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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 90-95 年國中基測社會科試題差異功能之分析結

果，第二節為國中基測地理科 DIF 試題之試題內容分析，第三節為研究者自編地

理測驗試題差異功能分析，第四節為地理科試題文字及圖形屬性影響 DIF 程度分

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90909090----95959595 年國中基年國中基年國中基年國中基本學力本學力本學力本學力測測測測驗驗驗驗社會科社會科社會科社會科試題試題試題試題差異功能分析差異功能分析差異功能分析差異功能分析    

一一一一、、、、MHMHMHMH 法偵測法偵測法偵測法偵測 DIFDIFDIFDIF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90-95年社會科試題總計755題，北、中、南、東四個比較組的群體作答反應，

經two-stage MH法分析後，將考驗達.01顯著水準之DIF試題整理，依據國中基本學

力測驗社會科試題「地理科」、「歷史科」、及「公民科」，其DIF試題如附錄

二，分佈結果如表4-1所示。 

表 4-1 90-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 DIF 試題分佈摘要表─MH 法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合計 

地理科 14 12 6 8 7 8 55（42.0%） 

歷史科 7 10 4 9 4 4 38（29.0%） 

公民科 11 6 6 8 6 1 38（29.0%） 

合計 32 28 16 25 17 13 131 

（  ）數值代表該科 DIF 試題占所有 DIF 試題之比例 

由表 4-1 可知，就 MH 法偵測結果來看，90-93 年度的基測社會科出現 DIF

試題題數平均在 20 題以上，但到 94 年及 95 年則平均為 15 題。若將結果分為未

接受九年一貫課程（90-93 年）與接受九年一貫課程（94-95 年）的學生年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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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接受九年一貫課程的學生在測驗表現上較無 DIF 現象存在。此外，除了 93

年度之外，各年度之 DIF 試題均以地理科所占比例最高。然而在就 90-95 年所有

社會科試題共計 755 題，其 DIF 題比例為 17.4％（131 題／755 題）。單單地理科

試題數有 263 題（占 35％），但 DIF 試題所占比例高達 42.0％（55 題）。就 DIF

試題比例而言，地理科出現 DIF 試題的機率高於歷史科及公民科。 

經 MH 進行 DIF 偵測後，研究者將社會科試題依照科目及 ETS 採用之 DIF

嚴重程度分類作一整理，以了解地理科、歷史科以及公民科之 DIF 試題比例及程

度。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各科 DIF 試題比例及程度摘要表─MH 法 

 A 級題數 B 級題數 C 級題數 合計 

地理科 36 16 3 55（42.0%） 

歷史科 22 14 2 38（29.0％） 

公民科 29 8 1 38（29.0％） 

合計 87（66.4％） 38（29.0％） 6（4.6％） 131 

（  ）數值代表該科 DIF 試題占所有 DIF 試題之比例 

由表 4-2 可知，就科目而言，以地理科所占的 DIF 試題比例最高，因此本研

究將針對地理科試題進一步做試題內容分析，期望能找出 DIF 試題的共同內容特

徵，以作為將來出題時的參考依據。此外，就 DIF 程度而言，雖然多數試題為 A

級程度，但仍有 33.6％的試題達 B 級以上程度，此現象仍值得注意。 

此外，各地區比較之 MH D-DIF 值及偏利程度詳見附錄三。以下對各地區之

比較結果作一整理，藉以了解各地區 DIF 試題偏利情形，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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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各地區 DIF 試題偏利情形摘要表─MH 法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北部地區 ─ 
56 題 

(29 利北 27 利中) 

33 題 

(13 利北 20 利南) 

26 題 

(19 利北 7 利東) 

中部地區 ─ ─ 
27 題 

(15 利中 12 利南) 

22 題 

(17 利中 5 利東) 

南部地區 ─ ─ ─ 
25 題 

(20 利南 5 利東) 

東部地區 ─ ─ ─ ─ 

*(29 利北 27 利中)表示 56 題試題中，有 29 題是偏利北部，27 題則為偏利中部。其他細格以此類

推解釋。 

由上表 MH 法之偵測結果可知，「北部與中部」及「中部與南部」相較時，

試題的偏利情況大致平均；北部與南部相比時，則是呈現試題有利南部較多。研

究者進一步分析，以北部地區作為參照組分別與其他地區相比較時，DIF 試題共

有 100 題，偏利北部有 54 題，不利北部有 46 題，其百分比相差不多，亦即在北

部地區所出現之 DIF 試題，並未特別偏利或者不利北部地區。但值得注意的是，

以東部地區作為焦點組分別與其他地區相比較時，DIF 試題共有 50 題，但偏利

東部的試題數很少，僅有 12 題；反觀不利東部的試題數卻有 38 題，而這些不利

東部的試題幾乎都是相同的題目。舉例來說，902-58 題在以東部地區做為焦點組

與其他地區相較時，均發生不利東部地區的現象。亦即在 DIF 試題中，不利於東

部地區的現象是相當一致的；反觀 901-21 題雖然不利北部地區，但僅發生在北

部地區與南部地區相比較時，當北部地區與中部、東部相較時，均無不利北部地

區的現象。 

綜合上述結果，可知 90-95 年國中基測社會科之 DIF 試題出現率為 17.4％，

其中以地理科所占比率最高，達 42.0％；歷史科及公民科次之，分別為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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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的 DIF 程度 66.4％為 A 級 DIF 程度；33.6％達 B 級以上程度，屬較為嚴重的

DIF 現象。此外，東部地區與其他三區進行比較時，不利東部地區的試題多於偏

利東部地區試題。 

 

二二二二、、、、定題法偵測結果定題法偵測結果定題法偵測結果定題法偵測結果    

依據 Mantel-Haenszel 法偵測結果找出各區域兩兩比較之四題 MH D-DIF 值最

小題目做為定錨題，亦即在設計矩陣中的取該四題都限制為等值估計，分別進行

各區域之比較。當兩群組在某試題之能力估計差異大於 0.5 logit 時，則代表該試

題存有 DIF 現象（Wu, Adams, & Wilson, 1998）。依據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試

題「地理科」、「歷史科」、及「公民科」，其 DIF 試題如附錄二，分佈結果如

表 4-4 所示。 

表 4-4 90-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 DIF 試題分佈摘要表─定題法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合計 

地理科 2 3 8 4 3 6 26（29.6%） 

歷史科 3 5 14 1 4 4 31（35.2%） 

公民科 5 2 11 5 2 6 31（35.2%） 

合計 10 10 33 10 9 16 88 

（  ）數值代表該科 DIF 試題占所有 DIF 試題之比例 

由表 4-4 可知，就定題法偵測結果來看，以 92 年 DIF 試題較多，其餘各年

度約為 10 題左右。為何 92 年度試題出現如此高比例的 DIF 試題，則是值得進一

步研究。然而在就 90-95 年所有社會科試題共計 755 題，地理科試題有 263 題（占

35％），DIF 試題所占比例為 29.6％（26 題）。就 DIF 試題比例而言，地理科出現

DIF 試題的機率低於歷史科及公民科。 

定題法偵測結果之各地區 DIF 試題偏利情形詳見附錄四。以下對各地區之比

較結果作一整理，藉以了解各地區 DIF 試題偏利情形，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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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各地區 DIF 試題偏利情形摘要表─定題法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北部地區 ─ 
4 題 

(2 利北 2 利中) 

4 題 

(2 利北 2 利南) 

62 題 

(46 利北 16 利東) 

中部地區 ─ ─ 
2 題 

(1 利中 1 利南) 

35 題 

(24 利中 11 利東) 

南部地區 ─ ─ ─ 
38 題 

(22 利南 16 利東) 

東部地區 ─ ─ ─ ─ 

*(2 利北 27 中)表示 4 題試題中，有 2 題是偏利北部，2 題則為偏利中部。其他細格以此類推解釋。 

由上表定題法之偵測結果可知，「北部與中部」、「北部與南部」及「中部與

南部」相較時，試題的偏利情況大致平均，且 DIF 試題數並不多。但東部地區做

為比較群體之一時，可發現 DIF 試題明顯較多，且大多不利於東部地區，其中以

北部地區及東部地區相比較時最為明顯。研究者進一步分析，以東部地區作為焦

點組分別與其他地區相比較時，DIF 試題共有 82 題，但偏利東部的試題僅有 27

題，不利東部的試題數卻有 55 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 92 年第二次不利東部

的試題就占了 25 題之外，扣掉這 25 題，偏利東部與不利東部的試題數相差不多。 

 

整合定題法與 MH 法之 DIF 偵測結果，90-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 DIF

試題共有 29 題偵測結果一致，亦即 MH 法在北部及東部地區相較時偵測出 DIF

現象，而定題法亦有偵測出北部及東部相差 0.5 logit 以上。細看其中試題，29 題

中有 26 題類屬於 MH 法偵測出來之 B 級以上試題，只有 3 題為 A 級試題，由此

可發現 MH 法共偵測出 44 題 B 級以上試題，而定題法亦偵測出其中的 26 題，其

比例約在六成左右。 

由此可知，定題法與 MH 法之 DIF 偵測結果並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MH 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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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理科試題之 DIF 比例為最高，但定題法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此外，定題法

所偵測到的 DIF 總題數僅 88 題，較 MH 法的 131 題少了 43 題。但可發現的是，

兩種方法共同偵測到的 DIF 試題乃屬於 DIF 現象較為嚴重的 B 級以上 DIF 試題

居多，但使用 MH 法偵測出為 A 級之 DIF 試題，則於定題法時較少被偵測出，

這乃是因為 MH 法所使用的為相對比較之方法，MH 法將大部份的題目假定為沒

有 DIF，接著再與這些題目做相對比較而找出比較有可能有 DIF 的試題；而定題

法使用的為絕對比較之方法，定題法是先由專家（或其它程序）來認定部份純淨

無 DIF 的試題，以此作為一基準點，接著再利用這些無 DIF 的試題去評估其它題

目是否有 DIF。正因為方法上的不同，因此偵測結果也不完全相同。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國中基國中基國中基國中基本學力本學力本學力本學力測測測測驗驗驗驗地理科之地理科之地理科之地理科之 DIFDIFDIFDIF 試題內容分析試題內容分析試題內容分析試題內容分析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地理科試題是評量學生完成三年國中教育後在地

理教育的學習成果，故其試題內容亦應依據台灣地理教育評量架構而來。依第二

章文獻探討部份所討論，將試題區分為「試題知識向度」、「試題題幹敘述形式」

及「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等三部份進行試題內容分析。 

一一一一、、、、試題知識向度試題知識向度試題知識向度試題知識向度    

依據潘宜均（2006）將知識向度區分的四個分向度，可分為「地理技能」、「空

間分析」、「區域特色」及「環境地理」，研究者將國中基測地理科 DIF 試題之主

要測驗概念將試題進行歸類，各試題之分類細項如附錄一，分佈結果如表 4-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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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90-95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地理科 DIF 試題「知識向度」試題分佈摘要表 

  地理技能 空間分析 區域特色 環境地理 合計 

MH 法 
3 

（5.5%） 

18 

（32.7%） 

34 

（61.8%） 

0 

（0%） 

55 
地理科 DIF

試題數 
定題法 

2 

（7.7%） 

8 

（30.8%） 

15 

（57.7%） 

1 

（3.8%） 
26 

地理科總試

題數 
 

32 

（12.2%） 

67 

（25.5%） 

155 

（58.9%） 

9 

（3.4%） 

263 

MH 法 9.4％ 26.9％ 21.9％ 0％  
地理科 DIF

試題數／地

理科總試題

數 
定題法 6.3％ 11.9％ 9.7％ 11.1％  

(   )內數值為橫向比例 

由表 4-6 中可知，依據 MH 法偵測結果，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地理試題

共有 55 題 DIF 試題，其中類屬於「區域特色」此一向度的比例最高，其次以「空

間分析」位居第二，位居第三則是「地理技能」，而定題法之偵測結果亦如此。

但此一結果並不意外，以 90-95 年所有試題來看，亦是以區域特色此一向度所佔

比例最高，空間分析次之，第三為地理技能，環境地理最少。 

以上均是單就 DIF 試題來看，如果由全部試題而言，計算各知識向度中 DIF

試題所占的比例，MH 法偵測結果，卻發現「空間分析」的 67 題試題中有 19 題

為 DIF 試題，所占百分比為 26.9％居冠，反而是「區域特色」所占 21.9％次之。

但細看各試題之分類細項（附錄一），可發現其中有的 902-63、931-33、951-46 及

952-20 等四題試題雖類屬「空間分析」，但試題內容仍牽涉「區域特色」概念，

故「區域特色」試題之 DIF 現象仍不容忽視。至於定題法之偵測結果亦指出「空

間分析」的比例最高，「區或特色」居次。 

以下就「地理技能」、「空間分析」「區域特色」及「環境地理」等四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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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討論。 

（（（（一一一一））））地理技能地理技能地理技能地理技能（（（（SSSS））））    

地理技能分為「座標、網格、方位系統判讀」、「地圖判讀」及「地理資料

的展示」等三個分向度。類屬地理技能向度的DIF試題比例並不高，或許因為地

理技能屬於共通技能，較不會因為生活區城與生活經驗不同而學習到不同的地理

技能，因此在這部份僅有3題DIF試題。 

綜合MH法及定題法所偵測出的試題來看，由這三試題試可發現，所有試題

均涉及地理資料展示這個分向度，亦即三道試題均包含圖表。其中兩種檢定方法

均偵測出為DIF試題為942-55、952-57，這兩道題目均與生活經驗相結合。其中，

942-55是判斷遊樂圖的方位、952-57是以在山林中迷路等待救援作為題幹，均與

生活時事相結合。因此，當地理技能概念又結合生活經驗作為題幹描述時，可能

提高其DIF發生機率。 

（（（（二二二二））））空間分析空間分析空間分析空間分析（（（（GGGG））））    

空間分析可區分為「自然環境」及「人文環境」等二個分向度。 

先就MH法偵測結果來看，類屬於空間分析向度的DIF試題比例有32.7％，共

計18題。以下將類屬空間分析的DIF試題再細分出屬於自然環境向度及人文環境

向度，經統計後，屬於自然環境有10題，人文環境有8題。分類細項詳見附錄一。 

自然環境又可細分為地形、氣候、水文、土壤、植物等，其中 901-3、901-51、

902-63、912-1、931-33 屬於氣候類型，共計 5 題，比例最高。地形亦有 3 題，水

文 2 題。而人文環境亦可細分為經濟活動、人口、聚落、交通等，上述試題中經

濟活動有 3 題，人口及交通各 2 題，聚落 1 題。 

由 MH 法偵測結果，可知隸屬空間分析向度的 DIF 試題以自然環境向度存在

DIF 現象的比例較高，其中又以「氣候」概念的試題比例最高。而人文環境向度

則是以「經濟活動」概念試題 DIF 比例較高。 

就定題法偵測結果來看，8 題 DIF 試題中有 7 題屬於「人文環境」向度，且

經濟活動、人口各 3 題，交通 1 題。至於「自然環境」向度試題則屬於氣侯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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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結果與 MH 法之偵測結果不同。但就 MH 法與定題法共同偵測到的 922-20、

932-5、932-34 及 952-20 等四題來看，其中的 3 題均為 MH 法偵測 B 級 DIF 以上

之試題，且均為「人文環境」向度。 

（（（（三三三三））））區域特色區域特色區域特色區域特色（（（（RRRR））））    

區域特色可區分為「台灣地區」、「中國大陸」、「世界地理」等三個分向

度。類屬於區域特色向度的DIF試題有33題，以下將類屬區域特色的DIF試題再細

分出各試題所隸屬的分向度，分類細項詳見附錄一。 

統計MH法偵測結果，「台灣地區」有18題，「中國大陸」有10題，「世界

地理」有6題。亦即在類屬「區域特色」的34題DIF試中，以屬於「台灣地區」的

DIF試題最多，占52.9％。結合試題題幹敘述方式分析，發現屬於「台灣地區」

之DIF試題中的901-21、901-31、911-2、911-3、931-5、932-35、941-2、942-1、942-17、

951-59、952-32等11題均結合生活情境作為題幹敘寫方式。 

定題法之偵測結果指出，「台灣地區」有9題，「中國大陸」有2題，「世界

地理」有4題。亦即在類屬「區域特色」的15題DIF試中，以屬於「台灣地區」的

DIF試題最多，占60.0％。結合題幹敘寫方式，其中結合生活情境作為題幹敘寫

的有911-2、911-3、932-35、951-59及952-32等五題，再細看試題內容敘寫，除了

901-4之外等八道試題，均涉及單一區域、地點或生活經驗，例如金門、台北、

曾文溪、綠島、安平、屏東及演唱會、喜宴菜色等。 

由此可知，測驗區域特色概念時，試題若為台灣地區並結合生活情境作為題

幹敘述，其 DIF 比例較高。其可能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居住地區不同，當試題以

台灣某地區為主要測驗概念時，對於部份地區學生而言，他們對於試題中提到的

區域本來就較為陌生，如再加上試題結合生活情境，便非常容易形成 DIF 現象。 

正因為國中基測地理科試題的 DIF 現象以「區域特色」向度之試題數最多，

其中又以「台灣地區」向度試題數最多。因此本研究所改編之地理科測驗試題採

以「認識臺灣：地理篇」作為改編依據，經研究者整理透過 MH 法及定題法偵測

出的地理科 66 題 DIF 試題中，有 39 題屬於「認識臺灣：地理篇」範圍。茲將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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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認識臺灣：地理篇」範圍之地理科 DIF 試題列出如下：90 年第一次的 3、4、

21、31、37、51 題；90 年第二次的 1、5、63 題；91 年第一次的 2、3、16、49

題；91 年第二次的 1、4、16、17 題；92 年第一次的 50 題；92 年第二次的 17、

20、34、61 題；93 年第一次的第 5 題；93 年第二次的 5、35 題；94 年第一次的

2、44、48 題；94 年第二次的 1、4、17、50、55 題；95 年第一次的 46、59 題；

95 年第二次的 2、20、32、57 題。 

（（（（四四四四））））環境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地理（（（（EEEE））））    

環境地理之試題於 90-95 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地理試題僅有 9 題，比

例最低，但由於近年來環境地理試題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故其 DIF 現象亦值得重

視。在 MH 法偵測中並未發現 DIF 現象存在，但於定題法偵測中，發現 941-48

題為 DIF 試題，且一致偏利東部。由於該試題內容在於了解學生對於漁業資源枯

竭之看法，並配合圖片讓學生回答，或許是因為東部學生對於漁業生態較為熟

悉，與其生活較為相近，因為出現一致偏利東部地區之情況，但確切之原因仍有

待進一步研究。 

 

二二二二、、、、試題題幹敘述形式試題題幹敘述形式試題題幹敘述形式試題題幹敘述形式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試題，就選擇題題幹敘述的形式，可區分為簡述

式、情境式、圖表式及結合情境與圖表式（簡稱情圖式）等四種方式。地理科

DIF 試題之分類細項如附錄一，分佈結果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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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90-95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地理科 DIF 試題題幹敘述形式分佈摘要 

  簡述式 情境式 圖表式 情圖式 合計 

MH 法 
13 

（23.6%） 

14 

（25.5%） 

17 

（30.9%） 

11 

（20.0%） 

55 
地理科 DIF

試題數 
定題法 

6 

（23.1%） 

6 

（23.1%） 

6 

（23.1%） 

8 

（30.7%） 
26 

地理科總試

題數 
 

64 

（24.3%） 

58 

（22.1%） 

90 

（34.2%） 

51 

（19.4%） 

263 

MH 法 20.3％ 24.1％ 18.9％ 21.6％  
地理科 DIF

試題數／地

理科總試題

數 
定題法 9.4％ 10.3％ 6.7％ 15.7％  

(   )內數值為橫向比例 

就 MH 法偵測結果討論，單就地理科 DIF 試題來看，地理科 DIF 試題題幹敘

述形式以「情圖式」所占的百分比最少，而以圖表式所占比例居冠，情境式次之；

但定題法之結果卻恰恰相反，反而是「情圖式」所占的 DIF 題比例最高。 

綜合 MH 法及定題法之結果來看，假若結合圖表式及情圖式，可發現 DIF

試題中有 50％以上（MH 法 28 題、定題法 14 題）的試題均含有圖表，比例之高

值得重視，再者圖表又可依內容區分為地圖式或者非地圖式，圖表屬性是否會影

響學生作答亦值得研究。此外，結合生活情境的情境式及情圖式來看，亦有約

50.0％左右（MH 法 25 題、定題法 14 題）的試題題幹敘述結合生活情境之描述，

亦即 DIF 試題中亦有將近半數的試題是結合生活情境作為題幹描述。 

另一方面，就全部試題而言，計算各類型試題題幹敘述形式中 DIF 試題所占

的比例，MH 法偵測發現地理科試題題幹敘述形式為「情境式」的 58 題試題中，

即有 14 題為 DIF 試題，所占百分比為 24.1％居冠，「情圖式」所占 21.6％次之，

但四種分類方式之差異不大。定題法之偵測結果與 MH 法略有不同，其結果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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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圖式」居冠，「情境式」居次，四種分類方式差異亦不大。但可發現的是兩

種方法偵測出的 DIF 試題均以結合生活情境的試題占較高比例，這或許是因為這

些結合實際生活經驗的試題有些會因為學生居住地區不同、生活經驗不同，使學

生有不同之概念因而影響作答。但這四種分類方式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有 DIF

現象，故需要重新對試題屬性進行分類，也因此研究者對於文字及圖片屬性將做

更進一步討論。 

 

三三三三、、、、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再分類再分類再分類再分類    

首先依據 90-95 年國中基測 DIF 檢測之結果，進一步分析地理科 DIF 題試題

題幹敘述形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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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類方式如下： 

1. 文字屬性：區分為「特定文字」及「一般文字」兩類。「特定文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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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因為考生所在台灣不同區域而有不同認知、不同熟悉度，進而影響考

生答題結果。其餘文字敘述則歸類為「一般文字」。例題參見第三章 p.48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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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題參見第三章 p.49 處。 

 

結合地理科 DIF 試題之文字、圖片屬性之分佈結果來看，分類細項詳見附錄

一，分佈結果如表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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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90-95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地理科 DIF 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分佈摘要 

   DIF 試題 總題數 DIF 試題／總題數 

無圖 17 106 16.0％ 

正式圖表類 16 95 16.8％ 

非正式圖表類 4 27 14.8％ 

一般

文字 

合計 37 228 16.2％ 

無圖 10 16 62.5％ 

正式圖表類 6 10 60.0％ 

非正式圖表類 2 9 22.2％ 

MH 法 

特定

文字 

合計 18 35 51.4％ 

無圖 8 106 7.5％ 

正式圖表類 6 95 6.3％ 

非正式圖表類 4 27 14.8％ 

一般

文字 

合計 18 228 7.9％ 

無圖 4 16 25.0％ 

正式圖表類 4 10 40.0％ 

非正式圖表類 0 9 0％ 

定題法 

特定

文字 

合計 8 35 22.9％ 

表 4-8 可發現，試題之文字屬性有八成（228 題）為「一般文字」。就圖片屬

性來看，整體而言，有 75％左右（105 題）的試題屬於「正式圖表類」。如果就

整體來看，地理科試題中的 35 題文字屬性為「特定文字」中，MH 法偵測出 18

題為 DIF 試題，整體比例為 51.4％，亦即每兩題「特定文字」屬性試題，即有一

題為 DIF 試題，而定題法偵測出 8 題（22.9％），其比例亦高於「一般文字」之

DIF 比例。 

此外，兩種偵測方法均發現，在「無圖」及「正式圖表類」時，特定文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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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 比例均高於一般文字。至於「正式圖表類」或「非正式圖表類」影響 DIF 的

情況，在「一般文字」屬性時差異不大，但在「特定文字」的情況下，「正式圖

表類」之 DIF 試題比例卻高於「非正式圖表類」。  

詳看 MH 法偵測出之 DIF 試題的文字屬性為「特定文字」的 18 題試題文字

內容，與生活經驗相關聯的試題內容有安排旅行、聽演唱會、喜宴菜色、保險費

用、量販店購物等內容，其餘試題則是均提到特定地區，如北部、西部、鹽田、

曾文溪、安平、綠島、花蓮、宜蘭、屏東等地區。雖然偏利方向並沒有一致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911-3、931-5、932-35 等試題提到的特定地區及生活經驗均屬

於東部地區學生較為熟悉的，這些試題也明顯偏利東部地區。此外，951-59、952-32

兩題提到的安平及屏東均屬於南部地區，試題亦明顯偏利南部地區，且達 B 級以

上 DIF 程度。 

而定題法偵測出之 DIF 試題的文字屬性為「特定文字」的 8 題試題文字內容，

亦與 MH 法之試題內容相似，此 8 題試題有與生活經驗相關聯的試題及提到特定

地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 8 題試題均屬於「區域特色」中「台灣地區」試題，

是否因為生活經驗及特定地區為部份學生所較為熟悉因而造成 DIF 現象，仍有待

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綜合上述分析討論，可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1. 就試題知識向度來看，以「空間分析」及「區域特色」兩個向度之 DIF 試題

比例最高。其中區域特色則以「台灣地區」之 DIF 比例最高。 

2. 就試題題幹敘述形式來看，「情境式」及「情圖式」之 DIF 試題比例略高於其

他題幹敘述形式，但整體差異不大，似乎不足以解釋 DIF 現象之產生。 

3. 「文字屬性」對於 DIF 現象之解釋程度較明顯。無論結合圖片與否，「特定文

字」之 DIF 比例高於「一般文字」。 

4. 就「特定文字」之文字屬性來看，如欲測試單一地區或地點之某些地理概念

時，如「綠島」、「安平」、「屏東」等地區特色時，此時偏利該地區的情形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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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顯。 

5. 就試題圖片屬性來看，結合「一般文字」下，「正式圖表類」與「非正式圖表

類」之 DIF 現象差異不大。在「特定文字」的情況下，「正式圖表類」之 DIF

試題比例高於「非正式圖表類」。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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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試題試題試題差異功能分析差異功能分析差異功能分析差異功能分析    

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試題之測驗信度 Cronbach's α係數為 .82。以下就改編

理科測驗的「DIF 偵測結果」、「試題知識向度」、「試題題幹敘述形式」及「試題

文字及圖片屬性」等三部份試題內容，其分類細項如附錄五，以下將分佈結果分

別進行討論。 

一一一一、、、、DIFDIFDIFDIF 偵測結果偵測結果偵測結果偵測結果    

（（（（一一一一））））MHMHMHMH 法偵測結果法偵測結果法偵測結果法偵測結果    

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試題總計 40 題，城市、鄉村兩個比較組以及北、中、

南、東四個比較組的群體作答反應，經 two-stage MH 法分析後，僅將考驗達.01

顯著水準之 DIF 試題，各地區比較之 MH D-DIF 值及偏利情形詳見附錄六，分佈

結果如表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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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 DIF 試題摘要表─MH 法 

  城─鄉 北─中 北─南 北─東 中─南 中─東 南─東 

有利 

參照組 
7, 9 20 

12, 23, 

37 

1, 2, 23, 

24、31, 32, 

40 

20 40 
6, 9, 

24 B 級

題號 
有利 

焦點組 
4, 30   11, 39 23 16  

有利 

參照組 
32    12   

C 級

題號 有利 

焦點組 
  9 4  4 4 

合計  5 1 4 10 3 3 4 

「城─鄉」表示，城市學生為參照組，鄉村學生為焦點組。 

A 表示輕度 DIF；B 表示中度 DIF；C 表示重度 DIF。 

由表 4-9 可知，MH 法偵測出 18 題 DIF 試題，其中 14 題為 B 級程度 DIF 現

象，4 題為 C 級程度 DIF 現象，沒有試題為 A 級程度 DIF。由各分區來看，以北

部及東部進行比較時，最多試題存有 DIF 現象，有 10 題之多，占 DIF 試題總比

例達 55.6％。 

至於偏利情形，可發現北部地區作為參照組時，有利北部地區的試題有 10

題，不利的試題有 4 題，亦即有 55.6％的試題是偏利北部地區的。若以東部地區

為焦點組時，不利東部地區的試題有 9 題，偏利的試題有 4 題，即有 50.0％的試

題是不利東部地區的。在城市及鄉村比較中，雖然只有 5 題為 DIF 題，其中有 3

題是偏利城市地區，尤其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資料來源無法進行城市、鄉村比

較，故無法得知其 DIF 偵測結果，但於研究二中所發現之城鄉 DIF 現象仍值得進

一步研究。 

綜合上述，MH 法偵測結果共有 18 題（45.0％）DIF 試題，以 B 級程度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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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最多，以北部及東部學生作答存在最多 DIF 現象。此外，有 55.6％的試題偏

利北部地區，50.0％的試題不利東部地區。 

（（（（二二二二））））定題法偵測結果定題法偵測結果定題法偵測結果定題法偵測結果    

各地區比較之定題法偵測結果可參見附錄七。定題法偵測出 19 題 DIF 試題，

其中 16 題之偵測結果是與 MH 法之結果相同。由各分區來看，亦為以北部及東

部進行比較時，最多試題存有 DIF 現象，有 11 題之多，占 DIF 試題之比例達 57.9

％。 

至於偏利情形，可發現北部地區作為參照組時，有利北部地區的試題有 7

題，不利的試題有 6 題，其偏利情形較為平均，該結果與 MH 法之結果相似。若

以東部地區為焦點組時，不利東部地區的試題有 11 題，偏利的試題有 5 題，即

在所有 DIF 試中，有 57.9％的試題是不利東部地區的。在城市及鄉村比較中，只

有 2 題為 DIF 題，其中 1 題是偏利城市地區，另一題偏利鄉村地區。由於國中基

本學力測驗之資料來源無法進行城市、鄉村比較，故無法得知其 DIF 偵測結果，

但研究二中可以探究城鄉 DIF 現象。 

綜合上述，定題法偵測結果共 19 題有 DIF（佔所有試題 47.5％），以北部及

東部學生作答時存在最多 DIF 現象。此外，DIF 試題中有 57.9％的 DIF 試題是屬

於不利東部地區的。 

 

二二二二、、、、試題知識向度試題知識向度試題知識向度試題知識向度    

依據潘宜均（2006）將知識向度區分的四個分向度，可分為「地理技能」、「空

間分析」、「區域特色」及「環境地理」，將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試題之主要測驗

概念將試題進行歸類，各試題之分類細項如附錄五，分佈結果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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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知識向度」試題分佈摘要表 

  
地理技能

（S） 

空間分析

（G） 

區域特色

（R） 

環境地理

（E） 
合計 

MH 法 4 5 9 0 18 
DIF 試題數 

定題法 5 5 9 0 19 

總試題數  13 12 15 0 40 

MH 法 30.8％ 41.7％ 60.0％ 0％  DIF 試題數

／總試題數 定題法 38.5％ 41.7％ 60.0％ 0％  

由表 4-10 中可知，自編地理科測驗的 40 題試題中，除了環境地理完全沒有

試題外，其餘三個向度之試題題數相差不多，但 DIF 試題比例卻有明顯不同，無

論是 MH 法或者定題法偵測結果均指出，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之 DIF 試題比例以

「區域特色」居冠。此結果與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結果略有不同，國中基本學力

測驗社會科地理 DIF 試題以「空間分析」居冠，「區域特色」次之，研究者自編

地理測驗之結果正好相反。 

可能之原因，是因為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之「區域特色」向度所選用的試題

均屬於「臺灣地區」分向度，在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 DIF 檢測時即發現「臺灣地

區」之試題又為區域特色向度中 DIF 比例最高，故導致研究二之「區域特色」

DIF 比例最高。正因為研究中發現「臺灣地區」之 DIF 現象最為嚴重，故本研究

將以臺灣地區及非臺灣地區試題作為其中一個預測之自變項。 

 

三三三三、、、、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    

由於在分析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地理試題時即發現，試題之文字及圖片

屬性對於 DIF 現象之解釋程度大於「題幹敘述形式」，故研究二僅就研究者自編

地理測驗之文字、圖片屬性之分佈結果來看，各試題之分類細項如附錄五，分佈

結果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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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 DIF 試題文字及圖片屬性分佈摘要─MH 法 

   DIF 試題 總題數 DIF 試題／總題數 

無圖 1 5 20.0％ 

正式圖表類 1 12 8.3％ 

非正式圖表類 2 4 50.0％ 

一般

文字 

合計 4 21 19.0％ 

無圖 4 6 66.7％ 

正式圖表類 4 6 66.7％ 

非正式圖表類 6 7 85.7％ 

MH 法 

特定

文字 

合計 14 19 73.7％ 

無圖 1 5 20.0％ 

正式圖表類 3 12 25.0％ 

非正式圖表類 2 4 50.0％ 

一般

文字 

合計 6 21 28.6％ 

無圖 4 6 66.7％ 

正式圖表類 3 6 50.0％ 

非正式圖表類 6 7 85.7％ 

定題法 

特定

文字 

合計 13 19 68.4％ 

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之試題文字屬性部份，「一般文字」（21 題）及「特定

文字」（19 題）所占比例差異不大，但明顯發現其 DIF 比例卻有所不同。MH 法

偵測結果指出，當試題文字屬性為「特定文字」時，其 DIF 比例高達 73.7％（14

題）。定題法之偵測結果亦有類似之發現（13 題，68.4％）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

之結果與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 DIF 偵測結果相較，「特定文字」影響 DIF 之現象

更為明顯。 

就圖片屬性來看，MH 法偵測結果指出，「非正式圖表類」之 DIF 比例達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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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題／11 題），高於「正式圖表類」（5 題／18 題）之 DIF 試題比例。定題法

亦發現「非正式圖表類」（8 題／11 題）之 DIF 比例高於「正式圖表類」（6 題／

18 題）。此一結果與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偵測結果不大一致，研究者懷疑乃是因

為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中的「非正式圖表類」多結合「特定文字」之試題比例較

多。但仍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在一般文字或特定文字的情況下，「非正式圖表

類」之 DIF 比例均高於「正式圖表類」，但因為題數不多，值得再進一步探討圖

片屬性之影響程度。 

由於上述討論中發現，文字及圖片屬性可能影響 DIF 之現象，因此在進行後

續迴歸預測時，研究者將採用「文字屬性」及「圖片屬性」作為其中二個預測之

自變項。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地理科試題文字地理科試題文字地理科試題文字地理科試題文字及圖片及圖片及圖片及圖片屬性影響屬性影響屬性影響屬性影響 DIFDIFDIFDIF 程度分析程度分析程度分析程度分析    

若迴歸問題中的依變數是類別變數，其結果非成功即失敗，或非有即無，此

類問題不適用於一般的常態線性迴歸模式，其採用之方法為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此方法所探討的依變數分類為二元資料時，稱為二元羅吉斯迴歸，

所謂的二元資料是指其結果只有兩種可能（如 0 與 1、是或否、有或無、成功或

失敗等）。因本研究的依變數是二元資料（有 DIF 或無 DIF），所以採用二元羅吉

斯迴歸來作為統計分析模式。 

在此部分，本研究欲探討文字屬性、圖片屬性及涉及台灣地區區域特色是否

對 DIF 造成影響。其中迴歸預測可由兩方面來看，第一部份是以「城鄉 DIF 現象」

為依變項，檢視文字屬性、圖片屬性及區城特色是否對於城鄉 DIF 現象具有預測

效果。第二部份是以「地區 DIF 現象」為依變項，當某試題於任何一地區存有

DIF 現象時，即判定該試題為 DIF 試題，再檢視文字屬性、圖片屬性及區城特色

是否對於地區 DIF 現象具有預測效果。 

文字屬性及涉及台灣地區區域特色與否為兩個類別，其中文字屬性分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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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文字」及「特定文字」，區域特色分為「台灣地區」及「非台灣地區」。至於圖

片屬性則為三個類別，故需建立二組虛擬變數來代表類型的歸屬性質，其虛擬變

數的數目為類別數減 1。本研究變定之虛擬變數乃以組別中的第一類當作參照

值。就 two-stage MH 法偵測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 DIF 試題結果進行分析，其羅吉

斯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以 MH 法偵測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 DIF 試題結果進行羅吉斯迴歸分析表 

被預測 

變項 
預測變項 

羅吉斯迴歸

係數 β  

標準誤 

S.E. 

顯著性 

P. 

文字屬性(W) 1.17 1.38 .397 

圖片屬性 1(P1) 8.31 46.00 .857 

圖片屬性 2(P2) 10.27 45.99 .823 

區域特色(R) 2.29 1.33 .084 

常數 -12.88 42.02 .780 

城鄉 DIF 現

象 

2
R =.281       

文字屬性(W) 2.38 .85 .005** 

圖片屬性 1(P1) -.72 1.02 .481 

圖片屬性 2(P2) .82 1.06 .440 

區域特色(R) .25 .87 .774 

常數 -1.75 1.02 .086 

區域 DIF 現

象 

2
R =.324        

*P＜.05  ** P＜.01 

為了解「城鄉 DIF 現象」及「區域 DIF 現象」之重要影響因素，乃針對所有

試題，將「文字屬性」、「圖片屬性」及「區域特色」投入迴歸模型進行分析。由

表 4-12 羅吉斯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僅有「文字屬性」在「區域 DIF 現象」上達.01

顯著水準，即該因素較能有效預測區域 DIF 現象。由迴歸係數來看，「文字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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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2.38，P＜.01）對於「區域 DIF 現象」的影響力為正向影響，亦即屬於文字

屬性中的「特定文字」越多，涉入「區域 DIF 現象」之情況較多。值得注意的是

「城鄉 DIF 現象」為依變項時，預測變項為「圖片屬性」時，其標準誤很大，其

可能原因為透過 MH 法所偵測出具有城鄉 DIF 現象試題數不多，僅有 5 題，其中

又有 3 題類屬於「非正式圖表類」，因此其誤差值較大。 

由於「圖片屬性」及「區域特色」變項的迴歸係數檢定均沒有達到顯著，為

了簡化模式將這兩個變項拿掉，僅「文字屬性」對「區域 DIF 現象」的預測力

（ β =2.564，P＜.001），其預測正確率為 77.5％（ 2χ =13.618，P＜.001），解釋力

2
R =.276，而此羅吉斯迴歸模式為 

( )
( )

（文字屬性）
無

有
564.275.1log +−=









DIFp

DIFp
。 

此公式表示，若某一試題的文字屬性為特殊文字時，其有區域 DIF 之機率

（ ( )DIFp 有 ）約為沒有 DIF 機率（ ( )DIFp 無 ）之 13（ )564.275.1( +−= e ）倍。 

就定題法偵測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 DIF 試題結果進行分析，其羅吉斯迴歸分

析結果如表 4-13 所示： 

 

 

 

 

 

 

 

 

 



 - 77 - 

表 4-13  以定題法偵測研究者自編地理測驗 DIF試題結果進行羅吉斯迴歸分析表 

被預測 

變項 
預測變項 

羅吉斯迴歸

係數 β  

標準誤 

S.E. 

顯著性 

P. 

文字屬性(W) 10.56 195.91 .957 

圖片屬性 1(P1) 1.67 391.91 .997 

圖片屬性 2(P2) 13.17 322.98 .967 

區域特色(R) 11.68 198.15 .953 

常數 -35.40 426.56 .934 

城鄉 DIF 現

象 

2
R =.228      

文字屬性(W) 1.46 .74 .050* 

圖片屬性 1(P1) -.70 .90 .934 

圖片屬性 2(P2) 1.29 1.01 .200 

區域特色(R) .44 .78 .573 

常數 -1.30 .91 .151 

區域 DIF 現

象 

2
R =.213       

*P＜.05   

由表 4-13 之羅吉斯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僅有「文字屬性」在「區域 DIF 現

象」上達.05 顯著水準，即該因素較能有效預測區域 DIF 現象。由迴歸係數來看，

「文字屬性」（ β =1.46，P＜.05）對於「區域 DIF 現象」的影響力為正向影響，

亦即屬於文字屬性中的「特定文字」越多，涉入「區域 DIF 現象」之情況較多。

值得注意的是「城鄉 DIF 現象」為依變項時，各預測變項之標準誤均很大，其可

能原因為透過定題法所偵測出具有城鄉 DIF 現象試題數不多，僅有 2 題，因此其

誤差值較大。 

由於「圖片屬性」及「區域特色」變項的迴歸係數檢定均沒有達到顯著，為

了簡化模式將這兩個變項拿掉，僅「文字屬性」對「區域 DIF 現象」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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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1.689，P＜.05），其預測正確率為 70.0％（ 2χ =6.485，P＜.05），解釋力

2
R =.151，而此羅吉斯迴歸模式為 

( )
( )

（文字屬性）
無

有
689.1916.0log +−=









DIFp

DIFp
。 

此公式表示，若某一試題的文字屬性為特殊文字時，其有區域 DIF 之機率

（ ( )DIFp 有 ）約為沒有 DIF 機率（ ( )DIFp 無 ）之 5.42（ )689.1916.0( +−= e ）倍。 

綜上所述，可知透過 MH 法及定題法之偵測結果進行羅吉斯迴歸分析，均指

出「文字屬性」較能有效預測「區域 DIF 現象」，且迴歸係數指出文字屬性中的

「特定文字」越多，涉入「區域 DIF 現象」之情況較多。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地理科試題地理科試題地理科試題地理科試題「「「「特定文字特定文字特定文字特定文字」」」」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透過羅吉斯迴歸分析發現「特定文字」對於「區域 DIF 現象」之影響情況較

多，因此進一步舉例說明「特定文字」之特徵。 

「特定文字」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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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為考生所在台灣不同區域而有不同認知、不同熟悉度，進而影響

考生答題結果。 

涉及「特定地點」的試題如第 9 題： 

阿蛋阿蛋阿蛋阿蛋在旅行途在旅行途在旅行途在旅行途，，，，寄了一封寄了一封寄了一封寄了一封 eeee----mailmailmailmail 給給給給大鼎大鼎大鼎大鼎，，，，附上附上附上附上當地著名當地著名當地著名當地著名的鹽的鹽的鹽的鹽

田照片田照片田照片田照片，，，，如如如如右右右右圖所示圖所示圖所示圖所示。。。。請問請問請問請問：：：：他可能是到下列何地旅遊他可能是到下列何地旅遊他可能是到下列何地旅遊他可能是到下列何地旅遊？？？？        

(A)(A)(A)(A)宜蘭宜蘭宜蘭宜蘭        (B)(B)(B)(B)南投南投南投南投        (C)(C)(C)(C)台南台南台南台南        (D)(D)(D)(D)屏東屏東屏東屏東    

該試題所提到的「鹽田」就屬於特定地點，一旦學生居住的地區為南部地區，

只要一看到「鹽田」便可直接作答，無須思考其他答案。正因如此，在兩種方法

之 DIF 偵測結果均顯示該試題對於「北部」及「東部」學生不利，相對於偏利南

部地區學生。因此，在出題時應避免提到單一地區或者特有物品，因而偏利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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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利其他地區學生。亦即避免以某一區域的特色作為考量內容，「綠島」、「安

平」、「屏東」等地區特色之試題。 

涉及「區域」的試題如第 4 題： 

小德打算與同學騎摩托車從宜蘭南下到花蓮遊玩小德打算與同學騎摩托車從宜蘭南下到花蓮遊玩小德打算與同學騎摩托車從宜蘭南下到花蓮遊玩小德打算與同學騎摩托車從宜蘭南下到花蓮遊玩。。。。請根據臺灣的海岸特色判斷請根據臺灣的海岸特色判斷請根據臺灣的海岸特色判斷請根據臺灣的海岸特色判斷，，，，

其沿途最常見到的海陸景觀為下列何者其沿途最常見到的海陸景觀為下列何者其沿途最常見到的海陸景觀為下列何者其沿途最常見到的海陸景觀為下列何者？？？？    

(A)              (B)               (C)               (D) 

         

雖然該試題並未直接提到單一地點，但試題中的「宜蘭南下到花蓮」主要是

在東部地區，雖然是透過對於台灣海岸線來判斷其可能的景色，但對於東部的學

生而言，宜蘭至花蓮的路段可能較其他地區學生來得熟悉，因而對東部地區學生

較為有利。在兩種方法之 DIF 偵測結果亦顯示該試題對於「東部」學生有利，而

對於「北部」、「中部」、「南部」學生均是不利的。因此，在出題時應避免包含「區

域特色」之試題。 

涉及「物品」的試題如第 1 題： 

右圖為二十一世紀初的右圖為二十一世紀初的右圖為二十一世紀初的右圖為二十一世紀初的全球全球全球全球熱賣商品預測表熱賣商品預測表熱賣商品預測表熱賣商品預測表。。。。請問請問請問請問﹕﹕﹕﹕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的工業應朝哪一個方向發展的工業應朝哪一個方向發展的工業應朝哪一個方向發展的工業應朝哪一個方向發展，，，，最最最最能提升產業競爭力能提升產業競爭力能提升產業競爭力能提升產業競爭力﹖﹖﹖﹖    

(A)(A)(A)(A)設立大型賣場設立大型賣場設立大型賣場設立大型賣場    

(B)(B)(B)(B)進口大量工業原料進口大量工業原料進口大量工業原料進口大量工業原料    

(C)(C)(C)(C)培養高科技專業人員培養高科技專業人員培養高科技專業人員培養高科技專業人員    

(D)(D)(D)(D)建造核能發電廠建造核能發電廠建造核能發電廠建造核能發電廠    

試題之文字敘述部份並無可能造成 DIF 之部份，但圖片內容的文字中所提及

的物品如「行動電話」、「數位電視」等是屬於所有學生於電視媒體均可獲得的物

品資訊，形成 DIF 的可能性較低。但看到「Eco car（低公害車）」、「PDA（個人

數位助理器）」及「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等物品，則是某些地區學生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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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的新物品，這些地區的學生可能對於這些物品完全沒有概念，當然就無法

正確答對該試題。在兩種方法之 DIF 偵測結果亦顯示該試題對於「東部」學生不

利，相對則是有利於「北部」學生。因此，如欲以物品作為試題內容時，應盡量

保持在所有學生都能完全理解該物品的作用及有基本之概念，應取用生活較為普

及可見的物品作為出題內容，如非得採用學生不熟悉的物品作為試題內容時，應

加以說明解釋該物品之用途。 

涉及「場所」的試題如第 23 題： 

右圖是右圖是右圖是右圖是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菜市場平面圖菜市場平面圖菜市場平面圖菜市場平面圖。。。。若依據攤位的分布與若依據攤位的分布與若依據攤位的分布與若依據攤位的分布與

市場內人們可能的移動路線判斷市場內人們可能的移動路線判斷市場內人們可能的移動路線判斷市場內人們可能的移動路線判斷，，，，哪一個攤位經過哪一個攤位經過哪一個攤位經過哪一個攤位經過

的人潮可能最多的人潮可能最多的人潮可能最多的人潮可能最多？？？？    

(A)(A)(A)(A)甲甲甲甲        (B)(B)(B)(B)乙乙乙乙        (C)(C)(C)(C)丙丙丙丙        (D)(D)(D)(D)丁丁丁丁    

該試題提及的場所為「市場」，雖然是所有學生都熟悉的市場，但是並未考

量到各地區的市場並不相似，學生對於市場的構圖也不相同。以該試題的圖片來

說，是屬於「北部地區」學生較易看到的「市場」或者是「超市」較為可能出現

的構圖，但對於中南部或者東部的學生而言，市場的出入口並不會只有一個，而

且市場也不會集中一個區域之內，他們對於市場的概念是有很多出入口，也與巷

子交錯為市場。亦即各地區學生對於該市場平面圖或許會有不同的感受與判斷，

因而造成答對機率不相等。在兩種方法之 DIF 偵測結果亦顯示該試題對於「東部」

及「南部」學生不利，相對則是有利於「北部」學生。因此，如欲出該類試題，

應確保所有學生對於該場所的概念與感受是相近的，不會有地區上的差異。 

涉及「活動或生活經驗」的試題如第 32 題： 

右圖是右圖是右圖是右圖是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地區常見的市街建築地區常見的市街建築地區常見的市街建築地區常見的市街建築，，，，居民常將一樓居民常將一樓居民常將一樓居民常將一樓

接鄰馬路的部分當作通道接鄰馬路的部分當作通道接鄰馬路的部分當作通道接鄰馬路的部分當作通道，，，，稱為稱為稱為稱為「「「「亭仔腳亭仔腳亭仔腳亭仔腳」（」（」（」（騎騎騎騎

樓樓樓樓）。）。）。）。請問請問請問請問：：：：這種建築特色與下列哪一項最有關這種建築特色與下列哪一項最有關這種建築特色與下列哪一項最有關這種建築特色與下列哪一項最有關

係係係係？？？？    

(A) (A) (A) (A) 時常下雨時常下雨時常下雨時常下雨，，，，可以避可以避可以避可以避雨雨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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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B) (B) 陽光很強陽光很強陽光很強陽光很強，，，，可以遮陽可以遮陽可以遮陽可以遮陽    

(C) (C) (C) (C) 走路較安全走路較安全走路較安全走路較安全，，，，不會被車子撞到不會被車子撞到不會被車子撞到不會被車子撞到    

(D) (D) (D) (D) 可以用來停放機車或轎車可以用來停放機車或轎車可以用來停放機車或轎車可以用來停放機車或轎車    

該試題所涉及到的學生的活動或生活經驗，因為台灣北、中、南、東四區因

為氣侯上的差異以及各地區學生對於騎樓用途的概念並不一致，因而可能造成此

試題有 DIF 現象存在。以北部地區來說，縣市政府的警察人員對於騎樓之違規使

用取締較為徹底，騎樓不能夠用以擺放機車或汽車，尤其北部冬季常下雨，行人

用來避雨為多。但對於南部及東部學生而言，多數騎樓是用來停放家中轎車或機

車的地方，且南部日常強且時間長，因而學生誤認為騎樓是用來擺放汽機車或者

遮陽。在兩種方法之 DIF 偵測結果亦顯示該試題對於「東部」學生不利，相對則

是有利於「北部」學生。由於該類試題可能因為學生的生活經驗不同，因而影響

其作答情況，故在出該類試題時，宜考量台灣各地區之區域特色差別及學生可能

之生活體驗是否相近。 

綜上所述，地理科試題應避免「特定文字」之存在以降低其 DIF 發現之可能

性，如試題仍無可避免出現特定文字時，仍應保握上述各注意事項，盡量降低其

DIF 的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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