A為 9～

11歲，3B為 12～14歲。奠基於第三階段學得的基本知識，進入第四階段多元觀點期（multiple 

viewpoints），14～17歲，閱讀的歷程為由下而上且由下而上雙軌並進，閱讀內容與形式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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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結合先備知識對於各項議題提出多元觀點（Chall, 1996）。 

然而，什麼樣的材料適合作為第四階段的閱讀素養評量素材？過去文獻大多僅提出一般

性的選文通則。例如，新課綱在學習內容的文本表述部分列出了五種文體的特性，然其陳述

較抽象，難以單憑文本表述選擇文章。陳美芳（2014）提出記敘文、說明文及議論文的文本

特性檢核表，供讀者檢核文章結構的嚴謹性，可作為篩選文章的基礎性要素。Chall（1996）

認為，自 3A次階段開始，閱讀的材料不適合僅以自我目的為中心，開始閱讀較嚴肅、長度較

長的成人讀物。到了 3B次階段，所讀的材料已很接近成人讀物的水平。Arias（2007）指出，

學生閱讀水平、學生的興趣、學生的閱讀需求、學生的背景知識、文章內容和學生的關聯度、

文章內容的真實性，都是選文時所應考量的重點。 

即便文章符合一般性的選文通則，卻仍不一定適合作為評量材料，尚需參採評量目的（如

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評量形式（如紙本或線上）、評量情境（如作答時間、作答疲乏

度）等因素。據此，本研究選定閱讀素養評量文章時，除了納入上述閱讀材料特性與選文考

量，尚需經由研究方法轉化出第四學習階段閱讀素養評量的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 

二、閱讀素養評量 

（一）閱讀理解歷程模式作為文本分析理論基礎 

一篇文章作為評量材料時，常被稱為文本，由字、詞、句、段、節或章、圖、表等所組

成。閱讀的認知歷程複雜且多樣，Kintsch（1988）提出建構統整模式（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理論涵蓋性較大、足以解釋閱讀的多個面向，用於詮釋讀者如何透過字句瞭解文章的

潛在意涵，以及文字結構如何將潛在意涵組織成為連貫性的文本，並和讀者本身特性共同達

成高層次的理解。該理論將文本理解後的結果視為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的改變，

將「命題」（proposition）（自邏輯法則中轉化這個名詞）視為一種基模，定義為理解文章的心

理單位，因此，讀者對於文本意涵的表徵便可透過命題結構來加以呈現（Schwanenflugel & 

Knapp, 2016）。 

文本的微觀結構（microstructure）為命題組成的網絡，將文字符號轉化為概念性意義，例

如，字形辨識、識字解碼等；巨觀結構（macrostructure）則整體性地組織這些概念性意義成

為更高層次的上位概念，通常需要推論文本沒有說出的隱含訊息。微觀結構和巨觀結構兩者

共同形塑篇章格局（textbase）。然而，讀者對於文章的理解不只是由下而上的建構階段而已，

讀者也會投入本身的先備知識和文本進行整合，兩者共同形成情境模式（situation model）

（Kintsch, 2013）。 

建構統整模式的閱讀理解便是建構和整合的雙重歷程（dual process），評量時需能展現理

解歷程與不同層次的理解，包括表層至深層、表面特徵至篇章格局、至情境模式。本研究以

此模式作為文本分析的理論基礎，找出巨觀結構中的關鍵訊息，意義段的大意和全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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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情境模式中，加進外部知識進行文本內容的應用與評論和寫作形式的分析。 

（二）閱讀認知歷程結合文本分析結果完成命題前置工作 

完成文本分析後，欲將文本分析結果轉化為具體可操作的素養導向試題，需要解構學生

面對文本和素養導向試題時的認知歷程。國際上閱讀的大型評量亦利用一系列的認知歷程檢

視學生在閱讀後形成的局部和整體理解，以及反思能力，而匯集各項認知歷程便成為整體性

的評量架構。國際各項閱讀評量以 PIRLS和 PISA最受重視。PIRLS的評量對象為小學四年級

學生，和本研究對象認知程度差距不小；PISA的評量對象為參與國家或經濟體的 15歲學生，

恰為新課綱第四學習階段的結束年齡，其內涵可應用於國中學生之中文閱讀素養評量，檢視

臺灣國中學生被期待養成的閱讀素養水平。 

PISA 定義的閱讀素養為「為了達成個人目標、增長個人知識與潛力，並成為社會的一份

子，所需具備理解、使用、省思及回應文本的素養」，目的是藉由多樣化的文本與情境，評量

學生對於閱讀歷程（reading process）的精熟程度（OECD, 2017）。為了讓文本的涵蓋夠廣，以

四個層面進行考量，分別是：文本來源為單一文本或多個文本；文本的版面配置與導覽選單；

文本形式（format）為連續（continuous）、非連續（non-continuous）或混合（mixed）；文本類

型（type）為描述（description）、敘事（narration）、說明（exposition）、論說（argumentation）、

指引（instruction）及文書（transaction）（OECD, 2018a）。 

為因應當代社會的發展與回應理論用詞的調整，PISA 2018除了採用電腦施測，也將新增

的閱讀流暢性（read fluently）和其他七項閱讀理解認知歷程的評量分開計分。閱讀理解認知

歷程用詞也略有調整，分別是：存取與檢索單一文本中的訊息（access and retrieve information 

within a text）、搜尋與選擇相關資料（search and select relevant text）、詮釋字面意涵（represent 

literal meaning）、統整與產生推論（integrate and generate inferences）、反思文本內容與形式

（reflect on content and form）、評估文本品質與可信度（assess quality and credibility），以及覺

察與處理衝突（detect and handle conflict）。其中，第一、二項認知歷程屬於找出訊息（locate 

information）向度，題項比例占 25%；第三、四項認知歷程屬於理解（understand）向度，題

項比例占 45%；第五項至七項認知歷程屬於理解評鑑與省思（evaluate and reflect）向度，題項

比例占 30%（OECD, 2016）。第一項至第四項較接近建構統整模式中的巨觀模式，第五項至第

七項則較接近情境模式。由此，文本分析結果和解題認知歷程緊密結合，素養導向試題的命

題前置工作已完成。 

（三）素養導向試題要素 

完成命題前置工作後，撰寫素養導向試題需要掌握的根本要素為何？僅以學科內涵為標

的之評量，已難以達成新課綱的精神，故新課綱研發機構提出素養導向評量的兩項要素，作

為設計素養導向試題的依據（任宗浩，2018）。換言之，本研究發展之國語文素養導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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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符合兩項要素的其中一項：其一為「在合理的脈絡下問合理的問題」且內涵為「新課綱

國文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相結合」，或其二「在合理的脈絡下問合理的問題」且內涵為「跨

科核心素養」。任一要素為素養題之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非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不符合任一項要素就不被視為是素養導向試題，然而，符合要素未必是素養導向

試題。 

綜上所述，無論是建構統整模式或 PISA閱讀評量，皆關照閱讀歷程中表層的字面意涵，

推論文章意義，並連結讀者本身的背景知識加以賞析或評論，這些正是素養導向工具的評量

施力點。為打造符合國語文新課綱內涵的線上閱讀評量，本研究務須整合新課綱閱讀學習表

現和閱讀理解認知歷程，並透過研究方法轉化出合宜的評量架構、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最

終建構符合素養導向試題要素之命題原則。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援用三角檢證法（triangulation），透過「多重資料來源使研究者對研究現象事實的

瞭解更為周全」（Bogdan & Biklen, 1998/2001），建構評量架構、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命題原

則及素養導向試題。由不同身分別的觀點（外部專家學者、內部命題專員、評量領域研究者）

校正評量架構、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命題原則；另一方面，研究者統合預試所得量性數據

和閱讀素養評量領域專家學者意見，校正閱讀素養導向試題。 

一、研發程序 

（一）解析新課綱學習表現中的認知歷程，形塑評量架構初稿 

首先，由研究者帶領四位命題專員研讀新課綱，遇疑義則請課綱委員釋疑。接著，大量

閱讀各式試題，包括 PISA公告的閱讀素養樣本試題（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2000）和縣

市學力檢測國中段試題（國家教育研究院，2017b），從中辨析素養導向試題可能的命題樣式，

和試題所評量的認知歷程。 

鑑於新課綱列示的單項學習表現涵蓋認知歷程範圍很廣，譬如「5-IV-2理解各類文本的句

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便涉及閱讀認知歷程中擷取字面訊息、詮釋

字詞意涵、整合文意訊息、推論全文主旨等成分，難以據之直接命題，故由研究團隊整合新

課綱閱讀學習表現和閱讀理解認知歷程，轉化為評量指標，形成評量架構初稿。 

（二）評量架構專家會議：評論評量架構 

根據新課綱和相關文獻擬訂評量架構初稿後，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經由會議討論

後，針對評量架構初稿給予修正意見，做成會議紀錄，取得專家效度證據。與會專家對於評

量架構撰寫方向給予肯定，僅針對細部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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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命題工作坊：研發素養試題、建構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及命題原則，並檢視

評量架構 

本研究舉行 20場命題工作坊發展與修審試題。四位專任的命題專員選定並改寫文本，著

手文本分析後，確認該文本適合發展閱讀素養試題，方開始進行試題撰寫，將試題題號標註

在文本分析之中，檢視命題有沒有偏頗。 

嗣後，命題專員將文本、文本分析及試題初稿提交工作坊，和外聘講座共同修審，取得

效度證據。每場命題工作坊敦聘一位講座，共 9 人輪流擔綱（其中僅有一位和評量架構專家

會議人員重疊），均為閱讀素養評量領域專家。每篇文本均歷經二至三位講座調整文本及其試

題的合適性，研究團隊不告知講座該題曾經給誰看過，以維持修審客觀性。此外，修審過程

亦同步建構與調整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及命題原則。 

文本類型、形式（含後製版面、繪圖、配音等）由研究者和命題專員掌握其樣貌。原則

上每一篇文本都會找出訊息、理解及評鑑與省思三個向度的試題，以便透過一篇文本即能瞭

解學生的各個理解面向，檢核學生有沒有讀到文本中的核心概念。於試題研發過程，評量領

域研究者、命題專員及講座也會針對評量架構的可行性及其和新課綱連動性一再反覆討論。 

（四）試題預試與試題檢討會議：評析試題品質 

修審完成的試題，共安排三梯次試題預試。預試結束後，完成建構題評分，再分析試題

特性，取得信度與鑑別度證據，試題特性不良者，設法調整。最後，經由試題檢討會議，邀

集閱讀評量領域教授針對試題的質性與量性證據綜合評閱試題優劣作為效度證據，決定是否

保留為題庫試題。 

二、文本與圖片使用權 

本研究所使用的命題文本，文字和影片大多引用、改寫自現有素材，取得原智慧財產權

者的授權使用實為必要。故通過預試的文本及其試題，研究團隊以無償或有償方式取得版權

所有者（作者、出版社等）簽署書面同意書。圖片則請專業繪圖人士重新製圖。 

三、施測平台 

取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i-Assessment研究團隊的同意後，將試題存放於該團隊所開發的線

上施測平台 Online Assessment for Science Literacy（OASL），該平台可呈現多媒體情境試題，

讓學生透過網際網路從學校的電腦教室登入作答，作答反應同步存入該平台的後臺，施測結

束後由研究團隊完成計分。 

四、預試對象 

本研究研發的試題，於 2017年分別經過三梯次預試，由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主要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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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人員，指導學生登入 OASL 作答，並由該節次任課教師擔任襄試人員，帶領學生並維持秩

序。預試母群體為臺灣地區國中七、八、九年級學生，排除離島與特殊教育學校後，採「按

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機率抽樣」技術（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 PPS）抽出學校，

再於校內隨機決定受測年級與該年級的其中一班。每位學生於電腦教室受測一題本，作答時

間 40分鐘。總計預試對象來自全臺 58校共 1,685人，預試校數、年級數及人數分布詳見表 3。 

表 3 

預試校數、年級數及人數分布 

預試梯次與年級 學校數 受測班級人數 到考人數 

第一梯次預試 16 484 473 

 七年級  8 221 217 

 八年級  8 263 256 

第二梯次預試 22 657 628 

 七年級  8 271 262 

 八年級  8 220 216 

 九年級  6 166 150 

第三梯次預試 20 604 584 

 七年級  6 171 167 

 八年級  7 220 214 

 九年級  7 213 203 

 

五、資料分析方法 

利用預試作答所得反應，分析試題的心理計量特性，使用的分析軟體為 R，Package為 CTT

和 TAM，分述如下： 

（一）難度 

試題難度為建構測驗過程的重要訊息。二元計分試題（dichotomous items）難度定義為母

群體中正確答對該題的人數比例（p-value），部分給分試題（partial credit items）難度則為該

題平均得分除以該題最高分（Verhelst, 2004），由樣本推估母群體的作答情形。 

（二）鑑別度 

鑑別度用於描述試題能夠敏銳地測量受試者間差異的能力（Haladyna, 2004）。數十年前

Ebel（1954）已倡議鑑別度指數（discrimination index, D）盡可能高於 .30，此概念至今仍受

到教育界廣泛使用。本研究定義同一題本受測學生答對題數高的30%為高分群、答對題數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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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為低分群，兩群學生答對該題比例相減作為鑑別度指數的數值。 

點二系列相關（rpbis）亦常用於表徵試題鑑別度，本研究採用Wu、Tam與 Jen（2016）的

定義，該題得分（或該步驟得分）和刪除該題得分後的測驗總分間的相關，作為評估該試題

和所欲測量構念間的關係強度。Haladyna與 Rodriguez（2013）指出，因應測驗方案特性，可

接受的試題點二系列相關最小值可能為 .10、 .15 或 .20。Varma（2003）則認為，試題點二

系列相關至少 .15，達 .25以上可視為優良試題。綜合學者看法，本研究採取 .20作為可接受

的最低標準。 

（三）Rasch模式之適配度 

本研究所研發的試題，若心理計量特性良好，未來可應用於其他正式施測；檢驗試題預

試所得實證資料是否符合 Rasch 模式，可擴展其未來應用性。本研究採用 infit mean square 

statistics及其 t值檢驗資料與模式適配度。infit期望值為 1，以其 t值考驗觀察值和期望值的落

差是否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一般而言 t值大於 2或小於-2視為與模式不適配（Bond & Fox, 

2015）。 

（四）學校所處城鄉之差異試題功能 

差異試題功能（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DIF）（Holland & Wainer, 1993）已被視為是標

準化測驗、成就測驗或性向測驗檢視測驗公平性的主要方式（Salehi & Tayebi, 2012）。為檢視

本研究所建構之試題對於在城市或鄉村就讀之學生是否呈現 DIF 的現象，將預試抽樣學校所

處的鄉鎮市區，按照侯佩君、杜素豪、廖培珊、洪永泰與章英華（2008）的七個集群分類，

第一至四類合併為「城」、第五至七類合併為「鄉」，以Mantel-Haenszel Method檢測 DIF。 

肆、結果與討論 

歷經本研究的研發程序，得出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的三項主要研究結果，分別為評量

架構、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命題原則，此外，亦一併開發素養導向試題與範例題。茲分述

如下。 

一、評量架構 

綜合國內外相關理論、PISA認知歷程及納入新課綱閱讀學習表現（如表 1所示），採用三

角檢證法執行本研究研發程序（一）至（三）後，訂定三向度評量架構與 16項評量指標（並

賦予編碼），其中涵蓋由文本建構而得的表層意義與深層推論，以及結合個人知識的批判性反

思與問題解決。評量架構和新課綱的呼應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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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新課綱透過六項學習表現來彰顯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已全數納入，其中

「5-IV-6 能運用圖書館（室）、科技工具，蒐集資訊、組織材料，擴充閱讀視野」亦參酌劉宜

芳與柯華葳（2017）的研究成果，訂定 R-R-3 與 R-R-4 兩項評量指標。所有新課綱的閱讀素

養表現均對應 PISA七項認知歷程（OECD, 2016），包括：存取與檢索單一文本中的訊息、搜

尋與選擇相關資料、詮釋字面意涵、統整與產生推論、反思文本內容與形式、評估文本品質

與可信度，以及覺察與處理衝突。透過本研究的研發程序逐一訂定可作為命題根據的評量指

標共 16項，由學生解題的認知歷程判斷該題屬於哪一項指標。整體而言，評量指標從字詞、

句意、至篇章俱全，也囊括應用背景知識才能回答的指標，符合 Kintsch（1988）建構統整模

式中的結構和情境模式。 

二、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 

一篇文本，搭配數個題目，為評量閱讀理解的典型命題方式（Haladyna & Rodriguez, 

2013）。基於過去文獻大多討論一般性的選文通則，本研究採用三角檢證法執行研發程序（三）

後，共建構五項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分述如下： 

（一）確認該主旨符合教育評量需求且內容具備良好連貫性 

參酌 PISA徵題指引（OECD, 2015），素養導向評量所使用的文本，可以改寫自經典文學

作品、當代小品、動畫或影片、適合國中生閱讀的科學性刊物、或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素材，

也可能為同一個社會議題的多文本觀點，唯命題者心中須思考該篇文章的主旨是否具有教育

意涵。此外，文句邏輯清楚、文章內容連貫性良好（Garrod & Sanford, 2012），每一段落的敘

述均扣合主旨，意義段間的布局得宜，段落內的關鍵訊息呈現適切。若邏輯性和連貫性不足，

需改寫或重新選文。 

（二）檢視是否具備「發展評鑑與省思層次試題」可能性 

建構高認知層次的試題，向來為教育評量的挑戰（Dorans & Puhan, 2017）。訊息類文本常

為了將特定現象說清楚，描述淺白且平易近人，不易找到推論的空間。記敘文則常因文長限

制，使得人物和劇情的深度刻畫受限。倘若大多數的文本都只具備發展找出訊息認知層次題

目的條件，那就大幅降低了評估學生思辨能力的機會。故挑選文章時，首先評估是否具備發

展省思評鑑題的可能性。 

（三）引用或改寫後，1,000字左右 

若每位國中學生作答題數為 22～27題，以 Cronbach’s α公式估計二元計分試題的測驗分

數信度，可達 .78～ .82。考量閱讀速度和測驗信度，這樣的題數約可於一節課 40 分鐘之內

閱讀 3篇文本、每篇文長約為 1,000字上下（表 5之 A3，可以更短、不宜更長），每篇文本題

數為 6～11題，題型為選擇題或建構題。本研究經預試後，確認這樣的文長、篇數和題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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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確實可以在一節課 40分鐘之內完成。 

（四）記敘文從生命經驗出發；論說文承載專業知識閱讀能力，主題明確但不宜有

太多的專有名詞 

為符合素養導向試題要素，記敘文主題的選取考量學生的生命歷程，盡可能貼近學生的

生活經驗。論說文的文句盡量使用社會的一般性語言，避免過多專有名詞，減少認知負荷。

多元觀點的文章相當適合作為閱讀題材，畢竟真實社會就充滿各式論點。透過閱讀讓學生分

辨各項論點的立場，並結合其背景知識型塑自己的看法。 

（五）文本能觸動學生情感，讓學生施測後仍然印象深刻、回味無窮 

新課綱期許學生能成為終身學習者，在這樣的理念下，藉由閱讀文本讓學生在作答測驗

的時間內，品味人生、遊歷世界，甚至讓學生感受到內容很有趣，能從中有所成長，測驗便

有了新的意義。因而在挑選或撰寫文章的時候，枯燥的主題可以透過設計，以對話、動畫等

多元呈現方式，讓它活靈活現，提升閱讀動機。 

三、命題原則 

試題發展原則或工具發展程序的相關文獻（DeVellis, 2017; Haladyna & Rodriguez, 2013），

談的大多是一般性的測驗或評量發展程序，少有針對閱讀領域試題編寫命題原則。本研究採

用三角檢證法執行研發程序（三）後，共建構 10項素養導向試題之命題原則，並賦予編碼，

分述如下： 

（一）監控理解過程轉化為試題 

I1. 將文本分析所得的關鍵點（上位概念）轉換為命題重點。 

I2. 學生可能推論不過去的轉折處，需要命題。 

Pitts（1983）指出，理解監控是閱讀理解的重要元素，命題者藉由分析文章關鍵訊息、詮

釋上位概念、透析寫作手法、評論觀點和立場，自我監測理解文章的認知歷程。完成文本分

析後，透過「問問題」將文本分析的結果寫為試題，特別是學生閱讀時容易卡住的重點，經

由試題評估理解深度。 

（二）試題導引讀者深入理解 

I3. 正確答案必須為文章中的關鍵訊息，而非零碎知識。 

I4. 題目沿著主旨開展，答完要有「更懂文章」的感受，而非將文章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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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與 I4為調整試題過程常有的討論，為什麼這題被留下來，而另一題為什麼被刪掉？閱

讀素養導向題組藉由提問，帶著讀者踏著文章中的關鍵概念，一步步由表層理解進入深層理

解，建構通篇的文意，詮釋或評論作者所要表達的核心意涵。若為文章中的零碎細節，對於

理解文意並無太大影響，便不建議命題，以免誤導學生以為該處為重要概念。 

（三）素養導向試題緊扣文章內容 

I5. 不需要看文本即能作答的題目，必然不是篇章理解的試題。 

I6. 具備素養導向試題要素。 

I5 為命題者常出現的迷思，以生活情境設計了一道很完美的題目，卻因題幹表述過於完

整，或選項貼近生活常識，以至於不需要閱讀文章就能作答，便不是篇章理解的試題。另一

方面，I6 特別指出，試題至少符合「國文課綱學習重點的合理問題」或「跨科核心素養的合

理問題」兩項要素其中之一，以彰顯素養導向試題特性。 

（四）題幹表述依評量範圍調整 

I7. 廣泛性理解的題目，希望學生推論，題幹已經完整表述，就不需要告知在第幾段

至第幾段。 

I8. 若需要學生靠自己的能力將題幹的意思補充完，必須回到文章中才能回答，就要

標示在第幾段（例如代名詞題目）。 

I7和 I8為命題過程常出現的討論，究竟要不要在題幹標示「根據文章第 X段」呢？此時

應視題幹所涵蓋的範圍而決定。若題幹指稱的文章內容侷限在特定段落，建議在題幹標示「第

X段」，以減少學生於通篇文字檢索的時間。若題幹指稱的文章內容為跨段落、大範圍的理解，

則無需闡述。 

（五）選項指涉意涵完整且正確 

I9. 選項不要直接抄錄文本中的句子，需換句話說。 

I10. 確保選項內容正確，即使文本沒提到亦未必有誤，尤其是論說文。 

I9和 I10均為命題者常見的迷思。譬如要評量某一段的段旨，正確選項乃從該段的某一句

話複製得來，並未重新詮釋，便難以完整表述段落主旨。而撰寫誘答選項時，若以文本中沒

有提及的概念作為誘答，然其描述放諸四海皆準，也難以達成誘答效果。譬如一篇說明塑膠

微粒的文章，誘答選項之一為「只要降低塑膠的生產量，就能有效減低垃圾污染」，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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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並未在文章中提及，故不是命題者預設的正確選項；然而該選項的概念卻是近年討論

塑膠減量的重要核心概念，只要從源頭減產、消費者少用，自然能有效降低塑膠垃圾的污染。

所以，文章沒提到的內容，未必就是適切的誘答選項。 

四、素養導向試題研發成果與範例題 

（一）試題研發成果 

本研究共建構 23篇文本之 201題閱讀素養導向試題進行預試（如表 5所示），其中 17篇

文本試題（73.91%）之平均鑑別度指數達 .30以上、21篇文本試題（91.30%）之點二系列相

關達 .20以上，顯示本研究所發展之試題大多數具備良好的心理計量特性。唯「大腦」和「小

花」兩個題組，於鑑別度指數和點二系列相關兩項指標表現均不佳，故最終保留 21篇文本共

184題，其中記敘文 7篇（33.33%）、論說文 14篇（66.67%），比例符合研發目標。 

試題難度方面，除了「旅遊」題組難度較高，選擇題平均通過率介於 .45～ .74之間，難

度分布廣，中難度至簡單題組都有；建構題則普遍偏難，除了「地鐵」之外，平均通過率介

於 .01～ .47之間。由於建構題 40題之中，有 20題為高層次的評鑑與省思題，屬於表 4所列

之評量指標 R-RE-1 至 R-RE-4，其鑑別度指數平均 .37、點二系列相關平均 .30、平均通過

率 .24，屬高鑑別度、高難度試題，符合期待。 

適配度指數方面，絕大多數試題適配度考驗 t值均介於 -2～2之間，顯示大多數試題符合 Rasch

模式「相同鑑別度」假設，僅 20題超出試題適配度考驗 t值範圍，分布於 12篇題組之中（如

表 6所示）。20題之中，8題的 t value of infit mean square為負值，表示鑑別度很好是最佳題，

即使和 Rasch模式適配度不佳（Wu et al., 2016）。12題的 t value of infit mean square為正值，

顯示和 Rasch模式適配度不佳、鑑別度也不好，未來若要進一步應用需格外謹慎。 

在學校所處城鄉之差異試題功能方面，部分試題對於在城市或鄉村就讀之學生呈現差異

試題功能的現象。試題 DIF 一直都是測驗界探討公平性的重要焦點議題，然難以於本研究深

入討論，實為本研究之限制，未來應另行針對這些試題探討可能的原因。 

（二）素養導向範例試題 

以第一梯次預試之「木頭鳥」題組和第二梯次之「食安」題組，挑選其中試題作為素養

導向範例試題說明。這兩組題目亦公告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作為「素養導向紙筆測驗」

範例試題（參見 https://www.naer.edu.tw/files/11-1000-1591-1.php?Lang=zh-tw）。 

1. 木頭鳥題組 

以國家教育研究院（2017a）課程手冊初稿採用之示例文章〈一二三，木頭鳥〉發展試題，

並從中挑選三題作為範例試題（如表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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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符合 Rasch 模式「相同鑑別度」假設試題 

文本名稱 題號 infit mean square t value of infit mean square 

心情 1 0.86 -2.71 

心情 5 0.88 -2.05 

心理測驗 7 1.13 -2.71 

木頭鳥 3 1.35 -8.07 

木頭鳥 6 1.14 -2.34 

木頭鳥 7 1.23 -3.04 

水塔 1 0.92 -2.77 

水塔 2 0.88 -2.38 

水塔 5 1.16 -2.84 

老師 7 1.08 -2.44 

哺乳動物 1 1.12 -2.48 

哺乳動物 3 0.90 -2.14 

狼犬 2 1.23 -3.01 

狼犬 5 0.90 -2.06 

動物園 8 0.83 -3.42 

動物園 9 0.89 -2.40 

麻豆 8 1.14 -2.37 

晴空塔 8 0.87 -3.12 

跑步 4 1.18 -2.26 

極地 4 1.10 -2.50 

表 7 

「木頭鳥」題組範例試題 

問題一 

根據本文敘述，在哪個時間、地點比較容易看到黑冠麻鷺？ 

①清晨濕地 

②午間河岸 

③傍晚草地 

④夜晚高山 

答案 ③ 

評量架構 找出訊息：R-R-1 直接擷取單一段落的字面訊息 

學習內容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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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木頭鳥」題組範例試題（續） 

學習表現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此題僅針對「理解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 

試題概念與分析 

本文第三段提到「不管在白天或黑夜，都是黑冠麻鷺的活動時間，但主要集中

在傍晚。除了繁殖與餵養小鳥之外，牠們大多是單獨活動。此外，我們常能觀

察到黑冠麻鷺專心的盯著草地看，這是因為牠們正準備捕捉大餐！」評量學生

是否有確實讀到「主要集中」和「常能觀察」兩項訊息 

問題二 
黑冠麻鷺被稱之為「木頭鳥」的主要原因為何？請從文章中找證據，以支持你

所判斷黑冠麻鷺被稱為「木頭鳥」的主要原因 

評分準則 

2分：正確答出毛色與行為的相關內容 

毛色：黑冠麻鷺的臉頰、頸部都是紅褐色，背部及翅膀上的羽毛以栗褐色

為主，並且摻雜黑色細紋 

行為：當牠佇立不動時，乍看之下還真的與木頭有些相似呢！ 

1分：僅答出毛色或行為其中一項 

0分：答案錯誤或其他答案 

評量架構 理解：R-U-5 整合文本中的文意訊息 

學習內容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學習表現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此題僅針對「理解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 

試題概念與分析 

摘要文本中的重點訊息。從文本描述黑冠麻鷺的各種訊息中，找出與「木頭鳥」

相關的證據，包含黑冠麻鷺的毛色與木頭的顏色相近，以及黑冠麻鷺靜止不動

時像木頭 

問題三 

小如在校園的樹下發現一隻黑冠麻鷺，拍照和同學們分享 

鳥的成長階段分為雛鳥、亞成鳥、成鳥。根據本文所描述的黑冠麻鷺外型特徵，

你判斷牠屬於哪一個成長階段？並請說明理由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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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木頭鳥」題組範例試題（續） 

評分準則 

2分：正確答出亞成鳥與全身夾雜許多白斑的相關內容 

1分：僅答出亞成鳥或白斑其中一項 

0分：答案錯誤或其他答案 

評量架構 評鑑與省思：R-RE-4 應用源自文本之啟發解決真實情境的問題 

學習內容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學習表現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重大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

聯性 

試題概念與分析 

本題透過文圖轉換，評量學生是否能將文本中所描述黑冠麻鷺的特徵運用於真

實生活情境。學生須區辨文本中有關黑冠麻鷺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體徵描述，並

比對文本中的文字訊息與題幹圖片有何相符之處，進而判斷圖片中的黑冠麻鷺

屬於哪一個成長階段 

 

問題一是點狀理解即可得出答案的題目。既然評量學生的閱讀素養，而非評量記憶，找

出訊息層次的題目較不宜是死記的年代、定義等，以「文章中值得擷取的關鍵訊息」命題更

加適切，「根據本文敘述，在哪個時間、地點比較容易看到黑冠麻鷺？」就具有這樣的特性。

問題二沒有超出文本範圍，屬於理解層次的統整，讓學生連結黑冠麻鷺和被暱稱為「木頭鳥」

的原因，是文本重要的主要概念，實為命題重點。問題三完全取材自生活實境。由於黑冠麻

鷺在各地愈來愈常見，學生有機會在行進間見到，若能內化文本學到的知識，實際用於辨識

鳥的特徵，能讓學習更有樂趣，正向增強閱讀的樂趣，有機會提升閱讀動機。 

由木頭鳥的範例題可看出，三個題目不讀文本難以作答（素養導向試題之命題原則 I5），

均具備素養導向試題要素「布題強調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素養導向試題之命題原則

I6），第三題也符合「多元表徵」的跨領域核心能力，讓學生從文本得到知識後，能應用於生

活之中。 

2. 食安題組 

食安題組的文本改寫自中央社（2016），並從已發展試題中挑選三題作為範例試題（如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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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食安」題組範例試題 

文本 

  有關糖與脂肪對心臟危害的相關辯論，早在1960年代就已經出現。但最新

出爐的文件分析指出，美國糖業在當時就開始資助糖在心臟病扮演角色的研

究，試圖將部分原因指向脂肪。 

  哈佛研究團隊於1967年將評論發表在著名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結論指出心臟疾病與糖無關，與膽固醇及脂肪則高度相關，因此要預防心臟病，

飲食方面「毫無疑問」只需要降低膽固醇和飽和脂肪的攝取。而後，關於糖類

與心臟疾病之間的討論便逐漸平息。然而，哈佛團隊並沒有公開自己的贊助者

就是糖研究基金會。 

  有不少食品業者都會贊助科學研究，例如可口可樂、家樂氏業者及農產品

團體會定期資助研究，並表示會遵照科學標準。受贊助的研究人員也覺得，在

公家資助競爭日益激烈下，業界的贊助確實十分重要。 

  不過批評者指出，他們的影響力持續發酵，讓許多低脂肪飲食獲得一些健

康權威專家背書，這幾乎可說是不加掩飾地行銷低脂肪、高糖分食品，使得改

善公眾健康所做的努力都白費了。長期批判業界資助科學的紐約大學營養學教

授奈賽爾說：「不論是不是故意操縱，食品公司的贊助會減低大眾對營養科學

的信任」。 

問題一 

糖業者為什麼願意贊助心臟病的相關研究？ 

①有助於研發適合心臟病患者的食品 

②為了隱匿自家產品可能導致心臟病的事實 

③想掩蓋攝取過多脂肪是心臟病發生的主因 

④可得知更多有關心臟病患者飲食習慣的資訊 

答案 ② 

評量架構 理解：R-U-7 推論文本中隱含的訊息 

學習內容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學習表現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此題僅針對「理解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 

試題概念與分析 
本題透過推論文章中重要概念，測驗學生是否能理解全文的主旨，並進一步推

論出文章沒有直接陳述的隱含訊息 

問題二 

下圖是王小明臉書的畫面，請根據下方的留言，你認為哪一個人最有可能是糖

業老闆？ 

①陸仁甲 

②洪麻乙 

③胡交丙 

④羅波丁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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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食安」題組範例試題（續） 

 

 

答案 ② 

評量架構 理解：R-U-7 推論文本中隱含的訊息 

學習內容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學習表現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此題僅針對「指出寫作觀點」） 

試題概念與分析 

本題設計社交網路的留言版，測驗學生是否能透過不同人的留言，推論其立場，

學生必須整合文章重要概念及題幹訊息，再進一步區辨哪一個人的立場與文章

中的糖業者最接近 

問題三 

下面是一則網路上有關奇異果營養素的報導： 

美國排名第一的大學營養科學研究中心，多年研究發現，奇異果的維生素C是檸

檬的3倍，膳食纖維是香蕉的1.5倍，熱量卻只有香蕉的一半。全球銷量最高的

前幾名水果中，又以奇異果的營養成分最豐富，最接近人體所需 

請根據你從〈食安〉一文所獲得的啟發，說明你認為這篇報導的可信度如何？

並說明原因。請將答案繕打在下方的答案欄中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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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食安」題組範例試題（續） 

評分準則 

1分：僅可回答不相信，並說明理由是須先瞭解該研究是否受企業贊助 

作答範例： 

不相信，因為需要查證研究中心的贊助者是否為奇異果業者 

0分：回答相信或回答不相信，但理由並非原自文本所要傳達的主要訊息 

作答範例： 

我不相信，因為奇異果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食物 

我相信，因為奇異果是一種含有豐富營養成分的水果 

我相信，因為依照前一篇的敘述他的研究是有利且客觀的（理由引用錯誤） 

評量架構 評鑑與省思：R-RE-4 應用源自文本之啟發解決真實情境的問題 

學習內容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學習表現 

5-IV-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5-IV-5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理解重大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

聯性 

試題概念與分析 

本題測驗學生是否能藉由本文中所得到的重要訊息，進一步去判斷另一篇文章

訊息的正確性、合理性。學生必須理解本文的主旨，依據重要概念做出合理判

斷，同時說明判斷的依據 

 

問題一沒有超出文本範圍，屬於理解層次的產生推論；由於是廣泛性理解的推論題，題

幹不需標示段落（素養導向試題之命題原則 I7），主要評量學生能否抓到全文核心宗旨，學生

只要能真正理解文意便能回答。 

問題二設計跨文本閱讀比較評估，藉由學生熟悉的社交平台介面讓學生比較多文本之間

的「立場」，不單純是推論隱含訊息，而必須達成新課綱的期待「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具備素養導向試題要素「國語文領域核心素養」（素養導向試題之命題原則 I6）。問題三亦為

跨文本設計，編寫一則網路上常見的報導，讓學生從文本得到啟發後，遷移應用於新情境之

中，展現知識的活用性。 

由食安題組的範例題可看出，和傳統評量知識的題型相較，素養導向試題命題樣式可以

更多元，發想空間更大，只要適當修改內容，信手拈來的社交平台訊息或網路新聞都可能是

命題素材。學生必須內化新課綱國語文閱讀素養內涵，方能辨析文本意涵，達成新課綱所期

待學習與生活結合的核心素養。 

綜合木頭鳥和食安範例試題可看出，素養導向試題的特性，除了融合國語文領域的學習

內容與學習表現，不再只是著重知識的檢核，而是學生閱讀能力的展現。就木頭鳥的問題三

而言，學生必須理解文章中所描述木頭鳥不同成長階段的毛色變化，才能正確判斷。試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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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取材自真實生活環境，將文字表徵轉為圖片表徵，呈現活生生的木頭鳥樣貌，乃期望學生

不再認為自己是死讀書、背誦知識，而是在公園或草地遇到木頭鳥時，能認出牠就是文章中

描寫的愈來愈常見的留鳥。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閱讀，不但彰顯總綱「學習與生活結合」

的核心素養，學有所用也可能讓學習更有趣、更有動力。 

食品安全近年受到高度重視，研究團隊特意選擇此項重要的公共議題，透過文章讓學生

意識到，即使是國際知名學術期刊所刊登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會因背後的贊助者而影響了論

文結論。食安題組除了檢核學生是否真正理解文章中的關鍵內容，更期望學生發揮總綱中的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核心素養，將閱讀文章得到的啟發，遷移至日常的社交平台留言

和網路新聞報導情境，秉持批判性思考面對生活中的議題。據此，素養導向試題無法透過背

誦或記憶回答，必須發揮新課綱意欲培養之閱讀策略與閱讀理解歷程讀懂文意，從中習得重

要概念應用至真實的生活情境解決問題。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可供其他領域參採 

本研究以國語文閱讀素養評量為例，建立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其研發程序從解析新

課綱學習表現中的認知歷程，形塑評量架構初稿開始，接著透過專家會議評論評量架構。研

發素養導向試題後，藉由命題工作坊修審試題，同時建構文本挑選或撰寫原則及命題原則、

並同步檢視、修訂評量架構。試題預試後，邀請領域專家出席試題檢討會議，評析試題品質。

各領域皆可援引這套模式轉化該領域新課綱素養內涵，打造具領域特定性的命題指引，建構

素養導向試題。 

（二）評量架構與評量指標切合新課綱學習表現 

援用三角檢證核心概念，透過三場評量架構專家會議、20 場命題工作坊，本研究所訂定

並交叉檢證之三向度評量架構與 16項評量指標，不但符合素養導向評量之定義，亦能和新課

綱適當呼應，據之發展素養導向試題便能適切評量新課綱核心素養。 

（三）文本與試題發展原則引領素養導向試題研發方向 

透過不同身分別的觀點（外部專家學者、內部命題專員、評量領域研究者）校正五項文

本挑選或撰寫原則，10 項素養導向試題之命題原則。在反覆的命題討論之中，這些原則也再

三受到不同專家學者檢視，如同檢核表一般，確保試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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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素養導向試題具備良好特性支持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的有效性 

經由三角檢證法執行本研究研發程序（一）至（三）後，共建構 23篇文本之 201題閱讀

素養導向試題進行預試，預試對象來自全臺 58所國中共 1,685人，得知 18篇文本（78.26%）

試題之平均鑑別度指數達 .30以上。選擇題平均通過率介於 .46～ .74之間，難度分布廣；50%

建構題為高層次評鑑與省思題，其鑑別度指數平均 .37、點二系列相關平均 .30、平均通過

率 .24，屬高鑑別度、高難度試題，符合期待。試題具備良好心理計量特性，併同歷程中專家

肯定的效度證據，共同支持素養導向評量發展模式的有效性。 

二、建議 

（一）文章取材生活情境中，信手累積文本存摺 

108課綱的理念為「核心素養融入生活情境」，故本研究針對新課綱建構素養導向評量時，

文本取材特意挑選和學生相關的生活情境，例如，「心情」和「老師」都和求學環境有關，「地

鐵」和「生涯」則結合生涯探索議題。本研究於取材過程也發現，好的文章很多，卻不是每

一篇都適合作為評量的材料，像是純粹只談生硬科學知識、沒有結合社會議題，或充滿各式

專有名詞的氣象報導，或網站上的隨筆心情文、語句間連貫性較弱，這些文章要用來發展閱

讀素養評量難度就很高。建議現場教師和命題工作者平日點滴累積文本存摺，覺得有命題機

會的、有趣的、和學生生活情境連結度高的，就先存起來。準備著手命題時，根據素養導向

試題文本之挑選或撰寫原則調整文本，執行文本分析，之後抓緊素養導向試題之命題原則和

評量架構（見表 4），建構試題便能如虎添翼。 

（二）評量作為教學一部分，轉化教學歷程為試題 

評量與教學密不可分，評量既已素養導向，教學亦需因應調整。以本研究開發的對立觀

點文本「動物園」題組為例，進行教學時，可在課堂上談動物園的存廢議題。準備教學材料

時，想必教師會反覆閱讀大量相關主題的文本，以決定什麼樣的素材（或是素材組合）是最

適切的。某一篇網路小報的報導嗎？還是某位專家的觀點？單一篇的論述會不會太侷限？根

據素養導向試題文本之挑選或撰寫原則調整文本後，透過兩方對立觀點刺激學生思考。材料

準備好之後，試著發想一個可行的教學教案。那份教案的教材，就會是閱讀素養導向評量文

本；教師們在教案中的引導或提問，就會是閱讀素養導向試題。學生的反應、學生的迷思，

往往就是最佳試題來源。 

（三）命題內容評量金三角，成就良好素養試題 

本研究於開發 23個題組過程中，深刻體會最適切的研發團隊為「命題專員、內容專家及

評量專家」的共同組成。由於文本題材包羅萬象，少有人能同時精通天文和地理，故每一篇

文本需依據主題請教該領域專家，在修改文本與撰寫試題時，方能確保內容與用字正確。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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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選擇「木頭鳥」試題照片時，特別就教鳥會專家，確認所選定的照片能明顯表徵木頭鳥

的成長特徵；「交通」題組特別請教警官，確認命題者編寫、詮釋的執法概念沒有錯誤。評量

專家協助釐清試題所測量的認知歷程與對應的評量指標，針對題幹、選項或建構題的評分規

準給予建議，解讀預試數據提出修題建議。命題專員掌握素養導向試題要素，改寫文本並撰

寫試題，於討論過程勇於為自己的作品辯護，並完成最終試題後製。三者交互提問、合作無

間、密不可分，最能成就信度與效度良好的素養導向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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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elementary schools,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tegory －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is study developed an online reading assessment 

module in line with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 A literacy-based assessment module was 

established to construct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text selection or writing principles, item writing 

principles, and reading literacy-oriented items. The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tem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o support the validity of the module. The principles and items were validated 

through the triangulation method. By conducting assessment framework meetings and item writing 

workshops, a 3-dimensional assessment framework, 17 indicators, 5 text writing principles, and 10 

item writing principles were obtained. The Online Assessment for Science Literacy platform was 

adopted for 23 testlets with 201 items for pilot test administrat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1,68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58 schools in Taiwan. Item difficulty, discrimination, and infit 

mean square statistic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CTT and TAM packages in R. The average 

discrimination of 17 testlets (73.91%) was more than .30. The average p-value of multiple choice 

items ranged from .45 to .74. The average discrimination of half of the constructed response items 

was .37 and the average p-value was .24, which revealed high discrimination and high diffi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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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ple items were also provided as a reference for preparing assessment designs for school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literacy-based assessment, online assessment, reading comprehension, second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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