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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二年國教課綱語文領域 - 本土語文（閩南語文）中，學習表現裡的閱讀能力，包含

羅馬字辨認，但目前臺語文語言能力認證考試題型，以及教學現場的評量，都缺少測驗臺

語羅馬字閱讀能力的題型。本文設計以辭典資料庫及語料庫為基礎的命題方式，使題幹與

選項都可藉由電腦程式來產出，協助人工快速命題。再以此方法命題，以線上測驗的形式

施測，收集作答反應後，以 Rasch 模式估計試題難度，再進一步提取難度特徵，並以多元

迴歸驗證，結果發現「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量」、「正答選項與誘答選項的聲調差異數量」

兩項特徵，對試題難度的影響達顯著。最後再對照教育部臺灣閩南語言能力認證考試的分

級，列出各級題目的難度特徵，作為未來命題、組卷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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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manized Taiwanese literacy as a learning outcome has been part of the Domain of 

Language Arts-Native Languages (Minnan) in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Yet evaluation of this kind of literacy is absent in not only the Taiwanese (Minnan) 

Proficiency Test but also in local onsite education. The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computer 

generated multiple choice test on the basis of an online dictionary database and language pool 

to facilitate manual test structuring. The Rasch model was utilized to evaluate the difficulty of 

items. Multiple regression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features of items on item 

difficulty. Results revealed that two positive indicators, including 1) the amount of Taiwanese 

exclusive phrases in items, and 2) the amount of tonal discrepancy between correct answer and 

distr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tem difficulty. With the above mentioned findings, thi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proficiency level-based difficulty parameters of the Taiwanese 

(Minnan) Proficiency Tes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words: Taiwanese(Minnan), vocabulary test, Romanized Taiwanese, level-Based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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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自 90 學年度起，九年一貫課綱中將本土語言列為國小必修，每週一節課，108 學年

度起實施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延續此一課程時數配置。108 年 1 月，「國家語言發展法」

正式公布，規定國家語言必須在各學習階段列為部定課程。國家教育研究院依相關規定，

啟動修訂課綱的程序，研議在第四及第五學習階段中增列本土語文各科的辦法。從九年

一貫課綱到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課綱，語文領域各科（包括本土語文）的能力指標 / 學

習表現，都包含了聽、說、讀、寫四個面向（教育部，2016），與一般語言學習的面向一

樣。而我國的語文教育與評量，向來對於讀、寫較為熟悉而較為全面及普遍。

各本土語當中，臺灣閩南語（臺語）
�
的語料、拼音、用字統一性與標準化評量工具

的發展，相對較成熟也較普及，因此以下本文所欲討論的相關問題只以臺灣閩南語為主。

為了因應國民教育的需求，教育部召集眾多學者專家，一方面整合了各套拼音系統，於

民國 95 年公告「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簡稱臺羅），並於民國 96 至 98 年陸續

公告「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 700 字詞」，民國 97 年公告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試用版、100 年推出正式版，作為臺灣閩南語標準用字的規範，教科書出版社亦隨之進行

修訂，至此，臺語教育的語言基礎工程，才算足堪使用。

當中，「臺語羅馬字」一直是各界立場及觀點差異極大、爭論不休的議題
�
。傳統上，

羅馬字作為臺語文的書寫系統，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陳慕真，2015），臺羅更發展成可

作為文字、亦可作為音標使用的系統
�
（洪惟仁，2010），在語言教學上十分重要。但臺灣

因為漢字教育普及，一般民眾對羅馬字相對生疏，因此接受度較低，即便羅馬字在幼兒

園階段已可應用於母語教學中（林麗黎，2008），課綱中到第二學習階段才正式納入羅馬

字的學習。

閩南語文作為正式科目，相應的必須要有具備完整語文能力的師資，因此教育部辦

理「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以下簡稱「教育部臺檢」），比照「歐洲共同語言

架構 (CEFR)」的分級概念，作為檢核教師語文能力資格的依據：必須通過 B2 中高級方

能教授閩南語文課程。該認證考試自民國 99 年首度辦理之後，歷屆報考人數穩定成長，

除了教師之外，也成為一般民眾、學校學生了解自己臺語能力的方法。而在正規的學校

1　 臺灣教育界和民間，臺語的語言名稱存在許多爭議。本文之使用原則為：行文脈絡如有所屬之正

式文書，依其文書中的用法，例如課綱中的閩南語文、教育部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如

需使用較學術性的名稱，則用「臺灣閩南語」；如為一般敘述，則從眾使用「臺語」。

2　 爭議類型有「是否該學羅馬字」的爭議、「羅馬字中使用哪一套較好」的爭議。有關前者，主張不

該學羅馬字者，多奠基於臺語的語言位階較低、非正式語言等，較非論理層次；後者的爭議則可

參見周盈成 (2016)〈想學寫臺語羅馬字但不知要選「白話字」或「臺羅」？那你知道早就撨好了

嗎？〉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8741，為較近期整理完整的文章。

3　 從名稱「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足見其兼有文字及音標的功能，文字功能方面，可以全羅

或漢羅書寫；音標功能方面，其設計概念接近國際音標 IPA，並兼可標示臺灣各種方言差異的特殊

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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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教學的強度與深度，則多半決定於任教老師的程度和意願，在不強制評量的前提

下，臺語的課室評量、定期評量，實施情況則差異甚大，即便是確實實施評量的老師，也

多半使用教科書出版商提供的評量工具，來檢驗學習成效。

教育部臺檢和課室評量，對於羅馬字的評量都較為缺乏。教育部臺檢書寫測驗中的

聽寫測驗，考生須直接寫出所聽到詞彙的完整羅馬字，是最直接評量臺羅的題型；而書

寫句子、短文時，可自由應用羅馬字；此外，閱讀測驗或口語測驗中的朗讀，則是在必

要的時候加註臺羅，作為考生閱讀及朗讀漢字的輔助（林佳怡，2015）。課室評量的部

分，由於前述社會大眾對於羅馬字接受程度的考量，會在課堂上教臺羅的教師偏少，若

實施評量，則常用圈選正確的臺羅拼音，或者類似聽寫測驗的考法，以寫作的方式來評

量。

在文獻中，羅馬字確實屬於臺語文正式的文字書寫系統之一（蔣為文，2007；陳慕

真，2015），教育部的語文成果亦然
�
，現當代流通的文本裡，亦同時存在全漢字、全羅馬

字、漢羅夾雜三種書寫方法（鄭良偉，1989；洪惟仁，2010），目前流通的臺語文雜誌如

《臺文通訊 BONG 報》、《海翁臺語文學季刊》、《臺文戰線》，以及社群媒體的使用，都可

見這三種書寫方式的流通。而既然完整的語言能力包含聽、說、讀、寫，完整的語言能力

測驗也應該包含這四個面向。漢語系的閱讀測驗，一般包括「詞彙測驗」及「閱讀理解」

（柯華威，2004；張凱，2006），詞彙測驗乃針對詞彙的認讀、應用而設計（張凱，2002），

教育部臺檢及課室評量的詞彙相關測驗，卻都僅侷限於漢字，缺少了針對「羅馬字詞彙閱

讀能力」的評量工具及題型，無法針對羅馬字詞彙的認識與了解進行評量，本文即欲建構

此一題型。

在語言能力測驗當中，可作為題型設計參考者，包括「教育部臺檢」現有的閱讀

測驗之詞彙測驗題型，國立成功大學臺灣語文測驗中心辦理之「全民臺語認證」（以下

簡稱「成大臺檢」）及「白話字
�
檢定」中閱讀測驗之詞彙測驗題型，以及同為漢語系

的「華語文能力測驗」(ROC) 及「汉语水平考试 (HSK)」(PRC)。但必須注意的是，華

語文能力測驗及汉语水平考试的受試對象，都是「非以華語 / 漢語為第一語言」的人，

Chomsky 於 1957 年指出，第一語言的習得 (acquisition) 和第二語言的學習 (learning)，

在人類的認知歷程中並不相同（謝石譯，1989），那麼反應在測驗上也應該要有所不同，

舉例來說，我國教育體制內的國語文評量，不論是課室評量或學力檢測、入學測驗等

等，鮮少有「選出適合題幹語句的正確詞彙」這樣的題型，但這卻是第二語言的能力測

驗最常見的題型。

而參照這幾項語言能力測驗的同時，也更凸顯了臺語語言能力測驗的特殊性：對考

生來說，臺語是第一語言、還是第二語言？正常及多數情況中，一個人的第一語言 (first 

4　 例如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之例句，即以正規的書寫方式呈現完整的羅馬字句子。又如

全國語文競賽的朗讀文章中，也可見到漢字、羅馬字混用的書寫方式。

5　 白話字，也稱教會羅馬字，為教育部臺羅之制定基礎，與臺羅有少數幾個符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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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和母語 (mother tongue) 會是相同的，但臺灣經過日語及華語兩次國語運動，臺

灣各本土語言被政策性地打壓（李筱峰，1999），臺灣人的「族群母語 (ethic language)」

與「個人母語 (personal mother tongue)」逐漸脫節（蔣為文，2007），現今臺灣人的第一

語言及慣用語言 (primary language)，隨著國民教育的推展，多數都已經是華語了；而

這個過程，剛好發生在臺灣因教育普及、使得讀寫能力亦隨之普及的現代化過程中（蔣

為文，2007），以臺語來說，這使得即便保有臺語聽、說能力的人，也沒有機會學習讀、

寫，導致使用臺語的人口整體語言能力不佳且不完整（林佳怡，2015）。因此，臺語語

言能力測驗在考試設計及題型上，反而與華語文能力測驗、汉语水平考试、全民英檢

(GEPT)、多益 (TOEIC)、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等等在臺灣較為人所熟知的第二語言測

驗較為相似。

但問題不止於此。前面提到，臺語文字包括漢字及羅馬字，由於臺灣的漢字教育非常

普及，而漢字又是表意功能強的書寫符號，加上臺語和華語同為漢語系，又長時間接觸，

共同詞比例高（姚榮松，2000），因此即便沒有受過臺語文漢字教育，也能經由漢字的基

礎，大致讀懂簡單的文本；但臺語羅馬字就必須另外學習才能讀懂，加上過去政策特別打

壓羅馬字，例如查禁羅馬字聖經（陳慕真，2015），使得社會整體對羅馬字的排斥度相對

漢字來說更高，造成羅馬字讀寫能力都較漢字更為低落。

基此，要設計羅馬字詞彙測驗的題型，勢必要多方考量。

「成大臺檢」的題型與「教育部臺檢」相似，其中閱讀測驗之詞彙測驗，兩者題型一

樣，4 個選項是 4 個詞義相近或相關的詞彙，二者的差別在於「教育部臺檢」的題幹及

選項皆以漢字為主，「成大臺檢」則為漢羅夾雜，與前述漢羅夾雜的文章書寫方式邏輯一

樣；而「白話字檢定」之詞彙測驗題型也相同，其差別在於題幹及選項為全白話字書寫，

另有一個新題型是「看圖認字」，題幹為圖片，從四個選項裡選出正確的答案，而四個選

項亦為詞義相近或相關，同時有詞義相近或相關、羅馬字寫法也十分相似的選項。

作者認為，在前述臺語文教育較不被大眾接受、教學成效較難發揮的現況下，針對

「羅馬字閱讀能力」，需要一個難度較低、應用較廣、評量目標明確的題型，供臺語語言能

力認證或課室評量之所需。而辦理語言認證考試需要大量的人力與資源，與英語和華語相

較，臺語的資源相對稀少，因此，本文的另一項研究重點為，這個新題型可以透過資料庫

及電腦程式的輔助來快速且有效地命題。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乃針對前述「難度較低的羅馬字詞彙閱讀測驗」建構

一個以羅馬字辨認度為評量目標的新題型；並針對此題型提出「以資料庫為基礎的命題方

式」，可透過不同的資料庫，以電腦程式產出資料，輔助人工快速命題；經實際施測、進

行分析，以驗證此一命題方式之可行性；再根據分析結果歸納出試題的難度特徵，作為將

試題分級之建議，最後說明本研究未來可以繼續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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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資料庫為基礎的命題方式

羅馬字的教學方法，可以從教材
�
的編纂看出結構，多半分成聲母、韻母、聲調（其

中的 4 調與第 8 調會搭配 -p、-t、-k、-h 韻尾說明，而變調通常會另立一個單元）三個成

分，當中的韻母因包含介音、元音、韻尾三個成分，與華語相較，臺語的音節結構韻母組

合較多，教材中通常把同性質的韻母列在一起，但概念上仍在韻母的範疇中。因此，本文

所欲建立的羅馬字詞彙閱讀測驗題型，對於羅馬字的辨認，也就同樣奠基於聲母、韻母、

聲調三個成分。

一般命題程序，首先要先確認評量目標，以單一選擇題來說，則要先確認本題考點，

再針對考點設計題幹及選項，並進行修題，之後經過預試再修題，累積足夠多的試題量，

才能建立題庫（余民寧，2009；陳柏熹，2011）。

胡韧奋 (2017) 指出，詞彙測驗自動命題，第一要選擇適合的句子做為題幹。第二要

選擇適合的目標詞和干擾詞（誘答）做為選項。該研究之自動命題奠基於完整而龐大的平

衡語料庫、詞彙分級成果、句法語料庫及分級資料，故能仰賴電腦組合出可用的題目。但

臺語迄今並無一個完整的語料庫，更沒有詞彙和句法分級的資料，因此，各項難度仍必

須相當程度仰賴專家的判斷，而利用資料庫進行自動命題的程序，目前也僅能作為命題輔

助，難以合成出可直接使用的有效試題，產出的試題仍需由人工檢視。而標準化測驗的試

題通常必須經過多位專家多次修題，由於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且重點在自動命題的方法

與程序，試題品質可能無法與正式考試等量齊觀。

本研究提出的題型及其命題方法，並非羅馬字詞彙測驗的唯一考法，而是一個新的題

型、評量目標為羅馬字本身，且研究重點是奠基於目前臺語可用的資源，包括現有的臺語

語料庫及其詞頻表、辭典資料庫，利用電腦程式，透過固定的程序，快速組合出大量試題

雛形供人工修正，具有建立題庫的發展性。因題型為單一選擇題，有標準答案，因此可以

線上施測、自動計分。以下分別說明題型及命題方法。

一、建立題殼

本測驗首先設計一個「題殼」如下：

「伊—愛 迌無愛讀冊，共迫嘛無效。」

(A)senn-sîng  (B)senn-sî  (C)senn-tsîng  (D)siu-sîng�

題幹的部分，前半段引號中為包含並符合考點詞語意使用習慣的句子，並將考點詞的

6　 參閱康軒、真平等各版本國小閩南語教科書，以及教育部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教學網 https://tailo.
moe.edu.tw/。

7　 題幹的華語翻譯為：「他天生不愛讀書，逼他也沒有用。」四個選項的臺語漢字分別為：(A) 生成、

(B) 生時、(C) 生前、(D) 收成。答案為 (A) 生成，天生如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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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挖空，後半段的描述固定為問受測者空格裡選哪一個最正確。考量試題難度，並集中

評量目標於考點詞彙的羅馬字辨認，因此題幹以臺語漢字呈現。

選項的部分，四個選項都是羅馬字，誘答選項都與正答選項相近但不同、且不可使用

於題幹的句子中，但都必須是語言使用中真實存在的詞彙，不能有假詞或系統空缺
�
的音，

以確保評量到的閱讀能力，確實為詞彙理解及使用的能力，而不是音標組合的能力。

漢字和羅馬字混和在一個句子當中寫法，對於慣用華語或英語的人來說可能會有所疑

慮，但從臺語文的特色與需求，漢羅夾雜的寫法更符合效益（洪惟仁，2010）、也更具語

意區別性（吉田真悟，2018）。

二、建立考點與產出題幹

在前述的題殼中，空格處的詞彙，即為每一題的考點，原則上所有的詞彙都可以成

為考點，只要有符合自然語感的句子存在，就可以組成題幹。而為了有效、快速命題，本

研究直接採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以下簡稱「教典」）的資料庫（以下簡

稱「教典資料庫」）
�
，該辭典所收的詞彙，多數都會在釋義之後附上例句，以呈現詞彙的

使用語境。由於辭典例句通常必須簡明易懂，除了該詞條的詞彙之外，句中不能有其他難

詞，且句子經過專家審查
�0
，在正確性和觀念上多數沒有大問題。因此，這些例句便成為

本題型的題幹最適合的來源，而這些例句所屬的詞條條目，即為該題的考點詞，也就是每

一題選擇題中的正答選項。

辭典收詞有單、雙、三、四、最多到五音節的詞彙，為了形式簡便、控制測驗的其他

變項、後續選項產出容易處理等因素，本研究只選雙音節的詞彙作為考點詞。

綜上所述，「教典資料庫」中，雙音節且含有例句的詞彙，為本題型的考點，取「音

讀欄（臺羅）」為正答選項，詞彙所附的例句即為題幹中的測驗語句。

三、產出誘答選項

本題型的選項數量為 4，除了正答選項之外，每題都需要 3 個誘答選項 (distractor)，

誘答選項因為不需要相應的例句、不需要符合辭典的收詞定義（例如常用詞組也可以作為

誘答選項，但因不能視為詞彙故辭典不會收錄），取材範圍更廣，若僅限定在「教典資料

庫」，選擇性反而太少，但也必須確保是語言使用中真實存在的詞彙。因此，本研究採用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詞彙分級研究案（以下簡稱「詞彙分級案」）」建立的語料庫（以下簡

8　 以臺語而言，指臺語的各子音、元音相配之後，雖符合音韻結構，實際上卻不存在於臺語中的音

節，稱為系統空缺。

9　 辭典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 - 禁止改作 3.0 臺灣」授權，本研究於民國 108 年 7 月申請取得。該辭

典因陸續進行修訂工作，不同時間取得的檔案可能有版本差異。

10　 該辭典編輯委員會、成果維護編輯委員會之委員，前後負擔數量不一、任務不同的審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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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語料庫」）中，所整理出來的詞頻表（以下簡稱「詞頻表」
��
），每個詞彙皆有臺羅，

這些從各類文本中擷取出來的詞彙，都可當作候選的誘答選項。

為符合前述對於誘答選項的條件，挑出誘答選項的方式如下：

(1)  將所有候選誘答選項詞彙的臺羅，利用「教典資料庫」中的聲韻調資料表，以程

式將所有詞彙（包括正答選項與誘答選項）拆解成聲母、韻母、聲調三個成分，

以符合臺羅教學的方法。雙音節詞總共便有 6 個成分。

(2)  以電腦程式將正答選項的 6 個成分，與「詞頻表」中所有誘答選項的 6 個成分比

對，其中 1 個成分不同、5 個成分相同者，即為與該正答選項配對的誘答選項，

將這些誘答選項與每一個考點詞並列相配，若可相配的數量較多，則取詞頻較高

的前 12 個詞彙作為候選誘答選項。

至此，即備妥具有可作為題幹的例句、考點詞（正答選項），以及與考點詞聲韻調 6

成分只相差 1 個成分的誘答選項，且都為真實存在的詞彙。

四、挑題

因本測驗為新開發的題型，尚未有可參考的難度資料，因此使用「詞頻表」為基礎，

進行以下處理：

（一）依詞頻表中，以詞頻數由大到小排列。

（二）考量命題格式，刪除單音節及三音節以上的字詞。

（三） 以詞頻數最大者為起點排序，標上流水號，流水號越小表示詞頻越高、越大詞頻

越低，完成「詞頻序」。

（四） 張郁雯 (2004) 指出，詞頻越高表示越常用、通常難度越低，詞頻越低表示常用

度低、通常難度越高。而我國的對外華語文測驗，將對應 CEFR 之分級所需的

詞彙量，在 Capel (2010) 對英語學習研究及張莉萍 (2012) 對華語學習研究的基礎

上，將 B2 級的累積詞彙量訂為 5000。曾文璇 (2014) 指出，華測會最後研擬的

各級新增詞彙數量，A1~B2 分別 500、500、1500、2500。但由於本詞頻表為階

段性成果（詳如註 10），表中所列有部分為常見詞組，而非「學習詞彙量」所指

的詞彙，所排出的詞頻序也僅僅是排序，各次序之間的詞頻數量落差不同，因此

不適合比照對外華語文測驗的各級詞彙量，但可參考其 B2 總量 5000 詞為挑題

區間。由於目標題數為 25 題，且未知詞頻對難度的影響，故先考慮將各題考點

分散於「詞頻序」的前 5000 詞，並以 1000 詞為一個區間，0~1000 為第一區，

1001~2000 為第二區，以此類推，取排序前 5000，共分為 5 區。

（五） 符合可挑題條件者為：「教典」收錄此詞、此詞有合適的例句、對應此詞有超過

11　 本文如無特別說明，「語料庫」所指皆為教育部臺灣閩南語詞彙分級研究案所建立之語料庫，「詞

頻表」皆指從該語料庫中整理出來的詞頻表。此詞頻表為階段性成果，教育部尚未公告，本研究

經正式公文索取階段性資料，作為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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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以上候選誘答選項。再從符合條件的詞目中，分別從詞頻序 5 區裡，每一區

隨機挑選 5 個考點詞，總計 25 個考點詞。

（六） 從這 25 個考點詞的「候選誘答選項」中，挑出詞頻較高、一定不能放在例句

中、語意沒有歧義性的 3 個詞彙，作為誘答選項。

（七） 挑出之詞目，利用函式將例句的考點詞挖空，並加上底線、再加上引號，後面再

加上「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即自動合成題幹。

（八） 將正答選項與誘答選項隨機排序，標上 (A)(B)(C)(D)，即完成 25 題羅馬字詞彙

測驗，詳如附錄。試題內容舉 2 例如下：

1.  「 ____ 你有紮雨傘，無，咱就愛沃雨矣。」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ka-tsù  

(B)ka-tsìng　(C)ka-tsè　(D)ka-tsài��

2.  「我這站仔 ____ 真絚，愛較儉咧。」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shái-thâu  

(B)tshím-thâu　(C)tshiú-thâu　(D)tshiū-thâu��

參、組卷、施測及分析

一、組卷

為了增加受測者作答意願，與同題型但選項為漢字的詞彙測驗，分別組成甲、乙兩

卷
��
，依照詞頻區的順序分別編派到兩卷中，使兩卷的考點詞皆平均涵蓋 5 詞頻區，兩卷

試題分布結構如表 1：

表 1. 兩卷試題分布

卷別 選項漢字 選項羅馬字 合計

甲卷 15 題 10 題 25 題

乙卷 10 題 15 題 25 題

二、線上施測

題本完成後，即針對題本樣態設計線上施測平臺，電腦及手機之瀏覽器皆可開啟做

答，施測介面截圖如圖 1。

12　 題幹的華語翻譯為：「幸好你帶了雨傘，否則，我們就要淋雨了。」四個選項的臺語漢字分別為：

(A) 加注、(B) 家政、(C) 家祭、(D) 佳哉。答案為 (D)，幸好的意思。

13　 題幹的華語翻譯為：「我這陣子手頭很緊，要節儉一點。」四個選項的臺語漢字分別為：(A) 彩頭、

(B) 寢頭、(C) 手頭、(D) 樹頭。答案為 (C)，與華語的手頭同義。

14　 本研究為另一個較大規模研究的其中一個部分，兩卷完整的測驗中，總共有三個分測驗，本文以

羅馬字詞彙測驗為研究主體，並單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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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羅馬字詞彙測驗線上施測介面示意圖

本測驗施測方式為不限定對象的線上施測，傳播平臺主要為社群網路及通訊軟體，傳

播管道之對象包括臺語文自學社群、臺語教師的國中小學生、開源軟體專案社群參與者、

一般民眾等，預期此受測者組成之羅馬字閱讀能力接近常態分佈，且具有作答動機。為了

作為資料分析的連結，採自願的方式請受測者提供電子郵件信箱，作為連結兩卷共同受測

者的依據。測後立即提供答對題數與正確答案，以增加作答動機。考量受測者會有想要得

到高分而多做幾次的心態，另提供「是否為第一次做這份測驗」的選項讓受測者勾選，分

析時再將不是首次作答的資料剔除
��
。

三、分析方法

本測驗經過 2 個月的施測期（2020 年 7 至 8 月
��
），回收後先進行資料清理，刪除空

白及錯誤資料，並將「是否為第一次做這份測驗」選項選擇「否」之受測者資料一併刪

除，再依照填答者自願提供的電子郵件，關聯甲乙兩卷，將電子郵件相同者視為同一人，

不同者或未提供者則視為不同受測者。所得有效卷數量如表 2：

15　 決定這些條件之前，已先做過簡單的線上調查，針對「需要個人帳號登入是否會影響作答意願」、

「不提供正確答案是否會影響作答意願」、「會不會重複做測驗」、「是否願意留下 E-mail」等問題調

查，有效問卷 204 人，根據調查結果，決定本段所述的施測方式。

16　 此施測時間乃配合教育部臺檢的考試時間，在考前兩個月放出測驗平臺，考生在考前會具有較高

的作答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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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兩卷回收數量

卷別 有效卷 提供 mail

甲卷 2,989 1,364

乙卷 1,625 859

合計 4,614 2,223

重複數（同一人） 540

如註 13 所述，本測驗包含另外兩個分測驗，但本文之分析，僅針對當中的羅馬字詞

彙閱讀分測驗。

測驗分析採用「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的 Rasch 模式。IRT 是用

來描述受測者能力、試題特性與作答反應的數學模式（陳柏熹，2011），相對於「古典測

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 CTT)，IRT 的各種模式，都是基於試題參數（如難度）、受

測者能力、答對機率三者間的關係，來進行不同目的的估計。當中最基本的模式為 Rasch 

模式，適用於二元計分、單向度的測驗分析，模式公式為：

其中，θj 表示受測者 j 的能力，bi 表示試題 i 的難度，e 為常數，Pij 表示受測者 j 在 i

題的答對機率。當答對機率等於 0.5 時，受測者能力剛好等於試題難度（陳柏熹，2011）。

由於 IRT 模式具有試題參數的不變性，估計出來的試題難度數值不會受到受測者能

力所影響，而 Rasch 模式估計出來的難度參數又具有等距量尺的特性，較適合進行後續的

數學計算與統計分析 (Embretson & Reise, 2000)。基於上述 Rasch 模式的性質，本測驗的

以下特徵皆可被模式納入估計中：甲乙兩卷的題目不同、兩卷受測者人數不一致、兩卷

受測者部分相同部分不同、不限定受測者（受測者能力未知）等。本文採用 ConQuest 套

裝軟體及 Rasch 模式，藉由 540 位共同受者，將兩卷的作答反應資料合併成一個矩陣來分

析。此外，也分別分析兩卷的古典測驗理論 (CTT) 通過率及鑑別度。

得到試題難度值之後，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有哪些試題特徵較能有效地預測試題難度，

便可依據這些特徵來為試題分級。本測驗的挑題方法是依據詞頻序分區間來挑題，研究者

預期詞頻較高的詞彙應較簡單、詞頻低的詞彙應較難；誘答選項的產出，則是基於聲母、

韻母、聲調與正答選項的差異，但這些差異會對試題難度產怎樣的影響則未知；題幹由漢

字書寫，而臺語漢字本身亦有不同的難易等級。一個臺語詞的構詞、字形與華語不同者，

例如前列試題範例中的「紮（攜帶）、沃雨（淋雨）、這站仔（這陣子）、絚（緊）」等等，

本文稱為「臺語特色詞」，以臺灣目前臺語文教育並不算普級的狀況來說，臺語特色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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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來說可能較無法完全掌握，因此本研究假設，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量，可能影響受

測者對於句子的理解，進而影響該題難度。

綜合試題的這幾項特性，本文假設以下試題特徵可能影響試題難度：

（一）正答選項（考點詞）的詞頻序

（二）誘答選項與正答選項聲母的差異數量

（三）誘答選項與正答選項韻母的差異數量

（四）誘答選項與正答選項聲調的差異數量

（五）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

粗體字為各變項簡稱，第（一）項詞頻序的排法詳如二、4.(4) 之說明，分為 5 階；

第（二）至（四）項的算法為，因每一個誘答選項與正答選項只會有 1 個差異，挑選項時

考量的是詞彙的常用度，而非聲母、韻母、聲調的平均分配，因此差異可能是聲母、可能

是韻母、也可能是聲調，例如誘答 1 是聲母與正答不同、誘答 2 是韻母與正答不同、誘答

3 也是韻母與正答不同，那麼這一題的三個變量就分別為 1、2、0；第（五）項則是人工

計算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量
��
。

各變項視為等距變項，使用 SPSS 軟體，以多元迴歸分析各項特徵與試題難度的相關

性及解釋力，以提取出可顯著影響難度的特徵。

肆、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Rasch 模式分析

25 題羅馬字詞彙測驗各題分析結果如表 3：

表 3. 羅馬字詞彙測驗分析結果

題號 Rasch 難度 鑑別度 infit MNSQ CTT 難度

1 0.529 0.64 0.95 0.61

2 1.174 0.56 1.05 0.49

3 -0.193 0.56 0.99 0.71

4 0.269 0.50 1.12 0.64

5 -0.028 0.57 0.99 0.69

6 0.400 0.60 0.97 0.62

7 1.439 0.49 1.13 0.45

17　 本文對臺語特色詞的定義如前文所述，為詞彙的構詞、字形與華語不同者。但考量即便在華語文

為主流的環境中，仍有部分臺語詞彙，以簡易或借音的文字形式出現，甚至已進入華語文的脈絡

中，例如表示房子的「厝」，表示事情的「代誌」，在本文的分析中，暫不納入臺語特色詞的數量

計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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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Rasch 難度 鑑別度 infit MNSQ CTT 難度

8 1.418 0.61 1.01 0.45

9 0.632 0.54 1.06 0.59

10 -1.100 0.51 0.95 0.82

11 -0.662 0.53 1.01 0.83

12 -0.331 0.58 0.98 0.79

13 -1.627 0.46 0.96 0.91

14 -0.155 0.62 0.96 0.77

15 1.318 0.59 0.96 0.56

16 -0.596 0.52 1.02 0.82

17 -1.311 0.57 0.89 0.89

18 1.735 0.48 1.08 0.49

19 -1.428 0.53 0.90 0.89

20 -1.296 0.59 0.85 0.88

21 0.093 0.66 0.88 0.74

22 1.052 0.57 1.01 0.59

23 -0.457 0.56 1.00 0.81

24 -0.511 0.58 0.94 0.81

25 -0.364 0.56 0.98 0.80

從分析結果可知，各題的 Rasch 模式適配度佳，加權後 MNSQ 介於 0.85~1.13 之間，

符合 Rasch 模式單向度假設，各題在古典測驗理論的鑑別度也都高於 0.3，在 0.46~0.66 之

間，鑑別度佳，各題 CTT 難度值在 0.45~0.91 之間，Rasch 難度值在 -1.627~1.735 之間，

試題難度分布也適中（陳柏熹，2011）。整體來說，本文建立的命題方式所產生的試題，

試題品質佳，可有效測驗羅馬字詞彙閱讀能力。

二、難度特徵多元迴歸分析

如參、三節所列，本研究假設了五個可能影響難度的試題特徵，其簡稱分別為：詞頻

序、聲母、韻母、聲調、特色詞。將此五項數值設定為自變項、Rasch 難度值設定為依變

項，以多元迴歸第一次分析的結果，發現詞頻序、聲母、韻母對難度的影響較小，未達顯

表 3. 羅馬字詞彙測驗分析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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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聲調與特色詞的影響較大，整體 R 平方解釋量為 .447，調整後 R 平方為 .336。

第二次分析，將詞頻序、聲母、韻母三個自變項刪除，只留下聲調、特色詞兩個自變

項，Rasch 難度仍為依變項。分析結果整體效果達顯著（表 4、表 5），F (2,22) = 8.206，p 

< 0.05，R�
 = 0.427，調整後 R�

 = 0.375。 

表 4. 各變項績差相關分析結果

1 2

1. Rasch 難度 -

2. 特色詞 .53* -

3. 聲調 .54* .346

*p <.05

表 5. Rasch 難度與難度特徵多元迴歸分析摘要 (N=25)

預測變項 B SD β

特色詞 .��� .��0 .��0*

聲調 .��� .��� .�0�*

*p <.05

根據分析結果，誘答選項與正答選項聲調的差異數量、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兩項試題

特徵，對於試題難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聲調差異數量越多、試題難度越高，題幹的臺語

特色詞數量越多、試題難度越高，兩項特徵共計有 42.7% 的解釋力。

三、分析結果討論

分析結果顯示，原先預設會影響難度的特徵中，詞頻序、聲母、韻母未達顯著，不如

預期，以下分別討論。

以詞頻序來說，大體而言，若在一個語料數量夠多的平衡語料庫中，詞頻越高的詞

彙表示在語言中越常使用，較屬於基本詞，預期其難度越低；反之，詞頻越低的詞彙表

示在語言中越不常使用，預期其難度越高（張郁雯，2004）。但臺語的狀況卻非如此。首

先，前述詞彙分級案建立的語料庫，乃由教育部逐年核撥經費委託大學辦理，大學本肩負

教學及研究雙重任務，能分配給研究的資源及時間，自難與專責的研究單位等量，該案執

行僅二年餘，目前所建立的語料庫數量並非相當足夠；再加上，臺語文語料庫的建立困難

重重，文字部分，在民國 97 年「教典」公布之前，各方文獻漢字並不一致，同一個語素

可能有多種寫法，會導致嚴重的詞頻估算錯誤，因此建立語料庫之前，還需要先做文字整

理；而羅馬字部分，雖於民國 95 年公告「臺羅」，迄今都仍有大量的白話字文本，幸好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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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和白話字之間的轉換具有清楚的規則性，可以由電腦程式來處理（楊允言，2014）。這

些原因，使得現有的詞頻資料準確度較難確定。

詞頻序影響難度未達顯著的第二個可能的原因是，臺語雖然是臺灣的本土語言，曾

經是臺灣八成人口的第一語言 (first language)��
，但因為歷史及政治因素，不僅早已不是多

數人的第一語言，甚至面臨保存的危機（陳淑嬌，2007；謝國平，2007），日常生活使用

臺語對話的機會也很少，更遑論閱讀臺文。因此，對於一般大眾來說，許多在語言中常用

的基本詞相對比較困難，而許多詞頻較低的書面語，卻因為和華語「同形」（即臺語和華

語的共同詞），可能反而比較簡單，不僅在閱讀中如此，在口語中，這些同形詞也可能因

為詞義的認知負擔較輕，而較容易被低能力者使用，因此即便以羅馬字書寫、連結的是

詞彙的聲音，對低能力者來說，臺華異形詞仍比同形詞困難。例如本次測驗中的考點詞

「 hong-sik（方式）」，頻次排序為 2777，但該題 CTT 難度（通過率）為 0.89，Rasch 難度

為 -1.311，在 25 題當中由易至難排第 3，數相當簡單的題目；又如「 ka-tsài（佳哉）」的

頻次排序為 966，屬相當簡單的辭彙，但該題 CTT 難度（通過率）為 0.61，Rasch 難度為

0.529，在 25 題當中由易至難排第 18，屬偏難的題目。因此，詞頻這個因素對試題難度的

影響，可能因此而無法在本測驗中顯現。

既然對大眾而言與華語同形的臺語詞彙比較簡單，那麼相對來說，跟華語不同形的詞

彙「臺語特色詞」，也就比較困難，在試題中反而是比較顯著的難度特徵，分析結果也證

實這一點，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量越多，要理解句子的意思難度變越高，自然也就比較難

選出正確答案。

至於羅馬字本身的特徵聲母、韻母及聲調，分析結果是聲母、韻母的影響不顯著、聲

調顯著。本文推論原因為，英語文教育為國民教育中的重要科目之一，多數人民都有基本

的英文字母辨認能力，而臺羅的拼音原理接近國際音標 IPA（教育部，2006），和英文也

有部分共通性，以一般人的羅馬字母辨認能力直觀的拼出臺語讀音，雖不準確，但接近的

機率很高。但是，臺語是聲調語言，聲調具有辨義功能，在羅馬字書寫中，把聲調標示出

來才是完整的臺語羅馬字，臺語 7 個聲調、搭配入聲韻尾總共有 6 種不同的調符，當中較

無直觀推論的可能，若沒有學過調符，則幾乎無法辨認聲調。因此，聲母及韻母的差異對

試題難度影響不顯著，而聲調則影響顯著，誘答選項與正答選項的聲調差異數量越多，試

題難度越高。 

固然從以上分析可以提取出兩個影響難度的特徵，但決定試題難度的因素可能很多，

而且有些因素使題目變難、有些因素使題目變簡單，相互影響之下，個別因素的影響程度

較難以掌握及估計，僅能以顯著的特徵，提出試題分級條件的建議。

18　 根據明治三十八年 (1905) 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之記載，當時臺灣人當中以福建語（即今臺灣閩

南語）為常用語者，佔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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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分級建議

Nation (2001) 提出詞彙的認識有 8 個層次，胡韧奋 (2017) 將這 8 個層次的學習分為

初、中、高級三個階段，初級為認識形音義及其搭配，中級為學習語法行為和搭配形式，

高級建立語法、語用的關聯。據此，本研究的題目多半集中在初級，部分具語法功能的詞

彙為中級，但不能反應高級的能力。

再以教育部臺檢的分級能力
��
來看，本題型為詞彙測驗，並未牽涉較高層次的閱讀理

解，應在 B2 中高級以下，以下還有 B1 中級、A2 初級、A1 基礎級。以 CTT 難度來看，

最簡單的題目通過率為 0.91，故可將最簡單的題目定位為 A1 基礎級，最難的題目通過率

為 0.45，也可符合 B2 中高級的難度。因此，為了方便與教育部臺檢的分級對照，故將這

25 題依其難度值區分成四個等級。

首先依照 Rasch 難度值的分布（參見圖 2），以試題難度間隔較大、對應的同能力受

測者人數落差較大兩項原則，首先區分出 A1 基礎級 5 題、B2 中高級 6 題，其餘 14 題應

分成兩級，但難度分布的區分不夠明顯，故取受測者能力分布落差較大的第 3 及第 14 題、

第 5 及第 21 題為切點，區分出 A2 初級、B1 中級。再分別就這四級試題中題幹的臺語特

色詞數量，及誘答選項與正答選項的聲調差異數量，列出建議各等級試題應具備的特徵條

件，結果如表 6：

表 6. 各難度等級對應試題及特徵

等級 試題題號 Rasch 難度區間 特色詞數 聲調差異數

A1 13、19、17、20、10 -1.627 ~ -1.100 0~1 0

A2
11、16、24、23、25、12、

3、14
-0.662 ~ -0.155 1~2 0

B1 5、21、4、6、1、9 -0.028 ~ 0.632 2~3 1

B2 22、2、15、8、7、18 1.052 ~ 1.735 3~4 1~2

根據表 6，羅馬字詞彙測驗屬 A1 基礎級的題目，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量為 0 個或 1

個、誘答選項不要有聲調差異；A2 初級的題目，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量 1~2 個、誘答選

項不要有聲調差異；B1 中級的題目，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量 2~3 個、誘答選項可以有 1

個聲調差異；B2 級的題目，題幹的臺語特色詞數量 3~4 個、誘答選項可以有 1~2 個聲調

差異。

但如前所述，影響試題難度的因素很多，此處提出的分級特徵建議，僅是就統計結果

19　 參見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網站「題型介紹」中有關能力指標之說明 (https://blgjts.moe.
edu.tw/tmt/view.php?page=questionBase)，該認證考試之分級基礎，乃奠基於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

構（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簡稱 C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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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確實會對試題難度產生影響的部分特徵，並非全部特徵，其他無法被量化的因素，例

如題幹語意的隱諱程度、是否有雙關或歧義、可填入題幹空格的詞彙是否容易聯想等等，

都可能會對試題難度產生影響，這些無法直接以量化數據來驗證的因素，有待建立其他客

觀標準，或有更多相關研究之後，或許有可能讓統計模型納入更多難度特徵，來達到更高

的預測力。

圖 2.   受測者能力與各式題難度之分布對照圖。右側為各試題之難度分布，分布於上方的試題對照左側

數值為正數，表示題目較難，下方的試題對照左側數值為負數，表示題目較簡單。左側表示受測

者能力的分布狀況，分布於上方者能力較高，分布於下方能力較低。

陸、結論及後續研究建議

本文針對臺語文能力測驗，提出羅馬字詞彙閱讀能力的測驗的題型；再設計以辭典資

料庫及詞頻表為基礎的命題方式，並針對選項設計提出拆分音位的方法，來設計有效的誘

答選項，使題幹與選項都可藉由電腦程式來產出，協助人工快速命題。將此命題方式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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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題目，共計 25 題、分配為兩卷，以線上測驗的方式、不限對象施測；經過施測及分

析，驗證試題品質佳，並可符合 Rasch 單向度假設，確實測驗到臺語羅馬字的閱讀能力。

本研究進一步以估計出的試題難度值提取難度特徵，以多元迴歸驗證，結果發現「題幹的

臺語特色詞數量」、「正答選項與誘答選項的聲調差異數量」兩項特徵，對試題難度的影響

達顯著；最後再根據 Rasch 模式分析結果，對應教育部臺檢的分級，將 25 題分為 A1 基

礎級、A2 初級、B1 中級、B2 中高級四級，並依據各級題目的難度特徵，列出各級可能

的試題特徵，作為未來命題、組卷的參考。

國家語言發展法公布之後，社會各界對本土語文教育的看法不一，各種看法皆有不

同的立場和意識形態，追根究柢，也是對於語言文化價值、對於國家未來公民應具備的素

養，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價值觀。對測驗研究者而言，課綱已明文規定本土語言課程，

那麼對於教師能力的檢定、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則勢必要發展健全的評量工具，並

提升教師評量的專業知能。然而，閩南語文科目（客家語文及原住民族語文亦然）背後的

師資、教學與評量資源，都相當缺乏，而臺語羅馬字是課綱中明定的學習內容，現有教科

書也都安排章節教學，但就連教育部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也都缺少羅馬字閱讀

測驗的題型。本研究可填補此一評量空缺，提供具有實證研究且具體可行的方法。

然而，本研究提出的命題方式相當依賴資料庫及語料庫的內涵及規模，若未來辭典

資料庫更為豐富、語料庫規模更為龐大，則依照本研究提出的方法所產出的試題，數量和

品質都有可能會更好。此外，依照本研究提出的方法所設計的電腦程式，可以快速產出題

目，未來若將此程式核心設計成友善的命題介面，使用上將更為方便，再搭配難度特徵的

分級建議，未來閩南語文課程須視學生程度來分班或選用教材時，將可作為快速篩檢受測

者等級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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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羅馬字詞彙測驗 25 題完整題目

1.「 ____ 你有紮雨傘，無，咱就愛沃雨矣。」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ka-tsù　(B)ka-tsìng　(C)ka-tsè　(D)ka-tsài

2.「我這站仔 ____ 真絚，愛較儉咧。」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shái-thâu　(B)tshím-thâu　(C)tshiú-thâu　(D)tshiū-thâu

3.「我的房間不時攏真 ____。」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shun-khì　(B)tshing-khì　(C)tshue-khì　(D)tshiong-khì

4.「這隻椅仔大人都夯無法矣，____ 是囡仔。」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hô-sóng　(B)hô-hóng　(C)hô-hong　(D)hô-hó

5.「風颱了後逐項菜攏 ____ 矣。」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khí-ke　(B)khí-kuè　(C)khí-kè　(D)khí-kà

6.「伊 ____ 愛 迌無愛讀冊，共迫嘛無效。」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senn-sîng　(B)senn-sî　(C)senn-tsîng　(D)siu-sîng

7.「時鐘歹去，已經 ____ 好矣。」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siu-lí　(B)sim-lí　(C)siū-lí　(D)siu-lú

8.「遮爾＿＿的工課，你敢會堪得？」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shim-tāng　(B)tshoo-tang　(C)tshiau-tāng　(D)tshoo-tāng

9.「這个夜市仔敢若阮兜的 ____ 咧。」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shàu-kha　(B)tsiànn-kha　(C)tsàu-kha　(D)tàu-kha

10.「這是伊食飯的 ____，毋通共用歹去。」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kiunn-si　(B)ke-si　(C)kong-si　(D)kua-si

11.「你就放予 ____，莫傷緊張。」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khin-sin　(B)khin-siong　(C)khin-sang　(D)khin-siann

12.「稻仔發甲誠 ____ 矣。」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uā-tâng  (B)tuā-tsâng　(C)tuā-lâng　(D)tuā-pâng

13.「我實在想 ____，伊是按怎會哭。」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bē-hiáu  (B)ē-hiáu　(C)bē-liáu　(D)bē-hó

14.「淑芬上臺的時陣真 ____，有氣勢。」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uā-pāi  (B)tuā-pēnn　(C)tuā-pōo　(D)tuā-pān

15.「我是專工欲來佮你 ____ 的。」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sio-sî  (B)sió-sî　(C)sio-suî　(D)sio-sí

16.「你莫一直吐 ____，予人感覺足煩。」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uā-tshuì  (B)t g-khuì　(C)tuā-khuì　(D)tuā-k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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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咱國家的資源真 ____，風景嘛真媠。」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hong-hù  (B)hong-hiòng　(C)huan-hù　(D)hong-sù

18.「遮的資料愛 ____ 交予伊，袂當予別人。」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shin-senn  (B)tshing-sin　(C)khin-sin　(D)tshin-sin

19.「我無佮意伊做代誌的 ____。」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hong-sik  (B)hiu-sik　(C)hun-sik　(D)hong-sok

20.「這禮拜功課傷濟，寫 ____ 嘛寫袂了。」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kui-ke  (B)kui-king　(C)kui-kang　(D)ka-kang

21.「伊這個月的 ____ 袂少，日子真好過。」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siu-j p  (B)siu-ts p　(C)siu-s p　(D)su-j p

22.「咱沓沓仔＿＿，久來嘛會有成果。」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gia' p-tsik  (B)la' h-tsik　(C)l p-tsik　(D)lia' p-tsik

23.「彼條路傷狹，轎車無法度 ____。」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thua-kuè  (B)thong-kuè　(C)thiann-kuè　(D)thong-kò

24.「伊 ____ 已經兩個月矣，愛細膩。」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ū-sim  (B)ū-sin　(C)sū-sin　(D)tsū-sin

25.「阿郎自細漢就四界 ____。」空格仔內選佗一个上正確？

　  (A)liû-liông  (B)liû-lōo　(C)liû-tōng  (D)liû-lō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