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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找出小樣本情況下適用的檢測差別試題功能

（DIF）的方法，並實際運用在國中基測數學科的實證資料上。文獻探討分為三

個節次，第一節為差別試題功能（DIF）基本概念，第二節為影響差別試題功能

（DIF）偵測效果的相關研究，第三節為視障生的評量。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差別試題功能差別試題功能差別試題功能差別試題功能（（（（DIF））））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 

一、差別試題功能（DIF）的意義 

就試題而言，無論性別、種族為何，只要相同能力者都應該在該試題上有相

同的表現，如果沒有相同的表現，則該試題被認為產生 DIF，這就是 DIF 的基本

含意，DIF 在早期亦被稱做試題偏誤，現在改以用 DIF 較為中性的名稱予以稱呼。

過去曾經認為，在某個試題上只要兩組考生的平均表現有所不同，該試題即產生

DIF。但是，若兩組考生原本就具有不同的能力，在試題表現上自然會呈現表現

差異。也就是說，這樣的定義沒有將能力和試題對於作答反應的影響區分，只能

夠稱為有 impact 的現象存在。關於 DIF 的定義，Lord（1980）認為如果某一試

題對於兩群受試有不同的試題功能，兩組會產生不同的試題特徵曲線，此時該題

產生 DIF。因此，後來普遍被學者接受的 DIF 定義為「來自不同族群，但能力相

同的個人，如果在答對某個試題上的機率有所不同的話，則該試題便顯現出 DIF

的現象」。本研究之 DIF 亦採用此定義。 

要檢測試題是否具有 DIF 可以兩種統計取向方式，第一種是建立除了測驗

之外的外在效標（external criterion），其原理為將測驗分數和外在效標分數建立

迴歸方程式，若兩組群體（例如：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能夠共同使用該方程式

則代表此測驗沒有 DIF，若無法共用同一個方程式（截距不同、斜率相同）則代

表測驗有利於其中一組，然而實證研究顯示此種方式沒有辦法確實區辨真正產生

試題偏誤的題目，而且效標分數常常為實際表現的分數，實際表現是否等同於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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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表現是造成爭議的部分。接著，在 1970 中期興起了另一種較為簡便的取向，

以測驗本身作為內在效標（internal criterion），其概念是運用測驗中的總分進行

能力配對，檢測是否兩組相同能力者在各題上是否具有同樣的表現（Camilli & 

Shepard, 1994），本研究中所介紹的方法均屬於第二種取向。 

利用內在效標取向偵測試題是否具有 DIF 的作法可以分成兩個主要步驟： 

（一）先收集兩組群體的表現資料，運用統計方法比較其差異 

（二）進一步討論試題是否產生不公平的現象。 

前一步驟屬於統計方法的檢測，而後一步驟則包含了主觀的判別。為了避免

和其他領域的意義造成混淆，並避免歧視、偏見等意涵，且區分統計檢測和主觀

判別的程序，測驗學者今多以「差別試題功能」（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 DIF）

來表示試題對於不同群體展現不同的統計特性（余民寧，民 82 ; Angoff, 1993），

若將造成不同統計特性的原因賦予邏輯上主觀判別，則稱為「試題偏誤」（Camilli 

& Shepard, 1994）。換言之，DIF 僅是統計分析或數量分析結果，對於檢定有 DIF

的題目做進一步分析，確實發現試題包含與測驗構念無關概念，導致難度對於不

同背景應試群體的不相等，才稱為試題偏誤。 

DIF 的型態大致分為兩種。一般而言，多半依照 Mellenbergh（1982）將試

題分為單向 DIF（uniform DIF）和交叉 DIF（nonuniform DIF）。單向 DIF 意指能

力和組別沒有交互關係，也就是在某試題上 A 組考生在試題上的答對機率總是

優於 B 組，換言之，同一試題對於兩組的鑑別度相同、僅難度不同。而交叉 DIF

意指能力和組別成員產生交互關係，也就是在某試題當中，有時 A 組的考生優

於 B 組，有時 B 組的考生優於 A 組，也就是兩組的試題難度和鑑別度參數均不

同。由於國中基測採用的是 IRT 的單參數 Rasch 模式，僅考慮到試題難度，故

本研究中的 DIF 為單向 DIF。 

二、偵測 DIF 的方法 

1905 年法國 Binet 和 Simon 在編製比西量表時，就已經發現某些試題測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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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訓練而非心智能力，因此刪除某些試題；1950 年代，Ells, Davis, Havighurst, 

Herrick 和 Tyler 採用計算各組答對率的方式分析試題，卻引發了日後更多 DIF 相

關研究（Camilli & Shepard, 1994）。偵測 DIF 的方法很多，早期採用古典測驗理

論為基礎的方法有變異數分析、轉換試題難度法（transformed item-difficulty 

method，簡稱 TID）、相關法、因素分析法等。 

上述以古典測驗理論為基礎的方法受到樣本依賴的限制具有瑕疵，現在已不

被建議使用。在 Lord 提出試題反應理論（IRT）之後，由於具有能力、試題參數

不變性等優點，因此以 IRT 為基礎衍生的方法受到重視。由於 DIF 的基本假定

為來自不同群體但相同能力的考生應具有相同的答對機率，因此，以 IRT 檢測

DIF 的方式大致有二種：第一、由於兩組考生具有相同的答對機率，因此可以比

較試題特徵曲線（ICC）的差異，對試題參數差異進行考驗，例如：Lord’s χ 2 檢

驗（Lord, 1980）、IRT likelihood ratio test method（IRT-LRT ; Thissen, Steinberg, & 

Wainer, 1988）；第二、藉由計算兩組考生的試題特徵曲線不重疊的面積是否達

到顯著差異，來檢測 DIF（Runder, 1977，引自林明弘，民 88）。但 IRT 在實施上

費時費力，需要較大樣本才能得到穩定的試題參數估計值。 

除了 IRT 取向偵測 DIF 的方式之外，非 IRT 取向偵測 DIF 的方法也有很多。

例如：Mantel-Haenszel（MH）method（Holland & Thayer, 1988）、standardization 

method（Dorans & Kulick, 1986）、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Swaminathan & 

Rogers, 1990）、SIBTEST method（Shealy & Stout, 1993）、multiple indicators, 

multiple cause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ethod（MIMIC）（Muthen, 1989）。

這些方法有其適用時機，其中 MH 和 standardization method 兩種方法有九成以上

的結果相同；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適用於交叉 DIF 的檢測情況；SIBTEST

必須先區分配對子和受評子測驗，在步驟上不如 MH 如此簡便；MIMIC 在使用

軟體進行檢測時，必須逐題計算較為費時。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MH 此種非 IRT

取向的方法。 

以下將變異數分析、轉換試題難度法和 MH 法的偵測方式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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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異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作為 DIF 檢測的方式一直到 1980 年代早期都佔有支配性的地

位。運用變異數分析進行 DIF 檢測時設定為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包含組別、試

題的主要效果以及組別×試題的交互效果，組別變項為受試者間實驗設計，而試

題為受試者內實驗設計，當試題和組別間的交互作用達到顯著時就代表該試題有

DIF，然而其缺陷在於只計算正確作答比率的部分，在過去模擬或是實證研究上

均被認為是有缺陷的方法（Camilli & Shepard, 1994）。 

（二）轉換試題難度法（TID）或為△圖示法（delta plot method）： 

此方法為 Angoff 於 1972 年提出。該方法的主要程序如下： 

1. 計算同一題中兩組的通過率，將兩個通過率轉換為 z 值，再利用△＝13

＋4z 的公式，轉換為�值。 

2. 繪製 X、Y 軸，將步驟求出 A 組的�值作為 X 軸座標，B 組的�值為 Y

軸座標。每一題可以求出一個座標點，其餘題目依此程序類推。 

3. 求取最能夠代表該橢圓形分布的主軸線。並計算各點到主軸的距離，若

距離越接近則表示試題沒有 DIF 存在，若距離越遠，則代表該試題有 DIF 存在。 

上述以古典測驗理論為基礎的方法，缺點在於難度和鑑別度均為樣本依賴，

故易受群體分配影響，很難確定試題產生 DIF 的原因是來自於試題或群體能力

差異，導致結果產生誤差。關於 TID 法，Angoff 與 Shepard, Camilli 和 Willams

分別在 1982 年和 1985 年提出修正，但即使是修改後的方法在小樣本的情況下也

不被推薦使用（Camilli & Shepard, 1994）。 

（三）MH 法 

該方法由 Holland 和 Thayer（1988）運用了 Mantel 和 Hasenzel（1959）在醫

學研究上使用的方法作為偵測 DIF 的方式。普遍受到使用的理由包括計算簡

便、容易了解、不需要大樣本、具有顯著性考驗統計量等（盧雪梅，民 89；Hills, 

1989; Mazor, et al., 1992; Swaminathan & Rogers, 1990）。由於本研究收集到的實

證資料具有焦點組樣本人數較少的特性（接近一百人），而許多研究者指出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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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適用於焦點組樣本人數較少的情況。除此之外，MH 法的基礎概念下衍生出

兩種純化方法，因應實際情況上可能會遭遇到試題受到 DIF 試題比率較大的情

況，若 DIF 試題比率較大，則總分無法反映出考生的真實能力，此時 MH 利用

總分配對時會無法將參照組和焦點組的同樣能力者配對在同一組，因此藉由調

整原始的 MH 法，純化方法可以應用在更多實際的情境上。本研究將採用原始

的 MH 法（以下稱為 MH-1）和兩種純化的方法：MH-2、MH-i。以下為三種方

法的介紹： 

1. MH-1 

MH 法為目前美國測驗服務社（ETS）所採用檢測 DIF 的方法。在此方法中，

我們會比較焦點組（focal group）（研究欲了解的群體，例如視障生）和參照組

（reference group）（一般群體，例如普通生）在檢測試題（studied item）的表現。

起初，先將測驗總分分為 j 個區間，將其中一個區間的答題反應整理為 2×2 的列

聯表，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第 k 個試題、第 j 個區間內參照組和焦點組表現之列聯表 

 試題得分 

組別 正確（1） 錯誤（0） 總計 

參照組（R） A j  B j  N Rj  

焦點組（F） C j  D j  N Fj  

總計 M j1  M j0  T j  

註：本表參考 Holland & Thayer（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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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為百分比表示如表 2-1-2： 

表 2-1-2 第 k 個試題、第 j 個區間內參照組和焦點組表現之百分比列聯表 

 試題得分 

組別 正確（1） 錯誤（0） 總計 

參照組（R） p Rj  q Rj  1 

焦點組（F） p Fj  q Fj  1 

註：本表參考 Holland & Thayer（1988） 

該方法的假設考驗為： 

H 0 ： =
Rj

Rj

q

p

Fj

Fj

q

p
       j=1,2,3…,k 

H 1 ： =
Rj

Rj

q

p
α

Fj

Fj

q

p
 α≠1, j=1,2,3…,k 

註：α為第 k 個試題的共同勝算比（common odds ratio），分佈範圍由 0 到∞。 

由假設考驗的等式中，我們所欲考驗的是「α是否等於 1」，若 α=1，則代表

此題沒有 DIF；若 α≠1，則表示此題產生 DIF。 

大致上，MH 法的檢測程序如下：  

（1）將受試者分為焦點組（研究者感興趣的受試群體）和參照組（和焦點

組對照的群體），用測驗總分加以配對，將分數分為數個區間（j）。 

（2）將同一試題，各區間的兩組答對率和答錯率運用 2×2 的列聯表表示，

則會產生 j 個列聯表，因此每一題都會有 j 個如表 2-1-1 的列聯表。 

（3）藉由公式，可以估計 j 個區間計算出共同勝算比（α MH ）。當α MH 大於

1，代表在該試題有利於參照組。 

α MH =
∑
∑

jjj

jjj

TCB

TDA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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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算出的α MH 可利用下列公式轉換為對數量尺表示。此轉換即為 ETS

的�量尺（平均數 13，標準差 4），又稱為 MH D-DIF 值，若為正值則表示該題

對焦點組有利，若為負值表示該題對參照組有利。目前 ETS 將其依嚴重性分為

A、B、C 三類，轉換公式如下。 

MH D-DIF＝－2.35ln（α MH ）               （2） 

 若算出的值在統計上未顯著異於 0（.05 顯著水準）或∣MH D-DIF∣＜1 則

屬於 A 類試題，屬於可忽視或不顯著 DIF 試題；若在統計上顯著異於 0（.05 顯

著水準）以及（1）1≦∣MH D-DIF∣＜1.5 或（2）1≦∣MH D-DIF∣但未顯著

大於 1（.05 顯著水準），則屬於 B 類試題，為輕度至中度 DIF 試題；若在統計上

顯著大於 1（.05 顯著水準）且 1.5≦∣MH D-DIF∣，則屬於 C 類試題，屬於中

度至重度 DIF 試題（Zieky, 1993）。 

（5）MH 法除了可以計算α MH 值之外，也具有 MH-CHISQ 的公式。如須進

行卡方考驗，則可使用下列公式。公式中的 0.5 為列聯校正值（contingency 

correction），調整計算出的卡方值更接近連續分布值（Holland & Thayer, 1988），

後將計算出的數值和自由度為 1 的卡方值比較，決定是否達到顯著水準，若達

到顯著水準則表示試題有 DIF。 

MH-CHISQ=
( )

∑

∑∑ −−

j j

j jj j

AVar

AEA

)(

5.0)(
2

               （3） 

    其中的 )( jAVar 運算公式如下： 

                       )( jAVar ＝
( )12

01

−j

jjfjrj

TT

MMNN
                    （4） 

MH 法當中判斷試題是否具有 DIF 的指標有 MH-CHISQ、α MH 和 MH D-DIF

三種，本研究採用 MH-CHISQ 作為判別試題是否具有 DIF 的指標。 

除此之外，MH 法的限制在於：如果用來作為配對的總分受到污染，就會

導致偵測 DIF 的結果產生偏誤，也因此 Holland 和 Thayer（1988）提出了 two-stage 

MH 法提高偵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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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wo-stage MH（簡稱 MH-2） 

Holland 和 Thayer（1988）提出的 two-stage MH 法，步驟如下所述： 

（1）使用原始總分將焦點組和參照組配對，利用公式偵測 DIF 試題。（和

MH-1 相同） 

（2）將步驟 1 發現的 DIF 試題排除，再依次檢測各題，遇到步驟 1 檢查出有

DIF 的題目，則須將檢測試題加入總分當中。 

例如：共有十題試題，經過 MH-1 發現 8、9、10 題有 DIF，於是將 8、9、

10 題先排除。接著，使用剩下七題的總分依次檢測 1~7 題。檢驗第 8、9、10 題

時要依次加入各題的分數進行配對，也就是說，檢驗第 8 題時，需用 1~7 題加上

第 8 題的總分進行配對，檢驗第 9 題時，需用 1~7 再加上第 9 題的總分進行配對，

以此類推。 

3. iterative MH法（以下簡稱MH-i） 

除了上述Holland和Thayer提出的MH-1和MH-2方法之外，陸續還有其他研究

者提出以列聯表作為分析基礎的方式（Fidalgo, Mellenbergh & Muñiz, 2000; Van 

der Flier, Mellenbergh, Adèr, & Wijn, 1984; Wang & Su, 2004），其中MH-i是涉及迭

代程序的方法，MH-i的步驟簡述如下： 

（1）使用原始總分將焦點組和參照組配對，偵測DIF試題。（和MH-1相同） 

（2）將上步驟呈現DIF試題排除，重複MH-2的第二步，直到檢測試題重複被 

檢驗出DIF或迭代15次停止。 

例如：共有十題試題，經過MH-1發現8、9、10題有DIF，於是將8、9、10 

題先排除，此即為第一次檢驗。接著，使用剩下七題進行第二次檢驗，利用七題

總分依次檢驗第8、9、10題以及其他所有試題，檢測第一次檢驗有DIF的試題時

仍須加入總分，若第二次檢驗發現第9、10題有DIF。接著進行第三次檢驗，由

於第二次檢驗發現第8題沒有DIF，故用1~8題總分，檢驗第9、10題以及其他所

有試題。同樣，檢測每一試題時均需將該題加入總分當中。依照此程序到連續兩

次發現完全相同的DIF試題或重複15次迭代檢驗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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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DIF試題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配對總分不要受到DIF試題污染，增加偵

測的統計考驗力，而檢測時包含檢測試題的分數，目的在於控制MH-CHISQ考驗

值（Holland & Thayer, 1988），後續研究也都依循此種原則加以檢測，在Raju、

Bode和Larsen（1989）的研究當中，曾經利用實證資料對於包含或不包含偵測試

題進行檢測，結果發現兩者的結果雖然以不包含檢測試題偵測出的DIF試題較

多，但由於該研究並非模擬研究，無法確知偵測結果的正確性，故並非偵測出的

題目較多就代表其方式較佳，故本研究仍將依循「檢測時包含檢測試題分數」的

方法進行偵測。 

三、DIF 偵測效果的評估 

 關於 DIF 的偵測效果，大致上以往文獻均以正確偵測率或者第一類型錯誤

率來評估 DIF 的偵測效果。Mazor 等人（1992）採用正確偵測率、Shealy 和 Stout

（1996）以第一類型錯誤率來評估偵測結果，也有研究者同時呈現正確偵測率和

第一類型錯誤率（eg., Clauser et al., 1993; Fidalgo et al., 2000），此外亦有些研究

當中使用變異數分析來了解各變項間的交互效果對於正確偵測率或者第一類型

錯誤率的影響（Finch, 2005; Uttaro & Millsap, 1994）。有鑒於 DIF 偵測的正確偵

測率和第一類型錯誤率均十分重要，本研究的偵測效果包含正確偵測率和第一類

型錯誤率，並且以正確偵測率和第一類型錯誤率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 

四、小結 

Lai, Teresi 和 Gershon（2005）從推薦了四種適用於小樣本情況下偵測 DIF

的方式，其中一種為 MH-1 法，其餘為 Logistic regression、IRT 單參數模式、DFIT 

framework，本文不採用其它三種的原因為：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適用於檢

測交叉 DIF 型態時，在檢測單向 DIF 的情況下和 MH-1 的偵測效果差異不大，

而且涉及迭代計算參數的過程，在時間上約為 MH-1 計算時間的 3 到 4 倍

（Swaminathan & Rogers, 1990）；IRT 單參數模式要達到穩定的參數估計至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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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人，所以兩種方法都同樣面臨人數的問題；DFIT framework 認為測驗整體所

產生的 DIF 重要性勝於單一試題，故此方法只是由不同取向來看 DIF，此非本研

究所欲探討之重點，其餘方法限制在上述內容中已經說明不再贅述；其他傳統方

法如 Muñiz（2001）採用 TID 和計算 p value 的方式對於小樣本進行偵測是樣本

依賴的方法具有瑕疵不再贅述。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焦點組為小樣本的情

況下，何種方法為較佳偵測方式。基於實際資料的焦點組樣本人數（參加國中基

測的各類身心障礙考生）每年僅有一百餘人，因此在選擇方法時需選擇人數 100

人即可使用的方法，多份文獻提到 MH 法適用於小樣本，故選擇該方法。又因

為研究者考慮到在實際情況中可能有試題 DIF 比率較大的情形發生，故而，希

望同時採用更嚴謹的方法來偵測 DIF，以達到較為準確的結果，最後選擇 MH 及

其純化方法作為本研究偵測 DIF 的主要方法。關於上述方法的相關研究，將於

第二節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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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影響差別試題功能影響差別試題功能影響差別試題功能影響差別試題功能（（（（DIF））））偵測效果的相關研究偵測效果的相關研究偵測效果的相關研究偵測效果的相關研究 

一、MH 法偵測 DIF 之相關研究 

綜合 MH 法偵測 DIF 之相關研究，大致上會受到樣本人數、試題參數和試

題 DIF 型態、能力差異、試題長度、分組組數、DIF 試題比率、純化方法使用、

DIF 程度等因素影響，將上述可能影響偵測效果因素之相關研究分述如後： 

（一）樣本人數 

先前研究顯示，當樣本人數增加時，DIF 的正確偵測率也會隨之增加（Mazor 

et al., 1992; Parshall & Miller, 1995; Rogers & Swaminathan, 1993; Swaminathan & 

Rogers, 1990; Uttaro & Millsap, 1994），然而樣本人數較多若使用 MH 卡方考驗也

會造成較高的第一類型錯誤率，為此，盧雪梅（民 89）曾建議在大樣本之下為

避免使用卡方考驗造成第一類型錯誤率過高，可以搭配 MH D-DIF 指標以減少樣

本因素的影響。對於樣本人數許多學者曾給予建議，例如：Zieky（1993）曾經

建議使用 MH 法時，參照組和焦點組的人數合併至少要有五百人，樣本較小時

會造成較低的偵測正確率；Narayanan 和 Swaminathan（1994）建議若 DIF 程度

的面積為 0.8 以上時，兩組各三百人可以達到令人滿意的正確偵測率。 

由於樣本人數較少的情況導致正確偵測率不佳，因此操弄兩組人數各為 250

人以上樣本的研究較多，例如：Gierl, Jodoin 和 Ackerman（2000）操弄的兩組最

低人數為 250 人，Miller 和 Oshima（1992）操弄為焦點組最少也有三百人，Uttaro

和 Millsap（1994）、Wang 和 Su（2004）兩組各採用 500 人， Clause 等人（1993）、

Fidalgo 等人（2000）、Su, Shih 和 Wang（2006）兩組均採用 1000 人進行模擬研

究。由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參照組和對照組的人數至少在 500 人以上時，偵測的

效果穩定而良好，因此本研究以焦點組為 500 人的情況作為對照。 

關於樣本人數低於 250 人的相關研究，Fidalgo, Ferreres 和 Muñiz（2004）操

弄的焦點組和參照組人數有四種：50/50，50/100，50/200，100/100，結果發現

在 α＝.05 時，第一類型錯誤率大致可以維持在.05 以下，但統計考驗力都低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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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以 50/50 最低，Fidalgo 等建議以 α＝.20 的水準進行考驗，以提高統計考

驗力，但是採用增加 α、增加統計考驗力的方式會導致第一類型錯誤率的犯錯機

率增加。Parshall 和 Miller（1995）提出在樣本人數低於 200 人時以準確考驗（Exact 

Statistics）取代漸進考驗（Asymptotic Statistics）但研究結果顯示兩者差距不大

且漸進考驗的偵測效果稍佳。此外，Tang（1994）提出 IRT-ANOVA 作為樣本

數 200 人時偵測 DIF 的方法，此方法先運用 IRT 模式獲得能力和試題參數，再

以組別為自變項，以受試的實際表現和期望表現差異作為依變項，進行 ANOVA

考驗，若達顯著則代表該題有 DIF，雖然 Tang 發現該法優於 MH 法，然此方法

仍必須先採用 IRT 進行參數估計，對於單參數 IRT 的估計而言，至少需要 200

人才能夠得到穩定的估計值，因此仍受制於 200 人以上的樣本人數。Lai 等人

（2005）雖從健康取向推薦了除了 MH 法之外的三種方法作為偵測小樣本的研

究取向，但是如前一節所述該研究沒有提供實際研究的驗證。 

上述的研究大致上都將焦點組和參照組的人數設為人數相同的情況，也有研

究者將參照組和焦點組的人數設為不同的人數，例如：Narayanan 和 Swaminathan

（1994）的研究結果顯示當參照組的人數從 300、500 增加到 1000 人時，正確偵

測率大幅度提升，而此時若參照組人數的增加也會提升正確偵測率。Narayanan

和 Swaminathan 的研究使用 MH-2，在 20%DIF 試題比率、平均 DIF 大小為 0.9logit

的情況下，以樣本人數 100/500 和 100/1000 可以達到 0.6 左右的正確偵測率；此

外，Finch（2005）操弄焦點組的樣本人數為 100、500 人、參照組固定為 500 人，

將 DIF 程度面積設定為 0.6（轉換為難度差距為 0.75logit）檢測 MH 在二、三參

數情況下的偵測效果，結果發現 MH 在三參數、人數 100/500 的情況下可以達

到.70 的正確偵測率，第一類型錯誤率在 0.1 以內。然而，Narayanan 和

Swaminathan、Finch 並沒有因為焦點組人數較少而減少能力分組組數且 DIF 程度

設定在較為寬鬆的情況（本研究的 DIF 程度均為 0.5logit）。 

由此可知，儘管焦點組的樣本人數較少，但是藉由增加參照組的人數的策略

可以達到增加正確偵測率的結果。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控制焦點組人數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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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焦點組和參照組人數比率的方式改善 MH 的偵測效果，並以焦點組五百人

作為對照。 

（二）試題參數和 DIF 型態 

在本研究中，焦點組樣本人數一百人和焦點組與參照組人數比例是最主要的

操弄變項，雖然研究呈現的統計考驗力都較低，但這些研究都以二、三參數進行

研究。例如：Mazor 等人（1992）的研究操弄難度、鑑別度參數（固定 c 參數），

結果發現在兩組均為一百人、能力均等的情況下，正確偵測率只有約 0.18，若能

力不均等則降至 0.09，Clauser、Mazor 和 Hambleton（1994）操弄難度、鑑別度

參數（固定 c 參數）並納入分組組數概念後在兩組人數一百人之下有接近 0.20

的正確偵測率。另外，Finch（2005）檢測 MH 法在二、三參數情況下的偵測效

果，結果發現在二參數的情況下，第一類型錯誤率顯著提高，在三參數的表現較

二參數為佳。比較令人意外的是 Finch 的研究結果顯示 MH 在三參數的情況下還

能達到.70 的正確偵測率，這和 Mazor 等人、Clauser 等人的研究結果差距相當大。

理論上，MH 在單參數的偵測效果會較好，因為在單參數情況下，試題總分能夠

充分代表能力（Holland & Thayer, 1988）。也有研究者認為 MH 是被設計用來檢

測單向 DIF 的方法（Narayanan & Swaminathan, 1994; Swaminathan & Rogers, 

1990） 

前一節曾經提到，試題 DIF 型態可以分為單向 DIF（uniform DIF）和交叉

DIF（nonuniform DIF）兩種（Mellenbergh, 1982）。一些研究顯示，MH 用來偵

測交叉 DIF 的效果不佳，如：Swaminathan 和 Rogers（1990）發現採用 Logistic 

regression 方法偵測交叉 DIF 的效果比 MH 法好，後續有研究者提出用高低分組

的方式仍運用 MH 來偵測交叉 DIF（Mazor et al., 1994），但 Hidalgo 和 López-pina

（2004）發現即使修改過的 MH 法在偵測交叉 DIF 的效果也比 Logistic regression

法差。由此可見，MH 在偵測交叉 DIF 的效果較差，而以往研究多採用二、三參

數的方式進行研究，此時，總分就未必是最好的相同能力配對變項，因此效果較

差。另外，Narayanan 和 Swaminathan（1994），發現在高難度、低鑑別度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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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正確偵測率最差，依次為高難度、中鑑別度，大體上，隨著鑑別度增加，則

正確偵測率增加；Mazor 等人（1992）的研究也有同樣的結果。可見，中等難度、

高鑑別度，或是試題難度較低者，DIF 試題最容易被偵測出來。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在本研究中只操弄單參數的部分不需要考慮到交叉 DIF

的情況，因此正確偵測率應該會優於以往二、三參數之研究。而且試題難度對於

偵測效果也有影響，事實上國中基測的試題難度為中等偏易，在偵測 DIF 的試

題難度條件上具備某種程度的優勢。總而言之，為了使本研究的難度參數更貼近

國中基測的實際難度，本研究之難度由九十四年和九十五年的國中基測難度挑選

出來，以符合真實情境。 

（三）能力差異 

以 MH 的公式來看，當兩團體的能力不相等時，勝算比就會偏離 1.0，因此

當兩組能力有差異時，偵測效果會變差（Zwick, 1990）。以往的研究大致呈現有

能力差異的情況下有第一類型錯誤升高的現象（Gierl et al., 2000; Mazor et al., 

1992; Roussos & Stout,1996），也有研究顯示在焦點組樣本人數較少時錯誤率大致

上維持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Narayanan & Swaminathan, 1994）。Uttaro 和 Millsap

（1994）進一步發現有能力差異的情況下，會和短試題（20 題）產生交互作用，

造成較大的第一類型錯誤率，另外，Clauser 等人（1993）發現 MH-1 和 MH-2

兩種方法都會受到能力差異的影響，使正確偵測率降低。 

上述的研究對於能力差異的設定值，通常是將兩組受試設定為常態分布，當

能力相等情況下，參照組和焦點組平均數均為 0、標準差為 1；在能力不等情況

下，兩組平均數相差 1 logit，標準差則都設定為 1（eg., Clauser, 1993; Uttaro & 

Millsap, 1994），然而也有兩組平均數設定差異為 0.5 logit 之研究（eg., Mazor, 1992; 

Su et al., 2006）。由於九十四、九十五年第一次國中基測數學科視障生和普通生

的能力差異約為 0.5logit，故本研究設定在能力有差異情況下兩組平均數相差為

0.5logit。 

（四）試題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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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顯示使用MH法偵測DIF會受到試題長度的影響，當試題較短時偵

測效果較差。例如：Uttaro和Millsap（1994）以20、40題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在

20題、兩組能力具有差異的情況下，有較高的第一類型錯誤率；Wang和Su（2004）

操弄20、40、60三種題數，發現測驗長度20題、有能力差異且試題DIF比例較大

的情況，第一類型錯誤較高；Fidalgo等人（2000）以20、40、60三種題數進行研

究，結果發現在題數20題、DIF試題比例較大的情況下，才會降低偵測正確率並

提高第一類型錯誤率；Swaminathan和Rogers（1990）使用40、60、80題的試題

長度結果發現這三種試題長度對於檢測效果並未產生顯著影響。上述研究結果顯

示，在試題長度上大致符合Uttaro和Millsap（1994）、Wang和Su（2004）提到40

題的測驗長度提供了充足且恰當的DIF偵測情境，在20題短試題的情況結果並不

穩定。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儘管在20題的短試題情況下正確偵測率和第一類型錯

誤率會受到影響，但仍必須同時考量到兩組能力是否具有差異或是試題DIF比率

較高而與短試題產生交互效果，並非單純短試題的情況就會造成偵測效果不佳。 

（五）能力分組組數（Score group width） 

Holland 和 Thayer (1988) 提出 MH 法時假定以最大可能的組數最為配對標

準，最大的分組組數為 k + 1（k 為題數），若以 30 題為例，分數分佈由 0~30，

可以分為 31 組。Wright（1986）以模擬資料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當題數為 60 時，

分組組數以 61 組較佳（引自 Clauser et al., 1994），也就是支持了 Holland 和 Thayer 

（1988）的說法；Raju 等人（1989）以美國白人 2400 人、黑人 1161 人和西班牙

人 234 人的實際作答反應資料進行研究，發現在 4 組以上的第一類型錯誤率可以

達到穩定的效果，偵測相同的題數一致性也較高。但是 Raju 等人以 2、4、6、8、

10 作為分組檢測實證資料，檢測結果的穩定性無法代表偵測的正確性，除此之

外由於樣本人數也較高，研究結果不宜類推到 100 人的樣本。之後，Clauser 等

人（1994）操弄難度和鑑別度參數並控制猜測參數、80 題、操弄 DIF 試題比例

為 10%進行較為完整的模擬研究，分組組數為 2、5、10、20、81，結果發現在

能力相等時，能力分組組數對於大樣本的組別影響不大，但對於各組 200 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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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則有分組組數較少偵測效果較佳的情形；在能力不等時，DIF 效果隨分

組組數增加、偵測效果降低，但對於大樣本的情況下分組組數較少時，有第一類

型錯誤率偏高的趨勢。簡言之，在能力相等的情況下，若兩組人數為大樣本，則

分組組數結果差異不大，若為小樣本則分組組數較少效果較佳；在能力不等情況

下，若各組人數在 500 人以上，為避免第一類型錯誤率過高，仍以分組組數較多

為宜，對於小樣本而言分組組數較少時有第一類型錯誤率上升的趨勢，但尚可接

受。然而，Clauser 等人（1994）對於小樣本時分組組數也只有 2、5、10 組可供

參考，對於 2 至 5 組之間的組數並未提供訊息，國內簡茂發等人（民 84）雖建

議分組組數至少要五組以上，但其研究對象兩組均為超過 2000 人以上的大樣

本，因此未必適用於小樣本的情況。而為了使資料符合 MH 卡方分配以提高正

確偵測率分組組數可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由於先前研究尚無法提供本研究分組

組數的依據，為此，本研究亦會針對 MH 的分組組數進行研究一。 

（六）DIF 試題比率 

DIF 試題比率也會影響到 MH 偵測 DIF 的效果。過去研究當中設定的 DIF

試題比率，從 3%~20%（Clauser et al., 1993）、15%（e.g. Fidalgo et al., 1994）、

10%~40%（Su et al., 2006）到 60%（e.g. Gierl et al., 2000）不等，當 DIF 試題比

例越大，偵測效果就會降低（eg., Fidalgo et al., 2000）。後來的研究發現，事實上

DIF 試題比率並不是影響偵測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最重要的 DIF 試題比率是否平

均有利於兩組。例如：Wang 和 Su（2004）的研究操弄了三種情況，第一種為完

全有利參照組、第二種為大部分（2/3 題數）有利參照組、第三種為平均有利兩

組，結果發現即使在試題比例 50%的情況下，若符合一半有利焦點組，一半有利

參照組，則三種 MH 法的第一類型錯誤率都控制在 0.5 以下，統計考驗力都在.99

以上，但在全部有利參照組和大部分有利參照組的情況下，只有 MH-2 和 MH-i

的表現較佳，MH-1 有第一類型錯誤率過高的趨勢。這樣的結果恰好可以用來解

釋雖然 Gierl 等人將 DIF 試題比例提高到 60%，但由於平均有利兩組，也因此雖

然試題 DIF 比例高達 60%，但偵測的結果仍大致良好。上述研究均為模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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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證資料上國內余明寧、謝進昌（民 95）曾對九十一年兩次國中基測試題進

行 DIF 相關研究，結果發現社會科、數學科和國文科的 DIF 比率均超過 10%。

然而，和本研究以普通生、視障生作為分組變項的方式不同，而目前國內尚無以

身心障礙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之報告，因此，研究二中選定之 DIF 試題比率分別

為中等程度的 20％和較高程度的 40％，並以 0％作為對照。 

（七）純化方法的使用 

純化方法的使用可以減少試題DIF比率對於偵測效果的影響（Fidalgo et al., 

2000; Miller & Oshima, 1992; Rogers & Swaminathan, 1993; Wang & Su, 2004）。然

而，以往研究顯示並非所有情況採用純化方法都會發揮最佳效能。Rogers和

Swaminathan（1993）使用MH-2結果發現在15%之內的DIF比率不會影響偵測效

果，Miller和Oshima（1992）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DIF試題比率在10%之內採用

MH-2沒有太大的提升效果，而Fidalgo等人（2000）比較了MH-1、MH-2、MH-i

三種方法的偵測效果，結果發現在10%試題DIF比率的情況下，無論短、中、長

三種試題，三種方法均具有良好的偵測效果，在15%和30%的試題DIF比率之下，

MH-2、MH-i的偵測效果才會明顯優於MH-1。綜合上述研究結果，超過10%的

DIF試題DIF比率使用MH-2、MH-i等純化方法，才能夠展現其在偵測效果方面的

優勢。 

（八）DIF的程度（the size of DIF; DIF magnitude） 

關於DIF的程度，以往文獻大致可分為用Raju（1988）的公式計算試題特徵

曲線的面積（eg., Fidalgo et al., 2000; Finch, 2005; Narayanan & Swaminathan, 1994; 

Rogers & Swaminathan, 1993; Swaminathan & Rogers, 1990）或是直接計算試題難

度的差距（eg., Mazor et al., 1992; Miller & Oshima, 1992）。Raju的公式如公式5所

示： 

                   Signed area（SA）= （1-c）|bf-br|              （5） 

由公式當中可知，若試題猜測參數c值為0，事實上面積值就等於兩組的難度

相減，端視研究中是否操弄c參數。過去的文獻當中，以面積計算者有0.25（Fidal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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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0 ）；0.4、0.6、0.8、1.0（Narayanan & Swaminathan, 1994）；0.2, 0.4, 0.6, 

and 0.8 (Rogers & Swaminathan, 1993)；0.6、0.8（Swaminathan & Rogers, 1990）；

0.6（Finch, 2005）等。另外，以難度差異值設定者有0.3125（Fidalgo et al., 2000）；

0.25、0.50、1.00、1.50（Mazor et al., 1992）；0.2、0.35（Miller & Oshima, 1994）；

0.4、0.6（Su et al., 2006）等。當然，研究結果均以面積（SA值）或是難度差距

較大時偵測效果較佳。由上述文獻可知，當c參數不等於0時，以難度和面積設定

的數值是無法直接比較的，而且DIF的程度應為多少沒有一致的定論。由於本研

究中不需考慮猜測參數，所以無論以b值計算或以面積計算均為0.5，和上述研究

設定的數值相比，算是中等的設定值。 

二、MH 法的相關軟體 

 目前 MH 法的軟體有 Fildalgo（1994）的 MHDIF，以及 Waller（1998）的

EZDIF，兩種軟體在網路上均可以下載使用手冊和程式。SPSS 和 SAS 也可以進

行 MH 的運算，也有研究者自行撰寫 Fortran 程式進行運算。 

三、小結 

綜合第二節的各個部分研究，我們可以知道 MH 法大致上會受到樣本人數、

試題參數和試題 DIF 型態、能力差異、試題長度、分組組數、DIF 試題比率、純

化方法使用、DIF 程度等因素影響。本研究考量到視障生的樣本人數特性、不同

偵測方法可因應實際情況試題 DIF 比率較大的狀況、視障生和普通生的實際作

答反應具有能力差異、在實際情況中可能有 DIF 試題比率較大的情況、且國中

基測試題長度介於 30 題和 60 題之間，故而決定模擬研究操弄的自變項為：焦點

組樣本人數、樣本人數比例、偵測方法、能力差異、DIF 試題比率、試題長度。

在焦點組樣本人數和樣本人數比例上，考量到實際情況的視障生（焦點組）有接

近 100 人左右的特性，且過去文獻顯示增加參照組人數或許可以提高正確偵測

率，因此將焦點組人數訂為 100 人，樣本人數比率設定為 1、5、10 倍，並以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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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組五百人作為對照，因此參照組和焦點組人數共有六種：100/100、100/500、

100/1000、500/500、500/2500、500/5000；在偵測方法的部分，選擇 MH 及其純

化方法 MH-2、MH-i；在能力差異上，設定有差異和無差異兩種水準，並以相差

0.5logit 作為能力差異；至於 DIF 試題比率設定為 0%、20%、40%，在這個部分

由於無法預測國中基測試題中究竟會有多少 DIF 試題比例，故先設定沒有 DIF

試題（0%）、中比例 DIF 試題（20%）和高比例 DIF 試題（40%）三種水準；最

後，試題長度的部分則由於國中基測的試題約介於 30-60 題之間，故以 30、60

題作為操弄的試題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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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視障生的評量視障生的評量視障生的評量視障生的評量 

本節內容在於介紹視障生的基本概念、視障生的評量、以及視障生的數學能

力。本節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在於介紹視障生的定義、成因、知覺特徵

和認知特性，第二個部分介紹視障生的評量，第三個部分說明視障生的數學能力

相關研究。 

一、視障生的基本概念 

（一）視障生的定義與成因 

國內法定視障的定義以視力和視野的檢查結果判定是否為視障生，分為特殊

教育之定義和殘障福利之定義兩種，前者的目的在於提供視障者特殊教育服務，

後者的目的則為提供社會福利補助。國內法令對於視覺障礙的定義如附錄 A 所

示，由附錄 A 可知，特殊教育和殘障福利對於視障的定義有所不同。最明顯的

差異為，視力介於 0.2 至 0.3 間者，雖不屬於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範圍，但卻屬

於特殊教育的服務範疇，因此，由於身心障礙保護法之目的在於提供社會福利，

標準較為嚴格。回到本研究中的參加國中基測的視覺障礙考生來看，國民中學基

本學力測驗的簡章上，各學校報名應檢附的資料，考生只須具有身心障礙手冊或

鑑輔會證明其中一種，因此，參加的視障生有可能符合上述兩類定義的其中一類。 

此外，導致視障的原因有很多，王亦榮（民 88）歸納出四十八種不同的病

因，包含眼球震顫、視網膜病變、白內障、斜視、視神經發育不全、無水晶體或

水晶體易位等。陳林義（民 82）指出會造成弱視的原因有斜視、屈光參差、形

覺剝奪性、先天性弱視、屈光不正性弱視等。這些不同的病因導致了視功能程度

不一的視覺障礙。 

（二）視障生的知覺特徵 

視覺在兒童發展中扮演整合感覺的作用（Webster & Roe, 1998），並具有決

定性的角色（萬明美，民 90）。根據教育者的分析，人類獲取經驗的途徑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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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經驗約佔百分之四十；聽覺經驗約佔百分之二十五；觸覺經驗約佔百分之十

七；味覺及嗅覺經驗約佔百分之三；其他各種有機感覺經驗約佔百分之十五（王

文科，民 86）。因此對於視障者而言，必須利用視覺之外的百分之六十和殘存視

覺。Barraga 和 Erin（1992）認為，無論視障的嚴重度如何，殘存視覺的有效使

用非常重要。然而，視障生在殘存視力微弱的情況下，主要的學習管道必須依賴

聽覺和觸覺。以下分別說明視覺、聽覺、和觸覺三種知覺管道。 

1. 視覺 

以往認為視障者的殘存視力未必有助於現實環境，甚至擔心會損害視力，然

而現今的觀點則強調運用殘存視力非常重要。早期的弱視若未能夠及早治療，拖

延的時間越久，視力也就越難恢復，因此必須把握早期的治療時機。 

2. 聽覺 

聽覺提供了非熟悉物有關距離和方向的線索，但只能夠處理序列性的資訊和

空間中的一小部分訊息，舉凡物體的形狀、大小、顏色及其周圍背景等不會產生

聲音的特質，都是藉由聽覺無法獲知的（Webster & Roe, 1998）。即使聽覺能夠

提供部分訊息，聽覺辨識能力在嬰兒出生後數個月才能夠達到成熟。因此，在視

覺能力受限的狀況下，以聽覺作為學習管道，儘管能夠彌補部份的缺損，但終究

無法取代視覺。萬明美（民 90）提到視障學生常被認為聽覺能力較佳。事實上，

並無研究支持視障者聽覺能力較佳的證據，目前只能歸因於後天訓練促使視障者

聽覺注意習慣較佳（何世芸，民 90）。 

3. 觸覺 

由皮膚、肌肉和關節獲得的感覺稱為觸覺，或被稱作膚覺。觸覺的敏感度隨

著身體部位不同有所改變，其中最敏感的當屬指尖，無法使用視覺時，觸覺能提

供最完整和可靠的訊息來源（Barraga & Erin, 1992）。觸覺同樣也有許多限制，

例如：必須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觸摸得到的物體表徵是零碎的片段，必須再組

合成完整的形像。在圖形表徵的部分，平面所呈現的實際立體物體，若之前並未

有多次實際操作實物的經驗，恐怕會造成很大的困難（Barraga & Eri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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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點字讀者而言，利用觸覺摸讀時，必須同時處理辨認、記憶、連結及詮釋等

動作，造成大量認知負荷（Barraga & Erin, 1992；Webster & Roe, 1998）。 

儘管有學者提出視障者具有感官的「補償能力假說」，認為視障者的聽覺、

觸覺能力優於一般人，但目前尚無實證研究加以證明（Webster & Roe, 1998）。

視覺是最有效率的經驗獲取來源，除了目標學習內容外，甚至許多偶發學習都透

過視覺獲取。視覺提供的訊息是無法透過聽覺、觸覺完全取代的。在知覺管道的

條件限制下，視障者在認知發展的過程中會遇到更多的挫折與瓶頸。 

（三）視障者的認知特性 

在認知發展的部分，大部分研究均以瑞士學者 Piaget 的認知發展論作為基

礎。Piaget（1964）認為早期視覺的喪失會影響後續階段的認知功能（引自萬明

美，民 85）。視覺提供了外在探索的誘因以及概念的連結，其他感官的刺激不如

視覺強烈，且手眼並用的發展較早（Webster & Roe, 1998）。因此，視障者在認

知發展上處於不利的情況，可能導致未來在概念上的發展落後（萬明美，民 85; 

Warren, 1994），Barraga 和 Erin（1992）歸納視障者在認知發展上的落後，代表

聽覺和口語等傳達的訊息未必能夠被完全吸收。儘管視障者在認知發展上呈現落

後的狀況，但 Piaget（1964）提到視障者認知發展的遲緩終究還是會彌補（引自

萬明美，民 85）。Wan 和 Tait（1987）進行的研究也發現十三歲的盲童確實在數

量、質量、重量、長度、面積、距離等具有保留概念。一般認為，在年齡稍長之

後，認知的角色便足以取代知覺功能（萬明美，民 85）。然而，視障者是異質性

很大的團體，個人因素、家庭支持、能力和調適、堅持和動機等因素均會影響其

學習（Webster & Roe, 1998）。因此，雖然在先天上居於發展上的劣勢，但視障

並不代表一定會產生認知發展落後的情形。茲將認知發展分為物體恆存（object 

permanence）和守恆概念、空間結構、圖形認知能力等部份，分述如下： 

1. 物體恆存（object permanence）和守恆概念 

物體恆存概念是指當物體不提供感官刺激時，個體仍清楚知道物體繼續存在

的概念。Warren（1994）曾經以 Piaget 提出的物體恆存發展概念為基調，佐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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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實證研究，提出盲童的物體恆存概念發展歷程。請見表 2-3-1。 

表 2-3-1 盲童的物體恆存概念發展歷程 

階段 階段性特徵 

1-2（4 個月內） 沒有心智表徵（指記憶）的證據。 

3（4-8 個月） 

對於從視線移除的物體，嬰兒表現出片段視覺注意。但並無標準

的搜尋行為。 

4（8-12 個月） 

對於先前出現而被藏匿的物體，嬰兒出現搜尋行為。但嬰兒仍不

能成功的找到物體的放置位置：即使物體重複在同樣位置出現，

並在可見情況下移至另一個位置，嬰兒仍會在原先藏匿的地方找

尋。 

5（12-18 個月） 
嬰兒對於物體被看到的位置產生搜尋行為，而非物體所有可能放

置的位置。 

6（18-24 個月） 嬰兒對於物體所有可能放置的位置進行系統的標準搜尋行為。 

由表 2-3-1 可知，盲童的物體恆存概念發展的順序和明眼兒童相同，但盲童

有可能未發展至第六個階段。然而如前所述視障者除了盲生之外還包含弱視、其

他病變者。因此，並非視障者就代表物體恆存概念必然落後。此外，在守恆概念

的部分，Warren（1994）也提到數篇有關於盲童在物質（substence）、重量、體

積、數字、液體等概念的研究，大致來說，數字約為七歲形成，長度、物質和重

量守恆約在八到十一歲間形成，體積守恆則為十二到十四歲。 

2. 空間結構 

空間結構的了解依賴視覺、聽覺、觸覺經驗主動活動的整合。在視覺限制的

狀況下，盲生在空間關係的概念化會遭遇困難。目前研究顯示盲生注重者為內在

關係而非外在關係，因此他們使用自我中心參照架構（egocentric frame of 

reference）勝於使用外在參照架構（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空間關係又可

分為近端空間概念（near-space concepts）和遠端空間概念（far-space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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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端空間概念指的是孩童雙臂所能到達的空間範圍，後者為孩童雙臂所能到達之

外的空間範圍（Warren, 1994）。關於 Warren 提到關於盲生的空間概念特色可以

整理為表 2-3-2： 

表 2-3-2 盲生的空間概念 

空間概念 特色 

側化 

能夠清楚分辨自己的身體部位，但對於個人身體牽涉左右的概

念，約至九歲才能夠產生較佳的表現。若從他人觀點則又顯得

更為困難。 

空間訊息

轉譯 

使用自我中心策略遠勝於外在空間策略。隨著年齡增加使用後

者的情形更有效率，當任務複雜度提升則會表現降低。 

心向旋轉 

能夠藉由觸覺呈現方式參與心向旋轉任務。隨著年齡增加和具

有早期視覺經驗會提升表現，當任務複雜度提升則會表現降

低。 

近端

空間

概念 

影響近端

空間概念

因素 

年齡：使用外在參照架構情形隨年齡增長增加。 

殘存視力：有助於使用外在參照架構能力。 

早期視覺影響：具有早期視覺經驗的盲童在用外在參照架構上

較先天盲者能力佳。 

熟悉環境 

距離越近之空間位置知識優於較遠之空間位置，因為對於近處

經驗較熟悉之故。 

新環境 
先天盲者在新環境中運用路線知識，較少運用環境安排來認識

新環境，而後天盲或具有殘存視覺經驗者則反之。 

遠端

空間

概念 影響遠端

空間概念

因素 

早期視覺經驗和殘存視力可以幫助表現。 

智力也會產生影響。 

至於在弱視生方面，金崇華（民 89）也特別提到弱視生雙眼視覺當中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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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視覺有所缺陷，而立體視覺是讓我們能夠感知物體的位置、方向、深度、距離

和大小的概念。張自（民 82）提到弱視生受到視力弱、視野窄、色覺低三因素

影響造成視知覺功能低，且可能具有後述幾項特徵： 

（1）無法同時掌握全體與細部。 

（2）對外界輪廓界線分不清。 

（3）缺乏立體感、遠近感。 

（4）知覺速度遲緩。 

（5）對外界的事務在視覺上常有模糊不清或雙重影子的現象。 

（6）視知覺的資訊薄弱。 

3. 圖形認知能力 

圖形認知通常被界定為將視覺媒體製成符碼，和解譯符碼的能力（杞昭安，

民 88）。至於學習者如何將視覺媒體製成符碼，受到很多變因影響，其中發展年

齡和文化背景與圖形認知有密切關係（張玉燕，民 86）。杞昭安（民 88）對 418

名六到十五歲的視障生進行研究，以圖形認知發展測驗為測量工具，試圖了解視

障學生的圖形認知能力。結果發現： 

（1）視障生的圖形認知能力和一般學生發展順序相同 

（2）在實物圖形認知題目的答對率上，六至十二歲組，普通班學生為 86%，

視障學生為 80%；十三至十五歲組，普通班學生為 96%，視障學生為 87%。 

（3）在幾何圖形題目的答對率上，六至十二歲組，普通班學生為 63%，視

障學生為 55%；十三至十五歲組，普通班學生為 82%，視障學生為 68%。由此

可見，視障生實物圖形的認知能力優於幾何圖形認知能力，但答對率均低於普通

生。 

由此可見，視障生在圖形認知能力上確實劣於普通生，而且隨著年齡增加其

差距似乎有增加的趨勢。 

二、視障生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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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量困難 

視障生接受測驗的主要困難，在於其對測驗中的文字、圖形、數字等 

無法有效地閱讀。除視力因素外，其他足以影響評量結果的因素尚包括視覺障礙

出現的年齡、對口語的過度依賴，以及生活經驗的與常人迥異（何華國，民 84）。

他認為可以在測驗的程序上作適當的調整，其調整的方法有下列幾種。 

    1. 提供測驗前之輔導：幫助受試者了解測驗的要求，使其能熟稔測驗情境，

減少對測驗可能的焦慮。 

    2. 使用大字體題本：這種調整特別是為了弱視生而設想。 

3. 採用點字題本：原測驗有點字題本固然很好，但點字題本的採用應考慮

對測驗時間加以延長。因為同樣的材料，摸讀點字的時間約為閱讀印刷字體的三

倍。 

4. 令受試者覆述指導語的內容：有助於評量者立即探知受試者對指導語可

能的誤解，並藉由評量者的回饋，增強受試者對測驗的信心。 

5. 口頭題現測驗材料：大聲朗讀或錄音撥放測驗的內容，是對比等測驗時，

最常應用的變通方式之一。 

6. 受試者作答方式的變通：常用的作答方式有三：（1）由受試者說出答案，

評量者再紀錄於標準之答案紙上；（2）使用點字方式或大字體的答案紙；（3）使

用打字機以紀錄答案，其中第二種作答方式頗便於同時測驗數位視障受試者，且

作答的方法也比其他方法更接近原有的施測程序。 

在視障生的閱讀速度方面，王文科（民 86）提到他們閱讀速度緩慢，尤其

是盲生閱讀點字時。杞昭安（民 78）曾就視障生的閱讀能力進行研究。研究對

象分為視覺障礙組和明眼學生組，前者共三十八名，後者共十二名，結果發現：

視障生的閱讀能力平均每分鐘為六十四個字，約為明眼學生的六分之一。而點字

觸讀速度緩慢，經分析其原因，不外受到讀者不良習慣，如口誦、指間壓力過重、

單手觸讀等，及缺乏回行能力和學習策略所致（引自王文科，民 86）。陳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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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2）的研究樣本為三位盲生，在數學科的九十一年度的測驗當中平均一題

約需要 2.6~3 分鐘才能完成，在具有圖表題目的解題時間每題約花費 3.66 分鐘，

保守估計至少要九十分鐘。由上可知，視障生的閱讀速度比普通生慢，且目前國

中基測所提供的延長 20 分鐘似乎仍嫌不足。 

（二）國內視障生評量制度 

視覺障礙學生目前的安置管道有兩種：依據臺灣省暨金馬地區身心障礙學

生十二年就學安置甄試成績；依據國中基測成績。 

1. 十二年就學安置 

十二年就學安置的考試共分為筆試和口試兩個階段，筆試的考試科目同樣

包含國、英、數、社會、自然五個科目，每科六十分，總分三百分。視障考生可

以使用點字筆（板）或點字機、盲用電腦、放大鏡或擴視機並且可視需求提供報

讀服務；口試安排於甄試之後，主要在協助選填志願之最後確認，不列入成績計

算。 

2. 國中基測 

至於在國中基測方面，根據民國九十年所公佈特殊教育法中第廿一條的規

定：「各級學校入學試務單位應依考生障礙類型、程度，提供考試適當服務措施，

由各試務單位於考前訂定公告之」，考試得以為視障生作試務方面的調整。參加

國中基測在繳交報名資料時，可以填寫身心障礙應考服務申請表，選擇所需的服

務項目，服務項目也包含輔具類（擴視機、放大鏡、點字機、盲用電腦等）、試

卷調整（放大 1.5 倍卷、點字卷）。根據陳蓓蓉（民 92）之研究中所提及，有些

測驗試題的附圖可能過於複雜不利於盲生摸讀，基本學測的試題小組在闈內會徵

求三位參與入闈工作的視障教師之意見，一起討論所選題目的附圖是否需要修改

或者刪除。國中基測刪除試題的原則有二：因普通卷圖表本身的限制，無法用點

字卷表示或是由專家審議認為該情境為特殊考生未能接觸的情況。然而為避免影

響題目本身的特徵，除了有需要之外，試題小組都盡量保持題目的原貌不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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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以維持公平性。 

而隨著教育部的任務調整與大環境的改變，從 89 年度實施「高中職多元入

學方案」，以「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為分發依據，基於教育機會均

等、給予相同的入學機會的立場，理想上將把視障生甄試廢除，一併納入基本學

測應試。事實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為了減輕視障生參加十二年就學安置後再參

加國中基測的升學壓力，決定讓視障學生進入高中職就讀統一以國中基本學力測

驗為成績依據。學生以十二年就學安置成績進入學高中職後，常被同學認為不公

平，也受到同學質疑程度，因此，不僅減輕視障生壓力，讓學生不用再經多次考

試始得進入高中職校，更可使視障學生入學後免遭其他同學歧視。因此教育局決

議自 94 學年度起國中視障學生都以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作為就學安置的主要

依據（葉娜慧，民 94）。 

儘管國內視障生的升學管道有兩種，但是從九十四年的數據來看，視障生當

中有 134 名參加國中基測，有 101 人參加十二年就學安置（台南視障教育與重建

中心，民 96），且北高兩直轄市所提供的視障生安置也以國中基測分數為依據，

可見國中基測對於視障生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升學管道。 

（三）國外視障生評量制度 

 關於國外的視障生評量制度或准則大多囊括在身心障礙類當中，沒有特別對

於視障生所擬定的準則。以下說明SAT和APA教育心理測驗準則對於身心障礙者

所建議的調整方式： 

 1. SAT 

在 Geraldine 和 Braswell（1994）文獻當中提到紐澤西州的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為身心障礙者在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Ⅰ（SAT Ⅰ）（含數學能力和

語文能力兩部分）所做調整依循之原則，其中在數學測驗整體原則和點字試題相

關的部分提到： 

（1）測驗的提供者應該在測驗編製前先告知該測驗會被身心障礙者使用。 

（2）在發展點字版測驗時點字專家可以在測驗中發現問題並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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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閱讀文字的部分每段給予編號，依據特定段落的問題，提供學生特

定段落（paragraph）而非特定行列（line）。 

（4）註解整合於文本當中，而非到段落最後才呈現。 

（5）相似字母（如：O、Q）應避免使用。 

（6）避免使用複雜的圖表（cluttered figures）。 

（7）測驗編製者應注意符號是否都能夠轉換為聶美茲符號（Nemeth code）。 

2. APA 教育心理測驗準則 

而在 APA 教育與心理測驗準則（1999）當中也提到有關於身心障礙者試題

調整的部分，請見附錄 B。除了改變呈現形式、反應型式、計時方式、測驗情境、

使用部分測驗等調整方式，準則中也建議，如果可行應檢查各測驗實施於不同身

心障礙團體的信效度。APA 的準則對於身心障礙的試題調整提供了良好的指導

方針，尤其是在測驗調整後的信效度的資料提供，是國內可以更為嚴謹的部分。 

三、視障生的數學能力 

Cahill、Linehan、McCarthy、Bormans 和 Engelen（1996）的研究指出：只

有少數的盲生和弱視生和一般學生相較之下，有不錯的數學成就。而在視障學生

升高中職甄試的數學成績和參加國中基測的學生都顯露出視障生數學成績需要

再加強的訊息。可見對於視障生而言，數學確實是學習上較為困難的科目。 

就數學的內容向度而言，日本學者佐藤泰正以小學視障生進行研究，將內容

分為「計量」「數概念」、「計算」、「比率」、「表」與「式」等領域，結果

發現除了在計量上和普通生沒有顯著差異外，其餘都有顯著差異（引自陳英三，

民84），萬明美（民90）則認為運算、概念、符號、與幾何圖形是視障生學習最

困難的地方，尤其盲生對於形象、數字與文字計算式則較難掌握整體的概念。

Cahill等人(1996)以愛爾蘭、比利時的弱視生與盲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盲生最有

困難的數學題型是數學圖形、表格資料、三角幾何；弱視生最感困難的是則是對

數與三角幾何。另外，在圖形認知的部份，鄭静瑩（民94）以普通生384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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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生52名為研究對象，並區分視障生為點字組和文字組，以涵蓋的自編國民小學

數學測驗（包含數與量、幾何、代數、統計與機率四大領域），結果發現視障生

的數學能力在四個領域都顯著比普通班學生差，且在幾何領域中，點字組學生與

文字組學生達到顯著差異。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視障生在整體數學表現確實

落後於一般學生，尤其在幾何圖形和抽象概念上點字組視障生比文字組視障生的

數學能力還要差。除此之外，陳蓓蓉（民92）採用個案研究法的方式，以三名啟

明學校的盲生實際作答民國九十年和九十一年的國中基測數學題目，結果發現除

了學生本身的數學知識、許多圖表的呈現方式也會干擾盲生的辨別和解題。 

由此可知，大型測驗可能測量到視障生數學能力之外的題目呈現特徵的影

響，因此不僅僅單純反映視障生的數學能力。如果測驗的結果不能夠真正反映視

障生的數學能力，勢必會影響到未來的教育安置，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然而，陳

蓓蓉（民92）的研究對象為三名盲生，未包含弱視生的部分，而鄭靜瑩（民94）

的自編國民小學數學測驗內容在編製時就已經考量到視障生的視覺能力缺陷對

於題目進行調整。因此，本研究從國中基測推動工作委員會取得了九十四年和九

十五年第一次國中基測數學科普通生和視障生的作答反應資料，試圖透過DIF研

究來了解大型測驗對於弱視生是否測量到除了數學能力之外的題目呈現特徵的

影響。 

四、小結 

綜合本節各個部分，我們可以知道造成視障的成因非常多，異質性很大。而

且在接受訊息管道、認知功能上受到先天限制，由於這些先天的限制，導致他們

在數學能力的抽象概念理解、幾何能力等領域表現上普遍落後於普通生。且由於

視障生當中的弱視生和盲生的先天特徵差異甚大，因此本研究中的對象排除點字

卷試題之視障生。另外，誠如上一部分所述，雖然在視障生在大型測驗的表現上

有落後的情形，但是更值得關心的是這些落後的情形是純粹數學能力較差所造

成，還是仍有試題呈現特徵的影響反映在分數上？如果仍有其他無關因素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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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上的落後，則在出題時應該抱持著更審慎嚴謹的態度。目前國內尚缺乏視障

生參加大型測驗公平性的研究，也因此本研究一方面關心視障生參加大型考試的

公平性，另一方面也期盼能補足過去研究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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