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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係利用 TASA 2007 高中二年級學生之共同問卷，採用試

題反應理論多元化計分模式之改良式等級反應模式進行高二學生的學習

態度分析，並進一步根據受試者不同變項進行差異試題功能(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簡稱 DIF)檢驗。 本研究結果如下： 1.本測驗符合單向

度假設檢定，適合以 IRT 等級反應模式作分析。 2.對所有受試者而言，

最難做到的部分是「重複作練習」，最容易達到的部分是「遵守班上的

規定」。 3.所有試題都會因性別不同而產生 DIF；獨生子女與否的學習

態度測量結果上有 19%的 DIF 試題；家庭結構不同的學習態度測量結果

上有 66.7%的 DIF 試題；父親、母親或受試者出生地對學習態度幾乎不



具影響。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tilize the common scale of TASA 2007 

filled by the 11th graders to analyze the learning attitude of 11th graders by 

adopting the modified graded response model from polytomous scoring of IRT. 

What’s more, according to the responses of the subjects from different variants 

to do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 1.This test result 

corresponds to the unidimensionality assumption,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analysis using the IRT M-GRM. 2.To all the subject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s 

“repetitive practice,” while the easiest part is “obeying the class rules.” 

3.There exists DIF because of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all the questions— 19% 

for the variant of single-child; 66.7% for the variant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almost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for the birth place of the subjects or the subjects’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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