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3 -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前文所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的結果，設計可

行的研究方案，以下即針對研究架構、研究流程、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及研究限

制分別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圖 3-1所示： 

 

 自變項 依變項 

研究一 1. DIF檢測方法─Mantel-Haenszel 法及定題法  區域 DIF現象 

研究二 1. DIF檢測方法─Mantel-Haenszel 法及定題法 

2. 文字屬性─一般文字及特定文字 

3. 圖片屬性─正式圖表類及非正式圖表類 

4. 區域特性─台灣地區及非台灣地區 

1. 城鄉 DIF現象 

2. 區域 DIF現象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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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本研究是以兩種檢定 DIF 方法之理論為基礎，提出圖 3-2 之研究流程： 

 

圖 3-2 研究流程圖 

研究一： 90-95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 DIF分析 

綜合歸納分析： 

1. Mantel-Haenszel 法及定題法兩種檢定 DIF 方法，檢測

不同地區受試群體於 90 年至 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

作答結果的 DIF 情形。 

2. 分析 90 年至 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地理科 DIF 試題

及非 DIF 試題之文字及圖形特性。 

研究二：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之 DIF分析 

IRT 取向─Rasch 模式

之定題法 

二階 Mantel-Haenszel 法 

綜合歸納分析： 

1. Mantel-Haenszel 法及定題法兩種檢定 DIF 方法，檢測

不同地區及城鄉受試群體於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作

答結果的 DIF 情形。 

2. 不同的試題屬性對於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中試題 DIF

程度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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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本研究分為研究一及研究二等二部份。以下將分別說明： 

研究一研究一研究一研究一：：：：90909090----959595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 DIFDIFDIFDIF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探討民國 90 年至民國 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試題差異功能問題，

研究對象包含各年度二次有效應考人數，經向「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工作

推展委員會」申請資料，得到 90-95 年度第一次、第二次考生的作答資料各 5000

筆。 

本研究將 18 個考區分為北、中、南、東（含離島）四個區域：北區包含台

北一區、二區、基隆區、桃園區、竹苗區；中區包含中投區、彰化區、雲林區與

嘉義區；南區包含台南區、屏東區、高雄區；東（含離島）區包含宜蘭區、花蓮

區、台東區、澎湖區、金門區及馬祖區。經整理後，各年度四個考區人數分布如

下表 3-1 所示： 

 

 

 

 

 

 

 

 

 



 - 46 - 

表 3-1 各年度四個考區人數分配統計表 

  北 中 南 東 合計 

第一次 2172 1394 1182 252 5000 90年基本

學力測驗 第二次 2079 1456 1200 265 5000 

第一次 2175 1394 1181 250 5000 91年基本

學力測驗 第二次 2239 1404 1113 244 5000 

第一次 2188 1374 1190 248 5000 92年基本

學力測驗 第二次 2309 1332 1109 250 5000 

第一次 2227 1362 1160 251 5000 93年基本

學力測驗 第二次 2325 1354 1061 260 5000 

第一次 2168 1402 1150 280 5000 94年基本

學力測驗 第二次 2301 1342 1092 265 5000 

第一次 2233 1367 1151 249 5000 95年基本

學力測驗 第二次 2349 1333 1084 234 5000 

二二二二、、、、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目的在評量國民中學學生能力表現及其發展潛能；主要

目標在維持制度公平的前提下，消除入學考試對於國民中學教育的不利影響，進

而充分發展學生的潛能（教育部，2000）。以下就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試題

之測驗內容、測驗信度做一說明。 

（一）測驗內容 

社會科包含歷史、地理、公民與道德、認識台灣等科。題型分為單題及題組，

各科均為四選一的單選題，答錯不倒扣，採二元計分。考試時間為70分鐘及試題

取材為：歷史，第一冊至第四冊全；地理，第一冊至第四冊全；公民與道德，第

一冊至第四冊全；認識台灣（全冊），歷史篇、地理篇、社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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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驗信度 

90-95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及其中之地理科試題的Cronbach's α係

數，如表3-2所示： 

表 3-2 90-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及地理科試題 Cronbach's α係數 

科目 次別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第一次 .95 .93 .94 .94 .93 .94 
社會科 

第二次 .94 .93 .93 .93 .92 .93 

第一次 .88 .81 .81 .84 .84 .83 
地理 

第二次 .84 .81 .82 .83 .80 .84 

 

研究二研究二研究二研究二：：：：研究者自編地理研究者自編地理研究者自編地理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測驗測驗測驗之之之之 DIFDIFDIFDIF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探討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的試題差異功能問題，研究對象以95學年度

之公立國中二年級（國八）學生為對象，依分層隨機抽樣原則抽樣，作為本研究

之正式研究樣本。 

本研究將全台灣分為四個地區，北部地區（台北縣市、基隆市、桃園縣市、

新竹縣市、苗栗縣市）；中部地區（台中縣市、彰化縣市、雲林縣、南投縣市、

嘉義縣市）；南部地區（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市）；東部地區（宜蘭縣

市、花蓮縣市、台東縣市、澎湖縣），合計31 縣市。 

本研究以院轄市（台北市、高雄市）、省轄市（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

嘉義市、台南市）的學校為城市地區學校代表，而院轄市、省轄市以外其他縣市

鄉鎮學校為鄉鎮地區學校代表。 

本研究抽樣方法採取分層隨機抽樣方式，第一層按台灣地區北、中、南、東 

地理區各抽取2-3個縣；第二層按照城市、鄉鎮比為1：3的比例抽取樣本學校，

易言之，在確定抽取的縣、市後，再根據城市及鄉鎮地區學校代表，以隨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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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學校，作為樣本；第三層依樣本學校抽取95學年度二年級（國八）學生，每

校兩個班級作為樣本。總計抽取16個縣市，18所學校，36個班級，原寄發測驗卷

共1260份，回收1143份。經剔除答題不完整之廢卷32份後，共得有效分析樣本1111

份，有效問卷比率為97.2％。其中北區260份、中區291份、南區308份、東區252

份，又城市為294份、鄉鎮為817份，將抽樣統計如下表3-3所示： 

表 3-3 正試施測的地區、城鄉分配統計表 

 北 中 南 東 合計 

城市 132 35 127 0 294 

鄉鎮 128 256 181 252 817 

合計 260 291 308 252 1111 

二二二二、、、、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是以「認識臺灣：地理篇」為測驗範圍，以下分別就改

編依據、改編過程、測驗內容加以說明。 

（一） 改編依據 

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乃是以 90-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地理科試題作為改編

依據。首先將 90-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試題中逐年區分出屬於地理部分

試題，90-94 年部份參照潘宜均（2006）之分類，95 年部份則由研究者連同二名

地理教學現場老師共三名，勾選出屬於地理科試題。最後，再研究者區分出屬於

「認識臺灣：地理篇」部份，並請二位地理教學現場老師進行確認。其「認識臺

灣：地理篇」試題分類詳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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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90-95 年國中基驗社會科「認識臺灣：地理篇」試題題數分類表 

年度 次別 題     號 題數 合計 

第一次 2、3、4、5、21、23、31、37、51、53、54、66 12 
90 年 

第二次 1、2、5、18、33、45、47、60、63 9 
21 

第一次 1、2、3、16、18、20、31、33、49、50、63 11 
91 年 

第二次 1、4、15、16、17、60、63 7 
18 

第一次 1、16、17、19、50、52、58、63 8 
92 年 

第二次 1、2、4、5、17、20、33、34、61 9 
17 

第一次 1、2、3、4、5、6、17、18 8 
93 年 

第二次 1、3、5、18、35、63 6 
14 

第一次 1、2、3、4、5、15、44、48、54 9 
94 年 

第二次 1、2、4、17、19、50、54、55、56 9 
18 

第一次 6、18、19、46、50、52、59 7 
95 年 

第二次 2、5、16、20、32、43、57、58、59 9 
16 

總計    104 

本研究所改編的地理科測驗之試題內容，配合課程章節內容，而將試題分為

地形、氣候、水文、交通及人口五大單元；測驗部分試題內容使用圖表呈現；題

型則全部為單題型式，並未有題組。  

（二） 改編過程 

本研究改編之地理科測驗試題係依據 90-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認識臺

灣：地理篇」試題所改編，改編過程如下： 

1. 首先依據 90-95 年國中基測 DIF 檢測之結果，分析地理科 DIF 題試題特性，

歸納試題屬性並將所有試題進行分類。每一試題同時具有兩個屬性：一為文

字屬性，一為圖片屬性。 

(1) 文字屬性：區分為「特定文字」及「一般文字」兩類。「特定文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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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內容所涉及的特定地點、區域、物品、場所、活動或生活經驗，可

能因為考生所在區域不同而有不同認知，進而影響考生答題結果。其餘

文字敘述則歸類為「一般文字」。分別舉例如下： 

特定文字特定文字特定文字特定文字：：：：91919191 年第二次年第二次年第二次年第二次 16161616 題題題題    

游小虎喜歡到超便宜量販店購物，因為商品多樣、價格便宜，一次可以

購足一月所需，但是量販店多設在大都市的郊區，距離較遠，往往要開車前

往。請問：量販店選擇郊區作為商場位置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地形較平坦  (Ｂ)土地較便宜   (Ｃ)市場較廣大  (Ｄ)交通較便

利 

「量販店購物」與學生生活經驗有關，再者於台北市、台南市及台東市

的學生，對於量販店的設立地點、市郊區之判定可能有所不同，故歸類為「特

定文字」。 

一般文字一般文字一般文字一般文字：：：：90909090 年第一次年第一次年第一次年第一次 54545454 題題題題    

經濟海域是指由海岸線向外至 200 浬（約 370 公里）的海域範圍，若由

花蓮海岸向東計算，我國經濟海域的東界，最遠約可到右圖的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以這題來說，雖然也提到特定地點「花蓮」，但試題內容部份所要考的

是比例尺之換算，並非花蓮地區才有之地區特色，亦即考生所在台灣不同區

域，但仍可透過比例尺換算而正確作答，故歸類於「一般文字」類。 

 

(2) 圖片屬性：分為「正式圖表類」及「非正式圖表類」兩類。「正式圖表

類」指試題中圖表包括位置及座標系統、地圖要素、統計圖表判讀、地

面圖及航照圖等四類的內容，其餘包含漫畫、說明用插圖、文宣廣告、

旅遊照片、素描、網頁照片等內容之試題則歸類為「非正式圖表類」。

分別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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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圖表類正式圖表類正式圖表類正式圖表類：：：：90909090 年第一次年第一次年第一次年第一次 53535353 題題題題    

下圖是臺灣地區某四縣市人口就業結構圖，其中哪一都市的產業類型以製造業為主？ 

（A）甲  （B）乙  （C）丙  （D）丁 

 

 

就上圖而言，該類圖片屬於「統計圖表解釋」之能力，故歸類為「正式

圖表類」。 

非非非非正式圖表類正式圖表類正式圖表類正式圖表類：：：：91919191 年第二次年第二次年第二次年第二次 45454545 題題題題    

右圖是學力鎮的公車時間表，站牌中四個城市與學力鎮的距離

皆相等。若只考慮起點和終點的運輸需求，哪一個城市和學力鎮的

時間與空間距離因此顯得最短？ 

(Ａ)永寧市  (Ｂ)永福市    (Ｃ)永興市  (Ｄ)永安市 

 

就上圖而言，該類圖片就不直接類屬於「正式圖表類」之各項能力，因此歸

類為「非正式圖表類」圖片。 

2. 經兩種 DIF 檢測方法發現 90-95 年國中基測地理科共有 66 題 DIF 試題，其中

隸屬「認識臺灣：地理篇」部份有 39 題，研究二選取其中 15 題 DIF 試題作

為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之 DIF 題。 

3. 挑選出相同單元之 DIF 題及非 DIF 題，例如檢測出「地形」單元有兩題為 DIF

題，則研究者將於「地形」單元中再選出兩題非 DIF 題做為配對。所有 DIF

題與非 DIF 題配對完成後，其餘的部分皆為非 DIF 試題，共計 40 題測驗題。 

4. 將 40 題測驗題進行改編，部份題目由文字部份修改，部份題目則由圖片部份

修改，以免學生對試題有印象直接背誦答案，學生必須要重新思考才能答對。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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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目：小美參加舅舅的結婚典禮時，吃到了許多美味的菜餚，如燻烤鰻魚、胡椒草蝦、蒜泥

九孔、生鮮虱目魚湯。請問：這些美食材料主要是來自於哪一種漁業類型？ 

(Ａ)近海漁業  (Ｂ)遠洋漁業  (Ｃ)沿岸漁業 (Ｄ)養殖漁業 

修改文字後：小明參加舅舅的結婚典禮時小明參加舅舅的結婚典禮時小明參加舅舅的結婚典禮時小明參加舅舅的結婚典禮時，，，，吃到了許多美味的菜餚吃到了許多美味的菜餚吃到了許多美味的菜餚吃到了許多美味的菜餚，，，，如黑鮪魚生魚片如黑鮪魚生魚片如黑鮪魚生魚片如黑鮪魚生魚片、、、、川燙鯊川燙鯊川燙鯊川燙鯊

魚皮魚皮魚皮魚皮、、、、烤烤烤烤魷魚魷魚魷魚魷魚、、、、烤烤烤烤秋刀魚秋刀魚秋刀魚秋刀魚。。。。請問請問請問請問：：：：這些美食材料主要是來自於哪一種漁業類型這些美食材料主要是來自於哪一種漁業類型這些美食材料主要是來自於哪一種漁業類型這些美食材料主要是來自於哪一種漁業類型？？？？    

((((ＡＡＡＡ))))近海漁業近海漁業近海漁業近海漁業     ( ( ( (ＢＢＢＢ))))遠洋漁業遠洋漁業遠洋漁業遠洋漁業    ((((ＣＣＣＣ))))沿岸漁業沿岸漁業沿岸漁業沿岸漁業    ((((ＤＤＤＤ))))養殖漁業養殖漁業養殖漁業養殖漁業    

原題目：下圖是奇妙島的平面圖。島上奇奇國的王子想搭乘熱汽球前往妙       

妙國。下列哪一風向對王子最有利？ 

(A)東南風  (B)西南風  (C)東北風  (D)西北風 

修改圖片後：下圖是奇妙島的平面圖下圖是奇妙島的平面圖下圖是奇妙島的平面圖下圖是奇妙島的平面圖。。。。島上奇奇國的王子想搭乘熱汽球島上奇奇國的王子想搭乘熱汽球島上奇奇國的王子想搭乘熱汽球島上奇奇國的王子想搭乘熱汽球    

前往妙妙國前往妙妙國前往妙妙國前往妙妙國。。。。下列哪一風向對王子最有利下列哪一風向對王子最有利下列哪一風向對王子最有利下列哪一風向對王子最有利？？？？        

(A)(A)(A)(A)東南風東南風東南風東南風        (B)(B)(B)(B)西南風西南風西南風西南風        (C)(C)(C)(C)東北風東北風東北風東北風        (D)(D)(D)(D)西北風西北風西北風西北風    

    

5. 修改後試題再敦請測驗專家以及二位國中地理科教師審查，並討論試題屬

性，其後將各試題之文字、圖片屬性歸類並且編碼。 

6. 最後完成試題分配，所有試題均為四選一的單選題，答錯不倒扣，採二元計

分。40 題試題之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如附錄八所示。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資料取得與資料分析資料取得與資料分析資料取得與資料分析資料取得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分為研究一及研究二等二部份。以下將分別說明： 

研究一研究一研究一研究一：：：：90909090----959595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 DIFDIFDIFDIF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資料取得資料取得資料取得資料取得：：：：    

根據研究計畫，向「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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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 90-95 年間每次五千筆隨機抽樣作答反應。 

二二二二、、、、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將 90-95 年國中基測作答反應四個地區配對組成─北區與中區、北區與南

區、北區與東區、中區與南區、中區與東區、南區與東區等 6 組，以社會科總分

作為配對變項，使用 EZDIF 程式（Waller，1998）進行 Mantel-Haenszel 法之 DIF

檢測，以.01 作為顯著差異水準，配合 MH D-DIF 值進行解釋。Rasch 定題法的作

法是先以 MH D-DIF 值最小的 4 題做為定錨題，接著採用 ConQuest 軟體進行定題

法 DIF 檢測。 

 

研究二研究二研究二研究二：：：：研究者自編地理研究者自編地理研究者自編地理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之測驗之測驗之測驗之 DIFDIFDIFDIF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取得取得取得取得：：：：    

本研究欲探討不同地區、城鄉的國中學生在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之試題差異

功能，為求研究樣本具有代表性，乃取臺灣地區18所公立國民中學進行施測。首

先於95年十一月中旬間，與各校教務主任進行聯繫取得同意後，於95年十二月初

寄發測驗卷，本測驗係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作答時間約45分鐘。由導

師或地理科老師擔任主試，依照研究者自編測驗指導手冊（詳見附錄九）規定程

序施測。95年十二月底資料全數回收，共取得1111筆有效作答資料。 

95 年十二月資料蒐集完成後，隨即將受試者各項資料進行編碼及輸入電腦，

利用 SPSS 進行計分及統計，並將作答結果寄回各校，以作為各校之教學參考。 

二二二二、、、、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將作答結果依四個地區及城鄉的作答反應組成─北區與中區、北區與南區、

北區與東區、中區與南區、中區與東區、南區與東區、城市與鄉鎮等 7 組，使用

EZDIF 程式（Waller，1998）進行 Mantel-Haenszel 法之 DIF 檢測，以.01 作為顯著

差異水準，配合 MH D-DIF 值進行解釋。Rasch 定題法的作法是找出 MH D-DIF

值最小的 4 題做為定錨題，接著採用 ConQuest 軟體進行區域及城鄉的定題法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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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利用 MH 法及定題法進行檢測後，本研究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進行

以 DIF 現象為依變項，以試題特徵為自變項之羅吉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以了解不同的試題屬性對於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中試題 DIF 程度之

影響力。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研究二之研究對象以 95學年度之公立國中二年級（國八）學生為對象，作

為研究之正式研究樣本。國中二年級學生對於本研究之測驗卷之作答心態及作答

情形與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正式考試可能有差異，這是因為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攸

關學生自身權益與升學，但本研究之測驗乃為研究者個人編製之測驗，學生是否

抱持同等謹慎及認真的態度進行作答，都可能影響研究結果。 

二二二二、、、、施測情境施測情境施測情境施測情境    

本測驗之實施乃是委託各校自校於空堂時間進行施測，一個學校施測兩個

班，兩個班級的施測時間並不相同，因此施測情境及試題保密程度無法如同國中

基本學測驗之嚴謹控制。 

三三三三、、、、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本研究的範圍由於研究者的時間、人力與專長，僅以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地理

科試題做區域性及城鄉DIF分析，分析DIF試題之文字屬性及圖片屬性，未針對其

他可能原因或者背景變項進行分析。檢定DIF的方法有很多種，本研究採用二階

段MH法及定題法進行分析，僅考慮「一致性」（uniform）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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