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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開發一套數位化適性題庫編輯模組
（Adaptive Itembank Editing Module, AIEM）
，AIEM
的設計主要是以模組化的概念建置於開放原始碼
的學習管理平台─MOODLE。AIEM 主要針對適性
化和試題互通性為主，發展成為一套支援 IMS QTI
（Question and Test Interoperability）試題交換標準
格式的匯入的編輯模組，使題庫的開發方面更為便
利。AIEM 模組的架構主要分為五個功能元件、三
個樣版、及資料庫，分別為「題庫編輯元件」
、「題
庫瀏覽元件」
、
「試題編輯元件」
、
「試題瀏覽元件」、
「分析轉換元件」
、
「題庫資訊樣版」
、
「試題資訊樣
版」、及「詮釋資料樣版」
。
關鍵詞：題庫編輯、IMS QTI、IRT、MOODLE

Abstract
We implement an Adaptive Itembank Editing Module
（AIEM）, and integrate AIEM with open sourc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MOODLE（Modular
Object 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AIEM is focus on adaptive test and interchange item
that is. based on IMS QTI. We try to develop itembank
editing module, which is more convenient to develop
itembank. The architecture of AIEM includes five
functional components, three templates, and one
database that are Itembank editing component,
Itembank browsing component, Item editing
component, Item browsing component, Analyses and
transform component, Itembank template, Item
template, and Metadata template.
Keywords: itembank, IMS QTI, IRT, MOODLE

1. 前言
適性化測驗將成為未來電腦化測驗的主流，然
而適性化測驗所仰賴的是需要龐大的題庫資源。本
文主要是建置一套能夠符合 QTI（Question and Test
Interoperability）標準且引入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 IRT）觀念的數位化適性題庫編輯
模組（Adaptive Itembank Editing Module, AIEM）。
AIEM 主要是要達到以下目標：
1.
與 MOODLE （ 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學習管理平台
結合的 Web-base 的數位化適性試題編輯模
組。
2.
以 QTI 標準的詮釋資料做為基礎結合試題反
應理論來管理試題庫。
3.
轉換試題為符合 QTI 標準格式的 XML 檔案，
並使其匯出達到試題再利用。
測驗和評量一直是教學過程中不可或缺的一
環，透過測驗的結果不但可以反應出學生對學習內
容了解的程度，提供學生自行參考或者讓教師掌握
學生的學習狀況，更可以利用測驗的結果達到能力
的判定，例如：托福考試。
電腦化測驗和傳統紙筆測驗有著許多不同特
性，然而使用電腦化測驗就字面上來說符合環保的
意識便是其中之一的優點，然而不止於此，電腦化
測驗也可節省測驗投入的成本、提供立即回饋訊
息、及提升工作效率等。電腦化測驗可在教育測驗
的領域裡，改善許多傳統測驗較難完成的工作。
在電腦化測驗中，適性測驗也是令人關注的研
究，在傳統的測驗中，相同長度與相同試題的試
卷，給予不同能力的學生進行測試，不但浪費時
間，也容易使能力較差的學生感到挫折。適性化測
驗能改善傳統測驗所造成的不便，但由於適性化測
驗需要針對不同的個人給予不同的試題，在傳統的
紙筆測驗模式中，實施適性化測驗有一定的困難所
在，較難普遍的使用適性化測驗[3]。在網際網路與
個人電腦發達的現在，適性化測驗的發展逐漸明
朗，教學者可以建立題庫讓學習者透過網際網路進
行線上測驗；而系統將會針對不同學習者的能力進
行選題，最終達到能力值的判定。
隨著數位學習的發展，學習管理系統發展也漸
趨於成熟，因受限於版權問題，AIEM 主要使用開
放原始碼的學習管理平台─MOODLE，並參照 IMS
QTI 標準和 IRT 觀念。

2. 文獻探討
此小節主要探討開發 AIEM 時所相關的文獻，
分為 IMS QTI、IRT、及題庫建置流程三個部分。

2.1 IMS QTI
IMS（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System）全名
為 全 球 學 習 聯 合 機 構 （ IMS Global Learning
Consortium）是一個非營利性的組織，主要在發展

和訂定教育與學習科技相關的各項規格，已有許多
制定的規格成為公認的標準，其所發表的 QTI，主
要描述考題、試卷、及評量結果之規格，目前最新
版本是 2.0 於 2005 年一月所發佈，它是以可延伸式
標籤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來
定義相關規格內容，此份 QTI 規格制定的主要目的
在於用以解決平台之間測驗資訊交換、管理、及搜
尋之問題，並達到不同平台間評量資源能彼此交流
和共享[11]。
QTI 規格主要分為下列兩個部分：
1.
ASI Model （ Assessments Sections Items
Model）：定義試題的類型、試題組成方式、
選題的方式、及成績計算方式等。
2.
Results Reporting：定義如何呈現學習者的測
驗結果。
QTI 規格書提供了高度的延伸性（extensible）
和客製化（customizable），所以一個特定的系統可
以容易快速地適應以及應用這種規格，相反地，也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而增加所必需的相關資訊。

2.2 試題反應理論
測驗理論（test theory）是一種解釋測驗資料間
實證關係（empirical relationships）的有系統的理論
學說，其發展測驗理論學者通常把它劃分成二大學
派：一為古典測驗理論（classical test theory）
，主要
是以真實分數模式（true score model）為骨幹；另
一為現代測驗理論（modern test theory）
，主要是以
IRT 為架構，試題反應理論始於 1990 年 Lord 發表
第一本以「試題反應理論」為名的專書後於是正式
正名，測驗學者逐漸以試題反應理論為現代測驗理
論的代表。這兩派理論目前並行流通於測驗學界，
但試題反應理論卻有後來居上，逐漸凌駕古典測驗
理論之上，甚至進而取代之勢[1]。
反應模式是以數學模式來表示受試者和能力
之間的關係。模式的分類若依據試題特徵曲線的呈
現方式，可以分為參數型試題反應模式與無參數型
試題反應模式；若以測驗資料的性質而定，也就是
以測驗計分方法的不同來分類，可分為二元計分、
多元計分、及連續資料等模式。參數型試題反應模
式較常用的是對數模式，有單參數（公式 1）
、雙參
數（公式 2）
、及三參數（公式 3）模式，每一種模
式是依其採用的試題參數的數目多寡來命名，適用
於二元化的反應資料：

pi (θ ) ：表示具能力 θ 的受試者答對第 i 個
試題的機率
a ：表示第 i 個試題之鑑別力參數
b ：表示第 i 個試題之難度參數
c ：表示第 i 個試題之猜測參數
常數 D 是為了讓試題反應模式接近於常態肩
形模式（normal ogive model）。單參數對數模式被
視為三參數對數模式的特例，因其假設猜測參數 c
等於 0 及鑑別力參數 a 等於 1 時，兩種模式便沒
有什麼差別了[2]。

2.3 題庫建置流程
數位化適性題庫編輯模組主要是提供一個適
性題庫的發展環境，並達到試題的共享性，在傳統
適性題庫的建置過程中，試題參數的收集主要以傳
統紙筆測驗的方式為主，在[9]的討論之中，證明也
可 以 藉 由 網際 網 路 的 方式 來 分 析 試題 的 各 項 參
數，因此本題庫編輯模組，捨棄傳統試題參數的收
集方法，在設計時使用網際網路為收集試題參數數
據為導向，重新規劃試題建置流程。圖 1 為數位化
適性題庫編輯模組題庫建置流程，由上而下，步驟
一到步驟四主要是在於建立題庫的資訊，描述題庫
的建置目的，且藉由雙向細目表的建置，預先規劃
題庫的內容。若以傳統的方式收集數據，在預試前
並不需要先行建置數位化的題庫，而是在預試之後
修正參數再建置數位化的題庫，因使在本系統將在
試題編製時提供參數的輸入，用以建立適性題庫，
並藉由網際網路的途徑來進行預試。
步驟一：決定測驗的目的
步驟二：確認所要測量的學習成果
步驟三：列出教材大綱
步驟四：列出雙向細目表
步驟五：命題、建置題庫
步驟六：試題參數分析
步驟七：預試
步驟八：審題、修題

圖 1 數位化適性題庫編輯模組題庫建置流程

e D (θ −bi )
………………….……
（公式 1）
在編輯題庫時首先要決定測驗目的，測驗的編
1 + e D (θ −bi )
Dai (θ −bi )
製計畫會因測驗目的的不同，而有不同的考量，因
e
pi (θ ) =
……………….……（公式 2） 此在進行測驗的規劃時，必需清楚測驗的目標為
1 + e Dai (θ −bi )
何，一般來說測驗的類型可分為四類，如表 1[7]。
e Dai (θ −bi )
pi (θ ) = ci + (1 − ci )
…….…（公式 3）
1 + e Dai (θ −bi )
pi (θ ) =

其中，i=1, 2,…, n，D=1.7
θ ：受試者能力值

表 1 四類成就測驗的特徵[7]

圖 2 MOODLE 系統模組[6]
接著必需確認所要測量的學習成果，一個測驗
所測量的學習結果，應能忠實地反應教學的目標。
基於此，編製測驗時首先要選定測驗所預測量的教
學目標，其次要使陳述目標的方式適合於測驗之編
製。在分析並陳述教學目標時，最適當的參考資料
是布魯姆等人所著的「教育目標的分類」。他將教
育目標分為認知的（cognitive）
、情意的（affective）
、
及動作技能（psychomotor）三大領域。其中認知領
域主要是關於智性的學習結果，情意領域是有關興
趣和態度的目標，動作技能顧名思義就是有關動作
技能的目標。在認知的領域當中又可分為六個主要
的範圍，分別是知識、理解、應用、分析、綜合、
及評鑑，由簡單趨向複雜。
雙向細目表的目的在於發現學習結果和課程
內容的關係，並訂出各不同領域之相對比重，以確
保測驗能測量到我們所預期之學習結果和教材的
代表性樣本，再依據雙向細目表來編製測驗試題，
配合特定的學習結果，並考慮到測驗的難度。

圖 3 為系統環境示意圖，伺服器是指一般架設
網頁的電腦，MOODLE 是指架設在伺服器之上的
學習管理平台，透過伺服器發佈於網際網路。教師
根據教案的教學目標來設計試題，然後再透過網際
網路與 MOODLE 裡的課程設計功能裡的測驗模組
進行編輯試題的工作，編輯結束後再利用 MOODLE
和伺服器進行溝通將資料儲存在伺服器裡的資料
庫當中。管理員（系統維護員）透過網際網路登入
到 MOODLE 學習管理平台之中，對於系統或題庫
進行管理的動作。

3. 適性題庫編輯模組分析
本模組藉由元件化的概念，試著設計一個數位
化適性題庫編輯模組，提供給需要建置適性題庫的
人員一個便利的工具，並結合試題的標準 IMS QTI
達到試題的再利用。

圖 3 系統環境示意圖
根據一些關於題庫編輯系統的文獻
[4][5][8][10]。歸納題庫編輯系統的功能必需達到以
下三點功能：
1.

試題的編輯：透過題庫編輯系統或工具，以文
字、圖形、聲音、動畫、及影片等方式來編輯
試題，並提供試題參數的輸入。

2.

試題再利用：提供匯出匯入檔案的功能，轉換
試題格式，達到試題再利用。

3.

審題和修題：當完成預試，搜集到受試者的反
應之後，可以藉由系統進行試題數據的分析，
並修改試題題目或是試題參數。

3.1 系統執行環境
圖 2 為 MOODLE 的系統模組[6]，在 MOODLE
平台裡主要有三大功能：網站管理、學習管理、及
課程設計。然而每項功能都是由許多模組所組成，
例如：在課程設計當中具有作業模組、課程模組、
及測驗模組等，本模組主要是配合課程設計功能裡
的測驗模組進行設計。

3.2 模組架構
圖 4 為 AIEM 的模組架構圖，根據主要分為五
個功能元件、三個樣版、及資料庫，分別為「題庫
編輯元件」
、
「題庫瀏覽元件」
、
「試題編輯元件」
、
「試
題瀏覽元件」
、
「分析轉換元件」
、
「題庫資訊樣版」、
「試題資訊樣版」、及「詮釋資料樣版」
。
以下針對各個模組與樣版做進一步的描述。
1.
題庫編輯元件：此元件主要負責題庫的新增、
修改、及刪除，包含了題庫的使用者介面，在
使用者點選選擇後針對所選進行動作，在新增
題庫時會先將題庫樣版匯入，提供使用者輸入
題庫的相關資訊，然後載入詮釋資料樣版，形
成介面供使用者輸入，接著再將資料匯入資料
庫儲存。在修改時會先呼叫題庫瀏覽元件進行
題庫的列表，然後根據使用者的選擇將題庫的
資訊從資料庫中提出再匯入題庫樣版，供使用
者修改，在修改完成後更動資料庫中的資料。
2.
題庫瀏覽元件：此元件主要的功能就是針對題
庫進行列表和基本的關鍵字搜尋題庫，在使用
者選擇瀏覽題庫後，可選擇列表或者是搜尋，
在選擇列表後，題庫瀏覽元件會將資料庫中的
資料提出並依照格式進行列表，若選擇搜尋，
則根據題庫樣版詮釋資料的資訊，提供關鍵字
的搜尋並回報搜尋的結果。
3.
試題編輯元件：此元件主要的功能為新增試
題、修改試題、及刪除試題並包含試題編輯的
介面，此模組一開始會載入試題樣版，形成介
面供使用者輸入試題，在輸入完試題後再載入
詮釋資料樣版，形成詮釋資料輸入的介面，然
後再匯入至資料庫儲存。若使用者選擇修改試
題，則會先行執行試題瀏覽元件，進行列表或
搜尋，在針對使用者的選擇，從資料庫中提取
資訊，與樣版結合形成介面提供給使用者修
改。
4.
試題瀏覽元件：此元件主要進行試題的列表和
搜尋，選擇列表後則直接從資料庫中提取資
料，根據試題樣版資訊將資料列出。若使用者
選擇搜尋，則會提供關鍵字的搜尋，並根據試
題樣版和詮釋資料的樣版的資訊進行資料庫
搜尋，在提供列表給使用者。
5.
分析轉換元件：此元件主要負責題庫的匯出與
匯入。在此模組中，將會先行執行題庫瀏覽元
件，在使用者選擇題庫再從資料庫中提取，並
根據 QTI 的格式進行轉換。若選擇匯入，則
會提供檔案上傳的介面，在檔案上傳後進行分
析，將資料轉換後匯入資料庫。
6.
題庫資訊樣版：此樣版主要是提供題庫的相關
資訊，例如：題庫編號、題庫名稱、及題庫描
述等。
7.
試題資訊樣版：此樣版主要具有兩個部份的資
料，分別為試題的類型和及其對應的試題資
訊，例如：選擇題、多選題、試題層次、試題

8.

反應模式、難度參數、鑑別度參數、及猜測度
參數等。
詮釋資料樣版：此樣版主要根據 QTI 的詮釋
資料規定製作。

圖 4 AIEM 模組架構圖

4. 系統實作
本節主要是描述題庫的相關實作，包括題庫建
置和試題產生兩個部分，在 UML 的圖形中，順序
圖主要是描述訊息的傳送、執行時間、及模組或元
件的關係，因此接下來的小節當中，將以順序圖和
系統實際執行畫面來描述數位化試題編輯模組。
題庫的操作主要是透過題庫編輯元件來進行
控制，在程式的部分，預先建立題庫的資訊樣版和
詮釋資料樣版，圖 5 為新增題庫的順序圖，藉由圖
5 可以看出，在題庫編輯元件開始進行時，首先呼
叫題庫資訊樣版之後再行載入，並形成介面提供輸
入相關的設定，接著會在進行呼叫，所呼叫的變數
已更改為詮釋資料的樣版，並載入詮釋資料的樣
版。

圖 5 新增題庫順序圖
圖 6 為試題資訊的輸入頁面，頁面中主要提供
題庫編號、題庫名稱、測驗目標、題庫簡介、及雙
向細目表的相關資訊。在題庫編號部分將由系統依
據資料庫的資料順序產生編號；題庫名稱提供一個

針對題庫簡單的命名，例如：作業系統期中考；測
驗目標提供對測驗的整體目標作一簡單的描述，例
如：此份試題為作業系統的種類和功能，藉由測驗
希望能使學生了解到自己對作業系統歷史的了解
程度；雙向細目表的欄位上，可以透過編輯工具中
的功能「表格」來達到繪製雙向細目表。

試題的產生主要是利用試題編輯元件來實
踐，如圖 8 所示，在新增試題時必需先行選擇試題
類型如圖 9，依據所選擇的試題類型動態的呼叫並
載入試題資訊樣版，如圖 10 為是非題樣版執行後
的畫面，然在再呼叫並載入詮釋資料樣版針對試題
填入相關的詮釋資料，詳細的詮釋資料樣版參照圖
7。

圖 8 新增試題順序圖

圖 6 題庫資訊輸入頁面
圖 7 為詮釋資料樣版載入後的執行結果，主要
提供八大項的標籤輸入，IMS QTI 的詮釋資料主要
是參照 IEEE LOM，取其中八大項的標籤。

圖 9 選擇試題類型

圖 10 是非題試題資訊
表 2 為各類型試題所需項目，此表針對各種試
題作分析，將試題可能的項目均考慮進來，並輔以
試題參數用以適性測驗施測時預先填入試題參數。

圖 7 詮釋資料輸入頁面

表 2 各類型試題樣版所需項目

能夠設定相關的參數值，增加題庫系統的靈活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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