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雛形系統設計 

本章共分為十小節，內容包括評分效力問題來源先導研究、教師發展測驗題庫的能

力及問題先導研究、線上教材與試題結構知識本體概念設計、線上課程知識學習系統架

構、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之系統架構、線上測驗與智慧評分子系統之系統架構、

本研究之知識種類、知識內容解析及詞義關係與文法結構規則之對應、電腦產製試題方

法、智慧型線上評分機制設計，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評分效力問題來源先導研究階段 

一、 研究設計 
為了確實瞭解一般線上測驗與紙筆測驗間的評量等化差異來源，本研究首先參考

K-bar 考試網及陽明國中官老師課程教學網之測驗系統功能，發展一個一般型線上評分雛

形系統，此系統包括是非、單選、複選及填充題等題型。此雛形系統如同一般測驗系統，

亦可線上編輯題庫及線上評分，但填充題之評分方式則採用一般測驗系統之二元邏輯評

分方式進行(需與標準答案完全相符才評量為「正確」)。一般型線上評分雛形系統完成後，

本研究針對中部某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科系修習電子商務課程之二個班級 87 位學生，利用

平時學習評量時間先進行紙筆測驗，測驗題型包括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各

5 題，進行先導研究。當所有學生皆完成測驗後，教師請每位同學連至一般型線上評分

雛形測驗系統，開啟與紙筆試題完全相同之電子測驗卷，並將紙筆測驗卷上所寫的答案，

抄寫複製到線上電子測驗卷中。最後再經由教師對紙筆測驗卷的評分結果及測驗系統的

評分結果進行比較，以確認學生所回答的答案在不同的測驗工具上是否會出現明顯的分

數差異？若是不同的測驗工具會產生評分差異，則再由教師針對紙張試卷及電子試卷的

內容及分數結果進行分析比對，以瞭解造成評分結果不同的來源因素。 

二、 先導實驗結果簡述 
經過上述先導實驗程序後，教師針對紙筆測驗的評分結果及測驗系統的評分結果進

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回答的答案在不同的測驗工具上確實出現明顯的分數差異，

而且線上測驗系統之分數明顯低於紙筆測驗的分數，顯示出目前的許多測驗系統可能與

老師實際的評分效力不同。 
經過進一步的分析比對，在紙筆測驗及線上測驗兩種測量工具在是非題、單選題、

複選題之學生得分並無顯著差異，而填充題部分之得分在紙筆測驗及線上測驗上則有顯

著的分數差異，經過每一份試卷的分析比對，本研究發現填充題型在線上測驗無法擁有

紙筆測驗同樣的評分效力，其主要形成的原因歸納如下： 
(一) 電腦環境：由於在中文電腦環境中，文字有全半形及大小寫之分，因此電腦環境造

成的評量效力差異便可能形成。例如答案是半形大寫的「B2B」，但學生卻輸入小寫

「b2b」、全形的「Ｂ２Ｂ」答案，在線上測驗中則經常被誤評為「答錯」。 
(二) 可替換之相似詞彙：由於答案可能有其他相似語意字彙可替代，因此不同的學生可

能寫出其他與標準答案相似的詞彙答案，例如標準答案為「B2B」，但學生可能寫出

「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企業對企業」等相似詞彙，教師在紙筆測驗中

一般會判定為「答對」，而線上測驗卻因為無法辨識語意詞彙，而判定為「答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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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填充格的集合順序：例如某一題目為「電子商務中常見三種的經營模式分別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此題標準答案若為「B2B、B2C、C2C」，但受測

者填寫成「B2C、C2C、B2B」，在紙筆測驗中教師知道本題答案屬於同一集合，因

此順序可互換，故會給予「答對」的評分，而一般線上測驗因為只能逐一比對，因

此發現三格的內容均不相同，故三格填充都會給予「答錯」的評分。 
(四) 學生中文程度低落：隨著網路通訊環境的發展，人們手寫書信的機會相對減少，因

而學生中文程度普遍下降。在紙筆測驗環境中某些學生因為某個字不會寫而有錯別

字、同音異字或用注音取代的情形。而在線上測驗環境中，學生可透過輸入法選出

原本不會寫的中文字，但若因為疏忽而誤選了同音異字的錯字，則二元邏輯判斷的

測驗系統都會判定為「答錯」，而沒有真實教師「斟酌」給分的模糊機制。 
(五) 隨機性漏字疏忽：某些學生在測驗中因為不經意的疏忽而漏寫部分答案，例如答案

是「企業經營模式」，學生卻漏填了「模」字，而寫成「企業經營式」，在紙筆測驗

中，教師會考量學生的漏字情形而斟酌給予部分分數，但線上測驗系統則因答案未

完全相同，因而評為「答錯」。 
本研究針對這些可能發生在傳統紙張測驗的填充題問題進行研究，並將老師的閱卷

決策機制建立於線上測驗子系統中，以期本研究提供之線上測驗系統能有相同於紙筆測

驗時的評分效力。雖然本研究會發展一個具備題庫編輯、測驗、評分、成績查詢、出題

的智慧型線上測驗系統，其題型也包含是非題、單擇題、複選題及支援一個以上空格的

填充題測驗題型，不過在本研究中的測驗系統部分，其研究重心則著重於填充題的智慧

評分處理機制、相似語意詞庫的模糊推論及多位教師共享測驗資源的平台環境。 
 

第二節 教師發展測驗題庫的能力及問題先導研究階段 

一、 研究設計 
為了深入探索一般教師在發展題庫時的試題品質與問題，本研究將委託國內 11 所大

專院校共 15 位資訊管理系教師參與本研究的先導實驗及成效評估實驗，所有參與實驗的

教師均需事先確認曾經教授過「管理資訊系統」或「資訊管理導論」等相關課程。由於

參與實驗的教師在實驗過程中需要實際參與題庫的建立，並需要參與為期二個月的多階

段實驗，並協助本研究之問卷填寫及參與試題發展問題訪談，所需耗費的時間與心力相

當龐大，因此本研究難以進行大樣本的實驗，研究設計上僅針對 15 位願意參與實驗的教

師，進行試題發展評估、問卷調查及訪談的探索性分析先導研究。 
在此階段的先導實驗中，又包含了二個階段的先導實驗，各階段的內容描述及先導

實驗之分析結果如下： 
(一) 第一階段先導實驗：本研究先從許多學校經常使用的「管理資訊系統」教科書中

選取一本作為實驗教材，並取得該書籍中的部分章節電子檔案，再委請所有參與

實驗的教師針對教材中的第二章內容進行題庫產製。教師在產製試題時，本研究

已事先告知試題是被使用在 E-learning 環境中，並以測驗系統能進行自動評分的題

型為主，因此限定教師僅能發展是非、單選、複選及填充等四種題型，每位老師

發展的試題沒有上限，試題發展時間為期二週，因此參與教師可以有足夠的時間，

來發展各種試題。當教師完成第一階段的試題產製任務後，則需要填寫 34 題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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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發展認知相關問項的問卷(參考附錄二)，隨後根據每位教師產製的試題內容及填

寫的問卷內容，研究者個別透過面談、電話或 Email 方式來深入瞭解發展試題的

困難與問題。 
(二) 第二階段先導實驗：本研究將 15 位參與實驗教師所產製的試題題庫，委託一位具

有教育系背景的教授將每個試題進行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以標示出參與教師們

所發展的每個試題所能評量的知識類型及認知層次。之後再委請三位未參與實驗

的教師，從 15 份參與教師所產製的題庫中，選取其中試題品質相對可能較佳的 2
份試題。隨後本研究委請所有參與教師填寫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實際應用在產製

試題時的認知評估問卷共 24 題問項(參考附錄三之第一部份問卷)，此問卷的問項

內容均以 Bloom 新版教育目標分類中的各主類型及子類型名稱與定義為基礎而進

行設計。當受測者完成此項問卷填寫後，則再請每位教師評估 5 份其他教師產製

的試題題庫內容及品質，並與自己所發展的試題內容進行比較。而每位教師所取

得的 5 份試題，均由電腦隨機從所有試題中選出，原則上先前選出的 2 份試題品

質相對可能較佳的試題，被選出的機率較高，而每位教師則不會評估到自己的試

題。當每位老師閱覽過自己及其他 5 份試題後，則開始填寫教師產製試題之自評、

他評、差異情形問卷，以及試題擴充認知問卷等 42 題問項(參考附錄三之第二部

份問卷)，此份問卷問項內容除了請參與實驗教師根據自己的認知與出題經驗，進

行題庫優劣的評比外，另外也請參與教師針對題庫中試題符合試題理論中各類題

型出題原則的程度予以評分，問卷分數則以 Likert 5 點區間尺度進行設計，1 分表

示「完全不符合」該項試題出題原則，5 分則表示「完全符合」該項試題出題原

則。最末則請參與實驗老師回答對於自己產製試題優劣的信心，及具備持續擴充

發展自己及其他老師均未產製出來的新試題能力看法，問卷分數仍舊以 Likert 5
點區間尺度進行設計，1 分表示「完全不同意」該項問題所描述的內容或能力，5
分則表示「完全同意」該項問題所描述的內容或能力。 

二、 先導實驗分析結果 
(一) 教師人工產製試題 

經過前兩階段先導實驗程序後，所有參與先導實驗的 15 位教師針對指定的章節教

材，共產製了 440 個試題，每位教師平均花費的時間為 3.9 個小時，平均從事教育工作

的年資為 5.67 年，曾教授過「管理資訊系統」課程的平均經驗為 3.87 年，最後產製完成

的試題題型分佈情形，如表 4~表 6 所示。其中試題題型包括了是非題 160 題(28.4%)、單

選題 109 題(24.8%)、複選題 69 題(15.7%)、填充題 102 題(23.2%)；試題知識層次包括事

實知識 301 題(68.4%)、概念知識 125 題(28.4%)、程序知識 14 題(3%)；試題認知層次包

括記憶層次 312 題(70.9%)、了解層次 54 題(12.3%)、分析層次 71 題(16.1%)、評鑑層次 3
題(0.7%)。但扣除完全相同題目共 54 題後，剩下 386 題不同的試題內容，其中試題題型

包括了是非題 143 題(37.0%)、單選題 106 題(27.5%)、複選題 68 題(17.6%)、填充題 69
題(17.9%)；試題知識層次包括事實知識 276 題(71.5%)、概念知識 98 題(25.4%)、程序知

識 12 題(3.1%)；試題認知層次包括記憶層次 260 題(67.3%)、了解層次 52 題(13.5%)、分

析層次 73 題(18.4%)、評鑑層次 3 題(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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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5 位教師人工出題之題型分佈結果 
試題題型 是非題 單選題 複選題 填充題 小計 
原始試題 28.4% 

(160) 
24.8% 
(109) 

15.7% 
(69) 

23.2% 
(102) 

100% 
(440) 

刪除重複試題 37% 
(143) 

27.5% 
(106) 

17.6% 
(68) 

17.9% 
(69) 

100% 
(386) 

 

表 5: 15 位教師人工出題之原始試題 Bloom 分類向度分佈結果 
認知歷程向度 

知識向度 
記憶 了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小計 

事實知識 216 (49.1%) 26 (6.4%)  56 (12.7%) 3 (0.7%) 301 (68.4%)

概念知識 85 (19.3%) 28 (6.4%)  12 (2.7%) 0 (0%) 125 (28.4%)

程序知識 11 (2.5%) 0 (0%)  3 (0.7%) 0 (0%) 14 (3.2%) 

小計 312 (70.9%) 54 (12.3%) 0 (0%) 71 (16.1%) 3 (0.7%) 440 (100%)

 
表 6: 15 位教師人工出題且刪除重複試題後的 Bloom 分類向度分佈結果 

認知歷程向度 
知識向度 

記憶 了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小計 

事實知識 192 (49.7%) 25 (6.5%)  56 (14.5%) 3 (0.8%) 276 (71.5%)

概念知識 59 (15.3%) 27 (7.0%)  12 (3.1%) 0 (0%) 98 (25.4%) 

程序知識 9 (2.3%) 0 (0%)  3 (0.8%) 0 (0%) 12 (3.1%) 

小計 260 (67.3%) 52 (13.5%) 0 (0%) 73 (18.4%) 3 (0.8%) 386 (100%)

 
(二) 參與實驗教師之試題發展認知 

本研究設計了一個試題發展認知量表來評量參與實驗教師對於試題發展的看法，此

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區間尺度設計，問卷中包含 31 個問項(參考附錄一)，若對各項問項

內容完全不同意則給予 1 分，若完全同意則給予 5 分。因此量表中的問項分數從 1 分到

5 分，分別表示對於試題發展問題的同意程度。此外，問卷中的每個問項皆經過二位領

域專家共同討論，並對於內容描述亦進行重複確認及檢視，因此具有一定程度之內容效

度。而在信度部分，一般而言，量表之 Cronbach α值只要達到 0.6 以上便可接受

(Malhotra, 1993)，本量表之信度值為 0.72，因此具有可接受之信度。 

在尚未對參與教師強調 Bloom 認知目標領域概念前，參與實驗教師對於試題發展的

認知情形，彙整如表 7 所示。教師們普遍認為發展試題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若教師越

熟悉教材內容或具備豐富教學經驗，則越容易完成出題的工作。當教師針對針對相同知

識內容，想要產製出多種不同的試題內容與題型時，雖然不是很容易，但也並不覺得很

困難。教師經過產製試題的程序後，認為自己所發展的試題要直接當作線上學習系統的

題庫，數量上明顯還不足，而且因為個人的思考盲點，可能導致某些知識概念的試題無

法被產製出來，所以若要發展龐大數量且具有多樣性的題庫，單靠教師個人力量是難以

達成的。而大多數教師認為雖然別的專業教師發展的試題可能會包含自己為考慮到的出

題方式與內容，但自己所發展的試題應該都能夠涵蓋重要的知識概念。而在是非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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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的限制下，多數教師認為其所能發展的試題數量、多樣性、靈活

性都受到了一些限制，而且要利用這四種題型來評量學生各種認知能力、知識類型，雖

然仍可進行評量，但效果會受到一些影響。 
在電腦技術對於教師產製試題的輔助方面，多數教師認為電腦產製試題可以降低教

師產製題庫時所付出的時間及人力負擔，並能在產製大量題庫上給予一些協助，而試題

若能有充分的數量與變化，便能對學習者的知識瞭解有所幫助。此外，多數教師認為電

腦技術應可達成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等四種題型的部分試題產製工作，但

是電腦科技的角色應該是輔助教師產製試題，而非完全取代教師所有產製試題的工作，

畢竟教師們仍舊認為老師產製的試題品質因為經過縝密的思考與設計，所以應該會比電

腦產製的試題品質佳。而就利用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等四種題型來評量學

生成效方面，部分教師對於此四種類型是否足夠用以評量出學生程度深具疑慮。 
本研究另外依照參與實驗的教師，其實際從事教育工作的年資及教授「管理資訊系

統」課程的經驗進行分組，凡是高於五年(含)者則視為「高年資」，未滿五年的教師視為

「低年資」；教授「管理資訊系統」課程超過 5 年者視為「高經驗」，未滿五年的教師視

為「低經驗」。本研究利用 t 檢定來分析不同年資與經驗的教師是否在某些試題發展認知

項目的結果上有顯著差異。 
經過分析後發現，在實際從事教育工作的「年資」上，5 位「低年資」教師及 10 位

「高年資」教師在所有 31 個認知問項中，並無顯著的統計差異，顯示教學年資並不會影

響教師對於試題發展的看法。 
但在教授管理資訊系統課程的「經驗」方面，10 位「管理資訊系統」課程教授經驗

較少的「低經驗」組教師在第 9 項「自己發展的試題具有盲點，因此某些知識概念無法

發展出來」的同意分數為 4.3 分，而 5 位「高經驗」組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3.6 分，兩組之

間具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 2.537, P 值為 0.025)；「低經驗」組教師在第 10 項「自己發

展的試題已包含該教材中所有重要的知識概念」的同意分數為 3.6 分，而 5 位「高經驗」

組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4.2 分，兩組之間具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2.208, P 值為 0.046)；
「低經驗」組教師在第 11 項「自己發展的試題與其他專業教師的試題應該會相似」的同

意分數為 2.8 分，而 5 位「高經驗」組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3.6 分，兩組之間具有顯著的統

計差異(t 值為-2.404, P 值為 0.032)；「低經驗」組教師在第 31 項「對於產製試題的教材熟

悉程度」的同意分數為 4.1 分，而 5 位「高經驗」組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5.0 分，兩組之間

具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2.676, P 值為 0.019)，這些分析結果顯示出教授課程經驗較豐

富的教師，對於發展評量各種知識概念試題的信心與把握較高，而且經驗越豐富的教師

認為出題時較能掌握到知識概念的重點。 
但在是否有修過教育學分或教育背景方面，2 位有教育學分背景教師在第 13 項「在

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的限制下，所能發展的試題數量會受限」的同意分數

為 1.5 分，而 13 位無教育背景或教育學分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3.77 分，兩組之間具有顯著

的統計差異(t 值為-4.128, P 值為 0.001)；「有教育背景」組教師在第 19 項「使用電腦技術

產製試題可協助教師建立大量且充足的題庫」的同意分數為 5.0 分，而 5 位「無教育背

景」組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3.62 分，兩組之間具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 2.182, P 值為

0.048)。這些分析結果顯示出有教育背景的教師認為即使僅發展電腦可自動評分的四種題

型，試題的數量並不會因此受到限制，透過教育目標的思考來發展試題，便能產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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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Bloom 概念的試題。此外，有教育背景的教師或許因為較瞭解電腦科技對於教育學

習及測驗輔助的應用效益，因此對於資訊科技來輔助試題發展較具有信心。 
表 7: 參與實驗教師之試題發展認知結果彙整表 

問 項 Mean S.D. 年資 經驗 教育學分
1.出題是一件容易完成的工作 2.60 0.91    
2.越熟悉教材內容，越容易完成出題的工作 4.67 0.49    
3.教學經驗越豐富，越容易完成出題的工作 4.53 0.64    
4.針對相同知識內容，能輕易想出多種不同試題內容 3.27 0.80    
5.針對相同知識內容，能輕易轉換多種不同的試題題型 3.27 0.88    
6.自己所編製的試題，直接當作線上學習系統題庫，試題數量足夠 2.80 1.08    
7.線上學習系統所需要的題庫數量，單獨依賴教師個人力量來發展
是容易的 

1.93 0.70    

8.線上學習系統所需要的題庫多樣性，單獨依賴教師個人力量來發
展是容易的 

1.87 0.74    

9.自己編製的試題會因個人盲點，導致評量某些知識概念的試題無
法被產製出來 

4.07 0.59  *, 低>高  

10.自己編製的試題，已包含該教材中所有重要的知識概念 3.80 0.56  *, 高>低  
11.自己所發展的測驗試題，與其他專業教師所發展的測驗試題內

容應該會相似 
3.07 0.70  *, 高>低  

12.其他專業教師所發展的測驗試題，會包含我未考慮到的出題方
式及內容 

4.00 1.00    

13.在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的限制下，所能發展的試
題數量會受限 

3.47 1.06   **,無>有

14.在上述四種題型的限制下，所能發展的試題彈性及多樣性受到
限制 

3.87 0.83    

15.在上述四種題型的限制下，所能發展的試題靈活性受到限制 3.87 0.83    
16.在上述四種題型的限制下，仍可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各種

認知能力的試題 
2.67 1.05    

17.在上述四種題型的限制下，仍可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各種
知識類型的試題 

2.87 0.83    

18.使用電腦技術產製試題可協助教師降低建立題庫所付出的人力
與時間 

4.07 0.96    

19.使用電腦技術產製試題可協助教師建立大量且充足的題庫 3.80 0.94   *, 有>無
20.電子化學習環境中，測驗系統在評量相同知識概念時若包含許

多試題變化組合，可增加學習者對於知識上的了解 
4.27 0.96    

21.電子化學習環境中，測驗系統在評量相同知識概念時若包含許
多試題變化組合，可增加學習者對於知識上的了解 

4.60 0.63    

22.使用電腦技術可以更容易針對相同知識概念產生大量多元變化
的試題，以解決題庫數量不足的問題 

4.07 0.88    

23.使用電腦技術產製試題可以避免教師個人主觀出題及思考盲點
的問題 

3.47 0.74    

24.使用電腦技術產製試題，可以達成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
填充題等四類題型的出題工作。 

3.80 0.68    

25.使用電腦技術產製試題可以取代教師產製試題的工作 2.60 1.35    
26.使用電腦技術產製的試題與其他專業教師所發展的測驗試題內

容相似 
2.87 0.74    

27.即使使用電腦技術可以產製試題，但仍有部分試題是電腦無法
產製完成，因此仍需要教師輔助進行試題產製的工作 

4.53 0.52    

28.教師產製試題品質應該會比電腦產製試題的品質高 3.40 0.91    
29.使用電腦技術來產製試題，更容易透過電腦運算及知識儲存能

力，而將跨章節的相關知識進行連結，而產生新概念的試題 
3.60 0.91    

30.在電子化學習環境中，若是僅提供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
填充題等四類測驗題型，將無法評量出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3.27 1.33    

31.自己對於此研究所提供的第二章教材講義內容知識相當熟悉 4.40 0.74  *, 高>低  
註：*表示達到 0.05 顯著水準; **表示達到 0.05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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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實驗教師產製試題時運用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之程度 

在進入第二階段實驗工作時，因為第一階段參與教師中的一位教師因時間無法配

合，退出實驗計畫中，因此本階段實驗工作僅有 14 位教師參與。本研究設計了一個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量表來評量參與實驗教師在產製試題時對於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的運用程

度情形，此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區間尺度設計，問卷中包含 24 個問項(參考附錄二)，若

對各項問項內容完全不同意則給予 1 分，若完全同意則給予 5 分。因此量表中的問項分

數從 1 分到 5 分，分別表示對於試題發展時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概念運用的同意程度。

此外，問卷中的每個問項皆來自於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的文獻定義，並經過二位領域專

家共同討論，且對於內容描述亦進行重複確認及檢視，因此具有一定程度之內容效度。

而在信度部分，本量表之信度值為 0.94，因此量表具有高度之信度。 

參與實驗教師產製試題時對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之認知程度，彙整如表 8所示。在

Bloom 知識類型方面，教師們普遍認為自己所產製的試題大致上均包括了描述基本元素

知識的「事實知識」、描述基本要素與較大的結構共同發揮功能的互動關係的「概念知識」

及與步驟流程相關或何時運用不同程序準則的「程序知識」，因此教師在產製試題時，通

常能夠包含評量各類知識類型知識的試題(問項 1~4，平均分數介於 3.79~4.29 分)。在

Bloom 認知歷程方面，教師們普遍能在產製出評量記憶層次的試題上有比較好的能力(問

項 5~6，平均分數介於 4.00~4.29 分)，在產製了解層次的試題上則尚能有不錯的能力(問

項 7~13，平均分數介於 3.36~4.00 分)，在產製應用層次的試題能力上則差強人意(問項

14~15，平均分數介於 3.36~3.50 分)，在產製分析層次的試題能力上則普通(問項 16~18，

平均分數介於 3.00~3.79 分)，在產製評鑑層次的試題能力上則差強人意(問項 19~20，

平均分數介於 3.50~3.86 分)，在產製創造層次的試題能力上則表現不佳，特別在評量學

生創造力的試題不易經由四種電腦可自動評分的基本題型來發展(問項 21~23，平均分數

介於 2.43~3.21 分)。此外，教師在發展試題時，並未確實的思考每個試題所欲評量的知

識類型及認知層次，因此試題的發展並未有確實的與認知領域的教學目標相互連結。 

進一步從教師實際從事教育工作的「年資」上來分析發現，5 位「低年資」教師在

第 1 項具備發展評量「基本元素知識」試題能力的同意分數為 3.80 分，而 9 位「高年資」

教師的同意分數為 4.55 分，兩組之間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 2.699, P 值為 0.019)；「低

年資」教師在第 4 項具備發展評量「各種知識類型」試題能力的同意分數為 3.20 分，而

「高年資」教師在事實知識中的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4.11 分，兩組之間有顯著的統計差異

(t值為 2.372, P值為 0.035)，顯示教學年資較高者對於發展評量事實知識的能力信心較「低

年資」的教師高。「低年資」教師在第 14 項具備發展評量「將知識重複應用在相同情境

中能力」試題能力的同意分數為 2.80 分，而「高年資」教師的同意分數為 3.89 分，兩組

之間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 2.184, P 值為 0.05)；「低年資」教師在第 15 項具備發展評

量「將知識應用至另一個陌生情境或問題上能力」試題能力的同意分數為 2.40 分，而「高

年資」教師的同意分數為 3.66 分，兩組之間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 2.351, P 值為 0.037)，
顯示教學年資較高者對於發展評量「應用層次」能力試題的能力信心較「低年資」的教

師好。另外，「低年資」教師在第 20 項具備發展評量「評論及判斷特定知識能力」的試題能

力同意分數為 3.40 分，而「高年資」教師的同意分數為 4.11 分，兩組之間有顯著的統計

差異(t 值為 2.184, P 值為 0.05)；「低年資」教師在第 21 項具備發展評量「是否能夠創造

性的提出假設、新想法能力」的試題能力同意分數為 1.60 分，而「高年資」教師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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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為 2.89 分，兩組之間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 2.52, P 值為 0.027)；「低年資」教師

在第 22 項具備發展評量各種認知能力試題的能力同意分數為 2.40 分，而「高年資」教

師的同意分數為 3.67 分，兩組之間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 3.21, P 值為 0.005)；顯示教

學年資較高者對於發展評量「評鑑層次」及「創造層次」能力試題的能力信心較「低年

資」的教師好。 
表 8: 參與實驗教師產製試題時運用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之程度結果彙整表 

問 項 Mean S.D. 年資 經驗 教育背景

1.容易發展評量「基本元素知識」試題 4.29 0.61 *, 高>低   
2.容易發展評量「基本要素與較大的結構共同發揮功能的互動
關係知識」試題 

3.86 0.66    

3.容易發展評量「與步驟流程相關或何時運用不同程序準則」
試題 

3.79 0.98    

4.容易發展評量「各種知識類型」試題 3.79 0.98 *, 高>低   
5.容易發展評量學生「確認其長期記憶和現有題目事實一致」
試題 

4.00 0.78    

6.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自長期記憶中，回憶及背誦能力
相關」的試題 

4.29 0.73    

7.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能釐清及陳述知識能力」的試題 3.86 0.66    
8.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能舉例及說明知識能力」的試題 3.79 0.80  *, 高>低  
9.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能分類及歸類知識能力」的試題 4.00 1.04    
10.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能摘要及建立通則知識能力」
的試題 

3.57 1.02    

11.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能推論及預測知識能力」的試題 3.36 0.84    
12.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能比較出不同事物、觀點間一

致性及差異性能力」的試題 
3.79 0.80    

13.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能建構模式及解釋因果關係知
識能力」的試題 

3.36 0.84    

14.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將知識重複應用在相同情境中
能力」的試題 

3.50 1.02 *, 高>低   

15.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將知識應用至另一個陌生情境
或問題上能力」的試題 

3.21 1.12 *, 高>低   

16.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在題目材料中辨別出相關與不
相關元素知識能力」的試題 

3.79 0.70    

17.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自行組織及連結知識能力」的
試題 

3.50 0.94    

18.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解構知識或找出隱含概念能力」
的試題 

3.00 1.11    

19.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發現程序或概念不一致能力」
的試題 

3.50 0.65    

20.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評論及判斷特定知識能力」的
試題 

3.86 0.66 *,高>低   

21.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是否能夠創造性的提出假設、
新想法能力」的試題。 

2.43 1.09 *,高>低   

22.能夠容易發展出用以評量學生「各種認知能力」的試題 3.21 0.89 **,高>低   
23.每一個試題，我均能事先思考及確認此試題所欲評量的知

識類型向度(屬於事實知識、概念知識或程序知識) 
3.21 1.12   **,高>低

24.每一個試題，我均能事先思考及確認此試題所欲評量的認
知層次向度(屬於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或創造認
知) 

3.21 0.98   *,高>低

註：*表示達到 0.05 顯著水準; **表示達到 0.01 顯著水準 

但在教授管理資訊系統課程的「經驗」方面，8 位「管理資訊系統」課程教授經驗

較少的「低經驗」組教師在第 8 項「具備評量舉例及說明知識」的試題能力的同意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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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38 分，而 5 位「高經驗」組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4.33 分，兩組之間具有顯著的統計差

異(t 值為 2.693, P 值為 0.02)，分析結果顯示出教授課程經驗較豐富的教師，對於發展舉

例及說明知識的試題信心與把握較高。 
但在具有教育學分或教育背景方面，2 位有教育學分背景教師在第 23 項「每一個試

題，我均能事先思考及確認此試題所欲評量的知識類型向度」的同意分數為 5.0 分，而

12 位無教育背景或教育學分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2.92 分，兩組之間具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3.164, P 值為 0.008)；「有教育背景」組教師在第 24 項「每一個試題，我均能事先思

考及確認此試題所欲評量的認知層次向度」的同意分數為 4.5 分，而 5 位「無教育背景」

組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3.00 分，兩組之間具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2.334, P 值為 0.038)，
這些分析結果顯示出有教育背景的教師在發展試題時確實會利用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的

知識像度及認知歷程像度概念來發展試題，而未有教育背景的教師，通常會以個人的認

知與喜好來產製試題，而不知道可利用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理論來發展試題。 

(四) 教師產製試題符合試題編製原則程度分析 

本階段實驗工作共有 14 位教師參與，本研究設計了一個試題符合試題編製原則量表

來評量參與實驗教師所產製的試題符合試題編製原則的程度，此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區間

尺度設計，問卷中包含 24 個問項(參考附錄二之第二部份)，若對各項問項內容完全不符

合則給予 1 分，若完全符合則給予 5 分。因此量表中的問項分數從 1 分到 5 分，分別表

示教師產製的試題符合試題編製原則的程度。此外，問卷中的每個問項皆來自於試題理

論文獻的試題編製原則內容，並經過二位領域專家共同討論，且對於內容描述亦進行重

複確認及檢視，因此具有一定程度之內容效度。而在信度部分，本量表之信度值為 0.95，

因此量表具有高度之信度。 

大部分教師均認為自己所產製的試題，大致上可符合試題編製原則的規範，而且也

能涵蓋不同的知識向度及大部分的認知向度。整體而言，只有在第 13 項「採用否定詞時，

會以加粗或底線來提醒受測者注意」的平均分數為 2.5 分，是一般教師沒有符合的部分。

若進一步從教師實際從事教育工作的「年資」上來分析，5 位「低年資」教師在第 2 項

「是非題遵守單一概念」(t 值為 2.542, P 值為 0.026)、第 3 項「確保試題不會產生不同情

境有不同答案情形」(t 值為 5.444, P 值為 0.000)、第 10 項「選擇題盡可能用完整問句描

述」(t 值為 2.629, P 值為 0.022)、第 11 項「選擇題的備選答案置於題幹之後」(t 值為 3.854, 
P 值為 0.002)、第 12 項「選擇題的備選答案間具有相關性」(t 值為 2.342, P 值為 0.037)、
第 16 項「大致上符合選擇題的試題編製原則」(t 值為 4.392, P 值為 0.001)等項目上「高

年資」的教師比「低年資」教師有更多的自信與把握來符合這些試題編製原則。 
但在教授管理資訊系統課程的「經驗」方面，8 位「管理資訊系統」課程教授經驗

較少的「低經驗」組教師在第 13 項「採用否定詞時，會以加粗或底線來提醒受測者注意」

的符合分數為 1.8 分，而 5 位「高經驗」組教師的同意程度為 2.9 分，兩組之間具有顯著

的統計差異(t 值為 2.342, P 值為 0.037)，分析結果顯示出教授課程經驗較豐富的教師，對

於題幹有否定詞的標示與提醒處理會比較好一些。 
但在是否有修過教育學分或教育背景方面，2 位有教育學分背景教師在第 22 項「試

題已涵蓋重要知識概念」的符合分數為 5.0 分，而 12 位無教育背景或教育學分教師的同

意程度為 3.92 分，兩組之間具有顯著的統計差異(t 值為-2.216, P 值為 0.047)，因此有教

育學分的教師似乎能在發展的試題中涵蓋所有的重要知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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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析總結 

經過上述分析可得知，教師人工出題時，大致上能涵蓋所有的 Bloom 知識類型，但

是屬於評鑑或創造認知層次的試題，並不容易透過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來

發展，因此更高層次的知識認知評量仍宜採用問答題等方式進行，但是線上測驗常見的

四種電腦可以自動評分的題型，仍可用以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師們也認為若電腦能

輔助教師產製試題對於教師出題工作有極大的貢獻，但是電腦應該是扮演輔助教師出題

的角色，而並非是取代的角色，因此電腦可以負責產製記憶、了解、分析及應用層次的

試題，教師則可以將時間投入在較高層次的評鑑及創造層次的試題開發上。而參與教師

也認為，好的試題品質應該包含 Bloom 的各種知識類型及認知層次，並且試題應該遵守

各種題型的各項產製規則。本研究依據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所能涵蓋到

Bloom 的主要知識類型及認知層次，進行教材知識本體的設計，以確保本研究產製的試

題，皆能具有特定評量向度的意義，並給予教師更大的教學輔助。 
 

第三節 線上教材與試題結構知識本體概念設計階段 

此階段主要針對「教師發展測驗題庫的能力及問題先導研究階段」的研究結果，瞭

解教師人工產製試題的能力現況及困難，並瞭解教師若受限於產製電腦可自動評分的是

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等題型試題時，教師人工產製試題實際能包含的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範圍，再藉由教師實際對於電腦產製試題的期望，發展能包含 Bloom 教育

目標分類概念的線上教材與試題結構知識本體。 
在 Bloom 認知分類知識向度中，包括事實、概念、程序及後設認知等四種知識。由

於後設認知知識通常是指個人擁有與認知事務有關的知識，可分為個人、工作及策略變

項等三種知識（Flavell,1987; Anderson & Krathwohl,2001），此類知識通常未包含在正規的

領域教材中。此外，後設認知知識的評量通常採取非正式的評量，諸如：晤談法、問卷

調查、信心評量法等(林清山等人，民 82)，因此後設認知知識的儲存與評量不列入本研

究試題產製的設計範圍。 
為了能順利儲存特定領域教材所包含的知識內容以及涵蓋 Bloom 知識向度中的事

實、概念、程序等知識，本研究將分析跨領域課程書籍之編排方法、課程知識內容結構

及線上教材內容，並採用本體論、Dublin Core、Desai(1997)的 Semantic Header、Bloom
教育目標分類理論、詞義關係概念建立一個線上教材知識本體，藉此描述知識內容的結

構關係，並可發展供網頁文件使用。 
為了讓系統能從線上教材知識庫中進行內容分析、涵蓋不同認知領域的評量，並輔

助教師產製線上測驗系統所需的測驗題庫，本研究分析二技、四技二專及高普考資訊相

關試題的結構類型，並採用本體知識及詞彙網路概念，建立線上試題結構的知識本體。

本研究的線上試題知識本體，將會結合本研究中的智慧模糊評分機制概念，因此也會包

括處理填充題答案的語意相關、集合、漏字、同音異字等評分參數之概念。此外，為了

使電腦產製的試題能標示出試題所能評量的 Bloom 分類向度資訊，因此本研究在試題試

題結構知識本體的設計上，也將包含 Bloom 知識向度及認知歷程向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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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教師發展測驗題庫的能力及問題先導研究」的結果顯示，教師人工產製

的試題，其所涵蓋的 Bloom 知識類型包括事實知識、概念知識及程序知識；試題所涵蓋

的認知能力類型則包括記憶、了解、分析及評鑑層次，教師們認為若有固定步驟操作流

程應用的知識，教師人工產製或讓電腦協助產製應用層次試題應不困難，但是受限於僅

能發展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等題型，創造層次的試題難以透過這四種題型

發展。因此，本研究的教材知識本體將依據教師人工出題所涵蓋的 Bloom 分類範圍，進

行線上講義教材結構知識本體及試題結構知識本體的概念設計。 

一、 講義教材結構知識本體 
在 Bloom 認知分類知識向度中，包括事實、概念、程序及後設認知等四種知識。由

於後設認知知識通常是指個人擁有與認知事務有關的知識，可分為個人、工作及策略變

項等三種知識（Flavell,1987; Anderson & Krathwohl,2001），此類知識通常未包含在正規的

領域教材中。此外，後設認知知識的評量通常採取非正式的評量，諸如：晤談法、問卷

調查、信心評量法等(林清山等人，民 82)，因此後設認知知識的儲存與評量不列入本研

究試題產製的設計範圍。 
為了能順利儲存特定領域教材所包含的知識內容以及涵蓋 Bloom 知識向度中的事

實、概念、程序等知識，本研究分析跨領域課程書籍之編排方法、課程知識內容結構及

線上教材內容，並採用本體論及詞彙關係概念建立一個線上教材知識本體(如圖 2 所示)，
藉此描述知識內容的結構關係，並可發展供網頁文件使用。圖 2 的線上教材知識本體，

主要參考 Dublin Core、Desai(1997)的 Semantic Header、Bloom 認知分類、Bloom 教育目

標分類理論、詞義關係及語意網路等觀念而成，其中線上教材知識本體共包括領域主題、

章節、知識標題、作者、出版者、知識內容、相關者、日期、格式、關鍵字、語言等標

題元素。在圖 2 的知識內容子類別中，紅色區域所儲存的教材知識內容則對應到 Bloom
知識向度中的事實知識，綠色區域所儲存的教材知識內容則對應到 Bloom 知識向度中的

概念知識，紫色區域所儲存的教材知識內容則對應到 Bloom 知識向度中的程序知識。 

理論
模式

時機
條件

個別
差異

公式

共同
特徵

困難
挑戰 優點

因果 
關係 

流程 

上位主題反義主題同義主題 相似主題 部分主題 整體主題下位主題

解釋 定義 

一般 
特性 效益 缺點 

實例 解意 特性 

影音圖表 

多媒體附件

等級時期

次序關係 其他比較關係

詞義關係

知識內容

節 章 

相關者 格式 語言關鍵字 日期出版者作者 知識主題 領域主題 章節 

教材知識本體 

圖 2：線上講義教材結構的知識本體 
以下茲將文件中之各標題項目概念進行描述： 

(一) 領域主題：用以描述超文字講義教材文件的課程領域，例如：凡屬「管理資訊系統」

課程的線上講義教材文件，其領域主題內容則為「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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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節：用以描述此超文字講義教材文件在課程中所屬的章節，在此標題中又可細分

「章」與「節」的標題到下一層，並詳細將內容予以描述。 
(三) 知識主題：用以描述此超文字講義教材文件中所描述的知識主題，在本研究的設計

中，每個文件僅描述一個特定的知識主題。例如：在管理資訊課程的教義講義文件

中用來描述「專家系統」主題知識，則整份文件的內容皆描述與專家系統相關的知

識，此標題的內容則儲存為「專家系統」。 
(四) 作者：為教材文件的作者，本系統預設為課程管理之教師。 
(五) 出版者：為教材文件的出版者。 
(六) 知識內容：用以儲存此教材知識的本文內容。本研究歸納資訊管理領域書籍之內容

結構，並期望能涵蓋 Bloom 分類的事實、概念及程序知識，因此將教材知識的概念

內容細分為十二種不同的次類別知識，其中大部分的類型都能處理「What」概念的

知識，少部分類型則能處理具有「Why」、「When」及「How」等概念的知識。此

外，這十二個類別的終端節點，皆會另外增設「來源資料」屬性來儲存知識來源的

相關資訊記錄，包括來源出處、作者、文章名、頁次、出刊發表日期及來源類型等。 
1. 解意知識：主要用來描述知識概念主題相關術語符號及基本內涵的解釋與定義，

並能記錄不同學者或資料來源對相同知識概念主題的解釋與定義。 
2. 特性知識：主要用來描述知識概念主題的特性、特質內容，為了能充分描述不同

類型的特性知識，本研究在特性知識類別之下又再細分出概念主題的一般特

性、優點、缺點、效益及困難挑戰等特性知識的子類別描述。 
3. 理論模式知識：主要用來描述知識概念主題牽涉到以系統性觀點對複雜的現象、

問題與事物提出相關理論、架構及模式的內容。 
4. 因果關係：主要用來描述知識概念主題牽涉到有關「原因」及「影響結果」的知

識內容，在某些知識中可能同時或部分存在「前因情境」及「影響結果情境」

的內容描述，這一類型的知識主要用以表達「Why」的概念。例如：「網路泡沫」

導因於「網路公司未真正獲利」，因此在「網路泡沫」知識主題文件中的「前

因情境」則包括「網路公司未真正獲利」，藉以說明導致及影響網路泡沫的原

因及因素。 
5. 次序關係知識：主要用來描述知識概念主題牽涉到次序、等級、階段、步驟及流

程等觀念的知識內容，這一類的知識可藉由次序關係進行描述。本研究在次序

關係知識類別下又再細分出三種次序關係子類別的知識描述。 
(1) 等級次序：是指教材知識內容包含等級次序(如排名、佔有率)的知識描述，

例如在 MIS 重要議題排名的知識描述中，各議題間並無時間順序概念也無

流程概念，而僅包括重要性排名的等級高低概念。 
(2) 時期次序：是指教材知識內容包含時期次序的知識描述，例如在電腦發展

演進的知識描述中，每一代電腦間存在時期的前後關係。 
(3) 流程次序：是指教材知識內容包含程序、步驟順序的知識描述，此類知識

經常用以表達「How」的概念，例如，企業導入資料倉儲步驟的知識描述

中，各步驟間存在流程步驟的次序關係，當前階段步驟完成後才能進行下

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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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詞義關係知識：詞義關係是指特定的知識主題在教材知識內容中與其他詞彙間具

有詞義上的角色關係，透過這些角色關係將這些知識內容進行的分類與連結。

由於每一個知識主題均能與其他知識詞彙主題建立詞義關係連結，因此可將這

些詞義關係應用在線上教材文件中，而讓教材文件中具有詞義關係的其他知識

主題內容，能透過超連結的方式將所有相關的教材文件連結在一起，學習者則

能藉由這些詞義關係進行非線性的知識學習。本研究依照知識主題在教材中的

角色，分成七種不同詞義關係的子類別。 
(1) 相似主題：記錄與該知識主題在語詞意涵相近，但卻不完全相同的其他知

識主題，例如：「資訊管理」與「管理資訊系統」。 
(2) 同義主題：記錄與該知識主題在語詞意涵上完全相同的其他知識主題，例

如：「算術邏輯單元」及「ALU」。 
(3) 反義主題：記錄與該知識主題在語詞意涵上完全相反的其他知識主題，例

如：「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 
(4) 上位主題：記錄該知識主題在泛稱上的另一個上一層抽象知識主題概念，

例如：「系統軟體」的上位主題為「軟體」。此類主題基本上對應資料庫

中一般化（Generalization）及 IS-A、IS-A-KIND-OF 的關係觀念。 
(5) 下位主題：下位主題與上位主題知識的觀念相反，它記錄該知識主題在特

定型態或情境實例上的另一些下層具體知識主題概念，例如：「軟體」的

下位主題包括「系統軟體」、「應用軟體」。此類主題基本上對應資料庫

中特殊化（Specialization）的觀念。 
(6) 整體主題：若知識主題為其他知識主題概念的一部份時，則記錄這個與其

相關的主題，這個觀念基本上可以對應到資料庫中的聚集化（Aggregation）
及 IS-PART-OF 關係的抽象觀念。例如：「控制單元」的整體主題為「中

央處理單元」，「中央處理單元」的整體主題是「電腦硬體」。 
(7) 部分主題：描述該知識主題可拆解出多個組成元素的其他知識主題，例如：

「電腦硬體」的部分主題包括「記憶單元」、「控制單元」、「算術邏輯

單元」、「輸出單元」及「輸入單元」等。這基本上對應到資料庫中組成

(COMPONENT-OF)的觀念。 
7. 比較關係：主要用來描述與某知識概念主題經常與其他概念主題相提並論或相互

比較的知識內容，例如在管理資訊系統課程中經常進行概念知識比較的主題包

括「資訊 vs.知識」、「資訊管理 vs.管理資訊系統」等。為了描述不同類型的比

較關係知識，本研究在比較關係知識類別之下又細分出以下二種比較關係的子

類別。 
(1) 共同特徵：知識主題相互比較時所包含的共同特徵知識。例：資訊管理與

管理資訊系統的相同點是同時重視資訊系統與科技對組織的貢獻。 
(2) 個別差異：知識主題間相互比較時所包含的個別差異特徵知識。例：知識

與資訊的區別為，知識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資訊以提供決策為導向。 
8. 時機條件知識：用來描述知識概念主題適用的時機與需符合的條件準則內容，主

要用以描述包含「When」概念的知識。 
9. 公式知識：用來描述知識概念主題的公式內容，例如漢明檢查碼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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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實例知識：用來解釋知識概念主題的相關範例及個案內容，此類知識依其型式

又分成個案情境實例及簡要舉例二類。 
11. 多媒體附件：以影音圖片來輔助知識概念主題說明的多媒體附件資料，所記錄

的內容包含多媒體相關資源之路徑位置、格式及大小等資料。 
12. 其他：凡無法歸納於上述各類者，暫時皆先儲存於此類，再依照歸納出的新規

則概念建立新的類別。 
(七) 相關者：描述其他與本教材知識文件相關的人員資訊。 
(八) 日期：描述教材知識文件出版的日期。 
(九) 格式：描述教材知識文件的檔案格式。 
(十) 關鍵字：描述教材知識文件主要內容的關鍵字詞。 
(十一) 語言：描述教材知識文件所使用的語言格式。 
 
二、 教材知識本體與 Bloom 知識向度對應 

本研究針對知識本體結構與 Bloom 三種知識向度的對應關係，根據葉連祺與林淑萍

(民 92)及 Anderson 與 Krathwohl (2001)的知識向度定義解釋來說明： 
(一) 事實知識(A)：是指學習科目後和解決問題時應知的基本元素，此類別的知識另外包

含二種次類別知識。 
1. 術語的知識(Aa)：指特定語文與非語文的標題與符號；例如：資料流程圖中的圖

形符號、顧客關係管理(CRM)。此類型知識在圖 2 知識本體結構中，依其知識本

質主要藉由解意定義、多媒體附件結構來儲存此類型知識。 
2. 特定整體和元素的知識(Ab)：指事件、位置、人物、資料、資訊等，可包括精確、

特定的資訊或約略的資訊；例如：千禧危機、決策支援系統特徵、實體關係模

式組成元素。此類型知識在本研究的知識本體結構中，依其知識本質可藉由解

意、特性、詞義整體主題、詞義部分主題、詞義相似主題、詞義同義主題、詞

義反義主題、實例等結構來儲存此類型知識。 
(二) 概念知識(B)：是指基本要素與較大的結構共同發揮功能的互動關係，此類別的知識

另外包含三種次類別知識。 
1. 分類和類別的知識(Ba)：意指對不同事物的類別、等級、區分和排列的知識；例

如：電子商務經營模式的類型，組織活動的層級。此類型知識在本研究的知識

本體結構中，依其知識本質可藉由次序時期關係、次序等級關係、詞義上位關

係、詞義下位關係等結構來儲存此類型知識。 
2. 原理和通則的知識(Bb)：指透過觀察現象所摘述的摘要，且可用於描述、預測、

解釋或決定行動與採取的方向；例如：全球電子商務發展五大原則。此類型知

識在本研究的知識本體結構中，依其知識本質主要藉由詞義上位關係、詞義下

位關係、比較關係、多媒體附件等結構來儲存此類型知識。 
3. 理論/模式/結構的知識(Bc)：意指對複雜的現象、問題和事物提出清楚、完全與系

統性的觀點，以理論和模式呈現，亦可用來描述、了解、解釋和預測現象，是

事實與概念中最抽象的層次；例如：實體關係模式、三層式系統架構、科技接

受模式。此類型知識在本研究的知識本體結構中，依其知識本質可藉由理論模

式結構、因果關係、多媒體附件來儲存此類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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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程序知識(C)：指知道如何做某事的知識，通常是一系列或有步驟的流程，以及決定

何時運用不同程序的準則(Criteria)，此類別另外包含三種次類別知識。 
1. 特定學科的技能和演算知識(Ca)：指有固定最終結果，或具有固定順序或步驟的

知識；例如：漢明碼計算、中序轉後序的資料結構。此類型知識在本研究的知

識本體結構中，是藉由公式結構來加以儲存。 
2. 特定學科的技術和方法知識(Cb)：對結果具共識或學科規範的知識，且能反應專

家思考和解決問題方式；例如：正規化方法、發展知識庫的步驟。此類型知識

在本研究的知識本體結構中，是以次序流程結構來加以儲存。 
3. 決定何時使用適當程序的準則知識(Cc)：知道何時使用程序和過去使用該程序的

知識；例如：選用資訊委外或自製方法的時機與程序。此類型知識在本研究的

知識本體結構中，是以時機條件結構來加以儲存。 

三、 試題結構知識本體及所涵蓋的認知歷程向度 
以目前線上測驗系統能夠自動評分的題型主要包括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配合

題等具有標準答案的選擇反應型試題，或詞義結構較單純的填充題等供應反應型試題。

而在 Bloom 認知歷程向度中，則包括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造等六種知識

認知，藉由測驗則可評量學習者在不同知識認知層次上的學習情形。雖然過去的研究認

為即使利用基本的試題題型，只要透過精密的試題設計仍可評量不同層次的知識認知，

但是這些基本題型卻仍用以評量較低層次的知識認知，對於較高層次的知識認知則較不

易透過這些題型來發展。由於較高層次的認知評量比較適合採用論述題或開放性的試題

來評量，但受限於電腦無法自動評分，因此一般的線上測驗系統通常未包含此類題型。

所以本研究電腦產製的試題會以發展用以評量記憶、了解及應用的知識認知為主，而用

以評量分析、評鑑與創造認知層次的試題，則因為題型的束縛，因此會受到一定程度的

限制。 

原型測驗題 

認知
向度

知識
向度

同音異字
評分參數 

語意評
分參數 

漏字評
分參數

單格填充多格填充

回饋訊息

集合評
分參數

複選 單選 

選項 答案題幹 

選擇題 是非題 題充題 

所屬章節 配分 試題編號 題型 試題概 
念編號 

運算變數變化題 詞義結構變化題

彈性變化測驗題 

節 章 

測驗題目結構知識本體

圖 3: 線上試題結構的知識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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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系統能從線上教材知識庫中進行內容分析、涵蓋不同認知領域的評量，並輔

助教師產製線上測驗系統所需的測驗題庫，本研究分析二技、四技二專及高普考資訊相

關試題的結構類型，並採用本體知識及詞彙網路概念，建立線上試題結構的知識本體(如
圖 3 所示)。圖 3 的線上試題知識本體，結合本研究中的智慧模糊評分機制概念而成，其

中包括處理填充題答案的語意相關、集合、漏字、同音異字等評分參數之概念。 
在試題結構的知識本體中，包含了各種試題的組成結構，也涵蓋本研究所提供之各

種測驗類型概念，圖 3 中的線條是表示上層概念所包含的下層概念的種類或內容。在最

上層的試題結構知識本體中包括原型測驗題及彈性變化測驗題兩種試題類型： 
(一) 原型測驗題：1. 原型測驗題：此類試題的題幹內容或結構是依循線上教材知識庫中

的原始知識而成，題幹未經特殊變化，此類型題目主要用以評量記憶層次的知識認

知。例如，在原始知識儲存時，教材講義知識庫中，便儲存著「電腦硬體的基本組

成單元，包括輸出單元、輸入單元、記憶單元、控制單元、算術邏輯單元。而系統

產生的複選題試題為「電腦硬體的基本組成單元，除了輸出及輸入單元外還包括

記憶單元 控制單元  算術邏輯單元 整合單元」，凡是測驗語幹內容結構與

原始知識內容結構相似者，皆屬此類。 
(二) 彈性變化測驗題：此類型題目的題幹內容或結構未依循線上教材知識庫中的原始知

識結構而成，凡是題幹內容語意或結構與原先知識庫中的內容不同，便屬此類。此

類題目主要試圖能用以評量了解、應用、分析與評鑑等層次的知識認知。而彈性變

化試題又分為詞義結構及運算變數變化題二類。 
1.詞義及結構關係變化題：此類題目是運用講義教材結構知識本體中的結構變化或改

變詞義而成。本研究依據試題中所欲評量的教材知識概念進行知識結構與詞義分

析，分析過程會利用解意、特性、因果關係、比較關係、次序關係、時機條件、理

論模式等知識的結構特徵，以及相似詞、同義詞、反義詞、上位詞、下位詞、整體

詞、及部分詞等七種詞義關係來發展各種具有變化性的試題。因此系統可根據特定

的知識主題所包含的各項知識內容子類別來發展各種變化的是非題、選擇題及填充

題。例如：系統可根據「專家系統」知識主題及其所包含的各項詞義關係來發展各

種變化的是非、選擇題及填充題，因此便可透過測驗產生規則的分析模組，產生「以

下對於專家系統的描述是錯誤的？」的複選題題幹。另外在備選的答案選項部分，

若以 4 個選項而言，其中每個選項都可以藉由不同的詞義關係所發展而來，若從「差

異比較」的概念來發展題目，則系統會取出「專家系統」經常被拿來進行差異比較

的主題知識為「決策支援系統」，因此系統會將決策支援系統主題中的特性或優缺

點等內容，擷取出來再混合至專家系統的特性或優缺點等內容中，而產生「try and 
error 是專家系統在分析時相當重要的特性」的變化選項。 

2. 運算變數變化題：此類題目是透過運算及公式推論模組而產生，例如要測驗二進位

及十六進位間的數碼轉換，則系統僅需建立出題模型，實際題目變數及答案，皆可

由亂數及運算推亂模組自動產生，如此相同知識概念的題目便可產生許多不同題幹

與題型的試題。 
然而，無論是原型測驗題或是彈性變化測驗題，每一個題目中都會包括試題所屬的

試題概念編號、測驗題型、題目編號、Bloom 知識向度、Bloom 認知向度、配分、題目

所屬之章節範圍及回饋訊息等內容。在題庫中不同的試題若用以評量相同的知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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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試題中的題幹概念會相同，而且這些試題的試題概念編號也都會相同，因此可用以控

制每一份試卷內不會出現評量相同知識概念的題目。另外，由於本系統所支援產生的試

題題型包括單擇題、是非題、複選題及填充題，因此上述題型也包含在試題結構知識本

體中。此外，每個試題均包含題幹及答案，若是選擇題型則會有備選答案的選項內容。

若是填充題型，則區分為多格及單格之填充題目類型，這兩種填充題的題目類型均包含

漏字評分參數、語意評分參數、同音異字評分參數等以配合模糊評分機制的運作，而多

格填充則另外包含一個集合評分的參數。 
 

第四節 線上課程知識學習系統架構 

為了使電子化學習系統能透過現有線上教材內容，發展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的機

制，並使此機制能在線上知識學習系統環境中正常運作，因此本研究先提出一個適合此

機制運作的線上課程知識學習系統建議架構，如圖 4 所示。此架構包含二種使用者的操

作介面、五個子系統及十八個相關的資料庫。兩種類型使用者的操作介面包括「教師系

統操作及管理介面」與「學習者課程學習操作介面」；五個子系統包括「文章與斷詞處

理子系統」、「輔助線上教材產製與動態展現子系統」、「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

「線上測驗與智慧評分子系統」及「學習輔助工具管理子系統」；資料庫則包括「原始

知識文章資料庫」、「通用斷詞準知識庫」、「領域詞彙主題資料庫」、「專用斷詞準

知識庫」、「學習歷程資料庫」、「教材本體資料庫」、「公式基模資料庫」、「知識

樣式資料庫」、「線上教材知識庫」、「測驗本體資料庫」、「測驗樣式資料庫」、「測

驗題庫及答案資料庫」、「相似語意/同音異字資料庫」、「測驗結果資料庫」、「申訴

記錄」、「評分參數資料庫」、「學習資源資料庫」、「作業資料庫」、「知識討論及

公告資料庫」等。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輔助教師產製題庫及智慧型評分等二個部分，

因此僅針對「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及、「線上測驗與智慧評分子系統」進行詳

細的模組元件及運作方式說明，其餘各子系統的內部模組元件則僅進行簡要敘述。 
一、 教師系統操作及管理介面：此介面提供教師及系統管理者對於五個子系統進行原始

知識文章、斷詞分析、領域詞彙、公式基模、知識樣式規則、教材本體知識、測驗

本體知識、教材樣式規則、試題、測驗成績、測驗申訴、作業討論、學習資源等內

容的新增、刪除、修改及查詢等管理。此外，為了使系統所自動產生的教材及試題

能更符合教師及學生的需要，並確保教材及測驗內容的品質可獲得初步審核，因此

教師可透過此介面，讓「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在教材知識萃取及自動產

生教材及試題過程中予以輔助及確認，甚至教師亦可選擇自行建立教材知識及試題

內容，而不完全透過「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中的知識萃取引擎來建立及

儲存線上教材知識內容。因此本系統提供此介面協助教師及管理者利用全自動、半

自動或人工建立講義教材知識內容及試題，也協助教師與管理者進行學習環境中各

項系統功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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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者課程學習操作介面：此介面提供學習者進行線上講義教材的學習與查詢、線

上測驗、線上申訴、成績查詢、作業繳交、課程討論等功能的操作，及系統產生回

饋訊息及與學習者溝通的介面。 
三、 文章與斷詞處理子系統：此系統的工作是讓教師與管理者將欲編製成教材的課程領

域文章進行匯入、整理，並儲存在「原始知識文章資料庫」中。系統再將教師與管

理者所欲處理的文章透過 TCP Socket 方式傳遞至中央研究院線上斷詞系統(CKIP)
所開放的 API 中，再將 CKIP 系統傳回的斷詞結果經由系統將詞類標記與斷詞後之

詞彙內文進行特殊處理，再儲存至「通用斷詞準知識庫」中。但由於 CKIP 僅針對

一般通用的詞彙進行斷詞，對於特定領域知識中的專有名詞並無法正確產生斷詞結

果，因此這個系統將會從「通用斷詞準知識庫」中將 CKIP 斷詞後的結果與「領域

詞彙主題資料庫」的內容比對與分析，以進行特定課程領域專有詞彙的斷詞修補，

完成後的結果則儲存在「專用斷詞準知識庫」。由上述可知，此系統之功能可將片

段的文章內容，經過一系列的斷詞與修補程序，而產生特定課程知識領域的文章斷

詞結果，並提供給「輔助線上教材產製與動態展現子系統」以萃取其中所涵蓋的知

識概念。 
四、 輔助線上教材產製與動態展現子系統：此系統的主要工作是產生與編製線上教材及

動態整合線上教材內容。此系統產製教材的方式是將「輔助線上教材產製與動態展

現子系統」所產生的文章斷詞結果透過知識萃取與分析程序而產生，知識萃取的過

程會使用到「教材本體資料庫」、「公式基模資料庫」、「知識樣式資料庫」，知識萃

取完成之結果則儲存至「線上教材知識庫」中。教師及管理者可透過此系統進行人

工及半自動的教材產製工作，對於系統產製的知識結果也能進行過濾與修改的處

理。而學習者在線上所獲取的講義教材內容則是透過此系統的線上講義整合程序而

即使產生，當學習者依照個人學習偏好進行非線性學習時，系統則會不斷動態產生

即時整合後知識內容，並將學習過的知識主題進行學習歷程的記錄。 
五、 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此系統的主要工作是自動產生測驗題庫內容，此系

統所能自動產生的試題題型包括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填充題。此系統輔助教

師產製試題的方式是將「輔助線上教材產製與動態展現子系統」所產生的「線上教

材知識庫」內容，依據所欲產生試題的特定知識主題進行現有知識內容的剖析，剖

析過程會使用到「測驗本體資料庫」、「測驗樣式資料庫」，所產生的試題則被儲存

至「測驗題庫及答案資料庫」中。此外，教師及管理者亦可透過此系統進行測驗樣

式資料的管理，以維護出題的方法與規則。 
六、 線上測驗與智慧評分子系統：此系統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學習者在線上測驗時的試題

及智慧評分工作。本系統透過「測驗題庫及答案資料庫」所提供的測驗題型共包括

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其中每一個填充題則能提供 20 個空格問題，

而且能透過智慧評分機制來解決填充題造成評分效力降低的原因。教師與管理者亦

可透過此系統進行題庫內容的編修、評分環境參數的設定、學習者申訴處理、相似

詞彙語意管理、測驗成績管理…等功能。學習者透過此系統進行線上測驗，測驗後

之內容將透過智慧評分機制進行評分，評分後的結果則儲存至「測驗結果資料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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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習輔助工具管理子系統：此系統的主要工作是提供教師與管理者進行線上學習資

源、作業繳交、虛擬教室、學習歷程等管理，並提供這些輔助學習的工具讓學習者

使用。 

圖 4：本研究之線上課程知識學習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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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之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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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之系統架構 

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之系統架構，如圖 5 所示，各元件之內容說明如下：  
一、 公式基模資料庫：儲存領域知識內所有具有數學公式、邏輯運算，或其他可利用方

程式推導之知識規則。 
二、 知識樣式資料庫：儲存書籍講義中經常用來描述知識概念的語法結構規則、詞義關

係規則及所對應的中文語句詞彙及語法符號。 
三、 線上教材知識庫：用以存放被萃取後的知識內容，而這些知識與知識的關係則透過

關聯式資料庫的資料表來進行連結，而學習者未來所使用的講義教材知識來源，便

是使用這個知識庫中的內容。 
四、 測驗樣式管理模組：提供試題產製規則、詞義關係規則、題型特性規則等內容之建

立與管理。 
五、 測驗樣式資料庫：儲存測驗樣式管理模組所建立的試題產製規則、詞義關係規則、

題型特性規則。 
六、 測驗本體管理模組：提供測驗結構知識本體的新增、刪除、修改及查詢等管理功能。 
七、 測驗本體資料庫：用以儲存本研究所提出之測驗講義結構知識本體。 
八、 試題產製模組：此模組提供教師於線上教材知識庫接收到新知識概念後，進行試題

產製工作。其運作原理是取出線上教材知識庫中的新進知識內容，並從現有教材知

識庫中尋找與此知識內容相關的其他知識概念，再與模組中的試題產製規則進行比

對，若是符合特定測驗題型產製規則所訂定的結構及特徵，則將由系統自動完成試

題的產製。但為了確保系統自動產生的試題品質及合適性，因此教師可對系統產製

的試題進行審核。若是教師接受系統產製的試題，則此試題之題幹、配分、題型、

答案及與答案相關之知識回饋內容將自動存入「測驗題庫及答案資料庫」中。 
九、 測驗題庫及答案資料庫：用以儲存「試題產製模組」所產製的試題語幹、選項、答

案、題目配分、題目類型、知識向度、認知向度等內容。 
十、 語意相關詞彙資料庫：存放詞彙與詞彙間語意相關性的資料，諸如語意詞彙資料、

詞彙相關類型(同義/反義/相似/對比)、詞彙間關係值。 
 

第六節 線上測驗與智慧評分子系統之系統架構 

線上測驗與智慧評分子系統之系統架構，如圖 6 所示，此系統提供字元比對、語意

分析、集合順序、英文大小寫、全半形、同音異字、漏字及訊息回饋等智慧評分模組功

能，此外還提供線上出題、線上測驗及線上測驗申訴等功能。各元件之內容說明如下：  
一、題庫及試卷編修介面：此介面提供題庫及試卷發展者(教師)能於線上新增、修改、刪

除及查詢題庫及試卷內容。 
二、測驗題庫及答案資料庫：此元件已於上一節中說明，在此系統中則用以儲存測驗系

統的試卷內容、學生資料、考試時間資料、參與考試班級、試卷評分參數、回饋時

機…等。 
三、出題模組：主要在產生線上測驗的試題內容及試題順序，對於每位受測學生而言，

所回答的測驗項目試題內容都是相同的，但受測者彼此試題間的題號順序或答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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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間的順序可能不同。 
四、評分參數資料庫：存放教師個人化評分參數及系統內建評分參數資料。 
五、模糊推論及系統內建資料運算器：模糊推論運算器內含詞彙語意模糊歸屬函數轉換

公式及模糊規則，用以進行模糊推論過程中的計算，並動態調整系統內建之相似詞

彙語意關係值及系統評分環境參數值，以提供聚合教師共識的系統內建資料。 
六、相似語意/同音異字資料庫：存放評分機制所需要參考比較的相關資料，諸如語意詞

彙資料、詞彙間關係值、同音詞庫、全半形對應資料等。 
七、測驗結果資料庫：存放學生的電子試卷結果資料，包括參與考試的時間、機器位置、

考試歷程、填寫之答案、測驗成績、各題回饋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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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線上測驗與智慧評分子系統之系統架構圖 

八、申訴處理模組與申訴處理記錄：申訴處理模組在處理學生對系統評分及答案質疑的

申訴工作。當受測者認為自己所填答的答案語意也是正確的，但系統卻無法辨識時，

便可透過此模組之功能進行申訴，此模組會將申訴資料予以記錄，並透過 Email 自
動發信元件通知教師進行處理。教師則可利用知識擷取介面，線上處理申訴問題，

若確實因系統的語意辨識能力不足，則可即時擴充此語意知識，使本系統之評分判

斷能力可不斷提升。而申訴處理記錄則記錄學生的申訴資料，及申訴問題的處理狀

況。 
九、智慧型線上評分機制：此機制包含各種分析及計算填充題測驗分數之相關模組，其

中包括字元比對、語意分析、集合順序分析、英文大小寫分析、文數字全半形分析、

同音異字分析、漏字分析、訊息回饋等模組等，本研究將藉由這些模組以提升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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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系統的評量效力。智慧型線上評分機制為本論文的主要研究核心之一，此機制

中所包含的評分模組、運作流程、系統內建評分環境參數與相似語意詞庫模糊相似

值之建構方法步驟等三部分請參閱本章第十節之說明。 
 

第七節 本研究之知識種類 

為了能讓系統自動產生線上試題的內容，系統設計及運作過程中便需要有各種不同

的知識來協助處理，本研究所使用的知識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七類 
一、 CKIP 斷詞知識：在處理原始文章內容時，必須先理解文章中的每個詞彙語意及詞類

結構，並進行適當的斷詞工作，以使得系統能分離出文句中的知識意涵及詞彙的詞

義。在此部分所使用到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的中文詞庫，以及從中央研究院平衡語

料庫中所抽取的額外詞條(約二萬目詞)，外加定量詞及重疊詞構詞律，以供本研究在

斷詞時使用。 
二、 領域詞彙知識：為了能解決 CKIP 斷詞在特定領域上無法正確斷詞的問題，本研究

透過斷詞修補程序來修補 CKIP 的斷詞結果，以使斷詞結果能被特定的知識領域中

使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本研究便需要將領域知識中所包含的所有重要詞彙建立

至領域知識詞庫，以提供系統在進行斷詞修補工作時所需的領域詞彙知識。CKIP 斷

詞結果經過領域詞彙的修補後，所產生的領域專用斷詞知識結果便是本研究知識學

習系統中知識事實(Fact)的主要來源。 
三、 本體知識：為了能瞭解講義教材文件及試題的本質，本研究使用本體知識概念發展

出講義教材結構知識本體以及試題結構知識本體(可參考本章第二節圖 2、圖 3 及相

關說明)，這兩個知識本體被用來當作描述講義教材及試題結構的 Metadata。而系統

所自動產生的試題，皆以這兩個本體知識為基礎，在儲存知識單元時也以這兩個本

體知識的結構來進行知識儲存及連結。 
四、 公式基模知識：本研究為了能將一般領域書籍中的公式或可運算的知識進行公式儲

存，並讓教師能透過介面上的公式建立選項工具來完成公式模型的建立，並將這些

公式知識儲存到公式基模資料庫內，系統再透過這些公式基模資料庫內的公式知

識，來自動產生與公式運算相關的知識講義範例及試題。 
五、 講義教材樣式知識(規則)：為了能分析出文章斷詞內容中的文句語法結構，及知識與

知識間的關係，本研究事先分析一般領域書籍內容中各種描述知識的方法與文句結

構，並從這些教材知識內找出對應在詞義關係上的樣式規則，例如，一般教材在表

達某知識主題時，會用定義、解釋、範例、特性、組成、優缺點…等概念來描述，

但在中文文法結構中，均能找出一些特定的文字組合、特定詞彙及詞義關係，而這

些被歸納出來的講義知識樣式或規則，便成為本研究在組織知識主題關係時最重要

的知識，這些經由本研究所歸納出來的講義知識樣式，便可被視為是本研究知識學

習系統中組織與辨識知識的規則(Rule)。 
六、 試題樣式知識(規則)：試題樣式知識類似講義講義知識樣式規則知識，這個知識主要

被用來處理試題自動出題的種類、方式及策略，因此這個試題樣式中所存放的規則，

是依據近年來二技、四技二專、高普考資訊相關科目試題之出題內容進行分析，以

剖析各種出題方式及各題型的特徵，並形成系統在出題時所需要參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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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線上教材知識：是提供本研究在產生試題時，所需要的知識來源，當學習者要學習

特定知識主題時，線上教材知識庫中儲存所有線上教材文件所需要的知識元素及知

識間的關係結構，因此能在未來提供包含語意標頭、知識語意的學習文件。 
 
各工作處理階段所需之知識類型內容，如圖 7 所示。首先，在領域斷詞工作階段中，

系統需要藉由 CKIP 斷詞知識及領域詞彙知識的結合，以產生領域專用斷詞知識的知識

內容。當領域斷詞工作完成後，便可開始針對經過斷詞後的內文進行知識萃取，在知識

萃取工作階段中，需要使用到教材講義本體知識、領域專用斷詞知識、講義教材、樣式

知識、公式基模知識、領域詞彙知識等知識內容，進而產生線上教材知識於系統資料庫

中。當線上教材知識被建立產生後，可進行測驗題庫產生之工作。在測驗題庫產生階段

中，則需要使用到講義教材樣式知識、公式基模知識、線上教材知識、試題知識本體、

試題樣式知識及領域詞彙知識，進而產生測驗題庫知識內容。 
 

測 驗 題 庫 產 生 階 段
[輸入知識] 
★ 講義教材樣式知識 
★ 公式基模知識 
★ 線上教材知識 
★ 測驗題目知識本體 
★ 測驗題目樣式知識 
★ 領域詞彙知識 
[輸出知識] 
★測驗題庫知識 

知 識 萃 取 工 作 階 段
[輸入知識] 
★教材講義知識本體 
★領域專用斷詞知識 

★講義教材樣式知識 
★公式基模知識 
★領域詞彙知識 
[輸出知識] 
★線上教材知識 

領 域 斷 詞 工 作 階 段 
[輸入知識] 
★CKIP 斷詞知識 
★領域詞彙知識 
 
[輸出知識] 
★領域專用斷詞知識 

圖 7：各工作處理階段所需之知識類型內容 
 

第八節 知識內容解析、詞義關係與文法結構規則之對應 

圖 4 的線上教材知識庫存放了經過斷詞後的教材知識，其內容除了原始教材知識

外，還針對每個詞彙在語句中所扮演的詞性及角色，另外儲存相對應的詞類標記。本研

究依據自訂的詞類及中央研究院線上斷詞系統(CKIP)所開放的 API 斷詞結果，茲將本研

究所使用的詞類標記符號及意涵歸納成 15 種，如表 9。每一種符號分別代表一種詞性意

涵，例如: N 是指名詞或代名詞、T 代表感嘆詞、M 代表數量詞。但由於 CKIP 的斷詞結

果無法對特定領域專有名詞進行正確斷詞，因此所有教材內容皆會經過專業領域詞彙斷

詞修正的程序，以使教材知識能在特定領域使用，最後本研究再利用研究中所歸納出的

各種文法結構規則進行詞義關係的對應與分類。 
舉例而言，如果將內容為「專家系統就是一種電腦化系統，具有邏輯推理能力，以

蒐集歸納某特定領域之專家知識與經驗，並結合專家知識智慧系統，以解決現實問題。」

的文章交由 CKIP 中文斷詞系統處理，則所系統所輸出的斷詞結果內容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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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本研究所使用的詞類標記符號表 
簡化標記 對應的CKIP詞類標記 

A A /*非謂形容詞*/ 

ADV Dab, Dbaa, Dbab, Dbb, Dbc, Dc, Dd, Dg, Dh, 

Dj, Daa, Dfa, Dfb, Dk 

/*副詞*/ 

ASP Di /*時態標記*/ 

C Caa,Cbb /*對等連接詞(如:和、跟)與關聯連接詞*/ 

DET Nep,Neqa,Nes,Neu /*定詞*/ 

FW FW /*外文標記*/ 

M Nfa, Nfb, Nfc, Nfd, Nfe, Nfg, Nfh, Nfi /*量詞*/ 

N Naa, Nab, Nac, Nad, Naea, Naeb, Nba, Nbc, 

Nca, Ncb, Ncc, Nce, Ncda, Ncdb , Ndaa, Ndab, 

Ndc, Ndd, Nhaa, Nhab, Nhac, Nhb, Nhc 

/*名詞與代名詞*/ 

P P /*介詞*/ 

POST Cab,Cbab,Neqb,Ng /*後置詞，如：等等, 的話*/ 

Sec (無) /*文章之段落分隔符號*/ 

T DE, I, Ta, Tb, Tc, Td /*感嘆語助詞及「之」類虛詞(如:的, 之, 得, 地)*/

Vi VA11~13, VA3~4, VB11~12, VB2, VH11~15, 

VH17, VH21, VI1~3 

/*第1類動詞*/ 

Vt SHI, VA2, VC2, VC31~33, VC1,VD1~2, VE11, 

VE12, VE2, VF1~2,VG1~2, VH16, 

VH22,VJ1~3, VK1~2,VL1~4,V_2 

/*第2類動詞*/ 

- (無) /*規則中所使用的萬用字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表 10：CKIP 中文斷詞系統輸出之文章範例斷詞結果 

 。(PERIODCATEGORY) 專家(Na) 系統(Na) 就是(Cbb) 一(Neu) 種(Nf) 電腦化(VHC) 系統(Na) ，(COMMACATEGORY) 
 ，(COMMACATEGORY) 具有(VJ) 邏輯(Na) 推理(VA) 能力(Na) ，(COMMACATEGORY) 
 ，(COMMACATEGORY) 以(P) 蒐集(VC) 歸納(VC) 某(Nes) 特定(A) 領域(Na) 之(DE) 專家(Na) 知識(Na) 與(Caa)
經驗(Na) ，(COMMACATEGORY) 
 ，(COMMACATEGORY) 並(Cbb) 結合(VHC) 專家(Na) 知識(Na) 智慧(Na) 系統(Na) ，(COMMACATEGORY) 
 ，(COMMACATEGORY) 以(P) 解決(VC) 現實(Na) 問題(Na) 。(PERIODCATEGORY) 

 
然而 CKIP 系統處理結果會將「專家系統」、「決策支援系統」、「電子商務」及「客

戶關係管理」…等特定領域的專有詞彙斷詞成為「專家(Na) 系統(Na)」、「決策(Na) 支

援(VC) 系統(Na)」、「電子(Na) 商務(Na)」及「客戶(Na) 關係(Na) 管理(VC)」，反

而會將一個完整詞彙主題斷詞成片段的詞彙，因此產生過度斷詞的現象，需以領域詞彙

補強。此外，為了減少斷詞結果所佔用的儲存空間，因此對於 CKIP 所產生的斷詞結果

中所有以全形空白做為斷詞間隔的符號「 」及重複出現的標記符號「，(COMMACATEGORY)」

等予以刪除，並直接以每個詞彙的詞類標記做為斷詞區隔，再針對每一段落的斷詞結果

給予開始「(Start)」及結束「(End)」的斷詞標記。經過本研究領域斷詞修補模組的修正，

處理後之結果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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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經領域斷詞修補模組處理後的斷詞結果  

家

 (Start)專家系統(Na)就是(Cbb)一(Neu)種(Nf)電腦化(VHC)系統(Na)，(COMMACATEGORY)具有(VJ)邏輯

(Na)推理(VA)能力(Na)，(COMMACATEGORY)以(P)蒐集(VC)歸納(VC)某(Nes)特定(A)領域(Na)之(DE)專

(Na)知識(Na)與(Caa)經驗(Na)，(COMMACATEGORY)並(Cbb)結合(VHC)專家(Na)知識(Na)智慧(Na)系統

(Na)，(COMMACATEGORY)以(P)解決(VC)現實(Na)問題(Na)。(PERIODCATEGORY) (End) 

 

 
以下將針對

明與解釋，以下

變數符號。在本

彙所組成，並用

數詞彙」與「變

可變動的詞彙，

動的詞彙。在規

究另外定義的變

及ρ等，各符號

一、標記τ：「τ

識概念中的

訊系統」、「

二、標記η：「η

「三」、「六

三、標記υ：「υ

「顆」、「個

四、標記ζ：「ζ

等，其可接

洛普」、「衛

五、標記ρ：「ρ

產」、「電腦

例如「τ(N
構的其中一項規

缺少的詞彙元素

素，但是它可以

的知識主題，但

號表示此詞彙是

腦是由一些硬體

三個部分所構成

行知識概念的歸

以下針對講

一、解意知識結

的文法結構

為「所謂(V
容結構符合

知識內容將
部分知識內容之文法結構進行初步的詞義規則對應說明，但為了方便說

說明除了採用 CKIP 的詞類標記符號以外，本研究另外定義了一些詞彙

研究中所歸納的文法規則及詞義規則中，皆由一個或詞彙一個以上的詞

描述特定的知識概念。此外，文法規則及詞義規則中的詞彙可分為「常

數詞彙」二種。「常數詞彙」指的是某個特定規則中，詞彙內容所包括不

而「變數詞彙」指的是某個特定規則中，詞彙內容是可以包括各種可變

則中常數詞彙是直接固定被寫在規則中的，但是變數詞彙則是使用本研

數詞彙標記來表示，本研究中使用的變數詞彙標記包括τ、η、υ、ζ

標記之說明如下： 
」是用來描述規則中某個詞彙是可變動的普通名詞(Na)，而且也是該知

知識主題，例如：「專家系統」、「客戶關係管理」、「知識管理」、「管理資

虛擬組織」等。 
」是用來描述規則中某個詞彙是可變動的數詞定詞(Neu)，例如：「一」、

」、「二十」、「一百」等。 
」是用來描述規則中某個詞彙是可變動的單位量詞(Nf)，例如：「種」、

」、「本」、「條」等。 
」是用來描述規則中某個詞彙是可變動的人名、機關組織名及職務名詞

受的詞類標記包括(Na)、(Nb)及(Nc)，例如：「華盛頓」、「總統府」、「蓋

生局」、「總經理」等。 
」標記是用來描述規則中某個詞彙是可變動的普通名詞(Na)，例如：「資

」、「系統」、「模組」、「程式」等。 
a)是(SHI)由(P)…所(D)構成(VG)」是用來表示「整體-部分主題」知識結

則，規則內的「是」、「由」、「所」及「構成」因為在規則中是固定不可

，因此皆屬於「常數詞彙」；而此規則中的「τ」雖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元

用不同的知識主題名詞來展現，所以「τ」在規則則被視為是此規則內

為了讓這個規則能廣泛應用在不同的知識主題，因此本研究用「τ」符

用來表示某規則中知識主題的「變數詞彙」。透過這樣的規則描述，「電

與軟體所構成」及「Unix是由系統核心、檔案系統和命令解意程式(Shell)
」等知識便可使用「τ(Na)是(SHI)由(P)…所(D)構成(VG)」規則來來進

納及描述。 
義教材知識內容之文法結構進行初步的詞義規則對應說明 
構規則：此類規則用以辨識知識定義與解釋的教材內容，這些知識常見

規則範例如表 12 所示。例如在「專用斷詞準知識庫」中有一個教材內容

K)資訊委外(N)是(Vt)指(Vt)企業(N)將(P)資訊系統(N)開發(Vt)…」因為內

其中的「所謂(VK)τ(N)[是(Vt)|就是(C)|是(Vt)指(Vt)]…」規則，所以此

被儲存在解意知識類別中(註：規則中的τ表示此知識的主題概念，中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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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表示此處的詞彙組合只需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表 12:解意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規則編號 解意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1 「τ(N)[是(Vt)|就是(C)|是(Vt)指(Vt)]η(DET)υ(M)…」 

2 「…[稱為(Vt)|稱(Vt)之為(Vt)]τ(N)」 

3 「所謂(VK)τ(N) [是(Vt)|就是(C)| 是(Vt)指(Vt)]…」 

4 「[ρ(FW)|ρ(N)]認為(Vt)τ(N)[是(Vt)|就是(C)]…」 

5 「τ(Na)通常(ADV)[ 是(Vt)|會(ADV)|能(ADV)|…]…」 

6 「…[解釋(Vt)|說明(Vt)]…τ(Na)...」 

7 「…[狹義(N)|廣義(N)]…τ(Na)…」 

8 「[τ(FW)|τ(N)]…[看法(N)|觀點(N)]…」 

9 「τ(N)是(Vt)|…[而(C)非(A)|不(ADV)是(Vt)|而(C)不(ADV)是(Vt)…] 

10 「τ(N) [不(ADV)是(Vt)|並非(ADV)]…而是(C)…」 

 
二、特性知識結構規則：特性知識結構規則主要用以辨識有關概念主題的知識特性或特

質描述，這些知識通常會包括特性(Na)、特色(Na)、功能(Na)、特徵(Na)，其常見的

文法結構規則範例如表 13。例如某個教材內容為「資訊具備的特殊性質包括時效性、

重要性、機密性、價值性」，因為其內容結構符合「τ(N)[有(Vt)|具有(Vt)|包含(Vt)|
包括(Vt)|具備(Vt)|概括(Vt)]…[特性(N)|特色(N)|功能(N)|特徵(N)|特質(N)|性質(N)]…」

規則，所以此知識內容將被儲存在此特性知識類別中。 
表 13: 特性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規則編號 特性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1 「τ(N)…[有(Vt)|具有(Vt)|包含(Vt)|包括(Vt)|具備(Vt)|概括(Vt)|…]…[特性

(Na)|特色(Na)|功能(Na)|特徵(Na)|特質(Na)]…」 

2 「τ(N)[有(Vt)|具有(Vt)|包含(Vt)|包括(Vt)|具備(Vt)|概括(Vt)|…]…[特性(Na)|
特色(Na)|功能(Na)|特徵(Na)|特質(Na)]…」 

3 「τ(N) … [特性(Na)|特色(Na)|功能(Na)|特徵(Na)|特質(Na)]…」 

4 「τ(N) [特性(Na)|特色(Na)|功能(Na)|特徵(Na)|特質(Na)]…」 

5 「τ(N)…η(DET) [υ(M)|大(Vi)]…[特性(Na)|特色(Na)|功能(Na)|特徵(Na)|
特質(Na)]…」 

 
三、因果知識結構規則：因果知識結構規則主要用以辨識概念主題牽涉到「原因」及「影

響結果」的知識內容，這些知識通常會包括「導因(VK)於(P)」、「起因於(VI)」、「肇

因於(VK)」、「由於(Cbb)」、「由於(Cbb)…所以(Cbb)」、「因為(Cbb)」、「所以(Cbb)」、
「由於(Cbb)…影響(VC)」、「造成(VK)」、「導致(VL)」、「因為(Cbb)…所以(Cbb)」、「之

所以(Cbb)…因為(Cbb)..」、「因為(Cbb)…造成(VK)」…等常見的語句結構，其常見的

文法結構規則範例如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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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因果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規則編號 因果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1 「…[導因(VK)於(P)|起因於(Vi)| 肇因於(Vt)]…」 

2 「…[由於(C)|因為(C)|]…[所以(C)|造成(Vt)|導致(Vt)|引起(Vt)|引發(Vt)]… 

3 「…[由於(C)|因為(C)|]…影響(Vt)…」 

4 「…之所以(C)…因為(C)...」 

5 「…[造成(Vt)|導致(Vt)|引起(Vt)|引發(Vt)]…..」 

6 「…是(Vt) [由於(C)|因為(C)|為了(P)]…」 

 
四、次序知識結構規則：此類規則用以辨識知識概念主題牽涉到次序、等級、階段、步

驟及流程等觀念的教材內容，這些知識常見的文法結構規則範例如表 15 所示。 
表 15: 次序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規則編號 次序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1 「τ(N)…[依照(P)|依(P)|根據(P)|按照(P)|依序(ADV)]…[分成(Vt)|分為(Vt)|區
分為(Vt)|歸納為(Vt)|細分成(Vt)|細分為(Vt)|劃分(Vt)|劃分為(Vt)|分別(ADV) | 
分別(ADV)]…[層次(N)|階層(N)|階段(N)|等級(N)|順序(N)|步驟(N)|程度(N)|位
階(N)|名次(N)]」 

2 「[依照(P)|依(P)|根據(P)|按照(P)|依序(ADV)]…τ(N)…[分成(Vt)|分為(Vt)|區
分為 (Vt)|歸納為 (Vt)|細分成 (Vt)|細分為 (Vt)|劃分 (Vt)|劃分為 (Vt)|分別

(ADV)]…[層次(N)|階層(N)|階段(N)|等級(N)|順序(N)|步驟(N)|程度(N)|位階

(N)|名次(N)]」 

3 「τ(N)…[層次(N)|階層(N)|階段(N)|等級(N)|順序(N)|步驟(N)|程度(N)|位階

(N)|名次(N)]…[分成(Vt)|分為(Vt)|區分為(Vt)|歸納為(Vt)|細分成(Vt)|細分為

(Vt)|劃分(Vt)|劃分為(Vt)| 分別(ADV)]…」 

 
五、詞義知識結構規則：此類規則用以辨識教材內容中牽涉到知識本體內七種不同類型

的詞義關係知識，這些知識常見的文法結構規則範例如表 16。 
表 16: 詞義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規則編號 詞義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1(相似) 「τ(N)[與(C)|跟(C)|和(C)及(C)|、(PAUSECATEGORY)]ρ(N)…[概念(N)|
觀念(N)]…[相似(Vi)|類似(Vt)|很(ADV)像(Vt)]…」 

2(相似) 「τ(N)[與(C)|跟(C)|和(C)及(C)|、(PAUSECATEGORY)]ρ(N)…[易(Vi)|
極(ADV)易(Vi) |容易(Vi)| 經常(ADV)]混淆(Vt)」…」 

3(同義) 「 … τ (N|FW) （ (PARENTHESISCATEGORY) ρ (N|FW)  ）

(PARENTHESISCATEGORY) …」 

4(同義) 「…τ (N|FW)[簡稱 (Vt)|又 (ADV)名 (A)|[也 (ADV)|又 (ADV)|亦 (ADV)|又
(ADV)可(ADV)|也(ADV)可(ADV)|亦(ADV)可(ADV)][稱(Vt)| 稱為(Vt)]]…

ρ (N|FW)…」 

第 56 頁 



表 16: 詞義知識結構規則內容(續) 
規則編號 詞義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5(同義) 「τ(N)[與(C)|跟(C)|和(C)及(C)|、(PAUSECATEGORY)]ρ(N)…[概念(N)|

觀念(N)]…[相同(Vi)|一樣(Vi)]…」 
6(反義) 「τ(N)[與(C)|跟(C)|和(C)及(C)|、(PAUSECATEGORY)]ρ(N)…[概念(N)|

觀念(N)]…相反(Vi)…」 
7(上位/下位) 「…ρ 1 (N)…[與 (C)|跟 (C)|和 (C)及 (C)|、 (PAUSECATEGORY)]…ρ n

(N)…[泛稱(Vt)為(P)| 統稱為(Vt)概稱為(Vt)|合稱為(Vt)]τ(N)」 
8(上位/下位) 「…τ(N)…[分成(Vt)|歸納(Vt)|分為(Vt)|區分成(Vt)|區分為(Vt)|歸納為

(Vt)|細分成(Vt)|細分為(Vt)|劃分(Vt)|劃分為(Vt)]…ρ(N)…」 
9(上位/下位) 「τ(N)…是(Vt)…ρ(N)…的(T)[泛稱(Vt)| 通稱(Vt)|概稱(N)]」 

10(上位/下位) 「τ(N)…是(Vt)一(DET)υ(M)…ρ(N)」 
11(上位/下位) 「…ρ(N)…是(Vt)τ(N)…[其中(DET)|中(POST)]的(T)一(DET)υ(M)」 
12(上位/下位) 「τ(N)…[共有(Vt)|分成(Vt)|分為(Vt)|區分成(Vt)|區分為(Vt)|歸納為(Vt)|

細分成(Vt)|細分為(Vt)|劃分(Vt)|劃分為(Vt) ] η(DET)υ(M)…ρ(N)…」 
13(上位/下位) 「τ(N)…η(DET)υ(M)…[分別(ADV)是(Vt)|包括(Vt)]…ρ(N)…」 
14(上位/下位) 「τ (N)…： (COLONCATEGORY)ρ (N)[與 (C)|跟 (C)|和 (C)及 (C)|、

(PAUSECATEGORY)]…」 
15(整體/部分) 「τ(N)…[組成(Vt)|組合(Vt)|聚合(Vt)|構成(vt)]…[元件(N)|元素(N)|成分

(N)|要素(N)|要件(N)|部份(Det)]…」 
16(整體/部分) 「τ(N)[是(Vt)由(P)|由(P)]…ρ(N) …[組成(Vt)|組合(Vt)|聚合(Vt)|構成

(vt)]…」 

17(整體/部分) 「…τ(N) …[分成(Vt)|分為(Vt)|區分成(Vt)|區分為(Vt)|細分成(Vt)|細分為

(Vt)|劃分(Vt)|劃分為(Vt) ] …η(DET)υ(M) …[元件(N)|元素(N)|成分(N)|要
素(N)|要件(N)|部份(Det)]…」 

18(整體/部分) 「…τ(N) …[元件(N)|元素(N)|成分(N)|要素(N)|要件(N)|零件(Det)]… [分
成(Vt)|分為(Vt)|區分成(Vt)|區分為(Vt)|細分成(Vt)|細分為(Vt)|劃分(Vt)|劃

分為(Vt) ] …ρ(N)…」 

18(整體/部分) 「…ρ(N) [與(C)|跟(C)|和(C)及(C)|、(PAUSECATEGORY)]…合稱為(Vt) …
τ(N)…」 

 
六、比較知識結構規則：此類規則用以辨識教材內容中牽涉到知識主題間差異比較的知

識，這些知識通常會包括差別(Na)、差異(Na)、比較(Dfa)、不同(VH)等詞彙，其常

見的文法結構規則範例如表 17 所示。 
表 17: 比較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規則編號 比較知識結構規則內容 

1(個別差異) 「τ1(N)與(C)τ2(N)…[差別(N)|區別(Vt)|差異(N)|不同(Vi)…]…」 

2(個別差異) 「τ1(N)是(Vt)…τ2(N)[則(ADV)|卻(ADV)]是(Vt)…」 

3(個別差異) 「τ1(N)…τ2(N)[則(ADV)|卻(ADV)]…」 

4(共同特徵) 「τ1(N)與(C)τ2(N)…[同樣(Vi)|相同(Vi)|一樣(Vi)|[[都(ADV)|皆(ADV)][有
(Vt)|能(Vt)|會(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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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時機條件知識結構規則：此類規則用以辨識教材內容中牽涉到包含適用時機條件的

知識。例如「…在(P)…[目標(N)|條件(N)|時機(N)|環境(N)|前提(N)| 時(POST)…]…[考
慮(Vt)|成熟(Vt)|滿足(Vt)|符合(Vt)|達成(Vt)|…]…」即為其中一個規則。 

八、個案實例結構規則：此類規則被用以辨識教材內容中牽涉到個案範例的知識，通常

會包括「以(P) ρ(Nc) 為(VG) 例(Na)」、「例如(P)」、「個案(Na)」、「實例(Na)」
等詞彙。例如「…[例(ADV)|例如(P)|例子(N)|應用(N)|實例(N)]：(COCG) …」即為其

中一個規則。 
九、理論模式知識結構規則：此類規則用以辨識教材內容中牽涉到理論、模式、模型、

結構及架構的知識。例如知識主題的末尾詞彙中包含理論、模式、模型、結構及架

構等詞彙，即為辨識此類型知識的其中一個規則。 
 

第九節 電腦產製試題方法 

由於本研究是採用語意分析技術進行試題產製的工作，對於多媒體圖表及影音附件

資料則無法獲取其資訊，因此本研究對於試題產製的工作將排除多媒體附件的教材內

容，而僅分析線上教材知識本體中其餘十類知識。此外，過去研究指出，部分選擇題可

藉由多組是非題來組成，題型之間亦可彼此轉換，所以此概念亦被包含於試題產製規則

中。本研究的試題產製流程，是藉由各種類型試題的產製規則來完成，其運作流程可參

考圖 8 的步驟說明。以下僅針對試題產製流程中所包含的各種試題類型特徵及主要的產

製方法進行簡要的觀念介紹。 
一、 原型試題：依據教材知識庫內的原始知識內容，產生與原始教材知識結構相同的試

題。圖 9 為原型試題產製方法的說明範例，圖中顯示當線上教材知識庫中儲存了一

個電腦組成五大單元的知識，電腦則會自動依據此知識的結構，產生與該知識的內

文結構相同的試題，若用以產生是非題時，則此類試題的答案都是「O」(對的)，並

可用以評量記憶層次的知識確認能力，此類試題的產製為圖 8 之步驟 E。此外，此

類型的試題題幹，被當作其他具有相同試題概念試題的回饋訊息。因此，凡是具有

相同試題概念編號的題目，其測驗回饋的基本訊息都會相同。此外，相同的知識內

容，也能用以產製其他類型試題。例如圖 9 中的原始教材知識，因為屬於詞義知識

中的整體-部分子類型知識，因此適合用以產製出單格或多格的原型填充題，知識中

屬於「部分」的知識元素，即可被當作填充題的空格，而讓學生進行填答。若同一

知識概念中可被選為填充格的數量有 m 個，則系統會根據產製規則，使用排列組合

方式選出填充格的位置，因此系統產生具有評量相同知識概念的填充試題會有Σ

C(m,r)種，其中 1≦r≦m，r 是指每個產製完成的填充題所包含的填充格數量，此即

為圖 8 之步驟 J。以圖 9 的範例而言，因為該知識包含 5 個具有「部分」關係的知

識元素，所以此範例能產生用以評量相同知識概念的填充試題共有ΣC(5,r)= 31 種, 
其中 1≦r≦5。此外，若原始教材知識屬於次序知識，則所產生的試題其填充格位

置及答案順序皆不得互換；若原始教材知識不屬於次序知識，且填充格答案間無順

序觀念，則具有相同答案集合的試題將合併成一種試題。一般而言，原型填充題可

用以評量記憶層次的知識回憶能力，此類試題的產製為圖 8 之步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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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Yes 
R.依據公式型試題產製規則，以公式
基模內容為基礎，產生多組是非題、

單選題及複選題。 

 Q 公式基模中有新進 
的公式知識內容？ 

 G.教材知識結構符合 
語法型是非題產製規則? 

No 

試題產製結束 

Y.將產製完成的試題儲存 
至試題資料庫 

Yes 
W.將相同知識概念的是非題題目，依
據相同概念整合型試題產製規則，產
生相同概念的單選題及複選題 

 的是非題與現有資料庫中的是非 
V.前面各階段產生 

題，具有相同知識概念的試題 
超過 4 組？ 

No

Yes 
U.將具有相同知識概念的是非題題目 
，依據相同概念整合型試題產製規則 
，產生相同概念的單選題及複選題 

 是非題試題中含有 4 組以上相同 
T.前面各階段產生的 

知識概念試題？ 

No

X.刪除題幹及選項完全相同 
的重複試題 

Yes 

S.前面各階段是否 
有產生任何試題？  

No

Yes 
P.依據對照詞彙型試題產製規則，以
原始知識教材內容結構為題幹，產生
多組是非題、單選題及複選題。 

 任何語意相關詞彙資料庫中容 
O.教材內容中出現 

易混淆的詞彙？ 

 

N.依據相關整併反義是非題產製規則，
將相關整併試題產製規則所產生的是非
題試題產生反義是非題 

M.依據相關整併試題產製規則，以原
始知識教材內容結構為題幹，產生多 
組是非題、單選題及複選題 

No 

L.讀取所有與知識主題相關的知識
教材內容、所屬知識類型、知識 

主題及詞性標記 

Yes 

 或教材資料庫中存在此知識主題
相同的其他知識? 

K.屬次序關係知識 

No 

No 

Yes 

 I.教材知識結構符合 
原型填充題產製規則？ 

J.以原始知識結構為題幹，依照原型填
充題產製規則產生單格或多格填充題

H.依據語法型是非題產製規則，產生
調整教材內容結構及詞義後的是非題

Yes 

F.依據反義是非題產製規則，產生與
原始知識教材詞義相反的是非題 

E.依據原型是非題產製規則，以原始
知識教材內容結構為題幹產製是非題

D.給予此新進知識教材內容一個
獨立的試題概念編號 ITCNO 

Yes 
C.讀取新進知識教材內容、所屬知
識類型、知識主題及詞性標記 

No

A.讀取測驗題目結構、試題產製 
規則及線上教材知識 

試題產製

 B.有新進教材知識 
未經試題產製程序？ 

圖 8：試題產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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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原型試題產製方法說明 

 ★整體主題：電腦;  ☆部分主題：輸入單元、輸出單元、記憶單元、控制單元、
算術邏輯單元 
依據(P)范紐曼架構(N)，(COMG)電腦(N)組成(Vt)的(T)五大(N)單元(N)分別(ADV)
為(P)輸入單元(N)、(PAUG)輸出單元(N)、(PAUG)記憶單元(N)、(PAUG)控制單元
(N)、(PAUG)算術邏輯單元(N)。(PERG)

線上教材 
知識庫 

 
 原型是非題：「題目:依據范紐曼架構，電腦組成的五大單元分別為輸入單元、輸

出單元、記憶單元、控制單元、算術邏輯單元。;題型:是非題;知識向度:事實;認
知向度:記憶確認;答案 O ;…」原型填充題:「題目:依據范紐曼架構，電腦組成的
五大單元分別為輸入單元、輸出單元、___、___、___ 。;題型:填充題;知識向
度:事實;認知向度:記憶回憶;答案:記憶單元,控制單元,算術邏輯單元;…」 

  

二、 反義試題：是指與原始教材知識內容詞義相反的試題，此類試題主要用以評量記憶

層次的知識確認能力。欲產製此類型試題時，系統會檢查目前教材知識內容中是否

有部分詞彙存在於「相關語意詞彙資料庫」的反義詞彙集合中，若存在則進行反義

詞彙的替換。以圖 10 的說明為例，儲存在線上教材知識庫中的內容包括了一個「穩

定」的詞彙，系統透過相關語意詞彙資料庫中，找到反義詞「變動」，而「正式」

的詞彙也找到具有反義詞的詞彙「非正式」，因此可以得到如圖 10 的反義試題，此

類試題的產製為圖 8 之步驟 F。由於此類試題語幹，與原始知識內容具有反義概念，

所以此類型試題的答案都是「X」(錯的)。 

 
圖 10: 反義試題產製方法說明 

三、 語法型是非題：是指依據教材內容的語法結構及詞義概念，而將教材內容語法結構

及詞義進行改變的是非題，以下的試題產製程序即為圖 8 之步驟 H。而此類試題又

可細分為濃縮型及倒裝型等二種常見的子類型。 

(一) 濃縮語法型是非題：是將原始知識包含分類或子題說明概念的內容，根據語法

結構規則進行語句濃縮，而產生的是非題試題，這些試題可用以評量記憶層次

的知識確認能力。此類試題會將內容中的分類或子標題萃取出來，而將其他子

題說明內容省略。例如：原始內容知識「管理的功能包括四項：1.規劃:界定組

織…;4.控制:監看活動結果…」，能產生的此類型試題包括「管理的功能包括規

劃、組織、領導及控制等四項」。此類型試題的語幹與原始知識內容概念相同，

因此答案都是「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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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倒裝試題：是指將原始知識包含正反觀念的知識語法結構進行互換倒置，而產

生的試題，此類試題主要用以評量了解層次的知識認知能力。以圖 11 為例，儲

存在線上教材知識庫中的內容包括「以 X1….並非以 X2…」的正反觀念文法結

構，因此系統將直接將原始知識內容中的 X1 及 X2 內容位置互換，因此可以得

到如圖 11 的反義試題，此類試題的產製包含在圖 8 之步驟 H 中。由於此類試題

語幹，與原始知識內容具有反義概念，所以此類型試題的答案都是「X」(錯的)。 

 
圖 11: 倒裝試題產製方法說明 

四、 相關整併型試題：此類試題是藉由教材知識本體結構關係而產製的試題，並能產出

多組的是非題、單選題及複選題等題型試題。若是處理中的教材知識原屬於時機條

件類型知識，則此類試題可用以評量評鑑層次的知識檢查認知能力。以下的試題產

製程序說明即為圖 8 之步驟 M，此類試題又可細分為次序相關整併型及連結相關整

併型等二種常見的子類型。 

(一) 次序相關整併型：在次序關係教材知識中，藉由整併及改變相關詞彙的原始次

序而產生的試題，此類型試題主要用以評量了解層次的知識認知能力。 
1. 次序相關整併型是非題：假設ρ1 ~ρn是在知識主題中，具有某概念順序關係

的 n 個詞彙，若是改變ρ1 ~ρn中的任一個詞彙順序，則就可以形成不正確的

知識觀念。但為了使產生的試題與原始知識概念差異不至於太大，以免產生沒

有評量效果的試題，因此此類型試題的產製規則會先從ρ1~ρn 中取出其中一

組詞彙，並將取出的詞彙插入在剩下的 n-1 個詞彙間或前後位置，因此新產生

的次序組合其實只調整了其中一個詞彙的位置，這樣更適合評量學生對此次序

知識是否真的瞭解。所以每一個具有次序關係的知識概念，都可以依照上述方

式，產生 n*(n-1)種與原始知識順序不同的組合試題，而這些試題間也都會以

相同概念知識編號來標示出是用以評量相同知識概念的試題。由於此類型試題

中包含的詞彙次序與原始知識內容不同，因此這些試題的答案都是「X」。例如：

屬於次序關係類型的原始內容知識「ISO-OSI 的網路七層協定，依照順序分別

為:實體層、資料連結層、網路層、傳輸層、會談層、展現層及應用層」，能產

生的此類型是非題會包括「ISO-OSI 的網路七層協定，依照順序分別為:實體

層、資料連結層、傳輸層、會談層、網路層、展現層及應用層」。因為此試題

中包含的次序相關詞彙數量 n=7，所以此試題只是系統產出 42 種試題組合中

的一種。 
2. 次序相關整併型單選題：此類試題的產製是先將正確的知識順序當成其中一

個備選答案，再從上述次序相關整併型是非題所產生 m 組相同概念知識的試

題中，選出其中 3 個試題組合以當作另 3 個備選答案，組合後便產生一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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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整併單選題試題。因此本規則一共能產生 C(m,3)組的試題，每一組試題中

只有一個備選答案是正確的。此外，試題語幹中會被加入問號的符號與描述，

例如「關於 ISO-OSI 的網路七層協定，依照順序以下何者正確？」 
3. 次序相關整併複選題：複選試題通常僅需要在單選題的語幹內容中加入否定

詞即可達成。例如「關於 ISO-OSI 的網路七層協定，依照順序何者不正確？」，

此試題的答案會與次序相關整併型單選題的答案剛好相反。 
(二) 連結相關整併型：依據處理中的教材知識，與其他具有相同知識主題的相關知

識內容進行整併後所產製的新試題。此類型試題主要用以評量了解層次的知識認

知能力。此類型還可再細分出很多種子類型，以下僅介紹本研究中的二種主要子

類型。 
1. 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是指將多個具有相同知識類型的原始知識內容進行整

併後所產製的新試題。在本研究中此類試題又可細分為「相同知識主題內容的

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及「不同知識主題內容的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 
(1) 相同知識主題內容的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本類型試題是依據目前教材內

容的知識類型，取出其他相同知識類型且知識主題相同的教材內容進行整併

而成。整併後的試題語幹描述會依照其知識特性而調整，例如圖 12 之範例，

同屬於「專家系統」知識主題中有兩個同屬於特性知識類型的特性描述，內

容分別為「具有推理能力」及「具有解釋能力」，若將這兩個知識概念整併，

則產生的試題語幹會變為「專家系統具有推理能力，且具有解釋能力。」，

此類試題會以是非題的題型呈現，所產的的試題答案為「O」。若此知識主題

具有其他比較關係的知識內容，則可進一步產生答案為「X」的試題，此試

題只需要將原本的知識主題，改成另一個具有比較關係的主題便可完成，例

如圖 12 之範例，專家系統的特徵包含「具有推理能力」，及「具有解釋能力」，

而這兩個知識概念的原始知識主題為「專家系統」，而此主題與另一知識主

題「決策支援系統」具有共同的比較關係類型知識，因此可針對圖 13 的試

題結果，直接將「專家系統」改為「決策支援系統」，而產生知識觀念相關

的混淆試題，進而產生答案為「X」的試題。 

圖 12: 相同知識主題內容的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產製原理範例說明 1  

(2) 不同知識主題內容的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本類型試題是依據目前教材內

容的知識類型，將具備相同知識類型但分屬不同知識主題的教材內容進行整

併而成。例如圖 14 之範例，「專家系統」與「決策支援系統」等二個知識主

題中皆具有個別所屬的特性知識，同時也具有共同的比較關係知識，此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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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從「專家系統」及「決策支援系統」取出一個所屬之特性知識，並將取

出的知識概念進行整併，因此產生的是非題試題結果為「專家系統具有推理

能力，且利用嘗試錯誤找答案。」，此類試題所產的試題答案為「X」。在圖

14 的範例中，若能在「專家系統」與「決策支援系統」等二個知識主題中分

別取出各自選取 1~3 個(合計需為 4 個)特性知識，則可進一步產生單選題或

複選題的試題，例如圖 15 之範例，從專家系統及決策支援系統的特性知識

中，可選取數個知識概念內容以產製出讓學生進行知識概念辨識的單選題或

複選題，圖 15 中的單選題可用以評量分析層次的辨別認知能力。 

圖 13: 相同知識主題內容的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產製原理範例說明 2 

圖 14 相同知識主題內容的非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產製原理範例說明 1 

圖 15: 相同知識主題內容的非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產製原理範例說明 2 

2. 非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是指將多個不同知識類型的原始知識內容進行整併

後所產製的新試題，此類試題是藉由教材知識本體結構關係而產製的試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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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出多組的是非題、單選題及複選題等題型試題，其試題產製則包含在圖 8
之步驟 M 中。在本研究中此類試題又可細分為「相同知識主題內容的非同型知

識相關整併試題」及「不同知識主題內容的非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各類之

試題產製原理描述如下： 
(1) 相同知識主題內容的非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根據線上教材結構知識本體

的知識類型，各類型知識間的相同知識主題內容可以聚集成更完整的知識主

題概念，此類型試題可評量了解層次或分析認知能力的試題。例如圖 16 之

範例，在「專家系統」知識主題中有「具有推理能力」的特性知識，同時也

還有「英文縮寫為 ES」的解意知識，若將這兩個知識概念整併，則產生的試

題語幹會變為「專家系統的英文縮寫為 ES，且具備推理能力。」此類型的是

非題試題，所產的答案為「O」。若此知識主題具有其他比較關係的知識內容，

則可進一步產生答案為「X」的試題，此試題只需要將原本的知識主題，改

成另一個具有比較關係的主題便可完成。 

圖 16: 相同知識主題內容的非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產製原理範例說明 
(2) 不同知識主題內容的非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根據線上教材結構知識本體

的知識類型，不同類型知識間的不同知識主題內容可以聚集成新的試題概

念，此類型試題可評量分析辨別認知能力。此外，此類型可用以發展單選題

及複選題試題，產製此類試題時，可透過知識主題間的詞義關係(反義主題、

上下位主題、整體部分主題或比較關係等)找出要成為備選答案的內容。例如

圖 17 之範例，「專家系統」知識主題存在一個上位詞「資訊系統」，而「資

訊系統」中恰好也存在「策略資訊系統」、「決策資訊系統」等下位詞，此外

「專家系統」與「決策支援系統」也存在共同的比較關係知識，因此可從「策

略資訊系統」、「決策資訊系統」等知識主題中，選取其中的知識要素與原始

的「專家系統」知識概念進行整併，並產生「以下對於專家系統的描述何者

正確？ (1)專家系統具有推理能力  (2)專家系統是一個…  (3)專家系統

是…(取自決策支援系統-特性 1)  (4)專家系統組成元件包括…(取自策略資

訊系統-整體部分 1); 題型:複選題;知識向度:事實;認知向度:分析辨認;答
案:1,2; …。」的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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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不同知識主題內容的非同型知識相關整併試題產製原理範例說明 
五、 相關整併反義型是非題：是將已產製完成且答案為「O」的「相關整併型是非題」

試題語幹，進行詞義相反或加入否定型語幹的試題，此類試題可用以評量了解層次

的知識認知能力。此類試題的產生會利用相關語意詞彙資料庫中所有具有反義詞的

詞彙，來進行試題語幹內容中的反義詞取代，此為圖 8 之步驟 N。基本上本規則所

產生的語幹，與原始「相關整併反義是非題」的詞義相反，因此此類型試題的答案

都是「X」。例如：原始相關整併型是非題的語幹內容為「組織是一個穩定、正式的

社會結構，構成要素有結構、人、技術、任務及組織文化」(答案為「O」)，將「正

式」改為反義詞的「非正式」後，所產生的此類型試題為「組織是一個穩定、非正

式的社會結構，構成要素有結構、人、技術、任務及組織文化。」。 

六、 對照詞彙型試題：是指將原始教材知識內容中容易造成概念對照或混淆的詞彙進行

語幹詞彙替換的試題，此類試題能用以評量了解層次的知識認知能力，此類試題的

產製程序即為圖 8 之步驟 P。例如：「理性」的對照詞包含了「感性」。在特定領域

的測驗中，試題內可相互替換的對照詞或混淆詞可利用本研究的三種方式取得，第

一種方式是直接從語意相關詞彙資料庫中取得詞彙間的語意關係。第二種則依照原

始知識內容的複數概念元素進行詞彙字尾的一致性分析而取得，此方式會從相關語

意詞彙資料庫查詢符合這些詞彙字尾的詞彙，例如原始知識「ISO-OSI 的網路七層

協定，依照順序分別為:實體層、資料連結層、傳輸層、會談層、網路層、應用層及

展現層」，這些複數概念元素的字尾字元都是「層」，而剛好從語意詞彙資料庫中可

找到字尾有「層」且也是 3 個字的詞彙-「概念層」，因此也可作為試題選項中的替

換詞彙。第三種則透過知識本體結構內的詞義關係(反義主題、上下位主題、整體部

分主題或比較關係等)取得對照詞彙內容，此方式與上述知識相關整併試題產製過程

中的尋找相關知識內容方法相同。 

(一) 對照詞彙型是非題：直接將原始教材知識中的具有對照或混淆詞彙的部分進行

替換即可產生，由於此類型試題的重要詞彙已被對照詞彙或混淆詞彙取代，所

以此類型試題的答案都是「X 」。此類試題產製方式，與圖 10 範例說明的產製

方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產製過程中所尋找的對照詞彙並非是「反義關係」的

對照詞彙，而是具有相關但並不相同的其他詞彙，或是同屬某一概念下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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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合詞彙。例如原始正確的知識內容為「管理資訊系統通常是以提供資訊為

目的」，此類型所產製的試題可包括「管理資訊系統通常是以提供知識為目的」。

又例如圖 18 之範例中包括「決策支援系統經常使用嘗試錯誤方式找答案」的知

識概念，其中的「決策支援系統」可以透過詞義關係找到「專家系統」詞彙，

因而產生的題目包括「專家系統經常使用嘗試錯誤方式找答案。;題型:是非題;
知識向度:事實;認知向度:記憶確認;答案:X; …」。 

圖 18: 對照詞彙型是非題試題產製原理範例說明 
(二) 對照詞彙型單選題：依上述說明，可產生的試題為「以下何者不包含在 ISO-OSI

的網路七層協定中？(1)資料連結層(2)概念層(3)傳輸層(4)會談層」。又例如圖 19
之範例，在「專家系統」知識主題中顯示其具有推理能力及解釋能力的特性知

識，因此「專家系統」則成為選擇題中必然需存在的備選答案，而其他三個備

選答案則可透過本體結構關係，找到「專家系統」、「地理資訊系統」、「策略資

訊系統」、「決策支援系統」、「管理資訊系統」等，都是「資訊系統」的一種，

因此「專家系統」、「地理資訊系統」、「策略資訊系統」、「決策支援系統」、「管

理資訊系統」等詞彙因為同屬於「資訊系統」概念下的同層子集合，因此這些

屬於同層子集合的詞彙便可當成試題中的備選答案，因此產生的試題便可包括

成「如果你需要一個同時具有解釋能力，也具有推理能力特性的資訊系統，應

該選用以下何者？(1) 管理資訊系統 (2)專家系統  (3)決策支援系統   (4)策略

資訊系統。;題型:單選題;知識向度:事實;認知向度:評鑑;答案:3; …」 

 
圖 19: 對照詞彙型單選題試題產製原理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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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照詞彙型複選題：此類試題的產製可依照前述單選轉換成複選的方法，直接

從對照詞彙型單選題的語幹中進行反義敘述即可。 
七、 公式型試題：指利用知識庫中所儲存的公式為基礎而產製具有運算邏輯或公式推導

運算的試題，此為圖 8 之步驟 R。此類型試題主要用以評量應用層次的知識認知能

力。例如：漢明碼、CRC 碼、各種進制數碼的運算與轉換運算等。此類試題能產生

是非題、填充題、單選題與複選題，後三者題型的試題如同上述，均以是非題為基

礎，透過試題轉換即可產製完成。 

八、 相同概念整合型試題：是指將前幾類新產生的試題及現有題庫中的試題進行整合

後，再產生的新試題，此類型試題主要用以評量了解層次的知識認知能力。此類型

試題僅針對所有知識概念的是非題進行單選題及複選題型的試題轉換產製工作，在

此程序中系統會將具有相同知識概念的試題進行分類歸納，並將不同試題概念編號

的試題進行整合，以產生以知識主題為試題語幹的新試題，此程序即為圖 8 之步驟

U 及步驟 W，此類型試題的產製方式如下描述。例如系統以「管理資訊系統」為知

識主題進行前幾類型試題產製時，新產生了 30 個是非題，這些試題來自 11 個不同

的試題概念，某些具有相同試題概念的題目則有相同的試題概念編號。此時，系統

會從現有題庫中，查詢出概念主題包含「管理資訊系統」的所有是非題，並進行新

的組合試題。以表 18 所列出的部分試題內容來進行說明，在表 18 中有*號的試題其

概念編號都是 35，表示這三個試題產製於相同的教材知識內容，因此在同一個單選

題的試題中，只能有一組題幹能被當作備選答案，若系統選擇了題號為 35-2 的題幹

當作錯誤的備選答案，則系統會將試題概念編號為 35 的剩餘試題扣除，再從其他剩

餘的試題中找出不同試題概念編號且答案為「O」的試題，最後系統從中選出題號

10-0、40-0、48-0 等三個題幹來當作此單選題的另三個正確備選答案，所產生的題

幹會以概念主題的內容來描述，例如：「以下對於管理資訊系統的描述何者不正

確?」。經由此項程序，便能產製出綜合不同知識類型的「相同概念整合型單選題」。

此類型複選題產製方式，與先前根據單選題內容產製成複選題的方法相同，直接從

單選題的語幹中進行反義敘述即可。 
表 18: 部分產製完成之是非題試題範例歸納簡表 

概念 
編號 

題
號 

概念 
主題 

知識 
類型 

知識 
層次 

認知
層次

試題類型 題目 答

案

19 19-0 管理資
訊系統 

解意 事實 記憶 原型是非題 管理資訊系統的本質以管理為導向，並
非以技術為導向。 

O

*35 35-0 管理資
訊系統 

解意 事實 記憶 原型是非題 管理資訊系統通常是以提供資訊為目的 O

*35 35-1 管理資
訊系統 

解意 事實 記憶 對照詞彙型
是非題 

管理資訊系統通常是以提供知識為目的 X

*35 35-2 管理資
訊系統 

解意 事實 記憶 對照詞彙型
是非題 

管理資訊系統通常是以提供資料為目的 X

23 23-1 管理資
訊系統 

解意 事實 記憶 對照詞彙型
是非題 

管理資訊系統的問題大多為結構性，因
此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需要較多的知識 

X

40 40-0 管理資訊
系統，資
訊管理 

比較- 
差異 

概念 了解 同型知識相
關整併型是
非題 

資訊管理以策略眼光為導向，管理資訊
系統則以組織內部的資訊系統為主。 

O

48 48-0 管理資訊
系統，資
訊管理 

比較- 
共同 

概念 記憶 原型是非題 資訊管理和管理資訊系統的共通點包
含：重視資訊系統與科技對組織的貢獻。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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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試題產製過程包含各題型的自動轉換程序，例如在單選題及複選題互轉

程序上，本研究透過在試題語幹中加入反向詞彙用語來達成，例如將「以下何者是」，改

為「以下何者不是」。而是非題轉單選題或複選題的主要方式，是從相同的知識概念主題

試題中，挑選 1~3 個答案為 O，以及 1~3 個答案為 X 的試題進行組合(答案為 O 與答案

為 X 的數量總合需等於 4)。  
本研究藉由知識本體及試題產製類型的設計，電腦輔助教師產製的試題不僅只是產

生試題的語幹、備選答案、標準答案、題型，還包含此試題所屬的原始知識概念(概念編

號)、知識類型、知識層次、認知層次等重要資訊，如表 19。而每個試題所對應的 Bloom
知識層次，是根據產製此試題的原始教材知識所屬的知識類型來決定，而每個試題所對

應的 Bloom 認知層次，則是由試題類型及知識類型來共同決定。因此，這些試題所包含

的重要訊息，可提供學習者進行知識回饋的教材連結補救學習，也能評量出學習者在不

同層次知識向度及認知向度的學習結果，並給予學習者更深入的評量結果說明及學習建

議。 

表 19: 產製完成之各類試題範例歸納簡表 
概念主題 試題類型 題目 答案 知識 

類型 
知識 
層次 

認知

層次

電腦 原型填充

題(順序

可互換) 

依據范紐曼架構，電腦組成的五大單元分別為輸入單

元、輸出單元、____、____、算術邏輯單元。 
記憶單

元,控制

單元 

詞義

整體

部分 

概念 
(Ba) 

記憶

(1)

管理資訊

系統，資

訊管理 

同型知識

相關整併

型是非題 

資訊管理以策略眼光為導向，管理資訊系統則以組織

內部的資訊系統為主。 
O 比較 

差異 
概念

(Bb) 
了解

(2)

數碼轉換 公式型填

充題 
請完成以下的進制轉換： 
76(10)= _________ (2) = _________ (8) = _________ (16)。

X 公式 程序 
(Ca) 

應用

(3)
專家系統 同型知識

相關整併

單選題 

請挑選出屬於專家系統的特性？甲.具有推理能力 乙.
具有解釋能力 丙.使用模式庫 丁.利用嘗試錯誤找答

案 (1)甲乙 (2)乙丙  (3)甲丁  (4)丙丁」 

1 特性 事實 
(Ab) 

分析

(4)

資訊委外 同型知識

相關整併

複選題 

以下何者是企業採用資訊委外(outsourcing)方式取得

系統資源時所考慮的因素？(1)提升使用者對系統的

學習與成長 (2)保有策略性應用資訊系統的機會 (3)
取得特殊技術能力的需求 (4)系統與人力成本分攤。

3,4 時機

條件 
程序 
(Cc) 

評鑑

(5)

 

第十節 智慧型線上評分機制設計 

智慧型線上評分機制為本論文的二個主要研究核心之一，本節將從此機制中所包含

的評分模組、運作流程、系統內建評分環境參數與相似語意詞庫模糊相似值之建構方法

步驟等三部分進行說明。 

一、 智慧型線上評分機制模組 
智慧型線上評分機制為本研究核心，此機制包含各種分析及計算填充題測驗分數之

模組。每一個填充格的分數 S(ti)是由填答者答案之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與該填充格之配

分 SI(ti)決定，即 S(ti)= P(ti)*SI(ti)。以下針對各模組功能設計依照運作順序簡單描述(下文

中之變數 ti是指試題編號，AS(ti)表示受測者所填答之答案，AT(ti)表示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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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字元比對模組：此模組將 AS(ti)與 AT(ti)進行字元比對，當所有字元均完全吻合，

則受測者所填答案的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1。 
(二) 語意分析模組：此模組最主要在比較 AS(ti)與 AT(ti)詞彙間是否存語意關係，若存

在關係則語意關係相似係數 RS(ti)來決定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 
1    , RS(ti)=1 

P(ti)=     
RS(ti) , 0<RS(ti)<1 

 
 
 

(三) 集合順序模組：用以比較 AS(ti)與 AT(ti)詞彙間是否存在集合順序關係。例如某填

充題的題幹為「電子商務最主要的三種經營模式是______、_____、_____」，假設

使用者輸入次序為 B2C、C2C、B2B，而測驗的標準答案次序為 B2B、B2C、C2C，
則本模組開始呼叫「集合比對副程式 SCM()」以進行集合順序分析，若填答者的

答案存在於標準答案集合中，則該填充格之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1。 
(四) 英文大小寫模組：此模組最主要在比較 AS(ti)與 AT(ti)詞彙間是否為英文大小寫的

關係，若此關係成立，則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1。 
(五) 文數字全半形模組：此模組最主要在比較 AS(ti)與 AT(ti)詞彙間是否為文數字全半

形關係，若此關係成立，則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1。 
(六) 同音異字模組：當 AS(ti)≠AT(ti)，且不存在語意、大小寫及全半形關係，兩個詞彙

間只有 1 個字不同時，此模組便會啟動。此模組檢查唯一不同的字，是否是受測

者使用注音輸入法時，因選字錯誤而造成同音異字情形。若 AS(ti)與 AT(ti)存在此

種關係，則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1-PW。文中的 PW 是系統預設或是教師自訂的

同音異字錯誤扣分比例參數，若 PW=0.3，則表示同音異字需扣該題 30%的分數，

因此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0.7。 
(七) 漏字模組：此模組用於 AS(ti)≠AT(ti)，且不存在相似語意、大小寫及全半形關係，

而因為受測者填答的答案中少輸入一個字而造成答案輸入遺漏的狀況時。若 AS(ti)
與 AT(ti)確實存在此種關係，則需檢查由系統預設或教師依照自己的教學原則及習

慣自訂漏字扣分比率參數 PL，以確認在此部分的評分規則。當漏字比例低於 25%
時，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1-PL。若系統之 PL 參數設為 0.6，表示漏字比例低於某

一門檻(如 25%)時需扣該題 60%的分數，因此正確率歸屬函數 P(ti)=0.4。至於漏字

比例的門檻是否為 25%，教師可自行修改此參數。 
(八) 訊息回饋模組：此模組提供受測者正確答案之回饋，有別於目前線上系統大多僅

使用 KR 回饋(知識結果回饋)的方式，本系統同時採用 KCR(正確知識回應回饋)
及 KR 之回饋方式。因此，本系統受測者完成測驗後，系統會根據受測所填寫之

答案內容，給予適當且具有知識傳遞的知識回饋。本模組之回饋包括成績結果、

答案正確性、語意關係、英文大小寫關係、文數字全半形關係、同音異字關係、

漏字關係等。 
 

二、 智慧型評分機制運作流程 
本系統智慧型評分機制，藉由上述系統架構各模組之解釋，其運作流程可使用圖 20

表示之。當受測者完成測驗後，系統將開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答案批改及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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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智慧型評分機制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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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取 AS(ti)及 AT(ti)及贅詞處理：首先系統會依題目及答案項次的次序，依序將每

一項次的標準答案 AT(ti)及受測者填寫的答案 AS(ti)讀入，然後將 AT(ti)及 AS(ti)
贅詞去除，之後則自動進入「字元比對模組」。 

(二) 字元比對：接下來開始針對 AT(ti)及 AS(ti)進行字元比對，如果 AT(ti)及 AS(ti)內容

完全相同，則字元距離 D(ti)=0，此時受測者在第 ti項次的答案正確率 P(ti)為 1，由

於此題項的得分 ST(ti)=正確率 P(ti) × 此題配分 SI(ti)，所以此題得分 ST(ti)=SI(ti)；
如果 AT(ti)及 AS(ti)內容不同，則字元距離 D(ti)會大於 0，此時會進入「語意比對

模組」繼續處理。 
(三) 語意比對：進入語意比對模組後，語意模組會先到語意詞彙資料庫內將所有與標

準答案 AT(ti)相關的所有詞彙集合取出。若受測者的答案 AS(ti)與所取出的詞彙集

合中任一詞彙完全相同，則將該詞彙與 AT(ti)的語意關係值 RS(ti)取出。若該詞彙

與 AT(ti)的語意關係值 RS(ti)=1，則表示 AT(ti)及 AS(ti)內容雖然不同，但詞彙間的

語意則完全相同，故受測者在第 ti項次的答案正確率 P(ti)判定為 1；若該詞彙與標

準答案 AT(ti)的語意關係值 RS(ti)大於 0 且小於 1，表示受測者的答案與標準答案

間的詞彙語意雖非完全等同，但卻在詞彙語意上部分相關，故受測者在第 ti 項次

的答案正確率 P(ti)依語意相關程度 RS(ti)決定；若受測者的答案 AS(ti)未與所取出

的詞彙集合中任一詞彙完全相同，則表示受測者的答案 AS(ti)與標準答案 AT(ti)間
無語意關係，因此 RS(ti)=0，此時會開始判斷此答案項次是否為次序可互換的集合

題型，如果屬於集合題型(集合題型 flag=True)，則執行「集合比對副程式」，否則

進入「大小寫關係比對模組」繼續處理。 

Sub SCM() 
{   Sti=i                  ‘記錄出現集合題型的第 1 個答案之答案編號 

n=此題目中次序可互換的填充格總數量(從題目檔中取得) 
For j=1 to n       ‘將 n個次序可互換的標準答案及受測者答案放至 ATS 及 ASS 集合中 

ATS(j)=AT(ti+j-1)  ‘ATS(j)為次序可互換標準答案之集合空間，將 n個可互換次序答案存入空間

ASS(j)=AS(ti+j-1)  ‘ASS(j)為次序可互換學生答案之集合空間，將 n個可互換次序答案存入空間

Next j 
For j=1 to n       ‘逐一將 ATS(j)及 ASS(j)集合空間中的各種答案組合送至評分機制進行評分 

 i=Sti+j-1         ‘第 i 個答案項目，即 ti中的 i 
AT(ti)=ATS(j)         ‘取出第 j 個當做目前要進行評分的標準答案 

 For k=1 to n 
AS(ti)=ASS(k)      ‘取出第 k 個當做目前要進行評分的受測者答案 
Flag=False             ‘將集合題型的 flag 設為 False 
Call ISM(ti)            ‘重新進入智慧型評分機制程式中進行評分 
If P(ti)>0 then        ‘表示第 i 題答案已找到評分方式，並評分完畢 

exit                ‘跳出此迴圈  
End if 

 Next k 
Next j 
i =Sti+n   

} 
End Sub 

圖 21：集合比對 SCM()副程式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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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集合比對副程式：進入集合比對副程式後，程式會確認並取得該問題中所包含的

填充格項目的總數量 n，並將這些次序可互換的標準答案 AT(ti)、AT(ti+1)、…、

AT(ti+n-1)，轉換成一個標準答案集合 ATS={AT(ti),AT(ti+1),AT(ti+2),…,AT(ti+n-1)}，另

外也將受測者所寫的標準答案 AS(ti)、AS(ti+1)…AS(ti+n-1)，轉換成一個受測者答案

集合 ASS={AS(ti),AS(ti+1),AS(ti+2),…,AS(ti+n-1)}。集合比對副程式 SCM()的演算法

如圖 21 所示。 
(五) 大小寫關係比對：進入此模組後，此模組會將標準答案 AT(ti)及受測者答案 AS(ti)

中的小寫英文字元，全部轉成大寫字元，再進行字元比對，如果此時二者詞彙的

字元內容完全相同，則答案正確率判定為 1，此題的得數 ST(ti)即為該題的配分

SI(ti)；若二者詞彙的字元內容仍不相同，則進入「全半形關係比對模組」繼續處

理。 
(六) 全半形關係比對：進入此模組後，此模組會將標準答案 AT(ti)及受測者答案 AS(ti)

中的全形英文字元，全部轉成半形字元，再進行字元比對，如果此時二者詞彙的

字元內容完全相同，則答案正確率判定為 1，此題的得數 ST(ti)即為該題的配分

SI(ti)；若二者詞彙的字元內容仍不相同，則判別「詞彙距離」D(ti)是否大於 1，若

D(ti)大於 1，則答案正確率判定為 0，受測者該題的得分也為 0 分，若 D(ti)=1 則

進入「同音異字比對模組」繼續處理。 
(七) 同音異字比對：進入此模組後，此模組會計算出標準答案 AT(ti)及受測者答案 AS(ti)

中的字元長度及出現不同字元的位置內容，接著此模組會至注音資料庫中查看

AT(ti)及 AS(ti)中不同的字元是否為同音，若為同音則根據教師在系統上設定的 PW
扣分標準進行扣分比例的計算，則受測者該題的得分 ST(ti)會等於該題配分 SI(ti)×
(1-PW)；若並非同音則進入「漏字比例分析模組」繼續處理。 

(八) 漏字比例分析：進入此模組後，此模組會計算並出受測者答案 AS(ti)相對於標準答

案 AT(ti)的漏字或錯字比例 PD(ti)，如果其比例 PD(ti)>0.25，則表示漏字及錯字情

形嚴重，該題判定為 0 分(此處的 0.25 是本系統建議預設的漏字比率值)；如果

PD(ti)<=0.25 則受測者該題的得分 ST(ti)會等於該題配分 SI(ti)×(1-漏扣分率 PL)。 
 

三、 系統內建評分環境參數及相似語意詞庫模糊相似值之建構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系統架構中的模糊推論及系統內建資料運算器採用模糊理論，並依據系統內

所有教師專家對於各項評分參數及相似語意詞庫的認知資料，來推論產生系統內建的各

項評分參數及相似語意詞庫等資料。以下針對系統內建評分環境參數及相似語意詞庫模

糊相似值之建構方法與步驟加以說明。 
(一) 系統內建評分環境參數建構方法：系統內建之評分參數包括 PDTI、PL 及 PW，這

三個參數僅可接受 0%~100%的數值。PDTI 是系統或教師預設可接受之漏字比例上

限(設 25%表示漏字數不得超過原答案字串數的 1/4)；PL 是系統或教師預設發生漏

字時，需要扣該題配分之分數比例值；PW 則是系統或教師預設同音異字時，需要

扣該題配分之分數比例值。 
1.系統內之教師均可建立個人化的評分環境參數，亦可直接將系統目前內建參數值直

接匯入套用，以建立每位教師的個人化評分環境參數。 
2.由於每位教師對於上述三個評分規則的參數設定稍有差異，系統為了避免所內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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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評分參數值造成評分規則過份嚴格或寬鬆，因此系統內建的評分參數值將依據

所有教師在系統評分參數資料庫中所建立的個人化參數進行加總平均，因此系統所

預設的評分參數值，是所有教師所設定參數值的平均數，每當有新的教師加入或教

師修改個人化參數環境，系統預設之評分環境參數值將會立即重新計算並更新。 
(二) 相似語意詞庫模糊相似值建構方法：本系統初期藉由管理者委託課程領域專家，依

據教科書及科目領域中的專有名詞建立初期的相似語意詞庫。相似語意詞庫內記錄

課程領域中任二個相似詞彙間的語意相似值，例如「中央處理單元」與「CPU」兩

詞彙的語意相似值為 100%。由於填充題的答案牽涉中文詞彙語意問題，而中文語

意的模糊性將造成每位教師對於相同的詞彙而有不同的認知感受，對於任二個詞彙

間的相似性判斷，也可能存在明顯差異。既使兩位教師對於二個詞彙間的相似性給

予 70%的相同相似值，但是其中一位老師可能覺得這兩個詞彙「很相似」，另一位

教師則可能覺得「普通相似」，只是因為每個教師對於「詞彙相似」的認知標準不

同，所以直接使用教師們所設定相似值來進行加總平均並不適合。因此，本系統內

建相似語意詞庫的相似值則採用模糊理論來產生合理且接近於真實的數值，以下針

對詞彙 A 與詞彙 B 的相似值產生過程進行描述。 
1.建立個人化相似值：系統內之教師可針對詞彙 A 與詞彙 B，建立個人化的詞彙語意

相似值，教師亦可直接將系統目前內建相似值直接匯入套用。 
2.取出教師設定之個人化相似值：假設目前系統中共有 n 位教師曾經針對詞彙 A 及詞

彙 B 設定過個人化詞彙語意相似值，則系統將一一從相似語意詞庫中取出這些教師

所設定之詞彙語意相似值，並做為模糊推論的輸入值。 
3.對應至輸入歸屬函數：將 n 位教師所設定之詞彙語意相似值導入輸入歸屬函數中，

本研究採用的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輸入歸屬函數如圖 22 所示。系統中將相似值

從 0%~100%，採用了不相似、有些相似、普通相似、很相似及完全相似等共五個點。

若教師設定的相似值為 75%~100%則模糊推論為完全相似，相似值為 25%~75%則模

糊推論為普通相似，因此每一位教師所設定的相似值皆可對應到兩個範圍。 
4.輸出歸屬函數設定：為了能使系統進行模糊推論的最小化推論，本系統在原來輸入

函數的五個點中的任二點間再平均設定一點，因此輸出歸屬函數之模糊數值有不相

似(0%)、極低度相似(12.5%)、低度相似(25%)、…、高度相似(75%)、極高度相似

(87.5%)、完全相似(100%)等共九種相似程度。輸出歸屬函數如圖 23 所示。 

0      , x≦50    
μ很相似(x)= 

0     ,  0 ≦x≦75 
μ完全相似(x)= (100-x) 

25 
1-      ,  75＜x≦100

1-        ,  x>50 | 75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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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輸入歸屬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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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輸出歸屬函數 

5.設定模糊推論規則：本研究經過不斷嘗試與調整，共建立了 36 個推論規則，以利

模糊推論的進行。由於規則眾多且具有一定規律性，因此僅列出部分規則，如表 20
所示。 

表 20：模糊推論規則 
規則 輸入型態準則(IF) 輸出型態

(THEN) 

1 所有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完全相似」 完全相似 

2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完全相似」的比例高於

75%，但仍有部分教師的認知型態不屬於「完全相似」 
極高度相似 

3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完全相似」的比例介於

50%~75%間，而認為「很相似」的比例也介於 25%~50%間 
極高度相似 

4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完全相似」的比例介於

50%~75%間，而認為「普通相似」的比例也介於 25%~50%間 
高度相似 

5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完全相似」的比例介於

50%~75%間，而認為「有些相似」的比例也介於 25%~50% 間 
中度偏高相似 

6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完全相似」的比例介於

50%~75%間，而認為「不相似」的比例也介於 25%~50% 間 
中度相似 

… 

            

… 

   

… 

31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不相似」的比例介於

50%~75%間，而認為「有些相似」的比例也介於 25%~50% 間 
極低度相似 

32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型態為「有些相似」的比例介於 50%~75%
間，而其餘各類型的比例皆低於 25% 

低度相似 

33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完全相似」的比例介於

33.33%~66.67%間，而認為「很相似」的比例也介於 33.33%~66.67%間 
極高度相似 

34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很相似」的比例介於

33.33%~66.67%間，而認為「普通相似」的比例也介於 33.33%~66.67%間 
中度偏高相似 

35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普通相似」的比例介於

33.33%~66.67%間，而認為「有些相似」的比例也介於 33.33%~66.67%間 
中度偏低相似 

36 教師對於兩詞彙間語意相似程度之認知型態為「有些相似」的比例介於

33.33%~66.67%間，而認為「不相似」的比例也介於 33.33%~66.67%間 
極低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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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進行模糊推論：系統將 n 位教師所設定的相似值，透過輸入歸屬函數，對應出 2n
個歸屬模糊範圍，再將輸入歸屬函數中五個範圍所對應到的總數進行加總，再除以

n，以計算出所有教師的相似值落在這五個範圍的比例，最後再將這些比例資料送

至模糊推論規則進行分析，以推論出詞彙 A 與詞彙 B 間相似語意的相似型態。另外，

再將 n 個教師所設定的相似值進行加總平均，以取得一個所有教師設定的平均語意

相似值，再結合推論出的語意相似型態，以進行解模糊化工作。 
7.模糊推論之解模糊化：本系統採用重心法解模糊化，重心法公式

如右，其中 x 為經過模糊推論後之輸出模糊數值，μy 為 x 所對

應的函數值(高度值)，y 為最後系統所得到的詞彙 A 與詞彙 B 間

的語意相似值。 

Σ xμy(x) 

x∈u 
Σ  μy(x)

x∈u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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