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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自 2007 年正式加考寫作測驗以來，外界對於
寫作測驗的評分者一致性，以及每次只考一個題目是否足以評量到考生的寫作能
力，始終非常的關心。加上國中基測屬於高風險測驗，考生人數眾多，影響極鉅，
以及國內外在寫作測驗信效度研究上的不足，因此實有必要進行寫作測驗信效度之
研究。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二：首先為探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寫作測
驗」（簡稱「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信度，以類推性理論為主，輔以評分者一致
率與評分者間相關等數據，作為驗證信度的依據；其次，蒐集命題設計、評分流
程、寫作分數與其他效標的關聯等各種效度證據，以驗證寫作測驗之效度。期望透
過本研究結果，一方面能提供測驗實務界關於高風險考試中如何監控與提升寫作測
驗信度與效度的作法，另一方面可以讓社會相關人士了解「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
信度、效度之實徵證據。而研究結果也顯示「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確實具有良好之
信度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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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Writing
Assessment of Basic Competence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bstract
Since writing assessment of Basic Competence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CTEST-WA) has been implemented from 2007,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concerning issues to public. Due to the reason that BCTEST-WA
is a large-scale high-stake exam, but existing researches 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writing assessment are insuffici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valid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BCTEST-WA. Three approaches to validate the reliability include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raters’ consensus, and raters’ consistency. The exam validity was
illustrated through collecting evidences based on test content, responses processes, and
relations to other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CTEST-WA, as a large-scale highstake exam, has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is paper does not only present the evidences on th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BCTEST-WA, but i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s on how to monitor and improv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high-stake writing assess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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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寫作能力是基礎的素養（Wagner, 2004），因此許多入學考試都會透過
寫作測驗了解學生的寫作素養。但由於寫作測驗屬於實作評量，題目設計和
計分特性皆與一般客觀式試題不一樣，因此在高風險考試上之實施方式及其
結果的信度和效度，也特別受到矚目（Chen, Niemi, Wang, Wang, & Mirocha,
2007; Fenton, Starugh, Stofflet, & Garrison, 2000）。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以下簡稱國中基測）自 2001 年正式
實施後，測驗題型一直以選擇題為主。屬於實作評量的寫作測驗，因涉及題
目內容的代表性與評分的公平性等較具爭議性的問題，而未在當時一併納入
國中基測的考科當中。然而，為了增進國中學生的寫作與表達能力，以及完
整地評量學生之語文能力，教育部於 2005 年訂定了「九十五年國民中學學生
寫作測驗試辦實施方案」，決定於 2006 年試辦「國民中學學生寫作測驗」，
並自 2007 年起正式辦理「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寫作測驗」（以下簡稱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
如前所述，寫作測驗較具爭議的問題，在於一次僅施測一題是否具內容
代表性以及評分結果是否具公平性，而這兩個問題正影響著寫作測驗結果的
信度與效度。在過去聯招時代，作文測驗係併入國文考科當中，無論在施測
程序、命題或評分設計上，和現今的寫作測驗都大不相同。在施測程序部
分，由於過去的作文測驗併入國文考科中，因此，考生得自行分配選擇題與
作文的作答時間，對於時間分配不佳的考生而言，常會影響作文的作答結
果；而現今的寫作測驗和國文考科是分開的，每位考生皆有相同的作答時
間，對於考生而言較為公平。在命題上，過去的作文測驗僅有一道題目，考
生得依據自己對於題目的理解來撰寫一篇文章；而現今的「國中基測寫作測
驗」除了一道題目之外，還加上適當的引導說明，使考生不致天馬行空，撰
寫文章時容易聚焦。在計分方面，過去的作文測驗滿分為 80 分，且需併入國
文考科；而現今的寫作測驗採整體式評分，滿分為六級分，且為獨立考科。
至於評分的部分，以前的作文測驗評分採紙本閱卷的方式，無法及時發現評
分者是否偏離標準，亦無法即時予以校正；現在的寫作測驗則採電腦線上閱
卷模式，可以即時監控評分者評分狀況。除此之外，當時亦未有針對命題與
評分方式的相關報告，因此有關寫作測驗結果的信度、效度為何也不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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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或許正因為信、效度的資訊不足，使得許多人士對於加考寫作測驗一
事，仍存有許多疑慮。尤其「國中基測寫作測驗」屬於高風險測驗，結果往
往會影響考生的升學權益，因此更有必要針對「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信度
與效度進行驗證工作。
所謂的信度，係指測量結果的一致性與穩定性。一般來說，針對不同的
施測時間、施測題本或評分者，即有不同類型的信度，而不同類型的信度亦
有多種信度估計的方法。雖然寫作測驗分數信度的估計，可能針對不同試題
或不同施測時間而有多種方法，但在「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一次僅施測一個
試題的情況下，其信度的估計不外乎針對評分者評分的結果，進行評分一致
性的分析。常用的方法包括：評分者一致率、評分者間相關，以及類推性研
究（Generalizability studies）等（Brown, Glasswell, & Harland, 2004; Bunch &
Littlefair, 1988; Novak, Herman, & Gearhart, 1996）。然而，根據 Chen 等人
（2007）的文獻回顧，以類推性理論來進行信度驗證的研究是很少見的。國
內外大部分的研究仍採用傳統的評分一致性分析法來估計信度，這些傳統的
方法雖然計算簡便，卻有其使用限制或缺點（Kretchmar, 2006）。以計算評
分者間相關的方法來說，當評分者間的評分變異小（評分者間的給分一致性
高）時，所得到的相關係數反而變小，進而使研究者得到錯誤的研究結論。
此外，透過這些方法，也無從進一步得知評分者人數的多寡對於測驗分數信
度的影響。若能以類推性理論的分析法為主，其他方法為輔，將能使「國中
基測寫作測驗」的信度驗證更為完整。
至於效度，指的是測量結果的有效性，簡言之，就是測驗結果能有效測
量到欲測量的心理特質之程度。依據「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的看法，效度的驗證是多種證據累積的歷程。因
此，效度證據可以來自測驗內容、測驗內部結構，也可以來自測驗結果、受
試者的反應過程或和其他變項的關聯性（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 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NCME], 1999）。事實上，效度的驗證，無論對於
何種測驗均相當重要，唯有當測驗具良好效度時，分數的使用才有意義。然
而，相較於信度，寫作測驗分數的效度研究反而長期被忽視（Huot,1990）。
以國內寫作測驗相關的研究來說，大多僅由專家審核試題內容是否符合所要
測量的內容領域，對於命題流程、評分者訓練或評分流程等其他效度證據，
則較少著墨。此外，這些研究也多針對自編測驗或小型測驗，而未有以全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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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年度所有國中畢業生所得到的測驗結果進行驗證者。即使是過去的聯招時
代，亦因各考區分區命題與施測，在研究樣本數上也無法和現今「國中基測
寫作測驗」的總人數比擬。至於國外有關寫作測驗效度的研究結果，最常見
於美國各州寫作測驗的技術報告中，但完整羅列效度驗證程序的報告僅為少
數。然而，無論國內抑或國外的研究，這些寫作測驗的施測目的和「國中基
測寫作測驗」皆不相同，施測人數也大相逕庭。因此，針對大型高風險寫作
測驗所做的效度研究仍然不足，實有必要針對寫作測驗的效度進行更多的研
究（Chen et al., 2007; Hamp-Lyons, 1990）。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二：首先為探討「國中基測寫作測驗」
的信度，以類推性理論為主，輔以評分者一致率與評分者間相關等數據，作
為驗證信度的依據；其次，蒐集命題設計、評分流程、寫作分數與其他效標
的關聯等各種效度證據，以驗證寫作測驗的效度。期望透過本研究結果，一
方面能提供測驗實務界關於高風險考試中如何監控與提升寫作測驗信度與效
度的作法，另一方面可以讓社會相關人士了解「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信
度、效度之實徵證據。

貳、文獻回顧
一、寫作能力的定義與評量目標
語文學習旨在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應用語文的能力，除了必須具備良好
的聽、說、讀的能力之外，學生還必須能完整且清楚地表達個人的思想情
意，此即為寫作能力。因此，我國國民中小學本國語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中，將「寫作能力」列為基本語文能力之一。
一般說來，寫作活動是一種綜合能力的展現。劉雨（1995）在《寫作心
理學》一書中指出：寫作主體本身具有智力結構，此結構包含三種能力
感知力、思維力和表現力；此三種能力又可細分為八項具體的能力，含：觀
察能力、閱讀能力、記憶能力、想像力、邏輯推理能力、產生思想的能力、
結構能力，以及語言表達能力。而根據 Bereiter 與 Scardamalia（1987）以及
謝錫金（1984）的研究指出，中文寫作能力可分為寫作思維過程的能力、傳
意能力、表達能力、創意能力、評鑑能力，以及解決寫作困難的能力。另
外，祝新華（1995）抽樣中國六個省分 402 名國小畢業生進行測驗，歸納出
－

－

測驗學刊，第 60 輯第 1 期

寫作能力因素包含有：確立中心能力、組材能力、選材能力、語言基本功，
以及修辭能力。綜觀各家學者的看法，不難發現寫作的能力結構可分為以下
因素：審題能力、立意能力、蒐集材料能力、選材和組材能力、語言表達能
力，以及修改文章能力等（朱曉斌，2007）。
上述寫作能力的結構因素與我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請
見本文附錄一）對寫作能力所設定的內涵不謀而合。因此，除上述對寫作能
力的基本要求外，就教學的目標而言，學生寫作能力的訓練應該盡可能達到
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成效。但，七到九年級（國中）階段的學生，不論是
情感或心智狀態，仍然是在養成與發展的階段，很難要求所有國中畢業生在
想像力與創造力上皆有突出的表現，因此，國中階段的寫作訓練應強調一般
或基本寫作能力的養成。又，基本學力測驗所強調的是「學生基礎、核心、
重要的，而非高深、外圍或細微末節的能力」，此理念精神適用於國中基測
所有考科的命題。因此，參考美國「田納西州綜合評量之寫作評量」（Tennesse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ogram Writing Assessment）（Tennesse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d.）、「內華達州寫作評量計畫」（Nevada Writing
Assessment Program）（Navad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d.）、「伊利諾州學
習 標 準」（Illinois Learning Standards）（Illinois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n.
d.）、「美國教育考試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的「托福測
驗」（Test of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TOEFL）（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n.d.）、美國教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美國國
家教育進度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d.），以及我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等對寫作能力的要求，本研究將基本寫作能力的評量目標訂為：透
過各類寫作題型的測驗，評量國中畢業生是否具備能精確表達見聞與思想的
寫作能力。
參酌上述要求，「國中基測寫作測驗」將測量「中學生的基本寫作能
力」的目標，透過以下幾個面向，做更具體的表述：
1.立意取材的能力：主要在評量學生是否能切合題旨並且選擇合適的素
材，藉以表現主題意念。在立意取材上的基本要求，是合適性與寫作要點的
突顯。學生經過審題後，確立寫作所欲表達的主要情意，這個過程稱之為
「立意」；接著，根據立意來對所掌握的材料進行分析比較，以篩選出最能
夠表現主旨的材料，使得抽象的主旨得以具象化，這個過程便為「取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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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組織的能力：寫作即是讓意念具體成形的活動，而寫作者對於意
念材料的組織與安排，便是「結構」。此向度主要在評量學生是否能將意念
與材料加以組織發展，並構成完整的篇章。在結構組織上的基本要求，是意
念前後一致（首尾連貫）、結構勻稱。
3.遣詞造句的能力：主要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準確流暢的運用語詞與造
句，藉以清楚傳達個人的意念或感覺。「遣詞」指的就是最基本的詞彙運用
之能力，也就是選擇最恰當合適的字或詞來指示意義；至於將所選取的詞彙
加 以 組 織、構 成 獨 立 完 整 的 句 子，藉 以 指 示 一 個 完 整 的 訊 息，即 是「造
句」。
4.標點符號的運用能力：標點符號包括逗號、句號、分號、冒號、問
號、引號、驚嘆號與破折號等，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傳遞明確而完整的文
意，並避免造成誤讀。

二、寫作測驗的信度
測驗結果的信度係為測量結果的一致性，而所謂的一致，通常指的是在
重複的測量程序下，考生分數一致的程度（Brennan, 2000）。在古典測驗理
論當中，依此概念所發展的信度估計法包含：重測法、複本法與內部一致性
法。其中內部一致性法又可以折半法（split-half）、庫李法（Kuder-Richardson）、Cronbach’s 法，以及 Hoyt 變異數分析法等來進行估計。然而，這些
方法多適用於無需考量評分者變異的客觀式測驗，對於「國中基測寫作測
驗」而言，由於具有一次僅施測單一試題及牽涉評分者主觀判斷的特性，因
此無法採用上述幾種信度估計法，而需探討評分者評分結果之一致性以提供
評分，者信度。有關寫作測驗的評分者信度估計方法，通常包含：評分一致
率、評分者間相關，以及類推性理論等三種方法。
評分一致率指的是評分者給相同分數的比率，適用於評分者需根據評分
規準來評分的場合。評分一致率的指標包含完全一致的比率（percent exact
agreement）及相差一級分以內的比率（percent adjacent agreement）；很顯然
地，以相差一級分以內之方式所得到的評分一致率值是比較高的。然而，即
使評分完全一致的情況較不易達到，Stemler（2004）仍認為，評分完全一致
的比率應高於 70%，評分結果才屬可靠。而評分者間相關，顧名思義就是計
算評分者給分間的相關，亦即評分者的給分是否有同樣趨高或趨低的模式。
在相關係數的計算方法上，當評分者只有兩位時，可利用積差相關或斯皮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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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等級相關（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當評分者有三人以上時，則可採
用肯德爾和諧係數（Kendall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在過去眾多的研究
結論中，完全一致的比率通常介於 40～60%，相差一級分以內的比率介於
80～100%，相關係數則介於 .70～.80（Brown et al., 2004）。雖然上述兩種信
度估計法計算簡便且為大部分研究所採用，但在意義的解釋上卻有其限制。
以評分一致率來說，Novak 等人（1996）認為，由於評分者的評分間很難達
到百分之百的完全一致率，因此不同的研究對於完全一致的比率應達到多少
才屬合理，就有不同的標準。在評分者間相關方面，由於評分者間相關看的
僅是評分者間的評分相對等級，因此，當評分者間的給分差異甚大時，仍可
能得到相當高的相關值，而當評分者間的給分一致時，反而會因為評分者間
的變異性小而得到低相關，進而得到錯誤的研究結論（Brown et al., 2004;
Novak et al., 1996）。
因應評分一致率與評分者間相關兩種信度估計法在使用上的缺點，學者
們開始將類推性理論引入寫作測驗的信度估計中。類推性理論簡稱為 G 理
論，係提供確認主要測量誤差，和估計不同測量程序之精確性的一個統計架
構（Gao & Brennan, 2001）。它可視為是古典測驗理論的延伸，因此有一些
概念和古典測驗理論是相似的。在古典測驗理論中，有所謂的真分數（true
score），在類推性理論中，則有全域分數（universe score），全域分數指的
是某人在所有測量情境中所得到的平均分數之期望值，也就是真分數的概
念。然而不同於古典測驗理論，類推性理論利用變異數分析（ANOVA）的
方法，使研究者不僅可以辨別古典測驗理論中的誤差，更能區辨導致誤差的
誤差來源（Brennan, 2001; Traub & Rowley, 1991）。在類推性理論中，可分為
類推性研究（generalizability study, G study）和決策性研究（decision study, D
study）。類推性研究可提供有關測量誤差來源的訊息；而依據類推性研究所
提供的訊息，針對某特定目的設計出最佳的測量方式，以蒐集資訊供做決策
之研究，便稱為「決策性研究」，它強調的是做決策時對變異成分的估計、
使用和解釋（Brennan, 2001; Crocker & Algina, 1986）。在類推性理論中，有
兩種類似信度的係數（類信度係數，reliability-like coefficient）：類推性係數
和可靠性指標。當學生的測驗分數是以整個團體的相對位置來解釋時（常模
參照測驗），則適用類推性係數；當學生的測驗分數是和事先決定的某標
準，而不是他人的測驗分數作比較時（效標參照測驗），則適用可靠性指
標。使用類推性理論來估計信度的優點在於，它不僅可以區分不同的誤差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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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尚可由決策性研究得知評分者人數和信度估計值間的關係。因此，在眾
多 信 度 估 計 法 中，類 推 性 理 論 是 最 有 用 也 最 具 強 韌 性 的（Brown et al.,
2004）。至 於 由 類 推 性 理 論 所 得 到 的 類 信 度 係 數，Shavelson 與 Webb
（1991）認為，係數值至少應高於 .80，測驗結果才屬合理且可靠。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寫作測驗的信度可採用各種方法估計，其中又
以類推性理論為最佳。雖然評分一致率和評分間相關估計法有解釋上的缺
點，但不可諱言的，這兩種數值仍有其效用在。若能以類推性理論為主，其
他二法為輔，將使測驗分數的信度證據之驗證更加完整。

三、寫作測驗的效度
效度係指評量工具是否能測量到所欲測量的特質。由「美國教育研究學
會」（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美 國 心 理 學
會」（APA），以及「美國國立教育評量協會」（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NCME）共同編撰的《教育與心理測驗標準》（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一書中，更進一步地將效度定義為
「針對測驗目的，證據與理論可支持測驗分數詮釋的程度」；效度驗證的過
程便是為測驗分數所代表的意義提出一連串可靠的證據，而這些證據的來源
包含驗證測驗內容、作答者反應、評分方式、測驗內在結構，與其他變項的
關係等（AERA, APA, & NCME, 1999）。
與測驗內容相關的效度證據可藉由分析測驗內容與所欲測量的構念間之
關係而得。測驗內容包含：主題、用字、試題、試題格式、指導語、計分方
式等。且大部分的測驗，因其設定之測驗目的，多含有兩個以上的向度或構
念，因此，驗證測驗內容的效度時，需(1)分析測驗內容是否足以代表所欲測
量的範圍；(2)分析測驗範圍是否與測驗分數所欲詮釋的意義相符；(3)參考
專家的看法。同時，應注意測驗是否測量多於或少於原本所欲測量的構念範
圍。簡而言之，測驗內容的構念與測驗分數的推論息息相關。
在《教育與心理測驗標準》一書中，為效度檢驗所制訂的 24 項標準更
進一步地指出，當某測驗聲稱其效度係建立於該測驗內容的適當性之上時，
便應詳細地描述其所欲涵蓋的範圍。而在測驗所應涵蓋範圍的方面，Fenton
等人（2000）則建議應取決於課程與教學的安排，必須符合公布的標準、課
程的設定並配合實際的教學情形。此外，Fenton 等人更明確地列出影響測驗
內容效度的指標，包含：作品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引導說明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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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與資源的運用等。作品的真實性意指測驗內容不應脫離學生日常生活經
驗；引導說明則應針對其所提供的訊息量事先預試；工具與資源（例如：桌
子的大小、答案紙的面積、指導語、時間限定等）應具公平性。
另一方面，分析作答者反應亦為驗證測驗效度的方式之一。研究者可利
用分析作答者反應來檢驗測驗向度是否與受試者所展現出的表現相符，例
如：當某測驗欲測量受試者的數學推理能力時，便應留意受試者於作答時是
否展現相關的能力或僅使用基礎的運算能力。蒐集以下與作答者反應相關的
資訊，亦可作為測驗效度的證據：受試者的作答策略、受試者對於某些試題
的反應、其他的作答反應（例如：眼球運動、作答時間等）、不同族群受試
者的作答反應等。如測驗需倚賴觀察者或專家來評定受試者的表現時，評分
者是否以適當的標準來評分亦是檢驗測驗效度的重要根據。
因此，除了上述針對測驗本身特質所提出的討論外，寫作測驗的效度亦
可 由 評 分 機 制 的 建 立 取 得（Fenton et al., 2000; Hamp-Lyons, 1990; Huot,
1990）。近年來，寫作測驗多以實作評量的方式，要求考生撰寫一篇文章，
並依此篇文章作為評分的材料，評量考生的寫作能力。但此方式與傳統的選
擇題型，不僅在作答方式上有所不同，在評分方法上也相差甚遠，因此引發
針對效度檢核方面的諸多討論。在實作評量的框架下，如何公平地評比每一
份作品，將直接影響測驗分數是否可真實地反應考生的寫作能力，亦是考驗
測驗效度的基礎。在評分過程中，有幾項因素之影響尤其深遠。
根據 Fenton 等人（2000）指出，首要的影響因素便是評分者的特性，評
分 者 必 須 是 經 過 訓 練 並 熟 悉 考 生 程 度 的 專 家（例 如：相 關 學 科 領 域 的 教
師），且應了解測驗評量的機制。除此之外，評分者不可與個別考生有直接
關係，以避免造成評分時的偏見。其次為訓練評分者的方式，評分者在正式
給分前，應給予機會熟悉評分規準、了解該測驗欲評量的能力特質為何，以
促進評分者間的一致性。進行評分者訓練時，則應提供具代表性的範例作
品，使評分者可將各種樣貌的作品適當地歸類到各個分數點，並針對這些範
例作品進行討論，釐清各分數點作品的特色。在評分規準方面，各分數點的
特色描述地愈詳細，可使評分更具效度與一致性。其他提升評分品質相關的
作法包含隨機派卷、評分流程掌控、評分品質監測，以及提供樣卷瀏覽等
（Fenton et al., 2000; Hamp-Lyons, 1990）。
除此之外，亦有測驗以分析測驗內在結構作為檢驗效度的方法，探討試
題間的關係是否與測驗分數所依據的構念相符。但由於「國中基測寫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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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形式為單一試題，無法以此方式檢驗效度，故本文不在此針對相關內
容多做贅述。另一方面，分析測驗分數與其他外在變項的關係則是另一項效
度證據的重要來源。而這些外在變項包含測驗是否可作為預測未來的指標、
與其他欲測量相同構念的測驗之關係等。利用檢視某一測驗與其他外在變項
的關係作為效度的依據時，研究者便可了解此項關係是否與該測驗所欲測量
的構念相符。檢視此類效度的證據有二：聚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
區辨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某一測驗分數與其他具有相同構念之測驗
分數的關聯，是為聚斂效度；與具有不同構念之其他測驗分數的關聯，則是
區辨效度。一份高效度的測驗應在聚斂效度具有高相關；反之，在區辨效度
方面具有低相關。此外，此種檢驗外在變項的作法與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的概念相似。傳統上，依外在效標建立之時間點的不
同，可將此類效度區分為同時效度與預測效度。同時效度指的是某一測驗與
現有效標間的相關程度；而預測效度意指測驗分數與實施測驗後一段時間，
以後續的實際表現作為效標，兩者之間的相關程度。
綜合上述對效度相關證據的討論，可發現，由於「國中基測寫作測驗」
其特有的測驗形式，上述方法僅有部分指標可適用於「國中基測寫作測驗」
效度的檢驗，例如：內容、作答者反應、評分過程、與外在變項的關係等。
至於以測驗內在結構探討試題間或構念間的關係，因「國中基測寫作測驗」
的試題格式僅為一道題目加上引導說明，故無法針對此指標進行探討。基於
此，本研究欲透過討論「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之命題設計、評分者訓練、評
分流程，以及比較考生之在校成績等方式，驗證「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之效
度。

參、研究方法
一、試題型式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之目的為期望透過各類寫作題型，評量國中畢業
生表達見聞與思想的能力。測驗題型由一道題目加上適度的說明構成，期望
藉由「說明」能更清楚地解釋題意、幫助受試者引發聯想、避免誤解，並能
更明確鎖定內容，幫助受試者在立意取材時能更切合題意、避免天馬行空式
的論述。試題範例如圖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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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題意作答。測驗時間為 50 分鐘，請注意作答時間的控制。
題目：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說明：在成長過程中，或許有那麼一雙手，常常出現在你腦海。它
可能是親人的手、老師的手，是農夫、畫家的手；也可能是
乞求的手、掙扎的手，是撫慰、指引的手……。每當你想起
那雙手，心中就充滿感觸。請寫出那雙你常常想起的手，以
及它帶給你的感受、影響或啟發。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圖1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題目示例

二、評分設計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參考數個國外大型寫作測驗所公開的寫作評分規
準，例如：「美國國家教育進度評量」（NAEP）（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d.）、美國「內華達州寫作評量計畫」（Navad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d.）等研究成果，設計出「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寫作測驗
評分規準」（如本文附錄二所示）作為為評分的準則依據；該規準採級分
制，將所有考生之寫作能力由劣至優分為一～六級分，四級分表示已達一般
水準。另外，針對完全離題、只有抄題目說明、空白卷而沒有任何其他可判
斷的內容、缺考、違規等考生，因無法判斷其寫作能力，給予零級分。每位
考生的作品由電腦隨機分派予兩位受過評分訓練且經挑選的評分者，並由評
分者進行電腦線上評分。當兩位評分者的給分相差兩級分以上或其中一個給
分為零級分時，再由第三位複閱者進行評分。至於評分後的計分，則視評分
狀況而定，計分方式之說明詳如本文附錄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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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及資料
（一）參與「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學生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受試者主要為國中畢業生，來源包含臺灣本
島、離島與大陸地區之台商子弟，每年約有 31 萬考生。本研究主要以 2007 至
2009 年第一次「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之考生寫作分數為研究資料。然而，缺考
生、特殊生，以及被選為樣卷或有疑義的試卷，因評分程序和一般考生不同，
故這些考生的資料皆排除在外。各年度用來估計信度的考生人數如表 1 所示。
表1

各年度研究對象人數
年度

2007

2008

2009

人數

310,305

313,395

310,721

（二）建立「國中基測寫作測驗」效標關聯效度的資料
在與其他變項相關的效度證據上，由於「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主體考
生為國中畢業生，多數學生除參加國中基測外，並無參加其他大型標準化測
驗的經驗，因此較適合用來檢驗「國中基測寫作測驗」效度的資料，便是考
生於國中階段的在學成績。但由於國中基測每年約有 31 萬名國中畢業生參加
考試，實務上無法取得全體考生的在學成績，在比較往年各縣市考生於「國
中基測寫作測驗」的成績與全國考生的成績後，發現新北市的考生成績與全
國考生的成績分配較為接近，故以新北市所有國中學生的在學成績，作為檢
驗效度的依據。另外，由於取得在校成績需經繁瑣之公文往返，耗時頗多，
因此，亦僅取得 2007 與 2008 年兩個年度之資料。
2007 年的研究對象來自 70 所國中，共 41,428 位學生；2008 年則為 72 所
國中，共 44,978 位學生。科目則包含：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
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以及健康與體育等八科。為避免各校評分標準不同而
使分數間難以比較，學生成績係先進行標準化處理（即學生原始成績減去各
校全體平均後，再除以各校標準差），始與寫作成績求相關，以作為檢驗效
度的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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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國中基測寫作測驗」評分的評分者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評分者共有兩類：核心評分者與一般評分者。
核心評分者的成員包含國文相關學系的大學教授與高中國文教師；一般評分
者則由高中、高職國文教師組成。一般評分者除少部分為退休教師之外，其
餘皆為現職教師。每位評分者在參與評分之前，均需經過訓練與評選（內容
詳見「評分者訓練」一節），以確保評分品質。2007 至 2009 年參與各年度
第一次評分工作之評分者總人數分別為 379 人、386 人及 386 人。核心評分者
之任教區域與身分如表 2 所示，一般評分者之任教區域分布如表 3 所示。
表2

2007 至 2009 年核心評分者之任教區域與身分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北部

18

16

18

中部

3

3

3

南部

5

7

6

東部

1

1

1

大學教授

7

7

7

高中教師

20

20

21

27

27

28

任教
區域

身分
總人數

表3

2007 至 2009 年一般評分者任教區域分布表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北部地區

193

220

201

中部地區

56

42

54

南部地區

88

84

84

東部地區及離島

15

13

19

總人數

352

359

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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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
（一）信度
如前所述，信度估計的方法有三種：評分一致率、評分者間相關，以及
類推性理論。評分一致率的計算，係直接計算兩個決定考生得分的分數中，
完全一致的比率，以及相差一級分以內的比率。評分者間相關，則為計算兩
個決定考生得分分數的積差相關。至於類推性理論的分析方式，由於類推性
理論將個人分數分解成全域分數效果、面向或誤差來源效果，以及每個面向
交互作用的效果（Shavelson & Webb, 1991），因此，不同的設計就會產生不
同的誤差來源。在本研究中，由於僅施測一題試題，因此，誤差來源可分為
評分者，及考生與評分者的交互作用。類推性研究的分析模式可以 p×r 來表
示，其中 p 代表考生，r 代表評分者，「×」則代表交叉。此模式原先的意義
為每位考生皆由相同的兩個評分者進行評分，但在本研究中，由於每位評分
者皆經相同的評分前訓練與挑選（詳見以下「評分者訓練」小節），研究者
有理由相信每位評分者的評分標準是相似的，因此，仍採此完全交叉模式，
其中評分者面向並為隨機面向。其觀察分數可分解成：
Xpr = +（ p－ ）
+（ r－ ）
+（Xpr － p－ r+ ）
變異數則可分解成：

2

Xpr =

2
p

+

2
r

+

2
pr, e

而決策性研究的模式可以 p×R 來表示。在決策性研究中，可以透過變異數
‹

‹

分解的結果得到類推性係數（Ep2）和可靠性指標（ ），兩者的公式分別為：
2

‹

E 2=

2

‹

=

2

p
p + 2
2
p
p + 2

，
，

為相對誤差變異；

2

2

為絕對誤差變異。

由於「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依評分規準進行評分，屬於效標參照測驗，
因此，本研究之類信度係數僅以可靠性指標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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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種信度估計法中所使用的兩個分數，是來自決定考生得分的評
分者給分。當兩個評分者給分相差一級分以內時，所採用的兩個分數分別為
兩個評分者所給分數；當評分者給分相差兩級分以上時，所採取的兩個分數
則為其中一個評分者與複閱者的給分，或兩個分數皆以複閱者分數取代。舉
例來說，當兩個評分者給分分別為 3、4 時，估計信度時所取的兩個分數即為
3 和 4；但當兩個評分者給分分別為 2、5，而複閱者給分為 4 時，所取的兩個
分數即為 4 和 4。

（二）效度
綜觀現有文獻，許多研究對建立測驗效度的作法皆提出相關建議，但因
受限於各自的研究目的與設計，少有提供全面性觀點之文獻。考量「國中基
測寫作測驗」為大型測驗（受試者為當年度國中畢業生，約 31 萬考生），及
其單一試題、非選擇題之特性，本文參閱《教育與心理測驗標準》一書與
Fenton 等人（2000）針對測驗效度所提出的建議，酌列 15 項標準檢驗「國中
基測寫作測驗」之效度（如表 4 所示）。
表4

效度檢驗標準

標準
標準一
標準二
標準三
標準四
標準五
標準六
標準七
標準八
標準九
標準十
標準十一
標準十二
標準十三
標準十四
標準十五

內容
敘明測驗分數使用與解釋的方式，並提供相關證據以及理論的依據。
測驗開發者需清楚地說明測驗分數將如何被使用與解讀、界定適合的受試者以及描
述欲評估的構念。
需詳細地描述驗證效度時所用的受試者之背景資料。
如測驗效度的依據取決於試題內容，應明確說明命題流程。
寫作測驗應與課程規劃及教學連結。
寫作測驗的範圍不應脫離受試者日常生活經驗。
寫作題目應配合適當的說明，以引導受試者的寫作方向；寫作題目與說明皆應經過
預試。
施測環境、受試者可取得的資源（如：桌椅大小、書寫工具等）、施測時間等應具
公平性。
當測驗效度的依據取決於專家、觀察者或評分者的判斷時，應詳細說明選取這些評
分者的方式、訓練過程以及認證機制；並描述評分者間評分一致性的程度。
排除與個別受試者熟悉的評分者。
清楚地定義評分標準並詳細描述各分數的特色。
提供高品質的範例，使評分者掌握評分標準，並以此作為訓練的素材。
控制評分流程，適時提供評分者休息的機會，並在評分過程中提供評分標準與範例。
將作答資料與其他變項一起分析以作為驗證效度的證據時，需說明選擇該變項的理由。
當使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效標變項時，應說明該變項的適當性與內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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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信度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信度的分析結果，可分成三個部分來說明。首
先，根據各年度考生資料所得之評分一致率如表 5 所示。由此表數據可以發
現，完全一致的比率從 2007 年以來，一直都在 60%以上，且一致率有每年向
上提升的趨勢。2009 年時，評分完全一致的比率已將近 70%。另外，相差一
級分以內的比率在三個年度皆相似，四捨五入進位後的數值均為 100%。無
論以完全一致率或相差一級分以內的比率來看，結果均優於過去研究結果之
40 至 60%的標準。
表5

各年度之評分一致率
一致率類別

完全一致率
相差一級分以內比率

2007

2008

2009

63.17%

66.03%

69.72%

100.00%

100.00%

100.00%

其次，各年度的評分者間相關係數依序如下：2007 年為 0.77，2008 年為
0.77，2009 年為 0.82。從數據來看，評分者間相關的程度有逐年提升的趨
勢，結果亦近似於或優於過去研究的結果。
至於各年度的類推性研究，分析結果如表 6 所示。在類推性理論 p×r 的
模式中，受試者變異如同古典測驗理論的真分數概念，而評分者、交互作用
和其他殘差（含系統性和非系統性誤差）的變異為誤差，因此當受試者變異
成分愈高，而其他變異成分愈少時，受試者的得分就愈能反映其真實能力。
表 6 數據所呈現的是每年的受試者變異百分比逐年增加，評分者變異百分比
相似，而交互作用及其他殘差則減少，顯示考生得分愈來愈能反映其真實的
寫作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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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年度類推性研究結果
2007

2008

2009

變異成分

變異量

百分比

變異量

百分比

變異量

百分比

受試者

0.6057

76.66%

0.5688

76.98%

0.6700

81.55%

評分者

0.0001

0.01%

0.0000

0.00%

0.0000

0.01%

交互作用及殘差

0.1843

23.33%

0.1700

23.01%

0.1515

18.44%

總變異

0.7901

100.00%

0.7389

100.00%

0.8216

100.00%

各年度之決策性研究分析結果則如圖 2 所示，由此圖可看出評分者人數
和類信度係數值間的關係。當評分者人數由一個增加到兩個時，類信度係數
值增加的幅度最大（.08～.10），之後隨著評分者人數的增加，類信度係數
值增加的幅度也漸趨平緩。換言之，評分者由一個增加到兩個時，對於信度
的提升是必要且具實際效益的，然而當評分者由兩個增加到三個以上時，信
度提升的效益即隨之降低。此外，由此圖亦可看到，當評分者人數為現行評
分流程之兩人時，各年度的類信度係數皆已達到 .80 以上，且有逐年上升的
趨勢，到了 2009 年時，類信度係數值已達到 .90。也就是說，「國中基測寫
作測驗」各年度之類信度係數值均已達 Shavelson 與 Webb 所設定之 .80 以
上，可謂具有良好之信度。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圖2

各年度評分者人數與類信度係數值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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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效度
效度為測驗能有效測量到欲測量的構念之程度，因此，有關「國中基測
寫作測驗」效度的驗證，即在蒐集相關的證據，以證明「國中基測寫作測
驗」具有高效度。以下將依序由命題者訓練、命題流程、評分者訓練、評分
流程，以及比較考生在校成績等方式對應前節所列之 15 項標準，以驗證「國
中基測寫作測驗」的效度。

（一）測驗分數的使用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分數的主要用途是作為高中職及五專申請、甄
選、登記分發入學的依據，主要的受試者為國中畢業生。如同第三節所描
述，「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分數採級分制，依據「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
測驗寫作測驗評分規準」，以整體式評分（holistic scoring）將考生的寫作能
力由劣至優區分為一至六級分。換句話說，考生所得到的寫作測驗分數為綜
合評估「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以及「錯別字、格式
與標點符號」等四大向度而來，四級分表示達到一般水準。寫作測驗的分數
亦為登記分發入學時同分比序的第一順位，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為使考生
完整了解測驗分數所代表的意涵與用途，上述所提之內容皆為公開資訊，可
於國中基測網站、教育部網站、教育部所印製之宣導手冊（例如：每年的國
中畢業生多元進路宣導手冊），以及各種高中職、五專入學說明會等場合中
取得。此項作法可呼應第一、二項效度檢驗標準所提之「敘明測驗分數使用
與解釋的方式，並提供相關證據以及理論的依據」與「測驗開發者需清楚地
說明測驗分數將如何被使用與解讀、界定適合的受試者以及描述欲評估的構
念」。而第三項標準所列之「需詳細地描述驗證效度時所用的受試者之背景
資料」已在前述「研究對象及資料」小節裡說明。

（二）命題者訓練
在命題方面，「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係以闈內命題模式進行，所謂的闈
內命題指的是由兩位在職高中國文科教師和一位學科專家在命題闈場內，透
過反覆的討論、檢核與修審後，決定最後施測的試題內容。由於命題者的命
題經驗將影響試題的品質，因此平日的訓練與經驗，便成為確保效度的第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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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環節。命題者的命題經驗和敏感度，來自於密集且嚴格的命題與修題會
議，以每週乙次、每次三名命題者加上一名研究員的組合方式進行。透過共
同討論模式，檢覈試題之適宜性，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
「寫作能力指標」為命題依據，確保題目難度適中、具鑑別度，並適於測驗國
中生的寫作能力。針對檢覈合格之試題，則進一步進行文字細節修整工作，使
說明敘述條理分明、文字清晰易懂，成為更適於大型寫作能力測驗之考題。
入闈前，一般命題與修題的工作會反覆不斷進行，以提供命題與修題者
更多練習的機會，增加命題經驗與熟悉闈內工作流程，同時也能培養命題者
間相互討論、合作修題的默契。並且，在這樣的過程中，能讓命題者對測驗
目的與命題原則有更深入的了解與實際運用的機會。至於命修題會議所產出
之題目，則透過預試來分析學生在各類型題目下的表現之差異及釐清命題上
的爭議點。之後，再將預試結果回饋到命修題會議中，進而發現命題可能產
生的問題，例如：易造成誤解之文字敘述、學生發揮較佳及較差之題目類
型、預期學生寫作與實際表現的差異等，作為命修題參考，以確保正式測驗
題目之品質。由於命題者在入闈前皆參與過多次命修題會議，因此，研究者
可以肯定：命題者對寫作命題所必須注意的各項重點都能有足夠的認識及掌
握能力。

（三）命題流程
確保效度的第二個環節便為闈內命題的流程。受過訓練的命題者在入闈
後，便依其專業進行命題。在命題過程中，研究員與命題者先針對題目的內
涵進行討論。為能讓學生表現出測驗欲測量的寫作能力，同時確保評分的公
平性，所命之試題需能讓學生有適度的聚焦，因此尚須進一步確立引導說明
的重點。專業命題者命完題目後，接著由學科專家和測驗專家審定題目內涵
與文字，並提供修改建議。當題目修改完畢，命題者與學科專家還會進一步
針對試題內容進行檢覈，以確認試題的適當性。檢覈的項目包含以下幾點：
1.注重公平均等：命題取材以普遍經驗、重要課題為原則，試題是否能
讓不同背景（如居住地區、社經地位、宗教、族群等）的考生均有充分發揮
之機會？
2.文字清晰明確：命題之敘述與引用之材料，是否具艱澀冷僻的文字？
題目之提示或說明是否具體、明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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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量作答時間：題目提示的材料難易、篇幅長短，是否能讓考生有適
度之作答時間？
4.試題難度適中：是否考量到國中生普遍的寫作能力？
5.貼近生活經驗：是否貼近國中生普遍生活經驗？寫作材料是否容易取
得？
6.考慮評閱因素：評分時，評分者是否易於區隔不同寫作能力的學生？
綜言之，命題係結合「命題專業」及「檢覈」兩種方式以控制試題品
質。其中，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作為命題依據的作法可呼應
至標準五所提之「寫作測驗應與課程規劃及教學連結」，命題取材以貼近國
中生普遍生活經驗為原則，亦合乎標準六「寫作測驗的範圍不應脫離受試者
日常生活經驗」，而「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以一道題目加說明的形式出題並
經過預試，則與標準七「寫作題目應配合適當的說明，以引導受試者的寫作
方向；寫作題目與說明皆應經過預試」的要求不謀而合。最後，本文針對命
題者訓練與命題流程的詳細說明，亦可作為達到第四項標準「如測驗效度的
依據取決於試題內容，應明確說明命題流程」的證據。

（四）施測標準化程序
針 對 第 八 項 效 度 檢 驗 標 準 所 列 之「施 測 環 境、受 試 者 可 取 得 的 資 源
（如：桌椅大小、書寫工具等）、施測時間等應具公平性」，由於試題的呈
現方式亦會影響學生的表現，進而影響寫作測驗的效度。因此，在試題的呈
現上，「國中基測寫作測驗」將特別需注意之關鍵提示或事項，以畫線或粗
體字的方式加以強調，此外，並嚴格要求印製的字體需大小適中（題目字體
約為 18 級字、引導說明字體約為 16 級字）且印刷清楚。當學生在施測過程
中發現題本污損時，也可以更換題本。此外，施測時的場所、桌椅大小、指
導語以及考試時間，皆經過標準化的流程控制（例如：監考官宣讀統一的指
導語、施測時間固定為 50 分鐘等），以免無關的因素影響到寫作能力的測
量。此標準化的施測流程不僅使「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受試者獲得同等的
考試條件，亦符合第八項的效度檢驗標準。

（五）評分者訓練
除了命題之外，評分結果是否能真實反應學生的寫作能力，亦是驗證效
－

－

測驗學刊，第 60 輯第 1 期

度的重要環節之一。如同第九項效度檢驗標準所列「當測驗效度的依據取決
於專家、觀察者或評分者的判斷時，應詳細說明選取這些評分者的方式、訓
練過程以及認證機制；並描述評分者間評分一致性的程度」，本研究將「國
中基測寫作測驗」在評分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分為評分前的評分者訓練以及
評分時的流程控管兩部分說明。
首先，就評分者訓練而言，為了確保評分者的評分品質，適當的評分者
分工與完整的訓練是必要的。在「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評分者分工中，係
將評分者分為核心評分者與一般評分者兩類：核心評分者由大學教授與高中
職教師組成，一般評分者由高中職教師組成。此外，為避免評分者影響特定
考生的成績，每年正式測驗閱卷時皆排除當年度有直系血親參加考試及擔任
國中部教師的評分者。此項措施確保「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符合第十項標準
「排除與個別受試者熟悉的評分者」。簡單來說，核心評分者所負責的主要
工作，在於建立並維持標準；而一般評分者則是依循核心評分者所制定的標
準。因此針對兩類評分者所設計之訓練內容就有所不同。核心評分者既是寫
作測驗的專家，同時亦肩負了閱卷闈場的複閱工作，因此，對核心評分者的
訓練次數較為頻繁且嚴格。
核心評分者在闈場內所擔任的主要工作為挑選樣卷（包括訓練卷、試改
卷、練習卷及測試卷）、訓練一般評分者、討論疑問卷、諮詢，以及複閱。
由於其所扮演之角色為「專家」，對整體閱卷工作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因
此，核心評分者的評分訓練更顯重要。不僅訓練次數較為頻繁，訓練標準亦
較一般評分者嚴格。其訓練方式主要以挑選樣卷為主，藉此方式凝聚核心評
分者們對級分的共識拿捏。每學期進行三個題目之挑卷，因此，平均每個月
有一題的樣卷會議，而每一個題目的討論皆需費時兩個半天，總時數約八小
時。所有的核心評分者分成兩組進行會議，每組樣卷會議約有 13～16 位評分
者參與，成員包含大學教授與高中老師。
此種訓練模式之目的在於凝聚核心評分者們對評分規準的共識、練習使
用評分規準，並根據評分規準定義每個級分所應表現之特點，進而提供代表
每個級分之樣卷。因此，每次樣卷會議開始前，每位與會的核心評分者須先
針對寫作題目進行討論，再根據被指派之級分（每位評分者指派兩個級分，
例如：1、2 級分或 3、4 級分），挑選足以代表該級分之樣卷。當各核心評
分者挑選出所負責之級分樣卷後，則由所有與會的評分者共同評閱這些作
品。經由評分結果統計後，再挑選出評分較為一致的試卷於會議中進行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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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並於討論後由核心評分者撰寫樣卷說明。樣卷說明的內容以「國中基測
寫作測驗」評分規準中的四大向度為主，說明該篇樣卷於四個向度的表現。
而所謂一致的試卷係指，該試卷在所有核心評分者的評分中，差距在一級分
之內，且 80%以上的評分者給予相同的評分。再者，針對評分不一致的試
卷，則讓核心評分者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藉由分享彼此對評分規準的闡
釋，進而凝聚對各級分表現之共識。所挑選出的樣卷與樣卷說明亦會公布於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網頁（http://www.bctest.ntnu.edu.tw）供一般評分者
與考生參考，使其可清楚定義評分的標準與了解各級分的特色。
除了例行之樣卷會議之外，核心評分者每年尚須參加大型樣卷會議及認
證測試。大型樣卷會議的流程與目的與平日之樣卷會議相同，唯一差別在於
大型樣卷會議並不分組進行，而是集合所有的核心評分者，如此兩組核心評
分者的意見得以交流，評分的寬嚴度亦得以調整。認證測試之目的則是為了
確認核心評分者評分標準的穩定性。認證時，核心評分者被隨機分配予該學
期討論過的題目二題，每題批改 150 份作品。批改結束後，以試題反應理論
（item response theory）的 Rasch 模式檢驗評分者是否有過嚴、過鬆或評分不
穩定的現象。每位核心評分者皆須通過檢驗，始具有於正式測驗閱卷闈場的
工作資格。換言之，認證測試不僅用來確認評分的穩定性，亦為篩選核心評
分者之指標。此外，本研究為進一步證明核心評分者的評分一致性優於一般
評分者，故擷取 2007 至 2009 年第一次寫作測驗的試改卷（每年皆 20 份，試
改卷用途與挑選方法請見下節「評分流程」），用以比較兩者評分一致性的
情形。由表 7 可發現，核心評分者在此三年度的試改卷評分與標準級分完全
一致的百分比皆高於 80%，一般評分者的完全一致率則僅介於 75%至 80%之
間，由此可證明核心評分者的評分一致性優於一般評分者。
表7

核心評分者與一般評分者的評分一致率比較
2007 年

核心評分者
85.43%

一般評分者
75.86%

2008 年

83.61%

75.06%

2009 年

87.26%

80.00%

至於一般評分者所負責的工作則為評分流程中的第一線，若能有效運
作，不僅可以提升整體流程的效率，亦能有效促進評分結果的公平性與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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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個部分首先由評分者之個人背景進行控制。在個人背景上，最重要的
即為評分者之教學經歷。因此，一般評分者除了少數幾位退休國文教師外，
其餘均為高中、職的現職國文教師。這些評分者無論在寫作的教學或評分
上，均具有相當的經驗。然而，由於每個人對於評分標準的解讀仍有所不
同，僅具教學經驗是不足的，故除了個人背景的要求外，更進一步藉由評分
者訓練，提升評分的一致性。一般評分者的訓練為每年兩次，每次一天，每
位一般評分者在進入閱卷闈場評分前，皆須參加兩次評分者訓練。訓練內容
包括：評分規準對應樣卷的說明、試評與試評結果討論等。此訓練方式係期
望透過反覆的概念澄清、驗證，使每位與會的評分者都能夠充分理解評分規
準並修正評分標準。除了訓練之外，自 2009 年起，更增加評分者認證程序，
一般評分者必須參加認證，始具「國中基測寫作測驗」評分者的資格。以
2009 年的認證標準而言，評分者於認證卷所評級分和標準級分一致的程度需
達 60%以上，始能擔任正式評分的評分者。

（六）評分流程
在寫作測驗的正式評分流程設計中，一般評分者於第一天進行評分工作
前，必 須 先 接 受 為 時 約 90 分 鐘 的 評 分 訓 練。核 心 評 分 者 以 事 先 挑 選 之
18～21 份樣卷作為訓練材料，逐篇說明各級分樣卷的特色，並將樣卷內容對
應至評分規準之描述，以幫助一般評分者釐清和掌握評分規準，使評分結果
更客觀和一致。此種訓練方式符合第十一、十二項標準所述之「清楚地定義
評分標準並詳細描述各分數的特色」與「提供高品質的範例，使評分者掌握
評分標準，並以此作為訓練的素材」。在講授樣卷說明後，立即讓一般評分
者進行 20 份試卷的試評。由於此 20 份試卷亦為核心評分者所共同討論及挑
選之試卷，因此，一般評分者得以透過試評而熟悉及掌握評分規準，並藉由
試評結果回饋而調整自己的評分標準。為了再次確認評分者是否已能依循共
同的標準來進行評分，在正式評分前，評分者尚須通過評分測試。所謂的測
試指的是評分者需試評 3 份同樣由核心評分者共同挑選之試卷，當 3 份試卷
中有 2 份和標準級分一致，另 1 份和標準級分差距為 1 級分以內時，則可通
過該測試，並進入評分系統。但當此 3 份試卷的評分結果未能符合上述標準
時，系統會自動中斷一般評分者的評分工作，須待與核心評分者討論評分標
準後，才能再次進入評分系統進行評分工作。除了每次進入評分系統前需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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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3 份試卷之測試外，每次離開評分系統超過 30 分鐘以上，欲再次進入評分
系統前，均需再次通過測試（測試通過標準同上所述），以確保評分者對於
評分規準的掌握並未偏離。其次，亦於評分過程中隨機安插測試卷，以確保
一般評分者的標準能夠隨時保持穩定。
另外，為確保評分者間能夠達到較為一致的結果，在評分流程中加入複
閱的機制。當兩位一般評分者所評的級分差距達兩個級分以上，或其中一個
一般評分者所評定之級分為零級分時，即須由核心評分者重新評分，並依其
與兩位一般評分者給分之落點關係決定受試者之最後成績。
除了以複閱機制控制評分者間的一致性外，亦於每日進行評分品質分
析，以確保一般評分者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在品質分析的方法上，同時採用
評分者的給分分配分析與現代測驗理論中的 Rasch 模式，以估計評分者是否
有過嚴、過鬆或評分不穩定的現象。為了進行這樣的分析，派卷方式在評分
前事先予以設計：每次派卷須以分組方式派送，並使兩兩評分者間有相互連
結之試卷。如此，透過共同試卷的連結，便能較為精確的估計出評分者評分
的狀況。每位一般評分者每日評分的資料，皆會在當日進行分析，當評分者
評分不符模式預期或寬鬆度呈現異常時，則進一步參考其評分分配，以確認
評分者評分問題之所在。當評分者被確認為評分品質不佳時，則於隔日開始
評分前，予以個別面談，以協助一般評分者釐清問題所在，進而調整其評分
標準。2007 至 2009 年評分期間，每日透過上述分析模式所篩選出之評分品
質不佳人數比例，約為該年度評分人數的 4.9～7.7%。而經由個別面談方
式，以調整評分者評分標準的方式，則使 80%以上被篩選出來的評分者，得
以在後續的評分過程中，持續維持穩定品質。表 8 係以 2007 年的資料進一步
補充說明：當評分者前一天接受面談、調整後，於隔天或後續日期未重複被
篩選出來的人數比例，介於 82～100%之間，例如：在 5/29 的名單中（25
人），僅有三位在 6/1 的名單中重複出現，未重複比例為 88%。整體來說，
除了 5/28 與 5/29 頭兩天的未重複比例稍低（82%）之外，其餘日期的比例都
接近或高於九成。此外，未重複出現的人數比例，隨著評閱天數的增加而呈
現遞增的趨勢。到了最後三天，前一天接受過再溝通的評閱委員已經完全不
會出現在隔天的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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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接受評分溝通後評分品質達穩定之人數比例統計表
5/28

5/29

5/30

5/31

6/01

5/29

82

-

-

-

-

5/30

89

96

-

-

-

5/31

89

96

88

-

-

6/01

89

88

88

100

-

6/02

89

100

94

100

100

此外，為避免評分者的疲乏造成評分結果不一致，在每日的工作時限內
僅分派約 300 份試卷。其中，上午時段和下午時段各分派定量，上午未評分
完畢的試卷可以延至下午再進行評分。每位評分者可以在限定的工作時間
內，分配所評的試卷份數。換言之，評分者可以自行決定時間的運用方式。
當評分者覺得疲累時，可以隨時休息；當評分者覺得評分標準偏離時，也可
以隨時察看評分規準及樣卷，或是與核心評分者討論閱卷過程中所產生的疑
惑，以修正自己的標準。如此作法可確保評分者能適時休息，且可即時調整
評分標準，故達到效度檢驗標準中所列的第十三項要求「控制評分流程，適
時提供評分者休息的機會，並在評分過程中提供評分標準與範例」。
上述繁複的評分流程需仰賴龐大的電腦系統始能進行，因此「國中基測
寫作測驗」採電腦線上評分方式。所謂的電腦線上評分係指，將學生的試卷
掃描成電子圖檔，隨機派送給評分者利用電腦系統直接評分。為進一步保障
評閱公平性，所有試卷編號一律經過轉碼，以避免評分者窺知考生私人身
分。藉由電腦系統，不僅使評分工作更有效率，監控者亦得以立即發現評分
者的問題，並提供回饋，在反覆發現問題、修正標準的流程下，使評分結果
具相當的可靠性。

（七）與其他變項的相關
在效度檢驗標準第十四項與第十五項方面，2007 年的研究資料來自 70
所國中，共 41,428 位學生；2008 年則為 72 所國中，共 44,978 位學生。表 9
為 2007、2008 年新北市國中畢業生在「國中基測寫作測驗」與各科在校成績
的相關。由此表可以發現，雖然寫作測驗的得分與國文科的相關最高，但和
各科在校成績的相關也很相似，皆介於 .50～.65 之間，屬於中度相關。由這
樣的結果，可以推論「國中基測寫作測驗」所欲測量的能力，與各科相較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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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和國文學習領域有較多重疊的部分。然而，由於寫作測驗所評量之國中
畢業生表達能力，屬於一種核心、綜合的能力，除了寫作時所需運用之國語
文知識外，尚可能包括邏輯思考（運用於「立意取材」與「結構組織」向
度）或整合（運用於「結構組織」向度）等能力。而其他科目亦須學生展現
這些能力，因此雖然寫作測驗係依課綱中的國語文能力指標發展，但和各科
的相關仍能達到中度相關。
表9

新北市國中畢業生「國中基測寫作測驗」成績和各科在校成績相關係數
2007 年（n = 41,428）

2008 年（n = 44,978）

國文

.61

.59

英語

.55

.53

數學

.51

.47

社會

.57

.58

自然

.60

.54

藝術與人文

.57

.55

綜合活動

.56

.51

健康與體育

.53

.50

由上述各項效度證據的說明可以看出，無論在命題方面所採取的措施，
或評分方面的品質控管，皆在流程中導入「專家」的概念，以確保寫作測驗
能評量到國中畢業生之基本寫作能力。在命題上，透過事先確定的測驗目
標，來決定命題方向，並藉由專業教師們的層層檢核，達到試題品質的把
關。在評分上，則是藉由事先的評分者訓練、評選，以及評分過程中的流程
控管，透過專業評分者達到評分結果的一致。這樣的結果，可由信度的分析
結果加以驗證。至於在與其他變項的相關上，雖然僅以兩個年度之新北市國
中畢業生在學成績作為分析依據，但由此結果仍可印證「國中基測寫作測
驗」具有良好的效度。

伍、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國中基測寫作測驗」之信、效度，因此以下將
分別歸納信度與效度的研究結果。
信度的部分，係以三種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由分析結果可以發現，不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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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評分一致率、評分者間相關或類推性理論的方法，評分者之評分一致性
均已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且一致性有逐年向上提升的趨勢。此顯示事前的
評分者訓練、評選與嚴謹的評分流程，能使寫作測驗具有良好的評分結果。
另一方面，本研究建立 15 項檢驗標準，檢視命題者訓練、命題流程、
施測標準化程序、評分者訓練、評分流程，以及與其他變項的關係等來進行
效度驗證。結果發現：「國中基測寫作測驗」在其測驗簡章與公開文件皆清
楚地敘明其分數使用的方式、分數所代表的意義，以及欲評量的四大能力向
度為何，本研究亦交代檢驗測驗效度時的受試者背景資料，因此符合標準一
至標準三的要求。在試題內容方面，「國中基測寫作測驗」參考國外大型測
驗的標準，結合本國教育部明訂的課程綱要，以不脫離國三學生日常生活經
驗為基準，進行嚴謹的命題與施測流程控管，故可達到標準四至標準八的要
求。而在評分者訓練的流程上，不管是核心評分者或是一般評分者，皆須通
過嚴格的訓練與認證機制；並在評分流程中提供評分者樣卷，使其隨時可複
習評分規準，且於過程中進行評分品質監控，確保評分的一致性與穩定性，
以上作法與標準九至標準十三的精神一致。最後，在比較「國中基測寫作測
驗」分數與其他變項的關係時，本研究清楚說明選擇受試者之國中在學成績
作為比較基準的理由與內涵，亦發現「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效度獲得驗
證。綜合來說，無論是命題或評分端，均透過在流程中導入專家的驗證程序
及嚴謹的流程控制，以確保測驗能評量到欲測量的寫作能力。而以 2007 和
2008 年新北市國中畢業生之在校成績做為外在效標時，則是進一步驗證了
「國中基測寫作測驗」的確具有良好的效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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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本國語文（國語文）／寫
作能力
F-3-1

能應用觀察的方法，並精確表達自己的見聞。

3-1-1-1
F-3-2

能應用觀察的方法，並精確表達自己的見聞。

能精確的遣辭用字，並靈活運用各種句型寫作。

3-2-1-1

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3-2-1-2

能靈活應用各種句型，充分表達自己的見解。

F-3-5

掌握寫作步驟，充實作品的內容，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思想。

3-5-7-1
3-5-10-2
F-3-6

能依據寫作步驟，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思想，並提出佐證或辯駁。

了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適當使用。

3-6-1-1
F-3-7

能將蒐集的材料，加以選擇，並做適當的運用。

能配合寫作需要，恰當選用標點符號和標點方式，達到寫作效果。

能靈活應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感人。

3-7-2-1

能養成反覆推敲的習慣，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完美，更具特色。

3-7-2-2

能靈活的運用修辭技巧，讓作品更加精緻優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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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寫作測驗評分規準
六級分：
六級分的文章是優秀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的特點：
※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當的材料，並能進一步闡述說明，
以凸顯文章的主旨。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完整，段落分明，內容前後連貫，並能運用適當的
連接詞聯貫全文。
※遣詞造句：能精確使用語詞，並有效運用各種句型，使文句流暢。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幾乎沒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
的錯誤。
五級分：
五級分的文章在一般水準之上，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的特點：
※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相關材料，並能闡述說明主旨。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大致完整，但偶有轉折不流暢之處。
※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語詞，並運用各種句型，使文句通順。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少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
誤，但並不影響文意的表達。
四級分：
四級分的文章已達一般水準，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的特點：
※立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料，尚能闡述說明主旨。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稍嫌鬆散，或偶有不連貫、轉折不清之處。
※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語詞，文意表達尚稱清楚，但有時會出現冗詞贅
句；句型較無變化。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
錯誤，但不至於造成理解上太大的困難。
三級分：
三級分的文章是不充分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列的缺點：
※立意取材：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料，但選取的材料不甚適切或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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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夠充分。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鬆散，且前後不連貫。
※遣詞造句：用字遣詞不夠精確，或出現錯誤；或冗詞贅句過多。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
錯誤，以致於造成理解上的困難。
二級分：
二級分的文章在各方面的表現都不夠好，在表達上呈現嚴重的問題，除了有
三級分文章的缺點，並有下列的缺點：
※立意取材：雖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料，但所選取的材料不足或未
能加以發展。
※結構組織：結構本身不連貫；或僅有單一段落，但可區分出結構。
※遣詞造句：用字、遣詞、構句常有錯誤。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不太能掌握格式，不太會使用標點符號，且
錯別字頗多。
一級分：
一級分的文章顯現出嚴重的缺點，雖提及文章的主題，但無法選擇相關題
材、組織內容，並且不能在文法、字詞、及標點符號的使用上有基本的表
現。這種文章具有下列的缺點：
※立意取材：僅解釋提示；或雖提及文章主題，但無法選取相關材料加以
發展。
※結構組織：沒有明顯的文章結構；或僅有單一段落，且不能辨認出結
構。
※遣詞造句：用字遣詞有很多錯誤或甚至完全不恰當，且文句支離破碎。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完全不能掌握格式，不會運用標點符號，且
錯別字極多。
零級分：
使用詩歌體、完全離題、只重抄題目或只抄寫說明、空白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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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計分方式

狀況一
狀況二
狀況三
狀況四
狀況五

評分者 A
5

評分者 B
4

複閱者

5

5

5

2

4

平均分數
4.5

最後分數
5

5

5
4

5

3

4

4

2

6

5

5

5

3

1

2

2

0

1

0

0

0

0

2

3

2.5

3

0

0

0

0

0

0

?

討論決定

4

1. 狀況一：
兩個評分者評定結果相同或只相差一級分，考生最後所得的級分為兩個評
分者給分的平均後進位。
2. 狀況二：
兩個評分者給分相差兩級分以上，而複閱者的給分落在兩個評分者給分間
時，最後分數以複閱分數決定。
3. 狀況三：
兩個評分者給分相差兩級分以上，而複閱者的給分落在兩個評分者給分的
兩邊時，考生最後所得的級分為複閱分數與較接近的評分者給分平均後進
位。
4. 狀況四：
兩個評分者的給分中只有一個為零級分時，若複閱分數亦為為零級分，則
該考生最後分數為零級分；若複閱分數不是零級分，則以複閱分數及另一
位非零級分之評分者給分的平均後進位為該考生最後級分。
5. 狀況五：
若兩個評分者和複閱者的給分皆為零級分，則該考生最後分數為零級分；
若複閱者仍無法決定，則再交由疑問卷處理小組討論其最後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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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Student’s Expectation on Rating
of Teachers Influences Their
Rating Behaviours?
Abstract
Despite considerable disparity as to its value and practice, 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 is a common practice for almost every university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when accountability is centre stage and there are few alternatives available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 may be employed in various focus-of-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 One essential practice to ensure its value
i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mindsets in responding to the evalu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behaviours in responding to teacher evaluation. It postulates and confir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s and behaviours based on expectancy theory.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used; the former, in the
form of focus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extract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behaviours towards the responding process, and to construct the questionnaire. It was then presented as a students survey (N = 1,235) by a privat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s and behaviours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influence directly impacted their engagement/disengagement in the process and indirectly affected their rating consideration on learning relevant factors (class content & teacher) or less relevant ones (grade,
course loading, & pass/fail). Students in their 3rd year seem to possess less faith in
evaluating teachers than their 1st year counterpar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ile it is
often overlooked in the rating process, the preparation of students to engage in the rating process is as essential as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y of the rating scales.
Keywords: assessment perceptions and behaviours, expectancy theory, 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 substantive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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