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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評 95 年指考一一數甲與數乙

朱啟台

「均勻分布」 的迷思

分析一份試題, 首先要確認如何將題目作分類, 分類的方式有很多種, 最常見的有命題出

處 (章節)、 認知層次 (記憶、 理解、 應用、 分析、 綜合、 評鑑)、 題型 (單選、 多選、 填充、 計算證

明)、 難易度。

在評量理論上, 命題之前應該要先設計一份藍圖,稱之為 「雙向細目表 」, 雙向代表兩種最

基本的分類方式, 一個是出處, 一個是認知層次。 將每個題目的兩個屬性列成一張表, 就可以看

出全部試題的分布狀況。

均勻分布不一定是理想的分布, 要看測驗的目的為何, 因應不同的測驗目標, 分布狀況應

有所調整 (例如奧林匹亞競賽全部都是難題)。 不同的人對測驗的期待也有所不同, 因此, 分布

狀況好或不好會因人而異。

就大學入學考試而言, 有些高中老師希望試題分布均勻, 不要讓用功的學生白忙一場, 或

讓猜題者有投機取巧的空間。 但大學教授從學術的高觀點鳥瞰下來, 數學的國度本來就是有高

山、 有溪谷, 怎麼可能全部都是平原呢?

此外, 就像寫文章一樣, 一份試卷理應呈現命題者的品味與喜好,除非他刻意壓抑自己。 當

我們到餐廳點菜時, 要忍耐著不點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可能比較容易, 要勉強點自己不喜歡的東

西, 就很困難了。 不論大學教授怎麼自我壓抑, 不太可能出現連他自己都不能認同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從大學觀點看高中數學並非只是數學家的理想, 對高中老師和學生都具有實

質幫助。 畢竟, 在高中生進入大學的關卡, 大學教授才是守門人, 不了解守門人, 就不容易進門。

只可惜了解大學數學的門檻似乎高了一些, 猜題對高中老師來說仍然是一項困難的挑戰。

因此, 大部分的老師在未來一定還會繼續以 「均勻分布」 為學生請命, 而大部分的教授則

會繼續 「我行我素」, 或者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營造 「均勻分布」 的假象。

談完 「均勻分布」 的迷思之後, 讓我們重新歸零到試題分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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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程序、 解題能力

就數學試題而言, 大考中心將其依認知層次分成3類: 概念、 程序、 解題能力, 這樣的分類

方式比起 「記憶、 理解、 應用、 分析、 綜合、 評鑑」 來得合適多了。

「概念」 的意思是掌握住精神, 大致上能做是非判斷即可,通常出現在選擇題。 例如今年 (95

年) 數學甲多選第5題的前3個選項:

利用旋轉平移, 有沒有可能將 y = x2 變換成這些形式:

y = 2x2, y = −x2, x = y2 ?

又如數學乙多選題第7題的第2個選項, 只要知道標準差是在描述資料離散的程度, 從散布圖的

邊界大致呈現一個壓扁的橢圓看來, X 資料的標準差應該較大。

「程序」 的意思是熟悉操作技術,通常要透過填充甚至計算證明的題型才能檢驗出來。 例如

今年數學乙非選擇題第二題,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線性規劃, 命題者也不怕被考生發現, 因為, 如

果不熟悉線性規劃的解題程序也是枉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數學乙單選題第3題:

空間中有3個向量, ~a, ~b, ~c, 若 ~a +~b + r~c 是零向量, r 不可能是哪一個? (選項有 −

√

2, 0, 1,

π, 10100)

這很像在幫人洗刷冤屈, 有5個嫌疑犯。 反證法是辯護律師最常用的 「程序」, 以第2個選

項為例, 要證明0是清白的, 就先假設0有罪, 於是 ~a +~b + 0~c 會是零向量, 於是 ~a +~b 是零向

量, 但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稍微計算一下就曉得 ~a +~b = (1, 2, 1)。

再加上這個題目是單選題, 不可能有第2個答案, 所以0必然是唯一的答案。這個題目算是

考驗 「反證法」 解題程序的好題目。

「解題能力」 也就是應用能力。這類考題應該是一個從未看過的問題, 乍看之下完全不曉得

該援用什麼概念或方法 (如果有些學生曾經看別人解過, 隱約還記得怎麼解題,這個題目當然就

考不出這些學生的解題能力)。

這類考題希望學生能有耐性或勇氣, 試著去敲敲它、 拍拍它, 從它發出的聲音當中漸漸地、

或突然靈機一動地找出解題關鍵。

今年的數學乙有很多題目都帶有 「解題能力」 的味道, 但只是味道。 因為一口咬下去, 很快

就能發現解題之鑰。 這些題目只考驗出面對陌生問題的勇氣, 距離處理陌生問題的能力與耐性

還有一段距離。

例如多選第5題, 題目給定一個集合: 二進位制5位數, 並在這個集合上定義一個稱為 「距

離」 的運算, 作法是: 逐一比對兩個元素的每一位元,若有 n 個位元的數字不同, 就稱這兩個元

素的 「距離」 是 n, 例如, d(10010, 01011) = 3。 然後問了一些有關這個數學結構的問題。



34 數學傳播 31卷2期 民96年 7月

這個問題的題幹很有大學數學的味道, 但本質上只是智力測驗, 幾乎不需要任何高中數學

的工具, 有自信的國中生與小學生應該也能處理。

倒是數學甲選填題 D 更適合歸類到 「解題能力」——雖然題目已給了提示, 讓我們一看就

知道這個題目在考遞迴。

題目的大意是這樣:

箱子裡有9個球, 編號1-9, 從中取球, 取後放回, 取 n 次球 (好比擲骰子 n 次, 而這

個骰子有9面), 計算所得數字的總和為偶數的機率。

好奇是解決問題的動力, 而好奇源自於觀察, 為了培養對這個問題的好奇, 可能要先觀察

擲 1, 2, 3 . . . 次骰子的狀況, 事實上, 筆者就是做到 n = 2 的時候, 聽到地上發出聲響, 原來是

解題的鑰匙從天上掉下來了。

了解 「概念、 程序、 解題能力」 的涵意之後, 我們還要澄清一點, 這三者並不必然與 「易、

中、 難」 平行, 事實上, 難易度決定於考試的結果, 是一個量化的數字, 代表考生通過考驗的比

例, 而 「概念、 程序、 解題能力」 則是對問題本質的一個描述。

「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

現在, 我們終於可以從雙向細目表的觀點來檢視今年數甲與數乙這兩份試卷。 數甲偏重程

序性的問題, 數乙則偏重解題能力。 數甲涵蓋的數學知識較為豐富而均勻, 數乙則較為貧乏而不

均 (在此, 豐富與否、 均勻與否都不帶任何褒貶之意, 只是描述一個現象, 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這樣的結果應該與大考中心刻意引導, 以及與命題教授尊重雇主有關。 自然組學生跨考社

會組的現象, 一直引起各界對社會組學生不公的爭議, 如何保障這些數學弱勢團體呢?

「減少知識點的涵蓋面積, 增加解題能力的佔比」 顯然是一項可行的策略, 因為, 自然組學

生的數學優勢主要表現在更豐富的數學知識、 更純熟的操作技術, 想要減少這些優勢的發揮空

間, 自然要特別強調 「活學活用」 的能力了。

最後, 大考雖然以選才為目的, 我們非常希望為教學現場帶來正面、積極的引導。 從這個觀

點來看, 這次考試是很有價值的。

數學甲重視程序性問題, 意謂著求穩定, 基本功不可忽視。 數學乙重視解題能力, 意謂著多

給學生思考的空間, 不要拿一堆 「人造問題」 來壓垮學生, 所謂的 「人造問題」 好比是元宵節的

燈謎、 腦筋急轉彎, 與之相對的是 「自然問題」, 好比風從哪裡來、 水往哪裡去。

我們的教學現場一直不缺磨練基本功的人造問題, 數學甲在此宣告 「基本面」 的重要性, 應

該是針對數學乙積極鼓吹 「思考力」 而來。 知識是實的, 思考是虛的, 兩者本來就應該相輔相成,

但數學教學現場一直呈現失衡的局面, 呈現 「學而不思則罔」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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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 數學乙不是沒有可能引起 「思而不學則殆」 的負面效應, 但短期內不可能, 鐘擺距

離那個端點還太遠, 現階段應該持續強調 「解題能力」 的重要性。 誠如前面說的, 考驗解題能力

的問題不一定是難題, 它的目的更不是難倒孩子, 而是提醒孩子, 趕快設法培養解題能力。

只要大學入學考試持續肯定 「解題能力」, 就能引導教學現場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當然, 這

對教學現場的老師可能是一項挑戰, 我們也懷疑創意思考是否會有一套標準的訓練方法, 但我

們至少應該先確認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們至少應該先跨出努力的第一步, 否則, 數學學習將

永遠無法從 「學而不思則罔」 的夢魘中醒來。

附註

以下列出本文所提及的試題原貌, 至於完整試卷可於大考中心網站下載, 網址為:

http://www.ceec.edu.tw/AppointExam/AppointExamPaper/95ApExamPaper.htm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95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試題 (數學甲):

多選題:

選填題: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95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試題 (數學乙):

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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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選題:



試評 95 年指考—數甲與數乙 37

非選擇題:

—本文作者現任職於高中數學學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