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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執行成果摘要 

本計畫成果分為兩部分： 1. 檢討現行能力分班將大一新生編入

「英文（一）：讀本」及「英文（一）：語練」兩種不同課程的方式；

2. 研發英文能力檢測試題，將修畢「英文（一）」課程學生能力分班

編入「英文（二）」課程。 

自 94 學年迄今，非英文系「英文（一）」課程以測驗讀、寫之英

文學測成績作為分班標準，但自 96 學年開始「英文（一）」課程分為

著重聽、說能力的「英文（一）：語練」及強調讀、寫能力的「英文

（一）：讀本」兩種課程，因此必須檢視以學生入學學測英文成績作

為「英文（一）」分班是否合宜。研究結果發現英文學測成績確實能

將學生編入「英文（一）：讀本」及「英文（一）：語練」兩種不同課

程的合適班級。 

自 94 學年到 95 學年，「英文（二）」課程是以學生修習「英文（一）」 

課程的期中、期末考試成績作為能力編班標準，但是實施兩年，常有

老師抱怨學生並未編入合適其能力班級，原因是期中、期末考試為成

就測驗（achievement test）,可以評量學生於修課期間的努力成就，

但是語言能力並非一日可蹴，如要將學生編入合適其能力班級，必須

另謀他徑，因此本計畫另一目標是為「英文（二）」課程研發更精準

的分班方式。研究結果顯示必須利用具有足夠信度、效度的能力檢測

（proficiency test）試題，為修習「英文（一）」課程的同學施測，

將他們編入合適的班級來修習「英文（二）」課程。 

 

關鍵詞：英文能力分班、能力檢測、能力檢測（proficiency test）、成

就測驗（achievemen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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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聯絡人：語言教學中心 余綺芳主任 

(Office) 28819471 ext.6461 or 6465 

(Email) cynthiay@scu.edu.tw

mailto:cynthiay@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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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進教學計畫及提升教學品質相關配套措施 

「英文（一）」課程能力編斑的研究結果顯現：大學入學的英文學

測成績確實能將學生編入合適的「英文（一）：語練」及「英文（一）：

讀本」兩種課程班級。因此 98 學年將繼續實施以大學入學英文學測

成績編班的方式，並將學生編入高、中、初三種程度班級上課，持續

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必要時再做調整。 

「英文（二）」課程能力編班的研究結果顯現：學生的入學學測成

績與語言教學中心實施的能力檢測成績並不相關，表示多數學生經過

大半年修習英文（一）課程，英語能力已有顯著差異，所以必須利用

具有足夠信度、效度的能力檢測（proficiency test）試題，為修畢

「英文（一）」課程的同學施測，將他們編入合適的班級來修習「英

文（二）」課程。因此自 97 學年起本中心將持續研發能力檢測

（proficiency test）試題，並利用有高信度、效度試題將修畢「英

文（一）」課程學生編入「英文（二）」高、中、初三種程度班級上課，

且持續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必要時再做調整。 

由於本計畫實施兩次近三千學生的大規模能力檢測，同時又對學

生入學學測成績與兩次大規模能力檢測成績的相關性分別做研究，最

後並對兩套自行研發試題做難易度、信度、及效度的分析檢驗，這些

研究成果將用來調整規劃「英文（一）」及「英文（二）」課程的教學

目標及教學方向，以期課程能夠更符合學生學習需求，也提供任課教

師作為選擇教材及設計課程作參考；同時試題的分析檢驗結果將有助

未來任課教師於期中、期末統一考試時的出題，選題等工作，以期能

全盤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評估他們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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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年度計畫執行內容及成果說明 

1. 計畫目標 

(1) 檢討現行「英文（一）」課程能力分班制度： 

檢討現行能力分班將大一新生編入「英文（一）：讀本」及「英

文（一）：語練」兩種不同課程，初、中、高三種不同程度班級的

方式。 

 

(2) 改進「英文（二）」課程能力編班制度： 

研發具高信度、效度的英文能力檢測試題，以便能更準確地將

修畢「英文（一）」課程學生分班編入「英文（二）」課程。 

 

(3) 研究學生入學學測成績與兩次大規模英文能力檢測成績的相關性： 

本計畫實施兩次大規模給三千名同學的能力檢測，各項測試前

的準備工作、測試當天的行政事務、以及測試後讀卡分析數據

撰寫研究報告等等工作，所投注的人力、物力不可計數。不過

經由這樣研究可以持續追蹤學生的學習情況，瞭解如何改進「英

文（一）」、「英文（二）」課程設計來有效幫助他們增強英文能

力。 

 

(4) 分析檢驗自行研發兩套聽力、閱讀試題的難易度、信度、及效度 

試題的分析檢驗結果將有助未來任課教師於期中、期末統一考

試時的出題，選題等工作，以期能更有效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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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實施方式 

 「英文（一）」課程能力編斑： 第一次大規模能力檢測 

目的: 評估現行使用新生入學學測英文成績作為「英文（一）：讀本」及

「英文（一）：語練」兩種課程之分班依據是否合宜。 

效益：利用 SPSS+軟體進行分析評估，能力檢測成績結果與大一新生入學

學測英文成績高度正相關，證明現行採用學生入學學測英文成績之

方式適合作為「英文（一）：讀本」及「英文（一）：語練」之分班

制度。 
 

(1) 進行「英文（一）」分班： 

八月初取得彙整大一新生入學學測的英文成績後，由語言教學

中心主任與「英文（一）」課程三位召集人開會討論將近三千位

新生編入高、中、初三種程度的切分點，然後根據分數落點將

大一新生分別編入著重讀、寫能力之「英文（一）：讀本」及培

養聽、說能力之「英文（一）：語練」之初、中、高三種不同程

度班級。 

 

(2) 為第一次能力檢測尋找彙編考題人選： 

請本計畫案之共同主持人王海康老師尋找適合出題、審題、錄

製聽力考題人選，研擬出題方向及考題題型，難度比照全民英

檢考試中級。 

 

(2) 研發考題： 

利用暑假假期，語言教學中心資深教師王海康老師仿照全民英

檢中級考題內容及形式來命題。聽力考題題型包含問答及簡短

對話各 25 題，檢測學生之聽力能力；閱讀考題則測驗學生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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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與結構、段落填空及閱讀理解三部份的掌握能力。 

第一次大規模英文能力檢測 

考試類型 聽力測驗 閱讀測驗 

題數 50 題 50 題 

考試時間 約 30 分鐘 60 分鐘 

考試題型
問答*25 題 

簡短對話*25 題 

詞彙和結構*20 題 

段落填空*15 題 

閱讀理解*15 題 

備註 

聽力及閱讀考試於「英文（一）：語練」課

堂統一進行考試，包含考卷收發、考試規則

講解，考程共約進行 110 分鐘。 

 

(3) 審題： 

由負責審題教師兩階段審題，第一階段由英文為母語之英語教

師進行考題編輯，以確保考題文字用語自然無誤，第二階段審

題則由本計畫公同主持人余綺芳、李玉華、呂信老師共同負責

審題。 

 

(4) 規劃試務及文件製作： 

規劃考試時間、監考流程、試務中心安排並製作監考說明、收

發卷檢核清單等文件用於考試宣傳及實際施測，以利考試進行。 

 

(5) 錄製及備份聽力考題： 

邀請有經驗錄音人員男女各一名、考題錄製召集人、剪接人員，

使用本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外語自學室等相關軟硬體設備」經

費添購之錄音設備錄製考題，並請考題錄製召集人檢查比對聲

音檔及文稿並設定題與題間間格秒數。最後複製成 CD 提供兩校

區共 75 班聽力考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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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製作及分裝電腦卡、考卷： 

增加電腦卡欄位，以提供更完整資料做為分析研究。印製聽力

及閱讀試卷給兩校區共 150 個施測班級重複使用。另請工讀生

協助分裝考卷、電腦卡及監考須知等試務文件。 

 

(7) 檢查教室設備： 

檢查播音系統，以利考試進行：於暑假期間進行語言教室之設

備檢查，確認播音設備能夠正常播放此次錄製之考題，而學生

耳機皆能聽到聲音。 

 

(8) 宣傳考試相關訊息： 

考試前二個月開始，每週以電子郵件發出考試相關訊息，請「英

文（一）」任課老師於課堂上進行考試預告，讓學生有完整的準

備時間，發揮英語實力。 

 

(9) 實施考試： 

於開學第 2 週，9 月 15 至 19 日進行為期一週的能力檢測，於

修習「英文（一）」各班級之語練課程中進行閱讀以及聽力兩種

測驗。 

 

(10) 讀出成績結果： 

讀出各班級考生成績結果，並依照校本部及城中校區之校區

別、學士班級進修學士班之部別、閱讀及聽力之考試別分為八

支檔案。提供做為分析現行「英文（一）」分班制度是否合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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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標準。 

 

(11) 分析測驗結果： 

利用 SPSS+軟體進行分析評估，針對大一新生入學學測英文成

績及本次能力檢測學生聽力及閱讀考試成績三筆資料作分析比

對，檢測學測英文考試及能力測驗之相關性，以決定「英文（一）」

之合適分班制度。此外，並比較校區別及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

學生之成績表現差異性。便於授課教師針對學生之不同學習狀

況表現調整教學模式。 

 

(12) 舉辦作業報告會議： 

於本次會議中報告分析結果、經費運用狀況、讀卡過程及討論

作業改善方向，以利第二次能力測驗吸取經驗，讓施測作業更

臻完善。 

 

「英文（二）」課程能力編班： 第二次大規模能力檢測 

目的:  
(1) 尋找「英文（二）」合適分班機制。 

(2) 評估學生修習「英文（一）：讀本」及「英文（一）：語練」一學

期後，英文能力進步狀況。 

效益： 
(1)  成功為 2118 位大一新生依據其能力檢測成績表現分入「英文

（二）」初、中、高三種不同程度之班級。 

(2) 由「英文（一）」升至「英文（二）」之初、中、高不同級別人數變

動可做為調整教學模式之參考。 

(1) 尋找彙編考題人選： 

尋找具英語教學專業背景教師協助能力檢測命題，並請英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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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人士進行考題校對，以編製更具鑑別度之閱讀及聽力試題。 

 

(2) 研發考題： 

此次能力測驗考題製作由教學經驗豐富之兩位英語教師負責編

撰，製作考題難度符合全民英檢中級程度，而題型亦參考全民

英檢中級試題。  

 

(3) 審題： 

由負責審題教師兩階段審題，第一階段由英文為母語之英語教

師進行考題編輯，以確保考題文字用語自然無誤，第二階段審

題則由本計畫公同主持人王海康、葉靜娥、陳淑芳三位老師共

同負責編撰並整理聽力及閱讀考題，找出字彙、文法句型符合

全民英檢中級程度之題目，經過鑑別度及難易度評估後彙整製

作為本次能力檢測聽力及閱讀考題。 

 

(4) 製作畫卡說明及修改讀卡機軟體： 

為提高各項電腦卡上所畫記資料之正確性，除提醒任課老師口

頭告知學生畫記電腦卡注意事項外，本次並增加畫卡說明，錄

製於聽力考試 CD 中，於測驗開始前播放，有效降低電腦卡畫記

錯誤發生率。 

修改讀卡機軟題程式更達到檢驗考題難易度及鑑別度之效果，

透過讀卡機讀出之試題個別選項答題狀況，並用統計軟體分析

可協助老師製作更具檢核性之考題。 

 

(5) 召開試務作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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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8 年 3 月 11 日開會討論能力檢測前置、施測、後續作業辦

理方式，探討相關作業，擬訂因應之配套措施並依據決議執行

計畫。 

宣傳方式 

排定作業時間表、負責人員 

製作及分裝考卷、電腦卡、聽力光碟 

製作試務文件：到考簽名表、監考須知、領卷簽收單等文件製作

前置作業 

檢教室設備查 

施行考試方式：閱讀及聽力考試分別於「英文（一）：讀本」及「英

文（一）：語練」課舉行。 
執行中 

作業 
規劃試務中心：考卷收發、核對電腦卡作業 

擬定補考相關事宜：補考辦法、場次、請假方式 

讀卡作業：整理正常考試學生、補考學生之讀卡成績檔案 後續作業 

分析作業 

 

(6) 錄製及備份聽力考題： 

第二次能力檢測持續由本計畫共同主持人李玉華老師擔任錄音

召集人，搭配男女錄音人員、剪接人員完成錄音檔案製作。錄

製完成後進入音檔剪接階段，去除講者口誤部份並在題與題之

間加入停留秒數，待錄音召集人確認後開始燒製聽力 CD，以用

於兩校區此次能力檢測之聽力測驗。 

 

(7) 宣傳考試相關訊息： 

此次採用之三種階段性宣傳方式分述如下： 

A. 於會議中宣佈：為加強老師對於能力檢測施測作業之了解，率

先於97年12月3日中心事務會議中宣布此次考試之重要事項。 

B. 以電子郵件寄發考試相關訊息：並於考前兩個月開始以電子郵

件及口頭告知「英文（一）」授課老師方式預告此次施測，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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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向班上學生宣佈考試相關事宜加強宣傳之效果。 

C. 張貼宣傳海報：印製載明成績用途及補考資訊之宣傳海報，張

貼於兩校區校園內海報欄位、「英文（一）：語練」教室及語言

教學中心公布欄、電子檔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給老師並放置

於中心網站，告知學生考試時間及其影響並強調本次檢測之重

要性，提醒學生提早作準備，而學生也能透過宣傳海報對於施

測作更進一步了解。 

 

(8) 實施考試： 

第二次大規模能力檢測於開學第 11 週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舉

行，分別於「英文（一）：讀本」及「英文（一）：語練」各班

施測。 

考試 

類別 聽力考試   閱讀考試   

考試長度 
30 分鐘，其餘時間請老師繼續課程進

度。 

60 分鐘，其餘時間請老師繼續課程進度

。 

考試班級 於「語練課」舉行 於「讀本課」舉行 

考試時間 建議於第二堂上課鐘響後開始。 
由於閱讀考試有 60 分鐘，因此建議老師

於第一堂下課鐘響後開始進行考試。 

參與人數 2671 人 27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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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辦理補考： 

由兩校區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 4 名行政人員負責補考相關事

務，工作包含：安排補考場次、審核請假資格、登記補考、監

考及建檔補考成績。兩校區合計舉辦聽力補考場次 5 場，閱讀

場次 8 場，兩種考試共計 13 場。 

考試類別 修課人數 正常考試人數 補考人數 到考率 補考率 

聽力考試 2868 人 2671 人 62 人 93% 31% 

閱讀考試 2939 人 2712 人 81 人 92% 36% 

合計 5807 人 5383 人 143 人 93% 34% 

 

(10) 讀電腦卡： 

讀卡作業共計處理閱讀考試成績 2793 筆、聽力考試成績 2733

筆。核對成績筆數以進行分批讀卡並依照各班分數做為整理依

據，而成績整理完畢作為提供三種用途。1.成績作為「英文（二）」

之分班依據；2.檔案發送給各班「英文（一）：讀本」及「英文

（一）：語練」任教老師以做為學生 10％的學期總成績；3.分

析入學成績、及能力檢測聽力及閱讀成績的相關性。 

 

(11) 分析測驗結果： 

能力檢測成績分析結果可作為調整教學目標及教學方向之參

考。本次對於考題信度、效度及鑑別度分析，將更能提高編撰

出題之品質，有效檢驗出學生英語程度。而「英文（一）」、「英

文（二）」各級數之人數變動分析則能幫助師生掌握學習進度，

調整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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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一）」、「英文（二）」各級數之人數變動 

「英文（一）」 
各級人數 

「英文（一）」 
到 

「英文（二）」 

「英文（二）」 
各級人數 

初 326 
中 136 初 470 
高 8 

初 591 

初 246 
中 698 中 1244 
高 300 

中 930 

初 19 
中 96 高 390 
高 275 

高 583 

2009 / 7 / 22 製表                                    單位：人 

 

(12) 進行「英文（二）」分班： 

蒐集大一新生此次能力檢測閱讀及聽力考試兩項成績作為「英

文（二）」分班依據。由余綺芳老師及「英文（二）」初、中、

高三級召集人葉靜娥老師、林香美老師、趙佳音老師參與討論

「英文（二）」切分點會議，討論分班成績組距，將大一新生分

入「英文（二）」不同級數班級。 

 

3. 人力運用情形說明 

「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借重語言教學中心老

師任教「英文（一）」、「英文（二）」多年之寶貴教學經驗，規劃製作

編班讀本及語練試題，檢測學生英語程度，作為訂定教學目標及特色

之參考。本計畫由子計畫主持人余綺芳老師負責統籌與總指揮各項目

標，共 3 位老師負責製作題庫，5 位老師負責審題，4 位老師負責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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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聽力考題，6 位老師研擬計畫執行，36 位老師負責監考、4 位行政

人員負責考前教室設備檢查、2 位行政人員協助聽力考試收音及剪

接、2 位行政人員安排試務，4 位行政人員進行補考登記、補考監考

及讀卡成績整理。另請工讀生約 20 名協助影印相關文件、擦拭輪流

使用之考卷及分裝電腦卡、試卷。最後並請專業人員分析讀卡結果撰

寫研究報告。 

工作項目 第一次大規模能力檢測 第二次大規模能力檢測 

總督導老師*1 余綺芳老師（本計畫案子計畫主持人） 

研擬計畫執行老師*6 

余綺芳老師、王海康老師、李玉華老師、呂信老師、 

陳淑芳老師、葉靜娥老師 

（以上老師為本計畫案子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 

命題老師*3 王海康老師 楊愛萍老師、陳幼璇老師 

審題老師*5 
高中先生、余綺芳老師、李玉

華老師、呂信老師 

王海康老師、葉靜娥老師、

陳淑芳老師、楊東香老師 

聽力錄製老師*4 李玉華老師、王海康老師 
李玉華老師、陳佳瑋老師、

孫克強老師 

 

4. 經費運用情形說明 

(1) 業務費支應下列項目： 

A. 印刷費－印製「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

讀本及語練考題、電腦卡、宣傳海報及試務文件。 

B. 工讀費－支應協助資料整理，考卷、電腦卡分裝等工作之臨時

工資。 

C. 命題費－邀請英文教師彙編考題及錄製聽力試題。 

D. 諮詢費、輔導費、指導費－諮詢語言考試專業人士。 

(2) 雜支用於進行「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所需之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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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誤餐費等。 

5. 年度計畫執行成果 

(1) 「英文（一）」課程能力編斑：第一次大規模能力檢測 

主要探討大學入學考試英文成績（不含聽力測驗）是否適宜用來將學

生編入「英文（一）：閱讀」（兩小時兩學分）及「英文（一）：聽力」

（兩小時一學分）兩門課程。調查對象為東吳大學 97 學年修習「英文

（一）：閱讀」及「英文：（一）聽力」課程學生，利用語言教學中心

自製之第一套閱讀試卷與聽力試卷於 2008 年 9/15-9/19 施測，然後將

測試結果與他們入學考試的英文成績作比較，有效樣本數為 2,347

人，以統計軟體 SPSS 10.0 進行分析，再用 Spearson 相關係數與迴歸

分析做檢驗，求取閱讀、聽力分數與目前效標分數（入學成績）間之

相關。研究結果顯示不論是聽力分數、閱讀分數與入學分數間皆有高

效標關聯效度。 

(2) 「英文（二）」課程能力編班：第二次大規模能力檢測 

主要目的為「英文（二）」課程研發更精準的分班方式。調查對象為東

吳大學 97 學年修習「英文（一）：閱讀」及「英文：（一）聽力」課程

學生，利用語言教學中心自製之第二套閱讀與聽力試卷於 2009 年

4/27-5/1 施測，然後將測試結果與他們入學考試的英文成績作比較，

有效樣本數為2118人，以統計軟體SPSS 10.0進行分析，再用Spearson

相關係數與迴歸分析做檢驗，求取閱讀、聽力分數與目前效標分數(入

學成績)間之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入學學測成績與語言教學中心

實施的第二次能力檢測成績並不相關，表示多數學生經過大半年修習

英文（一）課程，英語能力已有顯著差異，所以必須利用具有足夠信

度、效度的能力檢測（proficiency test）試題，為修畢「英文（一）」

課程的同學施測，將他們編入合適的班級來修習「英文（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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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計畫實施兩次大規模給三千名同學的能力檢測，各項測試前的準備

工作、測試當天的行政事務、以及測試後讀卡分析數據撰寫研究報告等

等工作，所投注的人力、物力不可計數。不過經由這樣研究可以持續追

蹤學生的學習情況，瞭解如何改進「英文（一）」、「英文（二）」課程設

計來有效幫助他們增強英文能力。 

(4) 分析檢驗自行研發兩套聽力、閱讀試題的難易度、信度及效度。試題

的分析檢驗結果將有助未來任課教師於期中、期末統一考試時的出題，

選題等工作，以期能更有效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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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學士班入學新生、參加讀本、語練考試學生人數計次】

 

  單位：人次 

 

學士班學生人次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語練」 「讀本」

97入學新生

97-1參加考試學
生

97-2參加考試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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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參加讀本、語練考試學生人數計次】

 

  單位：人次 

 

進修學士班學生人次

258

260

262

264

266

268

270

272

「語練」 「讀本」

97入學新生

97-1參加考試學
生

97-2參加考試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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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參與「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考試實況】

 

【授課老師講解考試說明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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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務辦理狀況】  

 

 

【參與老師們討論題目製作及施測作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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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成果摘要及施測作業規劃】 

 

 

【研擬作業施行方式及補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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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一）」課程能力編斑：第一次大規模能力檢測分析結果 

 

一、 效標關聯效度 

   效度是指測驗分數的正確性、準確性及有效性，即一個測驗能夠正確測量到

它所要測量的能力、性格、行為等之程度。 效標（criterion）是指測驗所要預測

的行為或其他量數。效標關聯效度是以測驗分數與效標之間的相關程度，表示測

驗的效度，又稱實徵效度（empirical validity）或統計效度（statistical validity）。

效標關聯效度又可根據效標收集的時間點，區分為同時效度與預測效度。 

1. 同時效度（concurrent validity） 

測驗分數與目前的效標分數之間的相關。例如：以智力測驗為測驗分數，以

現在學業成績為效標，求兩者的相關，作為智力測驗的效標關聯效度。 

2. 預測效度（predictive validity）： 

測驗分數與未來的效標分數之間的相關。例如：在徵求時，以性格測驗為測

驗分數，以未來的工作表現為效標，求兩者的相關，作為性格測驗的效標關聯效

度。 

在本案例中，使用的是同時效度；亦即，求取本測驗分數與目前效標分數(入

學成績)間之相關。兩者間的相關愈高，則表示現有測驗(閱讀、聽力)愈正確、有

效。 

在本次的樣本處理上，選取同時擁有聽力、閱讀以及入學成績者，對於缺少

任何一種成績之樣本，則予以刪除，最後的有效樣本數為 2,347 人，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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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1.000 .749**
. .000

2347 2347
.749** 1.000
.000 .
2347 2347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數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數

閱讀+聽力

入學分數

閱讀+聽力 入學分數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聽力與閱讀成績合併為一個總成績的情況下，其與入學分數間的相關

為.749(p < .01)達顯著水準。表示，聽力與閱讀的總分與入學分數間有高相關。 

相關

1.000 .634** .729**
. .000 .000

2347 2347 2347
.634** 1.000 .651**
.000 . .000
2347 2347 2347
.729** .651** 1.000
.000 .000 .
2347 2347 2347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數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數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數

入學分數

聽力分數

閱讀分數

入學分數 聽力分數 閱讀分數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將聽力與閱讀分數分開來看，其與入學分數間的相關分別為.634(p < .01)

與.729(p < .01)皆達統計顯著水準。此一結果顯示，不論是聽力分數、閱讀分數

或者是合併聽力與閱讀分數，與入學分數間皆有高效標關聯效度；亦即聽力以及

閱讀測驗皆是準確、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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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差異性檢定 

在此一部分，我們看的是在溪部與城部學生在入學分數、聽力分數以及閱讀

分數上的差異。由獨立樣本t檢定的結果可看出，溪部與城部學生在閱讀、聽力

以及入學分數三部分的差異皆達顯著水準(p < .01)；更進一步從平均數的結果來

看，不論是閱讀、聽力，亦或是入學分數，城部學生之表現皆優於溪部學生。 

組別統計量

1174 52.1567 15.6082 .4555
1173 58.2472 15.6473 .4569
1174 57.3799 16.8045 .4904
1173 60.8116 16.2109 .4733
1174 51.2292 21.0388 .6140
1173 58.2317 17.7517 .5183

校區
溪
城
溪
城
溪
城

入學分數

聽力分數

閱讀分數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的
標準誤

 



計畫編號：97D32201                            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 

 

獨立樣本檢定

.815 .367 -9.440 2345 .000 -6.0905 .6452 -7.3557 -4.8253
-9.440 2344.974 .000 -6.0905 .6452 -7.3557 -4.8253

3.416 .065 -5.035 2345 .000 -3.4317 .6816 -4.7683 -2.0951
-5.035 2342.116 .000 -3.4317 .6816 -4.7683 -2.0951

39.096 .000 -8.714 2345 .000 -7.0025 .8036 -8.5783 -5.4267
-8.715 2281.054 .000 -7.0025 .8035 -8.5782 -5.4268

假設變異數相等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假設變異數相等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假設變異數相等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閱讀分數

聽力分數

入學分數

F 檢定 顯著性

變異數相等的 Levene 檢
定

t 自由度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異 標準誤差異 下界 上界
差異的 95% 信賴區間

平均數相等的 t 檢定

 

將樣本分為日、夜間部時，可發現日、夜間部學生在閱讀、聽力以及入學分數方面，皆達顯著差異(p < .01)。更進一步從平均數

來看可得知，不論是閱讀、聽力、或是入學分數，日間部學生的表現皆優於夜間部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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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樣本檢定

18.228 .000 21.576 2345 .000 21.1834 .9818 19.2581 23.1087
25.161 334.123 .000 21.1834 .8419 19.5273 22.8395

2.037 .154 15.653 2345 .000 16.6904 1.0663 14.5994 18.7813
16.052 307.826 .000 16.6904 1.0398 14.6444 18.7363

29.873 .000 14.225 2345 .000 18.2231 1.2811 15.7109 20.7352
18.530 366.630 .000 18.2231 .9834 16.2892 20.1570

假設變異數相等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假設變異數相等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假設變異數相等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閱讀分數

聽力分數

入學分數

F 檢定 顯著性

變異數相等的 Levene 檢
定

t 自由度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異 標準誤差異 下界 上界
差異的 95% 信賴區間

平均數相等的 t 檢定

組別統計量

2102 57.4120 14.7946 .3227
245 36.2286 12.1715 .7776

2102 60.8373 15.8457 .3456
245 44.1469 15.3498 .9807

2102 56.6312 19.4817 .4249
245 38.4082 13.8823 .8869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日間部
進修部
日間部
進修部

閱讀分數

聽力分數

入學分數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的
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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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二）」課程能力編班：第二次大規模能力檢測分析結果  
 

本次的統計分析是希望可以瞭解在第一次考試、第二次考試與入學成績之間的關

連性，以下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為資料的基本資料，包含其最大值、最小值、平均數與標準差； 

第二部份為想要得知入學成績、第一次考試和第二次考試的比較，因此，對於這   三

個不同的成績我們進行做相關性(同時效度)。 

其中包含 1. 第一次總成績與入學成績的相關 

         2. 第二次閱讀成績與聽力成績與入學成績之相關 

         3. 第一次總成績與第二次閱讀、聽力成績之相關 

第三部份為成績之間的回歸，意旨入學成績對於第一次總成績與第二次閱讀或聽力成

績的預期分數。 

其中包含 1. 入學成績預測第一次總成績 

         2. 入學成績預測第二次閱讀成績 

         3. 入學成績預測第二次聽力成績 

 

一、 基本資料 

 個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閱讀分數 1 2347 .00 90.00 55.2007 15.9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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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力分數 1 2347 10.00 100.00 59.0950 16.59597 

分數 1總分 2347 34.00 184.00 114.2957 29.54678 

入學分數 2347 1.11 100.00 54.7289 19.77385 

閱讀分數 2 2711 12.00 98.00 54.3512 15.90128 

聽力分數 2 2488 10.00 100.00 60.4325 18.57435 

 

由表中可以得知各項考試成績的最大值、最小值與其平均數、標準差，表中顯示

無論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的考試當中，閱讀成績都比聽力成績略低一些，差距約在 5 分

上下；但可以得知兩次考試之間的平均成績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差距。 

 

二、 各成績間的相關 

1. 第一次總成績與入學成績的相關 

  閱讀分數 1 聽力分數 1 分數 1總分 entergrade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閱讀分數 1 

個數 2347 

.651(**)

.000

2347

.905(**) 

.000 

2347 

.729(**)

.000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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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聽力分數 1 

個數 

.651(**)

.000

2347

2347

.913(**) 

.000 

2347 

.634(**)

.000

2347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分數 1總分 

個數 

.905(**)

.000

2347

.913(**)

.000

2347

2347 

.749(**)

.000

2347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entergrade 

個數 

.729(**)

.000

2347

.634(**)

.000

2347

.749(**) 

.000 

2347 

2347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中可以得知，第一次總分與第一次無論是聽力或閱讀的成績相關皆

高，皆有達到相當高的顯著；此外第一次總成績與入學成績的相關亦是相當的高

（r=.75），可以說明入學成績與第一次考試成績有很高的關連性且成正相關，也

就是說如果入學成績高，則第一次考試成績也會高。 

 

2. 第二次閱讀成績與聽力成績與入學成績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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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grade 閱讀分數 2 聽力分數 2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entergrade 

個數 2347

.015

.461

2347

.098(**) 

.000 

2347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閱讀分數 2 

個數 

.015

.461

2347

2711

.065(**) 

.001 

2488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聽力分數 2 

個數 

.098(**)

.000

2347

.065(**)

.001

2488

2488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中可以得知，入學成績與第二次成績作相關比較，無論是在聽力成績或

是閱讀成績都顯的相關不高，在閱讀成績的部份相關僅有 r=.015；而聽力的部份

則也僅有 r=.098，雖然在表中顯示達顯著相關，但這是因為樣本數相當大，因此

較容易達到顯著。由此可說明，入學成績與第二次考試成績的關連性並不高，也

就是說並不會因為入學成績的高低而影響第二次考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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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次總成績與第二次閱讀、聽力成績之相關 

  閱讀分數 2 聽力分數 2 分數 1總分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閱讀分數 2 

個數 2711

.065(**)

.001

2488

-.002 

.917 

2347 

Pearson 相關 1 .102(**) 

顯著性 (雙尾)  .000 

聽力分數 2 

個數 

.065(**)

.001

2488

2488 2347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 (雙尾)  

分數 1總分 

個數 

-.002

.917

2347

.102(**)

.000

2347

2347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可知，第一次總成績與第二次成績無論是在閱讀或聽力的相關亦不高，

甚至在第二次閱讀成績的相關上面是呈負相關的(r=-.002)，而在聽力的部份雖

達顯著，但也僅有 r=0.102 的相關。因此，我們並無法在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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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關連性，也就是說，第一次的考試成績並不會跟第二次的考試成績有相關。 

 

三、 成績之間的回歸 

1. 入學成績預測第一次總成績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模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數) 53.060 1.190  44.586 .000 1 

entergrade 1.119 .020 .749 54.710 .000 

a 依變數：分數 1總分  

 由表可知入學成績預測第一次總成績的回歸曲線為 y=1.119x+53.06，回歸曲

線當中的 y為第一次考試總成績，而 x為入學成績。由曲線知道，入學成績與第

一次總成績成正相關，也有一定的預測力，可以從入學成績來預測學生的第一次

考試成績。 

 

2. 入學成績預測第二次閱讀成績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模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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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數) 23.092 .662  34.861 .000 1 

entergrade .587 .011 .729 51.540 .000 

a 依變數：閱讀分數 1  

 由表可以得知，學成績預測第二次閱讀成績的回歸曲線為 y=0.587x+23.09，

回歸取線當中 y為第二次考試閱讀成績，而 x為入學成績。由曲線知道，兩者之

間並沒有呈現很高的線性相關，也就是說用入學成績預測第二次的閱讀成績預測

力並不高。 

 

3. 入學成績預測第二次聽力成績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模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數) 29.968 .780  38.429 .000 1 

entergrade .532 .013 .634 39.712 .000 

a 依變數：聽力分數 1  

由表可以得知，學成績預測第二次閱讀成績的回歸曲線為

y=0.532x+29.968，回歸曲線當中 y為第二次考試聽力成績，而 x為入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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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曲線知道，兩者之間並沒有呈現很高的線性相關，也就是說用入學成績預測第

二次的聽力成績預測力並不高。 

 

四、 總結 

由統計結果發現，入學成績在與第一次、第二次的考試當中，明顯的與第一

次考試成績有高度的相關，但是到第二次時其相關度卻明顯減低，有此可知，第

二次考試的出題方式獲內容可能與入學考試或第一次考試有所差異，因此造成這

樣的結果。此外，由統計也發現可以由入學成績對第一次考試成績作預測，但無

法對第二次考試成績作預測。 

 

 同時效度(concurrent validity):想要預測某事情的結果或估計某種現

存的行為或現象。係以其他測量為標準（習慣稱之為效標，在這裡效標

為入學分數），將測量結果與效標作一比較，若彼此相關程度愈大，顯

示效度愈高，反之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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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二）」課程能力編班：第二次大規模能力檢測分析結果  

 

本分析繼上一次分析入學成績與學生第一次成績與第二次成績之相關與回歸預

測，這一次就學校分為的高、中、初組分析其中的差異性與回歸預測，欲知三組之間

聽力與閱讀成績是否有差異，與入學成績預測三個等級的的第二次聽力成績與第二次

閱讀成績。下列為分析之結果，主要分為三個部份。（一）統計分析的描述統計量（二）

單因子回歸分析比較三組之間成績的差異；（三）回歸分析以入學三組的入學成績預

測三組得聽力成績與閱讀成績。 

 

一、 統計分析的描述統計量 

    由表一呈現出每個變項的基本統計量，可以得知在不同的分級方面可以看出

彼此間的差異，但不管是入學成績、聽力二亦或是閱讀二都是呈現出高級優於中

級又優於初級的表現，經由圖一看得更甚清楚。所以，分組教學是具有意義的，

畢竟千古留傳下來來的因材施教，在此就可展現不同分級間的差別。 

    但透過圖一的平均數來看，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若以入學當作基

準點來看，可以發現初級班的第二次閱讀與聽力成績的平均數高於入學分數的平

均數表現；中級班的表現也是如此；但在高級班卻是呈現出其第二次考試(閱讀、

聽力)均比入學時成績較差。這是一個有趣的地方，有待去研究。而且就依分數

的差距來看，初級班在第二次考試的分數比入學分數有極大的差距(10~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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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數

0

20

40

60

80

100

分

數

入學分數 29.6548 57.0542 80.1219

聽力二 44.5856 63.9986 74.901

閱讀二 39.4816 55.6563 67.6471

初級 中級 高級

圖

一，不同層級的各個分數平均數落點。 

 

表一，各個層級的分數基本統計量。 

級別 變項 個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入學成績 561 1.11 53.00 29.6548 11.60072

聽力二 777 10.00 92.00 44.5856 15.31266

初級 

閱讀二 733 14.00 84.00 39.4816 10.50338

入學成績 1250 20.50 77.00 57.0542 10.27681中級 

聽力二 1402 10.00 100.00 63.9986 15.5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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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二 1548 14.00 96.00 55.6563 13.44099

入學成績 444 39.17 100.00 80.1219 8.24392

聽力二 384 32.00 98.00 74.9010 13.59199

高級 

閱讀二 374 32.00 98.00 67.6471 14.84300

 

二、 單因子回歸分析比較三組之間成績的差異 

（1） 三組間聽力成績的差異 

描述性統計量 

變項:聽力二成績  

平均數的 95% 信

賴區間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最小值 最大值

初級 777 44.59 15.313 .549 43.51 45.66 10 92

中級 1402 64.00 15.586 .416 63.18 64.82 10 100

高級 384 74.90 13.592 .694 73.54 76.26 32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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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2563 59.75 18.588 .367 59.03 60.47 10 100

 

ANOVA 

變項:聽力二成績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92133.866 2 146066.933 630.547 .000

組內 593026.795 2560 231.651

總和 885160.661 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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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比較Tukey HSD 

依變數: 聽力二成績  

95% 信賴區間 

級別 級別 平均差異 標準誤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初級 中級 -19.413(*) .681 .000 -21.01 -17.82

 高級 -30.315(*) .949 .000 -32.54 -28.09

中級 初級 19.413(*) .681 .000 17.82 21.01

 高級 -10.902(*) .877 .000 -12.96 -8.85

高級 初級 30.315(*) .949 .000 28.09 32.54

 中級 10.902(*) .877 .000 8.85 12.96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異很顯著。 

 

 由中上述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表（ANOVA）中，可以得知高、中、初三組學

生在於第二次的聽力成績上面，是有達到顯著差異的，本分析是以各組學生成績

的平均數作分析檢定（初級：44.6，中級：64，高級：74.9），結果達到顯著，

換句話說，也就是三組之間的聽力考試的平均成績是有明顯不同的；再由上面表

格中的事後檢定來看，各組兩兩比較的比較中可以發現每一組的檢定皆有達到顯

著的差異，也就是說無論是高、中、初組與其他組別的成績作比較皆有明顯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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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假如這三個組別所用的考題是一樣的，那代表這一份考題在理論上能夠使不

同組別的學生得到不同的成績，初級班分數會較低；相對的高級班則比較高，應

該能達到其表面效度，因此對成績來預測學生的學習成果或程度應該是有效的。 

 

 

（2） 三組間閱讀成績的差異 

描述性統計量 

閱讀二成績  

平均數的 95% 信

賴區間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最小值 最大值

初級 730 39.49 10.523 .389 38.72 40.25 14 84

中級 1548 55.66 13.441 .342 54.99 56.33 14 96

高級 374 67.65 14.843 .768 66.14 69.16 32 98

總和 2652 52.90 15.860 .308 52.29 53.50 14 98

 

ANOVA 

閱讀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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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24416.722 2 112208.361 671.906 .000

組內 442382.969 2649 167.000

總和 666799.691 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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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比較 

依變數: 閱讀二成績  

Tukey HSD  

95% 信賴區間 級別 

  

級別 

  

平均差異  標準誤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初級 中級 -16.169(*) .580 .000 -17.53 -14.81

  高級 -28.159(*) .822 .000 -30.09 -26.23

中級 初級 16.169(*) .580 .000 14.81 17.53

  高級 -11.991(*) .745 .000 -13.74 -10.24

高級 初級 28.159(*) .822 .000 26.23 30.09

  中級 11.991(*) .745 .000 10.24 13.74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異很顯著。 

 

由中上述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表（ANOVA）中，可以得知高、中、初三組學生在

於第二次的閱讀成績上面，亦是有達到顯著差異的，也就是說三組之間的閱讀考試的

平均成績有明顯不同。然而雖然三組中的平均數檢定有達到顯著的差異，但由描述性

的資料來看，平均閱讀成績在三組中普遍低於其聽力成績（初級：39.5，中級：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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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67.7），換句話說，可能是因為閱讀考題的難易度比聽力考題高，或學生的聽

力程度比閱讀程度好！另外，再由上面表格中的事後檢定來看，若用各組兩兩比較的

比較可以發現每一組的檢定皆有達到顯著的差異，也就是說無論是高、中、初組與其

他組別的成績作比較皆有明顯的不同。假如這三個組別所用的考題是一樣的，那代表

這一份考題在理論上能夠使不同組別的學生得到不同的成績，初級班分數會較低；相

對的高級班則比較高；應該能達到其表面效度，因此對成績來預測學生的學習成果或

程度應該是有效的。 

 

三、 回歸分析以入學三組的入學成績預測三組聽力成績與閱讀成績 

（1） 以初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聽力成績 

（2） 以初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閱讀成績 

（3） 以中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聽力成績 

（4） 以中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閱讀成績 

（5） 以高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聽力成績 

（6） 以高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閱讀成績 

 

回歸 

以初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聽力成績 



計畫編號：97D32201                            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 

 

  
46 

 

 變異數分析(b) 

模式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1071.779 1 1071.779 4.716 .030(a) 

殘差 126809.076 558 227.256  

1 

總和 127880.855 559  

a  預測變數：(常數), 初入學 

b  依變數：初聽力二 

係數(a) 

模式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1 (常數) 42.447 1.749 24.275 .000 

  初入學 .119 .055 .092 2.172 .030 

a  依變數：初聽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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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數: 初聽力二

迴歸 標準化殘差 的常態 P-P 圖

 

 

以初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閱讀成績 

  

 

變異數分析(b) 

模式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529.849 1 529.849 4.702 .031(a) 1 

殘差 62873.001 558 11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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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63402.850 559  

a  預測變數：(常數), 初入學 

b  依變數：初閱讀二 

 係數(a) 

模式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1 (常數) 38.088 1.231 30.934 .000 

  初入學 .084 .039 .091 2.169 .031 

a  依變數：初閱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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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數: 初閱讀二

迴歸 標準化殘差 的常態 P-P 圖

 

以中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聽力成績 

 變異數分析(b) 

模式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427.976 1 427.976 1.773 .183(a) 

殘差 301004.357 1247 241.383  

1 

總和 301432.333 1248  

a  預測變數：(常數), 中入學 

b  依變數：中聽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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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a)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模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數) 60.945 2.481 24.568 .000 1 

中入學 .057 .043 .038 1.332 .183 

a  依變數：中聽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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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數: 中聽力二

迴歸 標準化殘差 的常態 P-P 圖

 

 

以中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閱讀成績 

  

 

變異數分析(b) 

模式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122.130 1 122.130 .692 .405(a) 1 

殘差 219925.703 1247 176.364  



計畫編號：97D32201                            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 

 

  
52 

總和 220047.833 1248  

a  預測變數：(常數), 中入學 

b  依變數：中閱讀二 

 係數(a)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模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數) 53.349 2.120 25.160 .000 1 

中入學 .030 .037 .024 .832 .405 

a  依變數：中閱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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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 標準化殘差 的常態 P-P 圖

 

以高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聽力成績 

 變異數分析(b) 

模式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336.209 1 336.209 1.820 .178(a) 

殘差 70393.964 381 184.761  

1 

總和 70730.172 382  

a  預測變數：(常數), 高入學 

b  依變數：高聽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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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a)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模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數) 85.202 7.677 11.098 .000 1 

高入學 -.128 .095 -.069 -1.349 .178 

a  依變數：高聽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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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 標準化殘差 的常態 P-P 圖

 

以高級班入學成績預測該班閱讀成績 

  

變異數分析(b) 

模式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54.136 1 54.136 .247 .620(a) 

殘差 81463.741 371 219.579  

1 

總和 81517.877 372  

a  預測變數：(常數), 高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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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變數：高閱讀二 

 

 係數(a) 

模式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1 (常數) 63.532 8.460 7.510 .000 

  高入學 .052 .104 .026 .497 .620 

a  依變數：高閱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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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 標準化殘差 的常態 P-P 圖

 

依據 SPSS 跑出的數字來說，其相關預測力最高僅 0.1，這樣的數字代表預測力

不高，無法用入學成績去預測接下來學生的閱讀與聽力的成績，且這樣的結果在初中

高組別裡都是一樣的，但是在圖表中，如果成績的落點，越接近中間那一條直線，表

示越符合預期，以及此成績有一定的預測力，而這樣的趨勢，也是六張皆有的，而為

什麼會有數字無預測力，但是圖型卻是讓人覺得成績是可以預測的呢？這就要回到了

統計的公式，在相關回歸的公式中，有個很重要的變項，就是樣本數，控制的原因和

結果的樣本數，應該是要一樣的，如果有任何遺漏值，應該是不能將此樣本列入考慮，

但是這次的樣本，因為數字過於龐大，無法做到一一校對，剔除有任何一成績遺漏的

樣本，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而圖，也是因為樣本數龐大，所以只要不要偏離的太

誇張，不要太多極端值，便可以有這樣的圖。綜合以上結論，入學成績無法有效的預

測以後的聽力以及閱讀的成績，在初中高三組皆是一樣的結果，可信度不高，僅可以

稍微看到一點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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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英文（一）」、「英文（二）」各級數之人數變動】 

 

 

「英文（一）」初級班

1. Low level to Low level 326 人 
2. Low level to Mid level 136 人 
3. Low level to High level 8 人 

「英文（一）」中級班

4. Mid level to Low level 246 人 
5. Mid level to Mid level 698 人 
6. Mid level to High level 300 人 

「英文（一）」高級班

7. High level to Low level 19 人 
8. High level to Mid level 96 人 
9. High level to High level 275 人 

 
「英文（一）」 「英文（二）」 

「英文（一）」：Low Level 470 人 
「英文（一）」：Mid Level 1244 人 
「英文（一）」：High Level 390 人 

「英文（二）」：Low Level 591 人 
「英文（二）」：Mid Level 930 人 
「英文（二）」：High Level 583 人 

326
136

8
246

698
300

19
96

275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

3

5

7

9

數列1 326 136 8 246 698 300 19 96 275

1 2 3 4 5 6 7 8 9

 
圖一： 

「英文（一）」轉入「英文（二）」人數變動長條圖 

（單位：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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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英文（一）」轉入「英文（二）」人數變動長條圖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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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閱讀考題難易度及鑑別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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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聽力考題難易度及鑑別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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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聽力及閱讀考題難易度及鑑別度分析說明】 

 

 

各科的試題分析，是先將該科所有考生的成績由高排列到低，其中的前 27%的考生為

高分組（也就是程度較高的考生），及後 27%的考生為低分組（也就是程度較差的考

生），再將這兩組考生算出該科每一題的答對率。 

 

難易度 

某一題難易度的指數算法為：(高分組該題答對率＋低分組該題答對率)÷2 

0.3 ≧ 指數 > 0   則該題定義為「難」 

0.7 ≧ 指數 > 0.3   則該題定義為「中」 

指數 > 0.7          則該題定義為「易」 

 

鑑別度 

某一題鑑別度的指數算法為：(高分組該題答對率-低分組該題答對率) 

鑑別度是指該題是不是可以區分出程度好的考生及程度差的考生 

0.19 > 指數      則該題定義為「劣」 

0.29 ≧ 指數 > 0.19  則該題定義為「尚可」 

0.39 ≧ 指數 > 0.29     則該題定義為「優良」 

指數 > 0.39       則該題定義為「非常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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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值計算方式 

 

PR=100-(100R-50)/N 

R 指排名 

N 指總人數 

此公式取至於「陳英豪 教授」編著的「測驗的編製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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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考題難易度及鑑別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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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收支結算 

本年度核定經費（單位：元） 實際執行數（單位：元） 

經常門 經常門 

執行率（％） 

計

畫 

名

稱 

人事費 業務費 雜支 

資本門 

（軟硬體

設施費） 

合計 

人事費 業務費 雜支

資本門

（軟硬體

 設施費）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學校

配合款

備

註

大

一

新

生

英

文

能

力

分

班

及

英

文

能

力

檢

測 

0 140,000 7,000 0 147,000 0 135,323 6,997 0 142,320 97%  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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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狀況 

利用語言教學中心自製之第一套閱讀試卷與聽力試卷於 2008 年

9/15-9/19 給所有「英文（一）：語練」及「英文（一）：讀本」學生施測，

然後將測試結果與他們入學考試的英文成績作比較，有效樣本數為 2,347

人，以統計軟體 SPSS 10.0 進行分析，再用 Spearson 相關係數與迴歸分

析做檢驗，求取閱讀、聽力分數與目前效標分數(入學成績)間之相關。結

果顯現：大學入學的英文學測成績確實能將學生編入合適的「英文（一）：

語練」及「英文（一）：讀本」兩種課程班級。因此 98 學年將繼續實施以

大學入學英文學測成績編班的方式，並將學生編入高、中、初三種程度班

級上課，持續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必要時再做調整。 

利用語言教學中心自製之第二套閱讀試卷與聽力試卷於 2009 年

4/27-5/1 給修習「英文（一）：閱讀」及「英文：（一）聽力」課程學生施

測，然後將測試結果與他們入學考試的英文成績作比較，有效樣本數為

2118 人，以統計軟體 SPSS 10.0 進行分析，再用 Spearson 相關係數與迴

歸分析做檢驗，求取閱讀、聽力分數與目前效標分數(入學成績)間之相

關。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入學學測成績與語言教學中心實施的第二次能力

檢測成績並不相關，表示多數學生經過大半年修習英文（一）課程，英語

能力已有顯著差異，所以必須利用具有足夠信度、效度的能力檢測

（proficiency test）試題，為修畢「英文（一）」課程的同學施測，將

他們編入合適的班級來修習「英文（二）」課程。因此自 97 學年起本中心

將持續研發能力檢測（proficiency test）試題，並利用有高信度、效度

試題將修畢「英文（一）」課程學生編入「英文（二）」高、中、初三種程

度班級上課，且持續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必要時再做調整。 

由於本計畫實施兩次近三千學生的大規模能力檢測，同時又對學生入

學學測成績與兩次大規模能力檢測成績的相關性分別做研究，最後並對兩



計畫編號：97D32201                            大一新生英文能力分班及英文能力檢測 

 

  
66 

套自行研發聽力、閱讀試題做難易度、信度、及效度的分析檢驗，這些研

究成果將用來調整規劃「英文（一）」及「英文（二）」課程的教學目標及

教學方向，以期課程能夠更符合學生學習需求，也提供任課教師作為選擇

教材及設計課程作參考；同時試題的分析檢驗結果將有助未來任課教師於

期中、期末統一考試時的出題，選題等工作，以期能全盤掌握學生的學習

情況，評估他們的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