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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A 社會科國小、國中段正式施測 

題目部分釋出 

壹、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庫簡介 

一、 背景與目的 

為了加入世界各國教育改革之行列，政府近年來致力於推動教育改革，期以整體提升國民之素質

及國家競爭力，為適應時代變遷與學生身心發展需要，各級學校教育課程應隨時改進。 

「九年一貫課程」是近年來教育部大力推動的政策，希望藉此教育政策之落實，改善傳統教育，

將教育水準提升到另一個境界。然而，全國各級學校學生之學習成效如何？國內長期缺乏各級學校學

生量化指標和標準化測量工具來檢視學生學習成就的表現及其差異，也無跨年段、跨學科之學生學習

成就長期性的資料庫，可提供國內專家學者或學術單位進行基礎性研究，以致無法確實瞭解課程實施

的成效，亦不利於課程發展之進行與相關教育政策之研擬。因此，2004 年 4 月 20 日教育部國民中小

學九年一貫課程推動工作小組第 43 次會議決議：「有關學生學習成就調查是本部研訂課程與教學政策

之重要參據，有必要進行常態性之資料建立。請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約集研究發展中心與中研院共

同規劃之。」教育部乃於 2004 年 5 月函請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7 年 8 月 26 日更名為國家教

育研究院籌備處）針對臺灣學生學習成就建立常態性之資料庫，作為教育部研訂課程與教學政策之重

要參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乃邀集相關單位、人員提出「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庫」建置計

畫。 

本研究結合國內大學院校、學術研究機構等學者專家之學術專長以及資深教師的經驗，建置臺灣

地區國小四年級、國小六年級、國中二年級、高中二年級與高職二年級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庫。其

主要目的如下： 

（一）建立國民中小學、高中及高職學生學習成就長期資料庫，以分析學生在學習上變遷之趨勢，進

而檢視目前課程與教學實施成效。 

（二）提供完整、標準化的學習成就資料，作為分析學生學習成就上差異表現變項資料，以評估學生

未來在學術方面能力之發展與社會期許。 

（三）瞭解國內學校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現況，作為課程與教學政策改進之參考。 



（四）以資料庫的量化資料，提供國內外相關研究人員，深入探討學生學習成就方面的相關政策議題。 

二、 資料庫設計內容 

資料庫設計內涵採分年建置的整體規劃方式進行。資料庫建置主要以學科屬性劃分，包含國語文、

英語文、數學、自然與社會五個科目（不含小四英語文及社會），再依其教育階段分為國小四年級、

國小六年級、國中二年級、高中（職）二年級。建置架構如下圖：  

 

 

本研究依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及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並參考各版本教科書內容

及國際試題，發展標準化成就測驗工具。每一學科依其學科領域考量不同測驗內容及題型，國語文科

增加作文測驗，英語文科增加寫說測驗。除發展各學科領域測驗評量工具，亦編製學生共同問卷，以

蒐集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相關因素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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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試題品質分析變項說明 

一、 科別：包含國語文、英語文、數學、自然、社會五科。 

二、 年級：包含小四、小六、國二、高二、高職二五個類別，代號分別為 4、6、8、11A、11B。 

三、 題本、題號：試題在原施測時所屬的題本及題號。 

四、 主題：試題所屬課程綱要中的內容主題。 

五、 能力指標：試題所對應的能力指標。 

六、 認知向度（層次）：各科別界定試題所屬的認知向度（層次）。 

七、 試題反應理論（IRT）試題參數： 

(1)鑑別度 a：a愈高表示鑑別度愈好，a值通常介於 0.5 ~ 2 之間。 

(2)難度 b：b值愈高表示試題難度愈難，答對人數愈少，b值通常在-3 ~ 3 之間。 

(3)猜測度c：c值愈高表示學生猜對的機率愈大，題目為4選1的選擇題，c值的理論值是0.25，

如果是 3選 1的選擇題，c值的理論值是 0.33。 

八、 古典測驗理論（CTT）試題參數： 

(1)通過率(p)：p =  100%×
答對人數

施測人數
  

試題通過率愈高，表示愈多考生答對此試題，也就是試題愈容易。 

(2)鑑別度(D)：       ：高分組通過率  ：低分組通過率 HD = p - pL Hp Lp

試題鑑別度愈高，表示試題愈能有效區別能力不同的學生，也就是試題的品質愈佳。 

九、 試題分析：試題分析提供教師或命題人員了解此題在測驗的內容及認知層次，並依據試題參數

提供內容回饋的訊息。 

十、 教學建議：依據試題內容的回饋，提供教師在有關此試題測驗的內容或主題關於教學上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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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試題品質分析 

一、 六年級正式施測題目試題品質分析 

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下列何處地形是因河川沖積而形成？ 

① 太魯閣峽谷 

② 宜蘭平原 

③ 臺東縱谷 

④ 苗栗丘陵 

能力指標 1-3-1 瞭解不同生活環境差異之處，並能尊重及欣賞其間的不同特色。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1.0274  b= 1.7238  c=0.1667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50   .26   .17   .07   .00      通過率:25.789   

------------------------------------------------------------- 

高分組       .36   .52   .09   .03   .00       

低分組       .56   .13   .19   .11   .00      鑑別度:0.3895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為能力指標「1-3-1 瞭解不同生活環境差異之處，並能尊重及欣賞其

間的不同特色」之試題，屬於「理解」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

解宜蘭平原是經由蘭陽溪沖積和地型升高造成的地形景觀。 

2. 試題品質佳，且未違反命題原則，整體通過率為25.789％，難度適合高

成就學生施測。通過率偏低可能是因國小階段的學生只會分辨臺灣的五

大地形（包括：平原、盆地、臺地、丘陵、山地），以及認識各地區的

主要地形景觀，未深入了解地形形成的原因，故無法推論「宜蘭平原是

經由蘭陽溪沖積和地型升高造成的地形景觀」。 

 

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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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利用「圖片」作為輔助課程講授的媒介，分別呈現河川上游、中游、

下游的景觀，讓學生藉由觀察「圖片」，探究河川作用與地形景觀之間的因

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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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地球上的東半球和西半球，以哪一條經緯線為界？ 

① 北回歸線 

② 南回歸線 

③ 零度緯線 

④ 零度經線 

能力指標 
1-3-4 利用地圖、數據、坐標和其它資訊，來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認知歷程向度 記憶 

IRT 試題參數 a=0.9880  b= 1.6130  c=0.1070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40   .11   .27   .22   .00      通過率:21.508 

------------------------------------------------------------- 

高分組       .26   .06   .24   .44   .00       

低分組       .46   .17   .27   .10   .00      鑑別度:0.3460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為能力指標「1-3-4 利用地圖、數據、坐標和其它資訊，來描述和解

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之試題，屬於「記憶」認知向度，旨在測量

學生是否了解如何判讀經、緯度。 

2. 試題品質佳，且未違反命題原則，整體通過率為21.508﹪，難度適合高

成就學生施測。通過率偏低可能是因「判讀經、緯度」此概念出現於國

小五年級上學期「認識臺灣地理位置」的單元，距離本資料庫施測時間

太過遙遠，學生已經產生「學習遺忘」的狀況。 

 

教學建議： 

教師在進行五下、六上、六下其他單元的教學設計時，可利用有標記經、

緯度的地圖輔助教學，加強各單元之間的連結，讓學生可以透過「圖像思

考」增進該單元的學習成效，同時能重複地學習「如何判讀經、緯度」，

以減少「學習遺忘」的狀況發生。 

  



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蘭嶼傳統的「半穴居」建築(如下圖所示)，是為了因應當地哪些氣候特徵

而建造？ 

① 強風、多雨 

② 高溫、多雨 

③ 高溫、強風 

④ 高溫、乾燥 

能力指標 
1-3-9 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度以及自然環境等因素對生活空

間設計和環境類型的影響。

認知歷程向度 高層次 

IRT 試題參數 a=0.5688  b= 1.2508  c=0.1754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29   .13   .40   .17   .00      通過率:39.937 

------------------------------------------------------------- 

高分組       .16   .08   .66   .09   .00       

低分組       .37   .19   .21   .23   .00      鑑別度:0.4526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為能力指標「1-3-9 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度以及自然環

境等因素對生活空間設計和環境類型的影響」之試題，屬於「高層次」

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解臺灣的氣候特色。 

2. 試題品質佳，且未違反命題原則，整體通過率為39.937﹪，難度適合高

成就學生施測。通過率偏低可能是因國小六年級學生將「半穴居」與「騎

樓」相互混淆，無法清楚分辨兩者之間的差異性。 

 

教學建議： 

教師在教學時可結合臺灣各地的建築風格 （例如：騎樓、半穴居、石板屋、

三合院等），和學生共同比較其形成原因、空間分布、時間變遷的差異性。

此外，為加強課程與實際生活經驗的連結，教師亦可舉行校外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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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參觀臺灣各地的建築風格，使學生有具體的經驗以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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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明鄭政權雖僅有 21 年，但對臺灣歷史卻有重大影響。鄭氏父子所帶來的影

響，最主要是下列哪一項？ 

① 將臺灣建設成反攻復國的基地 

② 將漢人的制度與文化帶入臺灣 

③ 徹底消滅外來族群，建立新國家 

④ 全面開發臺灣，奠定工業化基礎 

能力指標 2-3-1 認識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1.0248  b= 1.6753  c=0.3066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22   .39   .12   .27   .00      通過率:38.886 

------------------------------------------------------------- 

高分組       .16   .61   .08   .15   .00       

低分組       .25   .25   .19   .31   .00      鑑別度:0.3558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為能力指標「2-3-1 認識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之試題，屬於

「理解」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解明鄭政權對臺灣歷史的重大

影響。 

2. 試題品質佳，且未違反命題原則，整體通過率為38.886﹪，難度適合高

成就學生施測。通過率偏低可能是因錯誤選項的知識過於零碎，容易被

學生忽略。 

 

教學建議： 

1. 老師在教學時可強調明鄭時期的主要特徵，不需過度著墨於細節瑣碎

的部份，其他時期亦同，應凸顯其主要的特徵，以及具有關鍵性地位

的事件與人物，並探究其對臺灣的意義與影響。 

2. 當學生已初步認識臺灣各歷史時期後，教師可以「主題」為中心， 例

如：對外貿易、農業發展、文教建設等，進行跨時期的討論，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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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與變化，師生共同建構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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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1871 年 10 月有一艘日籍的船隻遭遇暴風，漂流到臺灣南部，受難乘客

上岸後誤闖當地原住民居住地因此慘遭殺害，日本遂派兵攻打當地原住民

部落。因為這次戰爭，清廷政府失去了對琉球的主權，並體認到臺灣海防

的重要，治臺態度轉為積極。」請問：上面的敘述是在描繪哪一個事件？

① 霧社事件 

② 中法戰爭 

③ 甲午戰爭 

④ 牡丹社事件 

能力指標 2-3-1 認識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認知歷程向度 記憶 

IRT 試題參數 a=0.7350  b= 0.1485  c=0.2273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25   .05   .11   .60   .00      通過率:59.853 

------------------------------------------------------------- 

高分組       .09   .00   .02   .89   .00       

低分組       .37   .12   .21   .29   .00      鑑別度:0.5979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此為能力指標「2-3-1 認識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之試題，屬於「記

憶」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解清領時期治臺政策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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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民間所供奉的「保生大帝」吳夵(ㄊㄠ)，相傳是一名精通天文地理、禮樂

醫術的儒生，後來辭官修道行醫濟世，由於醫術精湛，之後被追奉為仙。

渡臺先民們將這信仰從大陸帶來臺灣，並廣為祭祀。請問：民間祭祀保生

大帝的社會背景為何？ 

① 生番出草，求神保佑出入平安 

② 渡海風險高，祈求行船能平安 

③ 疫病廣流傳，希望能消災解厄 

④ 祈求風調雨順，農作有好收成 

能力指標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0.6869  b=-0.1975  c=0.1788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13   .12   .63   .11   .00      通過率:63.368   

------------------------------------------------------------- 

高分組       .03   .04   .91   .02   .00       

低分組       .22   .23   .31   .24   .00      鑑別度:0.6042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為能力指標「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之試題，

屬於「理解」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解臺灣民間祭祀保生大帝

的社會背景與歷史意義。 

2. 試題品質佳，且未違反命題原則，整體通過率為63.368％，難度適合中

等成就學生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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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發源於中國、而在漢人社會廣泛流傳的，是下列哪一個宗教？ 

① 道教 

② 佛教 

③ 基督教 

④ 天主教 

能力指標 4-3-2 認識人類社會中的主要宗教。 

認知歷程向度 記憶 

IRT 試題參數 a=0.6289  b= 0.0661  c=0.1945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59   .30   .07   .04   .00      通過率:59.158   

------------------------------------------------------------- 

高分組       .89   .09   .01   .00   .00       

低分組       .26   .45   .19   .11   .00      鑑別度:0.6379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此為能力指標「4-3-2 認識人類社會中的主要宗教」之試題，屬於「記憶」

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解漢人社會主要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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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法律條文應經過立法院三讀通過，還要由誰公布才能正式生效？ 

① 總統 

② 大法官 

③ 立法院長 

④ 行政院長 

能力指標 6-3-1 說明我國政府的主要結構與功能。 

認知歷程向度 記憶 

IRT 試題參數 a=0.3626  b= 1.2620  c=0.1511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43   .14   .30   .13   .00      通過率:43.458 

------------------------------------------------------------- 

高分組       .65   .06   .22   .07   .00       

低分組       .22   .24   .36   .18   .00      鑑別度:0.4253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為能力指標「6-3-1 說明我國政府的主要結構與功能」之試題，屬於

「記憶」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解我國政府的主要結構與功能。

2. 試題品質佳，且未違反命題原則，整體通過率為43.458﹪，難度適合高

成就學生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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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當立法委員沒有善盡職責時，人民可以採取下列哪一種方式免除其擔任立

法委員的資格？ 

① 選舉 

② 罷免 

③ 創制 

④ 複決 

能力指標 6-3-3 具備生活中所需的基本法律知識。 

認知歷程向度 記憶 

IRT 試題參數 a=0.8177  b=-0.0794  c=0.1390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24   .60   .05   .11   .00      通過率:60.273 

------------------------------------------------------------- 

高分組       .08   .86   .00   .05   .00       

低分組       .45   .27   .13   .15   .00      鑑別度:0.5916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為能力指標「6-3-3 具備生活中所需的基本法律知識」之試題，屬於

「記憶」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解民主制度下的政治參與形式。

2. 試題品質佳，且未違反命題原則，整體通過率為60.273﹪，難度適合中

等成就學生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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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6 

試題內容 

有一家外商想要在臺灣開闢大型的購物中心，他應選擇下列哪一個地點興

建，才最有可能創造最大的利潤？ 

① 工資便宜的地方 

② 農漁貨品的產地 

③ 名勝古蹟的景點 

④ 鄰近都會的地區 

能力指標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量本土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認知歷程向度 高層次 

IRT 試題參數 a=0.4832  b=-0.5315  c=0.1218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22   .04   .09   .65   .00      通過率:64.789   

------------------------------------------------------------- 

高分組       .10   .01   .01   .87   .00       

低分組       .35   .11   .17   .36   .00      鑑別度:0.5095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為能力指標「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量本土的自然和人文特

色」之試題，屬於「高層次」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解產業區

位的概念。 

2. 試題品質佳，且未違反命題原則，整體通過率為64.789％，難度適合中

等成就學生施測。 

 

  



二、 八年級正式施測題目試題品質分析 

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下圖為中國 2004 年 3 月到 2005 年 10 月的貿易收支圖。中國在 2004 年 3 月以

後的這段時間，其貿易發展具有下列哪項特色？ 

 

 
 

① 大多呈現入超 

② 大多呈現出超 

③ 貿易收支逐年增加 

④ 貿易收支逐年減少 

能力指標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類的生活型態。 

認知歷程向度 高層次 

IRT 試題參數 a=0.83587 b=0.46424 c=0.1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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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20   .48   .22   .09   .00   通過率: 48.468 

------------------------------------------------------------- 

高分組      .07   .85   .06   .02   .00    

低分組      .22   .19   .35   .24   .00   鑑別度: 0.6588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此為能力指標「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類的生活

型態」之試題，屬於「高層次」認知向度，旨在評量學生是否了解「中國貿易

發展的特色」。 

 

教學建議： 

教學時，教師宜加強學生對曲線圖的讀圖能力。 

 

  



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下圖為中國西部地區地形剖面圖，圖中箭頭所指方向為那一方向？ 

 

 

① 東方 

② 西方 

③ 南方 

④ 北方 

能力指標 
1-3-4 利用地圖、數據、坐標和其它資訊，來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

織。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1.57761 b=-0.03631 c=0.23602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20   .08   .10   .63   .00   通過率: 62.745 

------------------------------------------------------------- 

高分組      .03   .00   .01   .96   .00    

低分組      .37   .17   .23   .23   .00   鑑別度: 0.7268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此為能力指標「1-3-4 利用地圖、數據、坐標和其它資訊，來描述和解釋地表

事象及其空間組織」之試題，屬於「理解」認知向度，旨在評量學生是否了解

「中國山脈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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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縱貫中國東部的京杭大運河，由南至北依序經過下列哪幾條水系？ 

① 海河 黃河 長江 

② 黃河 長江 珠江 

③ 長江 黃河 海河 

④ 珠江 長江 黃河 

能力指標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立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流

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認知歷程向度 記憶 

IRT 試題參數 a=1.90749 b=1.61391 c=0.15599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13   .18   .20   .49   .00   通過率: 19.922 

------------------------------------------------------------- 

高分組      .09   .08   .39   .44   .00    

低分組      .20   .29   .13   .38   .00   鑑別度: 0.259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此為能力指標「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立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

分布、資源交流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之試題，屬於「記憶」認知向度，旨

在評量學生是否了解「中國區域之間的交通聯繫」。 

 

教學建議： 

教學時，教師宜加強學生對中國河川的讀圖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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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某學者在臺南地區研究清領前期的土地買賣契約時，發現有些契約是以羅馬字

母書寫而成，買賣雙方用羅馬拼音或漢字書寫，把約定內容寫成白紙黑字。請

問當時為何會使用羅馬拼音書寫契約？ 

① 羅馬拼音本為南島語系的文字系統 

② 荷人教平埔族用羅馬字母拼寫文字 

③ 劉銘傳設立番學堂教導原住民識字 

④ 西班牙人以羅馬字母編寫聖經傳教 

能力指標 
2-4-1 認識臺灣歷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度、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

發展過程。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1.14795 b=0.60798 c=0.25761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16   .49   .11   .23   .00   通過率: 49.409 

------------------------------------------------------------- 

高分組      .03   .83   .03   .11   .00    

低分組      .29   .21   .22   .29   .00   鑑別度: 0.6236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題為能力指標「2-4-1認識臺灣歷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度、經濟活

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屬於「理解」的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

生是否了解平埔族所使用的「新港文字」的來由。 

2. 此題通過率近五成，鑑別度良好。高分組的同學有八成三答對，但仍有一成

學生選擇四「西班牙人以羅馬字母編寫聖經傳教」，表示學生對於新港文字

是由哪國人發明的概念不清楚。低分組同學的表現在四個選項呈現平均分

布，表示中後段的學生對於這個概念不清楚，呈現在四個選項中猜測的情形。

 

教學建議： 

低分組的回答狀況平均分布在四個選項內，呈現猜答的現象。建議教師針對平

埔族使用羅馬拼音文字的相關背景，宜詳加說明。 

 

  



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① 日本出兵佔領東北地區 

② 中日爆發全面性的戰爭 

請問下圖「號外」中的事件，對中、日關係造成什麼影響？  

 

③ 中日雙方簽定二十一條 

④ 促成國共合作一致抗日 

能力指標 
化、社會制度、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

。 

2-4-2 認識中國歷史（如思想、文

發展過程，及其與臺灣關係的流變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0.2173 b=2.94421 c=0.2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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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40   .30   .13   .16   .00   通過率: 40.258 

------------------------------------------------------------- 

高分組      .55   .22   .03   .20   .00    

低分組      .21   .36   .29   .14   .00   鑑別度: 0.3427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題為能力指標「2-4-2 認識中國歷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度、經濟活

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及其與臺灣關係的流變。」，屬於「理解」的

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知道「九一八事變」及其後續造成的影響。

2. 此題通過率偏低，多集中在一、二選項，可以發現學生對於七七事變後中日

才爆發全面性戰爭的史實並不清楚。中日曾爆發多場戰爭，且有許多相關的

專有名詞，推測學生對於這些概念都還沒有統整釐清，因此容易混淆。 

 

教學建議： 

建議教師針對九一八事變與七七事變的事實詳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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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以下是一則山東旅遊的介紹： 

青島位於山東半島南端，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重要的交通樞紐和海外遊客

出入中國的主要口岸。青島三面環海、氣候宜人，加上特殊的歷史積澱，

使青島早在二十世紀初就成為中國著名的旅遊勝地。紅瓦綠樹，碧海藍天；

典型歐陸風格的建築，呈現出異國情調。 

請問：資料中的青島為何出現具有異國情調的「歐陸建築」？ 

① 鴉片戰爭後，開港通商設立租界 

② 瓜分風潮中，德國納為勢力範圍 

③ 八國聯軍後，俄國佔領山東半島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侵略山東 

能力指標 2-4-4 了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1.21994 b=0.47908 c=0.23932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16   .51   .24   .09   .00   通過率: 50.668 

------------------------------------------------------------- 

高分組      .07   .86   .06   .01   .00    

低分組      .26   .19   .37   .18   .00   鑑別度: 0.6667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此題為能力指標「2-4-4了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屬於「理解」的認知向度。旨在測量學生是否了解清末的瓜分風潮的背景與

結果。 

2. 此題通過率約五成，高分組通過率約八成六，低學習成就學生的選項集中在

錯誤選項一-鴉片戰爭後，開港通商設立租界和選項三－八國聯軍後，德國

佔領山東半島。推測學生不知道德國佔領青島的歷史背景，且對於瓜分風潮

的內容較為陌生，因此就將答案集中在他們較為熟悉的名詞「開港通商」、「八

國聯軍」上。 

 

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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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清末瓜分風潮的歷史背景與結果，應做分析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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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由於性別平等意識日益普及，政府修改《民法》親屬編中有關子女姓氏的部分，

改為「由父母書面約定」，不再以「從父姓」為原則。上述內容說明了下列何種

社會變遷的現象？ 

① 制度變遷影響理念變遷 

② 理念變遷影響器物變遷 

③ 器物變遷影響制度變遷 

④ 理念變遷影響制度變遷 

能力指標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不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什麼變化。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0.60245 b=-0.41815 c=0.19681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24   .05   .04   .67   .00   通過率: 66.601 

------------------------------------------------------------- 

高分組      .06   .00   .00   .93   .00    

低分組      .35   .15   .14   .36   .00   鑑別度: 0.5694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是否瞭解「社會變遷的內涵」，認知歷程向度屬於「理解」；

學生需瞭解題中所述性別意識改變影響政府修改法律，是一種由理念變遷影

響制度變遷的類型。 

2. 本年度施測結果，整體通過率為66.601％，其中高分組通過率達93％，低分

組達36％。 

3. 本題「制度變遷影響理念變遷」（選項1，24％）之誘答力略高；學生在理念

和制度之間的相互影響中做選擇，顯示本題影響作答結果的重要因素在於題

意中互相影響的因果關係。 

 

  



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下文是地震發生後，一位外科醫生的心情寫照。根據文中的敍述，下列哪個概

念最適合用來解釋文中的描述？ 

 

 

 

 

① 社會分工的重要 

② 社會角色的衝突 

③ 社會階層的流動 

④ 社會規範的影響 

能力指標 
5-4-5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略，並能運用理性

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0.89405 b=-0.59022 c=0.22204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18   .72   .05   .05   .00   通過率: 72.431 

------------------------------------------------------------- 

高分組      .02   .97   .00   .00   .00    

低分組      .34   .37   .14   .14   .00   鑑別度: 0.5997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是否瞭解「社會角色」，認知歷程向度屬於「理解」；學生

需閱讀圖文內的敘述，並判斷文中所述第一人稱，面對了工作與家庭的角色

衝突。 

2. 本年度施測結果，整體通過率為72.431％，其中高分組通過率達97％，低分

組達37％。 

3. 本題大部分的學生皆能正確作答；本題選項1「社會分工」誘答力稍高（18

％），顯示少數學生對於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的內涵無法正確區別。 

 

教學建議： 

教學時，宜加強「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兩個概念的說明，幫助學生理解

地震傷患不斷送進來，醫院人手嚴重不足，我想留下來照顧傷患，可

是我也很擔心家人的安危，很想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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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進一步區辨上述兩個概念的差異。 

 

  



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大雄在新聞網看到下則新聞 

 

根據本則新聞，違反規定的業者必須承擔何種法律責任？ 

① 行政責任—罰金 

② 行政責任—罰鍰 

③ 刑事責任—罰金 

④ 刑事責任—罰鍰 

能力指標 6-4-3 說明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認知歷程向度 理解 

IRT 試題參數 a=1.01542 b=0.13715 c=0.17946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21   .56   .16   .07   .00   通過率: 56.436 

------------------------------------------------------------- 

高分組      .03   .91   .05   .01   .00    

低分組      .38   .20   .27   .14   .01   鑑別度: 0.7111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是否瞭解「法律責任—行政責任」，認知歷程向度屬於「理

解」；學生需閱讀題文的資訊，並判斷文中所述屬於「行政法規」，故違反規

定的業者須擔負行政責任。學生尚須辨別罰鍰是行政處分，不同於罰金是刑

罰的主刑之一。 

2. 本年度施測結果，整體通過率為56.436％，其中高分組通過率達91％，低分

組達20％。 

3. 本題欲測驗之概念不難，試題本身沒有爭議，高分組學生作答沒有問題；但

是，低分組學生選擇罰金（選項1和選項3，共65％）的比例非常高，顯示學

衛生署規定，自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凡具

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的食品業者，不論乾貨或生鮮，只要是分裝、零售的

狀態，都應標示品名及原產地。如經查獲有不符規定者，將依違反《食品衛

生管理法》第十七條之一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如果標示不實者，則處罰新台幣四萬元到二十萬元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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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於罰鍰的概念不清楚。 

 

教學建議： 

教學時，加強低分組學生區分行政和刑事之法律責任；並加強學生區辨罰鍰和

罰金在法律上處罰的差異。 

 

  



科別 年級 

社會 8 

試題內容 

大雄在新聞網看到下則新聞 

 

就法律位階的觀點來看，下列哪項法律與新聞中所提到的法律的「位階」相同？

① 傳染病防治條例 

② 立法院議事規則 

③ 菸害防制法施行細則 

④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能力指標 6-4-3 說明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認知歷程向度 高層次 

IRT 試題參數 a=1.22445 b=0.68536 c=0.12698 

古典理論 

(CTT) 

選項分析 

------------------------------------------------------------- 

選  項      1*    2     3     4     其他 

------------------------------------------------------------- 

選項率      .39   .16   .29   .16   .00   通過率: 38.932 

------------------------------------------------------------- 

高分組      .79   .04   .13   .04   .00    

低分組      .09   .28   .37   .25   .00   鑑別度: 0.6939 

-------------------------------------------------------------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是否瞭解「法律位階」，認知歷程向度屬於「高層次」；學

生需閱讀題文的資訊，並記得法律位階分為憲法、法律和命令三個層級的定

義，運用定義歸納選項中的實際法規後應用之，方能選出與題文中《食品衛

生管理法》同為法律位階中「法律」之條例。 

2. 本年度施測結果，整體通過率為38.932％，其中高分組通過率達79％，低分

組僅達9％。 

3. 本題欲測驗之概念不難，惟作答時思考較複雜，並牽涉到記憶（定義）；學

生背誦法律命令的定義，在實際運用上，不容易區辨，因此，通過率低。

衛生署規定，自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凡具

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的食品業者，不論乾貨或生鮮，只要是分裝、零售的

狀態，都應標示品名及原產地。如經查獲有不符規定者，將依違反《食品衛

生管理法》第十七條之一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如果標示不實者，則處罰新台幣四萬元到二十萬元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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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項3《菸害防制法施行細則》誘答力高，可能是因為不懂「位階」者，將

菸品視為與食品相似之類別，歸納在一起，故選擇3。 

 

教學建議： 

教學時，多以生活實例來說明法律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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