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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的進步，使得網際網路的用戶逐年遞增，相信大家對電

腦的使用一定不會感到陌生吧。網際網路能有如此高的普及率，正是

因為它所帶來之便利性；而它的便利性，讓使用者可以在不受「時間」

與「空間」之限制下，利用即時通訊系統、電子郵件、網路論壇、電

子佈告欄⋯等之傳播方式與親友或其他網路使用者進行溝通與聯繫，

這也縮短了彼此在空間上距離，並增加了時間與空間運用上的彈性與

變化。 

學生對於自修書籍一定不陌生，因為每當要參與重大考試時或增進

自身的學業時，學生們都會相約至坊間書局購買自己所需要之自修書

籍，自修書籍對於學生有如聖經一般，因為裡面有著自己所需之知識，

學生便可藉由自修書籍來增進知識與能力，但是坊間的自修書籍通常

價錢頗高，對於學生而言也是一種負擔。 

而本研究之線上學習與測驗網站，便是為了許多學生而設計的；他

們可以在網站上得到所需的相關資料，亦能接受和傳統紙筆測驗截然

不同的線上測驗。 

傳統的測驗型態，大多數是以文字、圖形的紙筆測驗方式為主；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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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電腦技術的快速發展，試題已經可以在電腦上以電子題庫之方式出

現了。另一方面，配合資料庫的使用，亦可建置線上測驗系統，這樣

在試題的維護及管理上也會顯得更容易些。建構於網際網路上的學習

環境已趨日漸普及且越來越完善，目前大部分的線上學習系統著重於

教材資源的建構與學習環境的設計，對於一個完整的線上學習系統來

說，讓學習者有效地學習並且客觀地測驗其學習成果，更是一個不可

或缺的環節；因此，在網際網路上的測驗就顯得更加重要了。網際網

路跨越時空限制，再加上資訊流通與分享的特性，使得線上學習除可

能輔助遠距教學外，亦能達到資源共享之目標。 

 

1.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旨針對目前線上學習系統普遍缺乏測驗之功能，對學生自

學效果缺乏回饋故我們希望透過在學校之所學，再加上網際網路所帶

來之便利，進而發展一個建構在網際網路上的電腦化測驗，讓學生可

以不受到「時間」與「空間」等因素限制，隨時隨地的透過網際網路

進行學習與練習。根據上節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下： 

 

一、 建構「管理學線上學習與模擬測驗網站」，以提供考生進行

管理學之線上學習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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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名詞釋義 

與本研究相關之專有名詞詮釋如下： 

遠距評量系統 

本研究中所提及的遠距評量，係指透過網際網路作為介面的一種評

量方式；而本研究所開發的遠距評量系統，是指以 Web-based 為主的

一種線上測驗系統（李台玲，2001）。 

線上測驗（on-line test） 

本研究中所提及的線上測驗，係指線上成就測驗；而測驗的試題類

型，僅限於包含四個選目的單一選擇題（周文正，1998）。 

線上學習（e-Learning） 

線上學習（e-Learning）是一種透過網際網路工具來學習或訓練的

方式（包明叡，2004）。 

線上題庫 

使用者以Web Browser為使用介面，教學使用者可以藉由網路在線

上進行試題收集、修改所收集的試題等功能，以作為教師日後出題的

參考依據（李台玲，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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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 （reliability） 

信度就是指测量數據和结論的可靠性程度，也就是說测量工具能否

稳定地測量到它要测量的事項的程度（于鴻福、田祖武，2004）。 

效度 （validity） 

 效度就是正確性程度，即測量工具在多大程度上反映了我们想要

测量的概念的真實含義，效度越高，即表示测量结果越能顯示出所要

测量的對象的真正特徵（于鴻福、田祖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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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確定問題與研究目的

建立研究範圍與研究構面 

建置系統 

評估系統效能

建立本研究理論架構 

結 論 

1.4 研究流程圖 

 
 
 
 
 
 
 
 
 
 
 
 
 
 
 
 
 
 
 
 
 
 
 
 
 
 
 
 
 
 
 

圖 1-1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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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 1 題庫的意義 

傳統的出題方式都是以人工來出題，每一測驗都要出題一次，不

僅耗費時間，同時也讓出題者花費大量的心力。現今隨著網際網路科

技與電腦的成長進步與發展，有越來越多的線上模擬測驗網站隨之出

現，其發展也日漸符合考生的需求，而一個線上模擬測驗網站最重要

的就是要擁有一套完善的線上測驗系統與完整的題庫。因此，一個測

驗系統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題庫系統來相互撘配與支援。 

在此我們蒐集一些專家學者對於題庫的定義（侯妤青，2001）：  

 

  一、題庫是一群方便使用的題目之集合體（Millman & Arter ,   

1984）。 

  二、其建立的題目數量是任何所需場合的數倍以上（洪碧霞，  

1990）。 

  三、題庫內的題目都要有一定的品質水準（Booth,1983）。 

  四、必須對建立之題目難度參數做量尺化。（Mead,1981） 

五、依據測驗的內容的特性而加以分類的一種試題之組合（Hsu ＆ 

Sadock,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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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庫不單只是一堆試題的集合體而已，而是經過專家學者們的分

析、歸類、評鑑與審查後，所集合起來的組合體，並且有日漸走向電

腦化的趨勢。 

題庫的建立，大部分是依據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其內容編寫而

成的，它的建立過程，可以分成下列十一個步驟（許擇基、劉長萱，

1992）： 

一、試題的編寫：首先必須像傳統紙筆測驗般地編製大量試題，

當試題撰寫完成後，須邀請專家學者們就試題進行審查，確認

該試題是否能符合內容的要求。 

 

二、預選試題：預選試題時，必須建立在同一標準上來挑選才行，

否則試題間將無法比較或延用。 

 

三、試題的校準與銜接：必須考慮試題的性質來選擇適合的模式

分析資料。就選擇題而言，大多以四個參數的單選模式最適

合。決定好適當模式後，便可採用適當的電腦程式（如：

BILOG3）進行試題參數與考能力參數的評估適合度分析，此

動作稱為校準。試題經過校準後才可以保留在題庫之中。 

 

四、更新題庫：一個完整的題庫系統其特色是包含題數相當充分

的試題、難度分佈均勻、猜測度愈小愈好等。而題庫裡的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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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用之後，都必須有詳細的記錄，來作為日後校準時的依

據。如此可以確保題庫之素質能夠不斷地提升，也能避免考生

因為過度熟悉考古題而喪失測驗的意義。另外，也可以依測驗

目的和使用題庫之目的，在每次施測前，重新編排組合試題，

以方便未來的使用。 

 

五、試題編輯：如果題庫的素質很高，則從題庫中抽取試題來編

製一份測驗，便會很容易。編製試題的方式眾多，而大多數是

以測驗目的為主。往往是由題庫的建構者依據專家學者們對試

題的屬性和概念等分類後，再給予其題目一個電腦編碼，並撰

寫在電腦程式中，以便日後方便選取、查閱與修正之作業。因

題目的數量過於龐大，現在通常都是仰賴電腦的幫助來編印試

卷。 

 

六、評估測驗品質：我們可用一些試題反應理論所適用的電腦程

式（如：BILOG3）來對新編製的測驗預測其特性。例如，電

腦程式可利用所選取試題的難度和猜測度的估計值，來計算出

試題參數估計值的平均值、信度估計值、測驗訊息期望值和各

種資料等，以便讓題庫編製者來判斷所編測驗的成效。 

 

七、測驗是否達預期的水準：根據第六步驟的資料，來判斷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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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測驗是否有達到理想值：如果達到，則進行第八步驟；如果

未達成理想值，則退回到第四步驟，重新更新試題再來。 

 

八、執行考試：施測時應該在進入測驗的前一個畫面出現指導語、

考場規則與注意測驗情境事項等，讓使用者能在此畫面調整自

己的步調。 

 

九、評分：在經過考試後的使用者作答資料。 

 

十、決策：此步驟主要將在上述評分與試題評鑑的結果，一方面

作為施測者甄選學生，判斷該名學生是否在此測驗合格之依

據；一方面能讓題庫的系統建構者再拿來進行再次校準的資

料。 

 

十一、研究與評鑑：透過每次測驗完畢後，針對試題與考生能力

參數進行校準，以評鑑試題品質的好壞、試題內容是否有偏差

（如：是否有利於某種族群的考生）、以及診斷學生的作答資

料是否有不尋常或找出學習有誤差的部份等，這種不斷研究與

評鑑的過程，正是題庫所提供的特色。 

 

因此題庫是一個題目數量擁有數倍於任何測驗場合的題目組合。

但是要建立一個數量足夠且品質兼顧的題庫，是需花費大量的時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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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成本。但是對出題者而言，線上模擬測驗中的題目數量是愈多愈

好，不只是選擇的題目較多，也能使重複出題的機率減少至最低，而

這樣的題庫系統不只將實用性大大的提升，也可以容易測驗出學習者

的學習成果。而且題目中若能提供試題的難易度，章節內容則更有利

學習者複習內容，出題者也能鑑別出學習者的學習程度為何。 

 

2. 2電腦化測驗 

將傳統的測驗以電腦化的方式應用主要可分二個方向，一是建構

測驗，也就是題庫的建立；二是測驗實行，也是就是以電腦作為測驗

的媒介來施行測驗。電腦由於具有快速資料處理的優點，可以對測驗

紀錄、統計、分析與測驗結果做統整分析，因此電腦化的測驗就被廣

為研究（李連順，1999）。 

一般的電腦化測驗分為二種類型；一為電腦化適性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AT），一為電腦輔助測驗（Computer Assist Instruction, 

CAI）（簡瑞華，2001）。 

一、 電腦化適性測驗（Compr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AT） 

電腦化適性測驗的原理是電腦自動從題庫中選取適合受試者

程度的試題來施測，找的方法就是適性測驗的選題策略及判斷某

題目是否符合某受試者能力水準的方法（何榮桂、陳麗如，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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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電腦適性測驗，可以提供適合個別差異的試題，應試者不

須像傳統測驗一樣作完所有題目，因此可以縮短應試時間，減輕考

試負擔，換言之，也能提高複習的時間，改善自我學習效果。目前

雖已發展出許多不同的適性程序，然而大抵根據下列步驟來實施

（何宗賢，2001；Hsu & Sadock, 1985；Hulin &Drasgow &Prasons, 

1983）： 

（一） 在呈現第一個題目之前先約略估計受試者的能力。起始能

力的估計可由受試者自己選擇，或根據其他與受試者有關

的資料（如：年級、成就分數或其它測驗分數等的加權）

來估計。另一種方式是不對受試者做起始能力的估計，而

在施測前假定所有的受試者皆為中等能力。 

（二） 然後電腦即從題庫中選擇一個適合或最接近受試者之起始

能力的題目加以施測。 

（三） 受試者對所呈現的題目加以反應。電腦隨即對受試者的反

應加以評定「對」或「錯」之後，受試者的能力水準又重

新估計，也就是成績的計算。 

（四） 如果受試者被估計的能力已計算出結果，或是達到一個預

先設定的終止標準時，測驗即結束。否則，測驗又從第二

步驟重新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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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化適性測驗有如下的優點（何榮桂、陳麗如，1998） 

（一） 是經濟且有效率 

應試者不用做完所有題目，因此可以縮短應試時間，

減輕考試負擔，對施測者而言也相對的有效率。 

（二） 具個別化的測驗 

可針對不同應試者的能力，提供不同的題目及題數，

因此施測的時間可依個別的需求而有所不同。換言之，電

腦化適性測驗是可針對應試者的能力水準出題，因此應試

者所做的題目較能符合其能力水準。 

（三） 施測情境較標準化 

電腦化適性測驗因需在電腦環境中施測，考試規則、

指導語或其它說明皆可由電腦呈現，可將人為因素影響的

情況降至最低。 

（四） 解決傳統測驗上限及下限的問題 

傳統的測驗方式，屬於齊頭式的平等，所有的應試者

不管能力的高低，均要使用同一測驗試題。測驗的結果就

可以斷定所有應試者的能力水準是一樣的，得零分是否也

是如此。傳統測驗的結果，不管是用原始分數或是標準分

數，都容易造成以分數來決定應試者力的全有或全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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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實上，滿分不代表完全精熟，零分也不表示都不精熟。 

二、 電腦化輔助測驗（Computer Assist Instruction, CAI） 

電腦輔助測驗是把傳統的考試方式轉移到電腦中，讓受試者

藉由電腦來進行考試。而電腦輔助測驗具有選擇組合試題、易於

產生試題及共享題庫等效用。何榮桂(1990)也認電腦輔助測驗具提

高測驗效率、減少測驗時間及獲得額外測驗資訊等優點。目前許

多電腦輔助測驗已利用試題反應理論來發展電腦化適性測驗系

統。  

以電腦網路測驗呈現情境式題目具有以下之優點： 

（一） 配合動畫、視訊可使題目以動態方式呈現。 

（二） 可呈現情意取向的題目，而利用影片、圖形或動畫，甚至   

聲音予以呈現，探測使用者資訊科技之態度。 

（三） 程式語言的試題可直接在上面編譯，即時得到答案，如此 

可測知受試者之能力。 

（四） 可直接測驗受試者上機使用電腦各項應用軟體的能力。 

近年電腦網路蓬勃發展，大學院校之校園網路趨於完整且深入學

生日常生活，因此電腦輔助測驗更有走向電腦輔助測驗的空間與趨

勢。電腦輔助測驗可利用電腦呈現出以往紙筆測驗所作不到的試題呈

現形式，並藉著網路互動的特性，學習系統及課程設計者應提供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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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回饋的管道，讓他們表達對學習環境、進度、方式的意見。因此本

小組選擇決定使用電腦輔助測驗的形式來作為本系統的架構。 

 

2.3 網路架構與訊息傳遞 

在一個網路環境上，如果用電腦和通訊介面等設備，就可以和全世界

有相連結之網路系統互通文字、影像、圖形等資訊，甚至互通視訊資

料。 

網際網路起源於美國國防部六十年代的研究計畫，後來廣泛為學術研

究機構所應用，並且快速的發展，建立了許多應用方式，使用族群迅

速擴張到世界各地。到九十年初期，美國國防部解除了網際網路不能

商業應用的限制，網際網路的應用便開始在商業界更快速的展開，應

用的方式也有了更多的變化（陳新豐，1999）。 

本研究的線上測驗系統是建構在網際網路之環境上，下面簡單的描述

本研究所用網路三層式主從架構及資料庫與Web訊息傳遞來說明。 

 三層式主從架構資料庫技術：這架構主要在用戶端和伺服器端在加

上一層中介層，成為三層的主從架構（Client/Server）。再這三層

的架構下，用戶端使用標準的通訊協定（如：TCP/IP）與中介層溝

通；中介層使用標準的資料庫通訊協定或是資料庫中介軟體與後端

的資料庫溝通（溫賢發、謝健仁、陳振南譯，1999）。三層式主從

架構邏輯層的架構如圖 3-2，各層的任務有包含主要位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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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 

Apache/PHP 

元件/MTS 

資料庫

處理邏輯層 

資料服務層 

的資料展現層（Presentation Tier）、包含操作資料的處理邏輯層又

稱商業邏輯層（Functionality/Business Tier）以及供應資料存取的服

務的資料服務層（Data Tier）（黃朝恭，2000）。 

由圖 3-2得知，處理邏輯層透過MTS（Microsoft Transaction Server）

處理資料庫，並利用結構化查詢語言（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簡稱 SQL）來處裡資料，也就是說他利用一些簡單的句子構成基本

的語法來存取資料庫內容。SQL為非程序性語言（non-procedural），

它本身並不能單獨存在，需要依照每一行程式順序處裡許多的動作

來存取資料庫（黃朝恭，2000）。 

 

 

 

 

 

 

 

 

 

圖 2-1三層式主從架構邏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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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會員中心 管理者登入 線上測驗系統 下載專區 

登
入

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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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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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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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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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內容 討論區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網站架構圖 

 
 
 
 
 
 
 

 
 

 
 
 
 
 
 
 
 
 
 
 
 
 

圖 3-1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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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工具 

此系統建置在網頁伺服器及資料庫上，為方便大眾使用，以最少軟

體需求為考量重點，利用網際網路實施管理學線上測驗，其內容將如

第四章第一節描述，使用之作業系統為Windows 2000 server，網頁使

用語言包含 HTML、CSS、PHP和 Java script，而系統則大多是使用 PHP

存取資料庫，資料庫使用架構為MySQL。 

資料庫中幾個重要資料表欄位名稱及詳細資料如 3.3節所示，我們

的網站依使用者需求，分成各個功能選單，進行網頁設計，使用者瀏

覽器將透過 TCP/IP通訊協定及資料庫連結登入系統，再使用線上測驗

系統。 

3.3資料庫欄位 

欄位名稱 型態 長度 內容 

note_id 文字 10 討論區編號（主索引）

note_name 文字 10 討論區姓名 

note_ip 文字 20 討論區 IP位址 

note_subject 文字 30 討論主題 

note_content 文字 50 討論內容 

note_date 日期  討論日期、時間 

表 3-1：討論區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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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型態 長度 內容 

admi_id 文字 10 管理者編號（主索引）

admi_name 文字 20 管理者帳號 

admi_password 文字 20 管理者密碼 

表 3-2：討論區管理者資料表 

 

欄位名稱 型態 長度 內容 

mem_id 文字 20 會員帳號（主索引） 

mem_password 文字 20 會員密碼 

表 3-3：討論區會員資料表 

 

欄位名稱 型態 長度 內容 

ask_id 文字 10 發表編號（主索引） 

ask_subject 文字 20 發表主題 

ask_name 文字 10 發表者姓名 

ask_sex 文字 1 發表者性別 

ask_mail 文字 30 發表者電子信箱 

ask_content 文字 255 發表內容 

ask_date 日期  發表日期 

表 3-4：發表資料表 

 

欄位名稱 型態 長度 內容 

ask_id 文字 10 發表編號（主索引） 

res_id 文字 10 答覆編號（主索引） 

res_subject 文字 20 答覆主題 

res_name 文字 10 答覆者姓名 

res_sex 文字 1 答覆者性別 

res_mail 文字 30 答覆者電子信箱 

res_content 文字 255 答覆內容 

res_date 日期  答覆日期 

表 3-5：答覆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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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型態 長度 內容 

mem_id 文字 20 會員帳號（主索引） 

mem_password 文字 20 會員密碼 

mem_name 文字 10 會員姓名 

mem_sex 文字 2 會員性別 

mem_birthday 文字 20 會員生日 

mem_address 文字 50 會員地址 

mem_phone 文字 30 會員電話 

mem_mail 文字 50 會員電子信箱 

表 3-6：會員資料表 

 

4.9資料庫關聯圖 

 

 

圖 4-5：資料庫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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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方便一些要參加研究所碩士班考試的考生，協

助他們熟悉管理學作答。因此我們非常關心使用系統時的便利性及準

確度，所以我們另外設置了一個留言版，讓使用者使用過此系統後，

無論有任何批評、指教，都能有效的傳達給我們。並以此做為我們修

改及維護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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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流程與實作 

4.1 電腦軟硬體設備 

以下為我們建議使用的軟、硬體設備和使用者備配的最低需求。 

一、 網頁伺服器端設備及軟體 

1. 中央處理器: Intel Core 2 Duo E6320 

2. 隨機存取動態記憶體: 2 GB 

3. 硬碟及傳輸介面: Serial ATA 250 GB 

4.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 server  

5. 資料庫管理: MySQL 

二、 使用者端設備及軟體需求 

1. 中央處理器: Pentiumu  M 1.6 

2. 隨機存取動態記憶體: 512MB 

3. 硬碟及傳輸介面: 60GB 

4.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SP2 

  5. 瀏覽器軟體:Internet Explorer 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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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施測流程 

我們就管理學線上模擬測驗系統敘述如下（圖 4-1） 

不
符
合 

開始 

連接網站 

輸入帳號密碼 

檢查帳密 

符合 

選擇開始測驗 

顯示試題說明 

開始測驗 

倒數計時 

測驗結束 

顯示成績 

結束 

圖 4-1 施測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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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入管理學線上教學與模擬測驗網站，會在導頁的左上方看到登

入的功能，輸入正確的帳號與密碼即可登入。（圖 4-2） 

 

圖 4-2 網站首頁使用者登入 

二、 登入完成後，可點擊畫面右上方的管理學線上模擬測驗系統，則

會跳出一個新視窗，也就是我們模擬測驗的首頁。（圖 4-3） 

 

圖 4-3 測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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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擬測驗的首頁有包含答題的注意事項、試題說明、開始測驗及

離開系統。（圖 4-4） 

 

圖 4-4 測驗畫面 

四、  進入管理學線上模擬測驗畫面，在畫面的右上角是剩餘的測驗

時間，需選擇其中一個選項即可進入下一題。（圖 4-5） 

 

圖 4-5 實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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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當答題完畢後，在畫面右下角的結算成績鈕已變成可點擊之按

鈕，點擊之後即可結算成績。（圖 4-6） 

 

圖 4-6 測驗結束畫面 

六、 當測驗時間結束，即結束測驗。（圖 4-7） 

 

圖 4-7 時間結束，即將進入結果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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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當測驗結束後，進入結果畫面即可得知當前測驗成績。（圖 4-8） 

 

圖 4-8 結束測驗並計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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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未來發展方向 

5.1 結論 

本研究之管理學線上模擬測驗系統所需之軟硬體如第二節所述，這

些規格相信對大多數使用者來說應不會造成困難。我們請一些熱心的

同學幫助我們做系統測試，亦請指導老師給予我們許多建議及需要改

進的地方。 

管理學線上模擬測驗系統之題庫總共有五百題，所有的題庫都是收

集各校歷屆之管理學考古題，由於當前研究所的管理學之考試考題逐

漸以偏向以選擇題為主，反之申論題減少，因此本系統之題庫都已選

擇題為主，這樣可使考生熟悉試題狀況，而系統在每次測驗時都會隨

機把題目打散，以亂數的方式出題，不僅不會因為章節引導而容易寫

出答案，還能真正的測試出應試者的能力，雖然電腦應試還不能完全

像筆試，但畢竟在此方面的確是方便了許多，而且隨著環保意識的影

響，能少用些紙張對我們的地球也是最大的愛護。 

 我們的網站提供了許多功能，例如:行事曆、檔案下載和討論區。

我們可在行事曆中安排學習與測驗之進度，讓使用者方便規劃自已的

學習時間。檔案下載的部份，可以讓使用者下載想要學習的章節，不

用再由模擬測驗中學習。討論區可做為我們網站內所有使用者溝通與

交流的空間，使用者可以在裡面發表對於題目的個人見解，也可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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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相信我們的使用者都會熱心的回覆。 

而系統方面在大家熱心的幫助下，也將許多問題一一的改善。例

如：試題的文字大小、答題的時間、網頁外觀還有上線人數⋯等等。

我們的系統之前因程式語法不完善，造成試題的文字大小及答題時間

錯亂，網頁外觀的部份則是一直以簡單便利為我們的主軸在進行，而

在上線人數的限制，經由我們重覆的測試，我們伺服器所能承受的最

大上線人數約為 15 人。 

 

5.2 未來發展方向 

電腦軟硬體的發展速度很快，測驗理論的研究也日趨完善，各種測驗

工具將會蓬勃發展，線上測驗將會受益於網路技術的發展而更加完

備。從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們認為以下幾點可以做為未來研究的方向。  

一、研究題目共享的可能性，如此可發揮團體合作的功能，讓大

家分享試題，減輕出題負擔。 

二、增加大量題庫，並推廣至全國教育單位，協助資訊融入各科

教學。  

三、增加手動選題製作試卷，讓系統能依使用者需求產生試卷。  

四、建立整批上傳試題及帳號模組，方便使用者大量新增試題及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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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更方便的題庫查詢與建立界面，配合目前教科書版本與單元，

設計更具親和力的介面，讓操作者更容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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