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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研究目的：做出一線上測驗試題配置系統，著重於配題上，使

其能在試卷鑑別度、難易度和測驗時間都可符合教學者和學習

者的需求。 

二、 資料來源：可分為二部份，第一部份是主要的參考文獻為黃國

禎、曾秋蓉、朱惠君、蕭經武所發表的共同研究報告；第二部

份為試題的資料來源，主要從國內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中

HTML的題庫以及Laudon & Laudon所撰寫的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中的題庫。 

三、 研究方法：分為適性測驗及試題配置兩部分；第一部分採用

Robbins-Monro適性測驗方式，第二部分主要由試題題庫以基因

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找出最佳解。 

四、 結果：實作出一個線上試卷系統。此系統能夠智慧學習的依使

用者能力產生出一份真正能衡量其學習績效的試卷。 

 

關鍵字：線上測驗、適性測驗、試題配置、基因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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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Purpos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test sheet generating 

system which will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both the 

instructor and the recipients of the exam. 

2. The two major sources includes first a important documented 

research paper conducted and presented by Guo-Zheng Huang, 

Qiu-Rong Tseng, Hui-Jung Chu, and Jing-Wu Xiao. Secondly, 

the sources of questions are contributed by both the HTML 

past exam question database of TQC and database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by Laudon & Laudon. 

3. In general, methods of analysis can be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including CAT and Test Sheet Generating. The first part 

was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Robbins-Monro CAT. The 

second part was to find the most suitable solution by applying 

Genetic Algorithm. 

4. Results: Successfully design and implemented a self-learning 

and web-based exam design system, which is capable of 

creating exam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exam participants. 

 

Keywords: online tests,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 (CAT), 

Test Sheet Generating, Genetic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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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描述 

 

 

 

1.1 研究目的和背景 

隨著電腦的普及和網際網路的發達，資訊科技的應用伸展

到各個不同的領域上。遠距離教學是從網路開始發展時便開始

有人著手研究的一個領域。民國 88 年中山大學成立中山網路

大學，是全國第一個網路虛擬教室課程，五年多來修課學員超

過 6000 人次[1]。而根據教育部電算中心資料統計，全台約有

50 幾所大學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包括校內和跨校一共有 500

多門課。目前教育部也有意在學生總畢業學分中，遠距教學學

分從原來不得超過總學分 1/3，放寬為占畢業總學分的 1/2，

碩士在職進修更可以全部用遠距教學上課，最快 95 學年開始

實施[2]。除了學校，只要到提供遠距教學的機構網站上報名

想要修的課程，也可在不限任何地點與時間的環境上課。此外

如補習班也開始利用遠距線上教學的方式服務那些因故缺課

的學生做補課的動作。不過使用遠距教學授課者無法得知學生

上課時的學習狀況，一旦學習的過程中出了問題學生往往無法

自覺。因此課後的測驗顯得格外重要。 

不管是那一種課程，要了解學生學習的成效最直接的方法

莫過於考試。而隨著時代的演進，考試也從傳統的紙筆做答演

化至電腦做答。傳統的紙筆測試，出題方式是由教學者透過自



 - 2 -

身經驗來設計配題，不僅耗費時力又無法達到試題共享的優

點，加上測驗後試卷批改不易，大大的造成教學者的負擔。在

電腦 e 化後，試卷批改的問題有所改善，且結合資料庫存放試

題 後 即 可 達 成 資 源 共 享 。 以 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為例，自 1993 年起便開始提供電腦測驗作答，

到了 1999 年更是正式全面放棄紙筆測驗一律改為電腦測驗的

方式[8]。 

目前普遍線上測驗的出題方式不是固定不然就隨機出題，

前者是固定的題目學生重覆做試題時會造成所謂背答案的情

況；後者則是會造成試卷難易不一，無法判別學習成效。故本

組決定做出一線上測驗試題配置系統，著重於配題上，使其能

在試卷鑑別度、難易度和測驗時間都可符合教學者和學習者的

需求。而為了對應題庫大量的試題，產生出一個鑑別度高的試

卷，我們提出以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解決試題配

置最佳化的問題。透過此法，試題配置將可滿足許多需求參

數，如試題的難度、鑑別度等以求得試題配置的近似解。 

 

1.2 相關研究 

由黃國禎、曾秋蓉、朱惠君、蕭經武所發表的共同研究報

告[6]中指出，隨著電腦技術的進步以及網際網路的普及，遠

距教學已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而伴隨教學系統的發展，網路

測驗也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為了快速建立測驗所需的題庫，

透過網路由多位學者進行合作式出題是一個很有效率的方

式。然而，合作式出題在未經協調的情況下，極易產生題目重

複、偏重於某些概念或同一試卷中某題目洩漏其他題目答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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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發生，使得測驗成效大受影響。論文中提出以題意分析架

構來改進網路合作式出題的程序，以提高命題品質；同時，為

了增加重複性以及一致性檢查的準確度，歸納出一些特殊題

型，並以高中生物題庫進行測試來驗證新方法的準確性。實驗

的結果發現，使用題意分析架構及特殊題型確實可以提高分析

及管理網路命題程序的準確性。 

丁子評在其研究[3]結合「線上測驗技術」、「連續機率比檢

定模式 (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SPRT)」及「傳

統電腦化測驗(conditional computerize test)」，建構一個

線上精熟判定測驗系統，並以此系統實際應用於國民小學班級

教學評量的實務工作。在研究結果中顯示：一、SPRT 模式與

CCT 模式在判定的一致性上，以百分比一致性指標(Pa)來看，

達 0.86。若排除機遇因素，以 κ 係數來考驗，κ 值為 0.72，

達到.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兩模式對精熟判定具有高度的一

致性。二、就兩模式的「答題數」來比較，整體而言，SPRT

模式在答題數的效率上，比 CCT 模式高出約 34%。三、再從兩

模式的使用時間來比較，整體而言，SPRT 模式在省時的效率

上，比 CCT 模式節省約 25%。四、SPRT 的施測程序裡，伺服器

所耗用的時間，僅占整個測驗時間的 0.87%，施測過程十分流

暢。因此，SPRT 模式一個施測效率高、測驗結果可信的系統，

很適合運用於國民小學班級實務的教學評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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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與內容 

 

 

 

2.1 研究方法(適性測驗部份) 

傳統的紙筆測驗，因電腦的輔助而有電腦化測驗。測驗電

腦化的結果，可使測驗的情境更標準化，取代人工計分，減少

誤差，節省時間與人力，皆為常見的優點。近年來電腦測驗已

結合項目反應理論及適性測驗之優點，發展成為電腦適性化測

驗。  

很多教育活動也隨著科技的發展而改變活動的方式。近年

來，網際網路突飛猛進，遠距教學應運而生，其技術與實施方

式目前已成為教育界最受重視的主題之一。在教學網站中，如

能結合電腦適性化測驗，將使遠距教學的歷程更為完整。緣

此，提出「以網站為基礎之適性測驗與試題配置系統」研究計

畫，主要是在網際網路的環境中，建置一個包括可線上建置試

題題庫及試題作答統計分析、學生進入線上測驗作答與對測驗

結果作評語顯示等之整合系統，以提供一個電腦化適性的測

驗，便於學生了解自己目前的學習狀況，以及往後學習重點參

考提示，方便自我學習或教學活動的進行。題庫管理者可依累

積作答紀錄，進行試題評量活動。  

    測驗的理論與實際雖然是一個古老的問題，但電腦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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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卻是一門新技術，而要建構一個整合系統，在方法與技術

上也是一個新嘗試。主要包含線上測驗、試題配置、試題編修、

考生討論區等四個子系統。資料庫有題庫、選項、解答、測驗

結果、歷次成績、使用者、討論文章與主題等九個資料表單，

茲就系統之重點略述如下。 

 

2.1.1 系統結構  

 

2.1.1.1 線上測驗子系統  

1. 登入使用：必須有註冊登錄者，才能登入使用。如果尚

未登錄者可立即註冊登錄之後，即可登入使用。  

2. 進入測驗：必須登入之後即可進入線上測驗。  

3. 測驗結果：必須登入之後，即可看到該使用者的歷次測

驗結果。   

4. 登出離開：結束測驗，離開。 

 

圖2-1 線上測驗子系統流程圖 



 - 6 -

2.1.1.2 題庫管理子系統  

1. 試題資料的輸入、修改、刪除。  

2. 章節內的等級、鑑別度、時間的定義。 

 

2.1.2 系統處理介面流程  

遠距適性測驗係結合項目(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適性測驗(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CAT)

及網路技術，適用於執行適性化之最大表現測驗。建構此測驗

機制分為三個方法：一、PHP檔案的處理；二、由HTTP直接存

取MySQL資料庫內的資料；三、使用端瀏覽器讀取MySQL資料庫

內的資料。在使用端(Client) 因考慮到資料格式的共同性、

方便性以及適性測驗需用到大量的數值計算，故採用PHP程式

語言及CSS排版樣式撰寫而成。伺服端(Server)則需負責處理

使用端的要求，從題庫中擷取適當的題目施測，並將施測結果

予以記錄。此種設計架構可為網路化適性測驗提供參考的設計

原則。在伺服端則須架設Windows XP或Linux作業系統、Apache 

Server，撰寫web Page，CSS排版樣式以及PHP程式以供使用者

進行線上測驗，存取MySQL資料庫內所有的資料。 

 

2.1.2.1 PHP檔案的處理流程 

 

圖2-2 PHP檔案的處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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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檔案的處理流程，如圖2-2。  

step1.瀏覽器對網頁伺服器送出一個HTTP要求。  

step2.網頁伺服器接收到HTTP要求，執行PHP的Script程式 

     碼。  

step3.依所須向資料庫提出要求。  

step4.資料庫回傳所要求的資料。  

step5.將資料結合網頁 

step6.傳回網頁伺服器。  

step7.使用端瀏覽器接收到網頁後，顯示網頁。  

 

2.1.2.2 軟硬體的使用設備  

使用端 （受測者）：硬體設備只要能連上網際網路。軟體

能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瀏覽器必須是IE6.0版以上能進入網

址http://220.135.180.116/Cloud/CATest/index.php即可進

行線上測驗。 

出題者（題庫管理系統）：硬體設備只要能連上網際網路。

軟體能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瀏覽器必須是IE6.0版以上能進

入網址http://220.135.180.116/Cloud/CATest/index.php，

並透過題庫管理系統編修題庫內容。  

伺服器端（提供網頁服務及資料庫共享）：以Windows XP



 - 8 -

或Linux當作業系統（含Apache Server 2.5.x作為WEB Server 

及Server-U 6.0.3作為FTP Server）、以MySQL 5.x當資料庫伺

服器、MySQL ODBC、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1.3 題目的分級及出題方式  

 

2.1.3.1 題目出題過程  

第一次受測的起始點採適中難度（第四等級）試題。再採

用 Robbins-Monro 適性測驗方式，如圖2-3。當一題作答完成

後，依其答對與否進（退）階下一題，其優點是在於能夠迅速

達到收斂及找到受測者的能力估計。如圖2-3所示 ，大約三次

試題受測後即可明顯的找出受測者的能力估計。相對的靈敏度

很高，是否能達到預期的受測者的能力估計?補救加強的方式

是受測第四試題以後改採用累積答對同等級二題以上則進階

一等級，同理，累積答錯同等級二題以上則退階一等級，直到

終止標準為止。另外，為考慮試題配置，等級的輸入必須擁有

1~7級，當答對一題後再答錯一題則停留在該節點之等級，並

直接結束。 

如圖2-3所示，受測者第一次進入時的起始點採適中難度

（第四等級，中間等級）題目進行施測，當作答完畢後，採用

Robbins-Monro適性測驗方式根據作答情形進行下一題的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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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樹狀結構進入過程 

2.1.3.2 受測者等級進(退)階方式  

前提：等級變數I設定為同一階級(如圖2-3樹狀階級所示)

中答對或答錯的次數統計。當答對時變數I 增加 1, 當答錯

時變數I 減少 1, 當不作答時變數I減少 1。  

假設1:  

當等級變數I≧1時，受測者等級進階1級，一直到最高級

(7級)。當等級變數I≦-1時，受測者等級退階1級，一直到最

低級(1級)。亦即答對一題就進階一等級，答錯一題就退階一

等級，此情形之下、受測者是否穩定的作答時，加上快速跳動

等級層次，達到預測評估的等級層次的穩定性不高。  

假設2:  

當等級變數I≧3時，受測者等級進階1級，一直到最高級

(7級)。當等級變數I≦-3時，受測者等級退階1級，一直到最

低級(1級)。受測者對同一階級作答的機會比較多，相對的跳

動等級層次的速度比較慢，平均最快必須經過12次才可達到最

高(或最低)等級層次，不易達到預測評估的等級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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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3:  

假設 1 中、跳動等級層次比較快、敏感度比較高，假設 2

中、跳動等級層次的速度比較慢、敏感度比較遲鈍，所以採取

折衷方式。當等級變數 I≧2 時，受測者等級進階 1 級，一直

到最高級(7 級)。當等級變數 I≦-2 時，受測者等級退階 1 級，

一直到最低級(1 級)。亦即同一階級中，答對一題與答錯一題

可抵銷之下，累積答對 2 題以上即進階 1 級，同一等級中，累

積答錯 2 題以上即退階 1 級。  

假設4: 

在假設3中最終能到達的等級只有1，3，5 ，7不適用於試

題配置系統，試題配置系統所需等級為1~7級，故新增另一假

設，在假設3上新增以下條件：若受測者答對一提後答錯一題，

或是答錯一題後答對一題，等級變數I=0，受測者的等級即停

留在該節點，並結束測驗。另外在出題上依假設1~3的出題方

式，會出現的題目只有等級2，4，6的題目，故出題的等級依

照等級變數做一些調整，使得等級1~7的題目均能出現。 

 

2.1.3.3 題目內容重複出現的可能性  

以同一受測者中同一次測驗作答為範圍，出題時先定義出

題的等級，然後在此等級之下隨機抽題，如果題目已被出題過

（同一受測者中同一次測驗）時，以此題的下一題為對象，再

度比對題目是否已被出題過，如果沒有被出題過才被選出出

題，一直到同等級的題目結束，如果沒有下一題時，再度重複

從同等級內隨機抽題，最多不超過五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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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 選項內容隨機亂數排列  

在輸入、建立題庫內容時可設定以亂數或固定方式排列顯

示選項內容。  

 

2.1.3.5 受測題目的終止標準設定及選定  

網際網路上施測方式與紙筆測驗上的差異性:  

使用的工具: 紙筆測驗上所使用的工具是紙和筆。紙筆測

驗上所花的時間可完全用於測驗上，外界干擾的因素比較少且

可作前後題的比較參考。一般在紙筆測驗上一次所取的題數是

30~35題之間。網際網路上所使用的工具是電腦及通訊設備（數

據機或專線），由於所使用的通訊設備（數據機或專線）上的

差異及使用的時段（尖峰時段或離峰時段）上的差異，造成資

料來回傳送所花的時間差距相當大。因此注意力的集中亦容易

受到影響而分心，且所做過的題目不能回頭修改及作前後題的

比較參考。所以在網際網路上作線上測驗所取的題數必須比較

少。 

  

2.1.3.6 動態評量  

在 非 補 習 模 式 的 研 究 中 ， Haeussermann (1958) 及

Volle(1957)兩人對動態評量的貢獻良多。此一時期理論基礎

主要來自皮亞傑發展論。他們針對肢體殘障的小孩，發展一套

複雜而非標準化的評量方式，以決定孩童的發展水準，並且抽

納出其它評量方式無法偵測的意義。後來 Jedrysek & Klapper 

等人在 1972 將這些方法加以簡化和標準化，成為準動態評

量。當孩童發生錯誤時，即採用一連串的測量來確定受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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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的水準。雖然型式上未盡如典型的動態評量(測驗-教學-

再測)，但它是第一個認真考量受測反應的測驗。Volle提出 

WISC 語文量表的限制，建議當受測出現錯誤時，應先重覆一

遍題目，若受測仍然錯誤則改變說法或予以簡化。  

如果受測者對於施測過程中作答題目感覺多數題都不會

作答時，會造成失去往下繼續作答的信心，如果受測者對於施

測過程中作答題目多數題都感覺太容易作答時，對此施測感覺

沒意義，也會造成失去往下繼續作答的信心。所以根據受測者

作答情形調整作答題目的難易度等級，答錯作答題目調整作答

題目等級，給於受測者對自己的信心，答對作答題目之後給於

提昇等級的作答題目作更進一步的挑戰。受測結束後給於受測

者預測評估等級、評估建議。  

 

2.2 研究內容(試題配置部份) 

在分散式架構下利用基因演算法建構試題配置系統。本研

究主要由試題題庫以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找出最

佳解，也就是一份最佳的線上測驗試卷提供給學習者測驗用。

本研究的主要議題與目的如下： 

 運用基因演算法結合網路服務發展一套有效線上測驗系

統。 

 如何在分散式架構下建立資料庫及網路服務應用程式。 

 從題庫試題的資料找出特徵，做為 GA 產生合理試卷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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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基因演算法 

 基因演算法是由 John Holland 於 1975 年所提出[9]。其

論點為根據達爾文的進化論中，生物體在自然界中會有進化的

現象，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現象。它可以表示為一種

一般化的搜尋技術，並且具有平行化的特性及避免落入區域最

佳化的能力。如同一個搜尋演算法經由自然的選擇及自然的遺

傳方式，透過生存適合度的控制，及隨機的交換資訊以搜尋可

能最佳解的空間，因此，每一個世代都可能產生出新的更適合

於問題適合度的解集合。 

 

圖 2-4 基因演算法流程 

從圖 2-4 來看，基因演算法求解的步驟如下： 

1. 建立編碼及解碼方式，解決問題之字串表示方法。 

2. 建立初使族群，即產生起始母體及訂定群體數目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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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義能有效評估問題的適應度函數(fitness function)。 

4. 選擇(selection)、交配(crossover)、突變(mutation)、

複製(replacement)，而得到下一世代的新群體。 

5. 回到步驟 2，進入下一世代的演化過程。 

     

2.2.2 編碼(coding) 

 在應用基因演算法解決問題時，必須將一組先編碼為一

個簡單的資料結構，稱之為基因體(genotype)，然後在計算結

果時再將這些轉換為真正的結果，也就是個體(phenotype)。

換句話說，這個步驟是將欲搜尋的空間節點以編碼的方式表

示，經過編碼的字串在基因演算法中即所謂的染色體

(chromosome)。基因的編碼會影響到後續計算適應度、交配、

突變時的複雜度，因此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2.2.3 初始族群 

 在執行基因演算法前，必須先建立一組包含多個字串的

群組。每個字串即代表一組問題的可行解，接著再從每個字串

演算繁衍出較佳的下一代。族群可為隨機產生或者是直接來自

資料，而族群的大小為事先必須先決定的參數值。 

 

2.2.4 適應度函數(fitness) 

 適應度的目地在於評估每一個解是否為一個好的或不

好的解，因此適應度函數為評斷字串優劣的依據。適應度越佳

者越有被選取做做交配的機會：反之，適應度越差的則越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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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淘汰。若為無限制條件為最佳化問題時，一般皆以目標函數

為適應度函數求解：若為有限制條件之最佳化問題，則將目標

函數結合處罰函數來定義適應度函數。 

 

2.2.5 物競天擇(selection)  

 為了從群體繁衍出子代，基因演算法是從中選取兩個親

代進行交配的動作，藉以增加族群大小及從資訊的交換產生更

佳的個體。每次要從群體內選擇出親代進行交配時必須依照一

定的法擇，常見的有： 

 輪盤式選擇法(Roulette wheel selection) 

設一族群的每一個個體都有一個適合度，首先將族群的

適合度全部加總，此即為輪盤的總面積，每一個個體在輪

盤中所佔的面積為其個體的適合度佔全體加總後的適合度

之分量，因此適合度愈高的個體，其被選取的機率亦較大

如下： 

 

                        圖 2-5 機率圖 

 競賽式選擇法(Tournament selection) 

通常依據優劣勝敗的觀念，會以選擇個體較為優秀的來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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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然而卻會使得族群的變異性降低，而導致族群很快

收斂，而無法求得更佳的解，因此會修正此競賽方式來選

取，其方法為從目前的族群中，隨機的選取兩個個體，再

產生一個介於 0-1 之間的隨機實數 m，若 m<n(n 為預先固

定之參數，通常預設為 0.75)，則選取兩個個體中適應值

較高的個體，否則選取適應值較低的個體。 

 菁英模式法(Elitist Model Method) 

當前群體中適應度最高的個體不參與交配和突變，而是

用來替代本代群體中經過交配、突變後所產生的適應度最

低個體。此種策略可保証最優的個體不會因交配或突變而

遭破壞。 

 

圖 2-6 精英模式法 

 排序選擇法(Rank-Based Selection Method) 

排序選擇不是以個體適應度的比較而是以其優劣做為

名次來選擇。也就是所謂的優生學。採用此方法可以在各

個個體的適應度差異極小的情況下維持合理的選擇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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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交配(crossover) 

 單點交配：在母代染色體上隨機產生一交配點，然後將

交配點後的字元互換： 

 

圖2-7 單點交配法 

    單點交配最主要的缺點在於，組合染色體左右兩端

字元的缺陷（加底線的字元）。假使已知最佳染色體，左

右兩端的字元必定是1，而要交配的母代又如圖2-7中的

a、b，如此採用單點交配則無法將母代的優越特性組合

出來。 

 雙點交配：首先在母代染色體上隨機選擇兩切點，然後

將兩交配點間的字元互換，如圖2-8所示： 

 

圖2-8 雙點交配法 

雙點交配法可以克服單點交配法在交配過程中的一

些缺點；以相同的例題但採用雙點交配法來看，就不會

產生先前單點交配所提到的的問題。此外還有三點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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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四點交配法等更多切點的方法，這些方法都是雙點

交配法的一個延伸。 

 

2.2.7 突變(Mutation) 

自然界中，基因的突變是不可預知與測得到的，也由於此

不完美的缺失，可能會造成生物體子代變得更強勢，但也有可

能變得更差的影響，常見的突變方式有： 

 二元編碼突變法：此法適用於採二元編碼的染色體之突

變操作，突變過程如下所示： 

    突變前：1 0 0 1 1 0 1 0 

    突變後：1 0 0 0 1 0 1 0 

 反轉突變法：首先隨機選擇兩切點，然後將兩切點間的

字元順序，加以反轉即可，如下所示： 

     突變前：1 3 5 2 4 6 7 8 

     突變後：1 3 5 7 6 4 2 8 

 Order-based突變法：首先隨機選擇兩字元，然後互換

位置即可，如下所示： 

    突變前：1 3 5 2 4 6 7 8 

    突變後：1 3 7 2 4 6 5 8 

 Position-based突變法：首先隨機選擇兩字元，然後將

第二個字元置於第一個字元之前即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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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變前：1 3 5 2 4 6 7 8 

    突變後：1 3 7 5 2 4 6 8 

 

2.2.8 控制參數 

遺傳演算法的控制參數包含以下三種[5]：  

1. 母體大小（Population Size，N）：母體是由染色體所

構成的，而每個染色體都分別代表想要求解問題中的一個暫存

解。一群染色體的演化過程，就相當於一組暫存解同時在解空

間中做平行搜尋，因此母體大小就決定了每一代所擁有的搜尋

點個數。如果母體增大可增加母體的異樣程度，使得陷入局部

解的機率減少，但同時也增加搜尋最佳解的時間。目前為止最

佳的母體大小尚無定論，在SGA中常用的母體大小為30到

200[10]。不論如何，在選擇母體大小的考量上，必須兼顧求

解效率及運算時間兩者的平衡。 

2. 交配率（Crossover Rate，CR)：指母體中的染色體需

要進行交配操作的比率。有兩種操作方式。例如：族群中至

少要有CR*N個染色體進行交配操作，或是預先配對的染色

體，進行交配的機率為CR。較高的交配率能使得較多的染色

體進行交配，而產生較多新結構的染色體，當然也較容易使

得好的染色體破壞原本的結構。而太低的交配率，則會阻礙

搜尋的速度 [9]。一些文獻提出 SGA常用的交配率為 0.5到

1.0。另外有些學者，如Schaffer，則建議採用較高的交配率，

如：0.75到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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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突變率（Mutation Rate，MR)：突變是為了得到更多

的資訊，通常來說突變率的值很小，因為太高的突變率反而

會使群體中有用的資訊因為突變而遺失。突變率是可以動態

調整，例如當連續一段時間群體的適應值都沒什麼進步時，

便可以將突變率調大，以期有更多變化。突變率亦有兩種操

作方式，例如：代表染色體上的基因碼發生突變的機率，且

任何一個位置上的基因碼發生突變與否，均為獨立的。或是

族群中發生突變的染色體比率。增加突變率有助於重新引入

未曾搜尋過的基因架構，但過高的突變率，也可能導致遺傳

演算法變成隨機搜尋法[10]。典型的突變率為0.001到0.05。

另外Schaffer 則建議突變率為0.005到0.01。由於控制參數

彼此之間會交互影響，所以無法獨立的去確定最佳參數值，

而此問題本身可能就是一個非線性的最佳化問題。 

 

2.2.9 系統架構 

 

圖 2-9 系統架構 

本研究提出的系統流程如圖 2-10。我們依功能劃分出：

(1)Web 使用者介面 (2)試題資料庫模組 (3)概念模組 (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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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轉換模組 (5)需求最佳化模組 (6)試卷產生模組。各模組

的功能說明如下： 

1. Web 使用者介面：此為使用者產生試題及線上作答的介

面。網頁以 PHP 寫成並聯結資料庫。 

2. 試題資料庫模組：即為題庫。  

3. 概念模組：每一題的概念內容：難易度、鑑別度、建議

作答時間。此將做為整個 GA 運算的基礎資料。 

4. 資料轉換模組：而當資料傳至遠端伺服器做運算處理

時，資料的格式，在本研究中為了套入基因演算法的程

式，必須做二進制轉換及排序的動作。 

5. 需求最佳化模組：為了產生最有能有效測驗學習成效的

試卷，此模組將資料庫中的資料經過最佳化的演算法，

如基因演算法，找出最佳解。以 VB.NET 編寫並連結資

料庫。 

6. 試卷產生模組：從題庫根據條件(GA)產生篩選題目產生

試卷。 

 

2.2.10 基因演算法為基礎之試題配置系統 

1. 使用者在使用者介面設定參數。 

2. 根據設定參數從試題資料庫產生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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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此母體和概念資料轉換為 GA 所需之格式。 

4. 進行 GA 運算。 

5. 完成演算並取得在設定參數下之最佳解。 

6. 將資料比對應題庫資料庫轉換回題目。 

7. 產生試卷，回傳至使用者。 

 

圖 2-10 系統流程 

 

2.2.11 在概念程度下之基因演算法 

根據 G.I Hwang 的研究中[11]所提出的「符合期望測驗難

易度和最低界限的多目標試題配置機制內，求出試題配置時間

最佳化」。在試題題庫中，有 n 個可組合的成測驗試卷的候選

試題 Q1，Q2，Q3…Qn，從這 n 個候選題選出一組試題以產生測

驗試卷。 

本組設定的相關變數如下： 

決策變數 Xi：當第 i 個試題被選取時，Xi 為 1，否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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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 ti：試題 Qi 的估計回答時間 

參數 di：試題 Qi 的難易度(等級) 

參數 l：試題平均難易度最低限界 

參數 h：試題平均難易度最高限界 

參數 fi：試題 Qi 的鑑別度 

參數 u：試題平均鑑別度的最低限界 

目標函式： Z = ∑ ii Xt  

fitness： 限制式：

∑
∑
∑

≤

≥

≥

hXd

lXd

uf

ii

ii

i

 

公式中二元變數 Xi 表示試題配置時第 i 題是否有被選取。

若 Xi 為 1，則代表第 i 題有被選取；若為 0，則第 i 題未被選

取。目標函式為從測驗題庫中選取部份試題，再符合參數何限

制條件下求取提組的最適測驗時間。限制式中鑑別度限制表示

被選取的所有試題的平均鑑別度不可低於鑑別度下限，好讓試

卷能測別出考生的程度。限制式難易度之上下限為指定試卷等

級。下面為基因演算法的詳細演化步驟： 

步驟一：編碼(encoding) 

 設變數 X 母體中的染色體，包含有 n 個基因變數，

X=[X1，X2，….Xn]，當第 i 個試題被選取時 Xi 為 1，else 為 0。

題組時間總和 

鑑別度下限 

難易度下限 

難易度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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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隨機產生一組用二元(binary)變數表示方式的各組試題

序列的染色題，例如 X=[0，0，1，…，1]。 

步驟二：計算適應度(fitness value) 

 根據限制式配合處罰函式來計算染色體的適應度。適應

度越高的染色體在演化(evolution)的過程中經篩選

(selection)留下的機會也越大。 

步驟三：物競天擇(selection) 

本組採用(Elitist Model Method)來進行 selection 的動

作。菁英模式[4][5]是學者們為了加速基因演算法的收斂速度

而發展出來的，主要的作用是希望藉著提昇族群整體的品質而

減少進行的代數，縮短求解所需的時間與降低計算成本。在傳

統俄羅斯輪盤中，新一代族群中的組成團體，均是由親代族群

中的成員經過基因運算子的運作產生的子代，而菁英政策則是

將產生出來的子代群體中適應度最高的個體不參與交配和突

變，而是用來替代本代群體中經過交配、突變後所產生的適應

度最低個體。此種策略可保証最優的個體不會因交配或突變而

遭破壞。 

 

步驟四：交配(crossover) 

使用雙點交配。首先在母代染色體上隨機選擇兩切點，然

後將兩交配點間的字元互換，雙點交配法可以克服單點交配法

在交配過程中的一些缺點；以相同的例題但採用雙點交配法來

看，就不會產生剛才的問題。此外還有三點交配法、四點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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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更多切點的方法，這些方法都是雙點交配法的一個延伸。 

 

步驟五：突變(mutation) 

 突變機率設定為 P=(1/n)，(1/n)表示因為一個染色體

期望只突變一個基因；首先需要先產生一組範圍介於 0 到 1

的隨機變數，當該數小於 p 時，該隨機變數所代表的基因則進

行突變。 

一直重覆步驟二到步驟四的動作直到符合停止條件為止，

例如最高演化世代。 

 

2.2.12 遭遇問題 

本組在研究過程中主要面對下面四項問題： 

1. 題庫中的題目必須皆有機會選入試卷：為了不遺露掉好 

的試題，系統必須確保題庫中的每一題都有機會成為線

上試卷的一題。目前我們採用的解決方法是隨機產生一

組用二元(binary)變數表示方式的各組試題序列的染

色題，例如 X=[0，0，1，…，1]。若題庫有 10 題，隨

機 5 組產生結果會如下： 

X1=[0100100011] 

X2=[1010001110] 

X3=[1010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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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0100100101] 

X5=[1110011001] 

2. 題庫不能太多，否則會拖慢整個演化過程：由於為解決

問題 1而採用隨機亂數產生染色體數等同題庫數的基因

條，故題目越多基因便拉的越長，如此勢必會拖慢整個

GA 的演化速度。本組採用適性測驗在配置試題之前，先

測驗出考生等級，再依其等級選入適當的題目進行試題

配置。 

3. 處罰機制及權重搭配設計不易：為了讓被選取的試題符

合時間、難易度及鑑別度的限制，定義一個處罰函數，

讓不符合限制式的試題配置組合獲得較低的適配值，目

的在求解過程中結果接近符合所設定的限制式，使試卷

能符合出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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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統成果 

2.3.1 前台主要畫面 

主要區分成五大區塊，分別為 1.工具列；2.主選單；3.內容區

塊；4.使用者區塊；5.最新消息區塊。 

 

圖 2-11 前台主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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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內容區塊 

根據選擇不同的選單項目，而改變不同內容區塊內容，以下圖

2-12 到圖 2-22 為內容區塊展示畫面。 

(1)最新資訊：清楚的分出最新的公告、科目、話題、下載等項

目。 

 

圖 2-12 最新資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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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線上測驗：考生選擇測驗類型、科目、章節來進行

測驗，適性測驗提供了依照考生程度分配最適合考生的試題配

置，以讓考生了解自己的學習效果，而一般測驗則以傳統的配

題方式出題，出題較不受限制。 

 

 

圖 2-13 線上測驗選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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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線上測驗畫面

 

圖 2-15 測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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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績查詢：讓考生查詢歷次成績及該次測驗等級所對

應之試題配置，點選等級右方的圖示即可依照該等級配置出適

合試題(試題配置)。 

 

 

圖 2-16 相關下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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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試題配置：依照適性測驗的結果以及作答時間長度即可配置

出適合該考生等級的試題。(附註：需將阻擋快顯程式關閉，否則考試

可能會被快顯程是阻擋而無法正常進行考試。) 

 

圖 2-17 試題配置畫面 

 

圖 2-18 配置後測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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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配置後測驗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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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關下載:讓考生下載、查詢可供下載檔案的地方。 

 

圖 2-20 相關下載畫面 

 

 

 

 



 - 35 -

(6)考生討論: 提供考生討論測驗心得的地方，文章順序

依發表時間降冪排列，讓考生方便查看新的發表文章。 

 

 

圖 2-21 考生討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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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生註冊：沒有帳號時，是無法使用線上測驗等功能

的，所以必須點選＂考生註冊＂來申請新帳號，填寫完申請表

後，點擊確認送出，開通後即可使用。 

 

 

圖 2-22 考生註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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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後台主要畫面 

    主要區分成四大區塊，分別為 1.主選單；2.查詢區塊；3.編輯區

塊；4.SQL 語法顯示區塊。 

 

 

圖 2-23後台主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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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管理區塊 

    根據選擇不同的選單項目，而改變不同內容區塊內容，本區塊為

查詢、編輯、SQL 語法顯示等區塊組成，以下圖 2-24 到圖 2-30 為內容

區塊展示畫面。 

 

 

(1)科目管理： 

 管理考試科目系統，可新增修改或輸入關鍵字及條件搜尋所尋

科目。 

 

圖 2-24 科目管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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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管理： 

 管理考試所有題目的管理系統，可新增、修改、刪除題目。可

依照題目欄位作排序。附有題目查詢，可輸入關鍵字或是條件搜尋所

尋找的題目。 

 

圖 2-25 題目管理畫面 

(3)討論管理： 

 管理前台討論區的管理系統，可刪除或鎖定前台發言不當或是

不良討論，附有討論查詢，可輸入關鍵字或是條件搜尋所尋找的討論

話題。 

 

圖 2-26 討論管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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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會員管理： 

 管理網站所有帳號的管理系統，可給予帳號權限或停權。附有

會員查詢，可輸入關鍵字或是條件搜尋所尋找的會員資料。 

 

圖 2-27 會員管理畫面 

(5)新訊管理： 

 前台網站的公告系統管理，可新增、修改、刪除公告到

前台首頁供考生觀看。附有新訊查詢，可輸入關鍵字或是條件搜尋

所尋找的新訊。 

 

圖 2-28 新訊管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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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載管理： 

 提供考生教學檔案或是相關檔案管理系統，可新增、修

改、刪除提供的檔案。附有檔案查詢，可輸入關鍵字或是條件搜尋

所尋找的檔案。 

 

圖 2-29 下載管理畫面 

 (7)前台文章： 

 放置前台文章的上稿系統，其內容包括系統簡介、開發

小組說明等，可自由修改。 

 

圖 2-30 前台文章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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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科目管理輔助工具 

    幫助出題者管理題庫資料庫的輔助工具，具有新增、修

改、刪除、搜尋等功能，本身還提供題庫備存的功能，當無法

連線時可將題目儲存於備存資料庫(Access)，方便使用者在往

後連接題庫伺服器後，再將題目上傳。

 

圖 2-31 科目管理輔助工具畫面 

2.3.4 系統開發 

 此線上測驗網站建置及開發，基因演算法乃參考網路上

的範例程式，加以修改並連結資料庫，其餘皆由本組製作。 

分配如下： 

線上測驗網站(含管理系統)製作者：陳丕青 

基因演算法程式編寫者：陳興宇 

網站題庫管理輔助工具製作者：林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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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後成果 

 

 

    由本次專案，我們研究了相關的參考資料，並實作出一

個以基因演算法為配置基準的線上試卷系統。系統並可以根據

每次回答試卷的結果來調整題目鑑別度的部份，以做到系統能

夠智慧學習的依使用者能力產生出一份真正能衡量其學習績

效的試卷。 

    此系統還具備了即時評分、成績查詢、討論區等功能，

不但能讓考生能即時得到測驗結果，以讓考生了解自己的學習

成效，亦能比對歷次成果，來衡量並制定更有效的學習方法，

最後還能跟其他考生相互討論，並分享自己的讀書心得，不但

能獲得學習成效，同時也拉近了人與人之間的距離。 

    另外，我們還額外開發了題目管理輔助工具，以方便題庫管

理者在連不上網路時，也能方便的新增題目，待網路可以使用時再上

傳至題庫伺服器，利於題庫管理者個人的時間分配與利用，內建新增、

修改、刪除、查詢，讓題庫管理者多了一樣不同的管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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