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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套以七年級數學領域整數加減運算能力指標為評量內容

的電腦適性診斷測驗，診斷出學生能力指標的學習成效。本研究首先分析

子技能及錯誤類型，採用證據中心的評量設計及貝式網路為推論工具，建



立能力指標知識結構，並依此結構命題，進行紙筆診斷測驗，測驗完成

後，再依順序理論建立電腦適性診斷測驗施測流程，以進行測驗及評估節

省題數之成效。 本研究發現：電腦適性診斷測驗施測的平均施測題數是

18.6 題，與紙筆測驗相比，平均可以節省 8.4 題。所以，本研究所提出之

電腦適性診斷測驗系統，驗證透過電腦科技，可達成「有教無類」的目

標。  

摘要

(英) 

Establishing a system to help Mathematics teaching activities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is the aim of the study. This system is composed of computerized adaptive 

diagnostic test system. Th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bayesian network, 

evidence-centered design in seven-year interger curriculum.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competence indicators of " interger " in seven -year compulsory 

curriculum. After analyzing the contents of textbooks, the structures of skill, and 

mistake type were constructed, and item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hem. Ordering 

theory structure analysis is used to decid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ose 

parameters used in the item bank for computerized adaptive diagnostic test system. 

Some findings are briefly outlined as follows:The number of items tested by 

students in the computerized adaptive diagnostic test system is 18.6 averagely. This 

system can save 8.4 items averagely, and the test-taking time is also saved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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