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說明 
 

語文領域－國語文(草案) 

 
 
 
 系統建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閱讀評量與教學中心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莊紹信 編製 



電腦化識字量測驗的優點(一) 

1.掌握學生識字成長情形- 

 (1)透過累積的資料，可看到學生識字進步的變化情形 

 (2)瞭解各班教師的語文教學成效，激勵教師的教學專業成長 

    同時可鼓勵教師組成識字教學學習社群。 

 (3)可將識字量測量成果做為校務評鑑的提升學生能力的具體 

     指標。 

 2.瞭解學生識字能力，設計合適的教學策略 

 (1)協助學生選合適的書，作為推動班級閱讀的成果。 

 (2)透過資料，可看到學生識字進步的變化情形。 

 (3)依據學生能力，設計適合學生能力的教學活動 

 

 

 

 

 

 

 
 

引自：識字量評量網站簡報 



電腦化識字量測驗的優點(二) 

 3.得知孩子的語文能力進步情形 

 (1)採用數字及顏色來說明孩子識字能力的等級及進展，可 

     以有效溝通。 

 (2)數字等級自1.0開始，可有1.5、2.0等，數字大約等於 

    年級。 

 4.依據閱讀的能力選擇適合的課外讀物 

   學生可從圖書館取得適合自己閱讀能力的書，減少挫折性 

    閱讀，製造成功的閱讀經驗。 

 5.有網路即可操作 

    不需紙筆，連上網路即可進行測驗。 

 
 



電腦化識字量測驗的優點(三) 

 6.操作簡易：進行測驗只需使用滑鼠或鍵盤操作。 

 7.測驗時間短：測驗時間短，一個小朋友只需2~3分鐘， 

     使用網路，老師可自由選擇有空的時間進行測驗。 

8.測驗成果即時回饋： 

   立即回饋：測驗完畢即可立即看到結果，可用Excel直接匯 

              出成果報告，不需等待研究報告。 

    提供參照：平均數及標準差供教師參考。 

 

 
 

 

 
 



綱要 

第二部分：學校線上申請識字量施測 

第三部分：學校管理人員操作說明 

第五部分：識字量測驗結果分析與應用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第一部分：識字量與學習的相關性 



 
 

字彙越多的學生讀更多，字彙越少的讀更少，兩者差距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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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課程與新課綱重視識字教學 

是學習扶助基本學習內容的重點 

能培養自學能力的關鍵 

第一部分：識字量與學習的相關性 



 
 

九年一貫課程與新課綱重視識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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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識字量與學習的相關性 

1-1-4-2 能運用注音讀物，擴充閱讀範圍。 

4-1-1    能認識常用國字700-800字。 

4-1-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1,500-1,800字。 

4-2-1-1 能利用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4-2-5    能掌握楷書的筆畫、形體結構和書寫方法，並練習用硬筆、毛筆寫字。 

4-2-5-1  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及形體結構。…… 

 

 

4-I-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1,000字，使用700字。 

4-I-2      利用部件、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4-I-5      認識基本筆畫、筆順，掌握運筆原則，寫出正確及工整的國字。 

4-II-4     能分辨形近、音近字詞，並正確使用。 

4-II-5     利用字義推論詞義。 

4-III-2    認識文字的字形結構，運用字的部件了解文字的字音與字義。 

4-III-3    運用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分辨詞義。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語文能力指標舉例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語文學習表現舉例 



 
 

是學習扶助基本學習內容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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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識字量與學習的相關性 

學習扶助國語文基本學習內容舉例 



 
 

能培養自學能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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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識字量與學習的相關性 

1. 

學童如果沒有基本的識字量，閱讀一篇過多生字的文章，
就無法對文章產生理解。 

2. 

一般學生到了小四開始從閱讀中學習新知，不同閱讀能力學
生，其字彙量增長可能成十倍、百倍的差距 

3. 

低識字能力學生因為識字困難，造成閱讀量少，字彙量成長相對
較同儕緩慢許多。 



第二部分：學校線上申請識字量施測 

申請 建檔 施測 

繳交施測
申請書 

審查後
email 

寄出 
管理碼 

從選單：  
1.線上申請識字量施測  
2.相關資料→下載家長 
            同意書 

承辦人 
輸入班級
名單 

級任導師
輸入學生
名單與資

料 

施測人員
開始施測
並觀看報

告 

登入後： 
下載[學校管理人員] 
使用手冊 
收回家長同意書(校方留存) 

 

登入後：  
下載[班級施測人員] 
操作手冊 
 

以下資料引自http://pair.nknu.edu.tw/ 
literacy/Online_Apply_School.aspx 

http://pair.nknu.edu.tw/literacy/Online_Apply_School.aspx
http://pair.nknu.edu.tw/literacy/Online_Apply_School.aspx
http://pair.nknu.edu.tw/literacy/Online_Apply_School.aspx
http://pair.nknu.edu.tw/literacy/Online_Apply_School.aspx


第二部分：學校線上申請識字量施測 



第二部分：學校線上申請識字量施測 



第二部分：學校線上申請識字量施測 



第二部分：學校線上申請識字量施測 



第三部分：學校管理人員操作說明 

管理 

一、管理教師帳號 

二、管理學生名單 

施測 

一、點選學生與版本 

二、進行施測 

報告 

一、觀看學生報告 

二、觀看全校報告 

電腦化識字量測驗「學校管理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下載網址：http://pair.nknu.edu.tw/literacy/ 
 



第三部分：學校管理人員操作說明 

管理 

一、管理教師帳號 

系統登入 

檔案匯入教師帳號 

個別新增教師帳號 

學年度轉換 

管理 

二、管理學生名單 

系統登入 

檔案匯入學生名單 

個別新增學生名單 

此部分可由班級導師管理 



第三部分：學校管理人員操作說明 

報告 

一、觀看學生報告 

二、觀看全校報告 

三、學生識字量查詢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輸入網址、進入首頁、點選班級施測人員
登入 1.施測人員登入 

•登入後選擇學生管理即可選擇「檔案匯入
學生名單」或是「個別新增學生名單」 2.學生管理建檔 

•一年有四次施測機會(上學期期初、期末、
下學期期初、期末)且只能施測一次 3.識字測驗操作 

•點選觀看報告，即可觀看各班學生識字量
測驗結果 4.觀看識字量測驗報告 

•人員更換或其他原因可修改管理碼 
5.修改管理碼 

•學生或家長可自行輸入學生「身分證後 6 
碼」及「生日」查詢測驗結果 6.學生識字量查詢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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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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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班級施測人員操作說明 

詳細內容請參考：電腦化識字量測驗識字施測人員操作說明手冊 



第五部分：識字量測驗結果分析與應用 

識字量色點圖對應表 
系統施測版本自106年起為能力適性版，系統在施測期間會根據 
學生的識字情況進行調整測驗，以更準確測出學生的識字量。 
識字量結果亦搭配色點呈現，可參考色點圖進行識字量 
對照，亦可搭配色點書單，推薦學生閱讀。 



第五部分：識字量測驗結果分析與應用 

註：電腦化適性測驗的三下及四上數值很相近， 
因此未再分開不同顏色。而以二色合 併稱之。 
故綠藍色代表受試者識字量約在三下及四上的程度。 
 



讀本分級顏色對照表 

白色 (閱讀等級
1.0-1.5) 
 
 

黑色 (閱讀等級
1.6-2.0) 
 
 

紅色 (閱讀等級
2.1-2.5) 
 
 

橙色 (閱讀等級
2.6-3.0) 
 
 
 

黃色 (閱讀等級
3.1-3.5) 
 
 

綠色 (閱讀等級
3.6-4.0) 

藍色 (閱讀等級
4.1-4.5) 
 
 

靛色 (閱讀等級
4.6-5.0) 
 
 

紫色 (閱讀等級
5.1-5.5) 
 
 

銅色 (閱讀等級
5.6-6.0) 
 
 
 

銀色 (閱讀等級
6.1-6.5) 
 
 

金色 (閱讀等級6.5 
以上) 

引自：識字量測驗網站簡報 

 

http://140.127.56.86/Pair_System/Search_NewsList.aspx


第五部分：識字量測驗結果分析與應用 

一、瞭解學生的識字狀態。 
二、透過結合舊經驗的方式，讓學生從學會的， 
    導引到還不會的。 
三、透過識字量檢測、進行檢測後策略教學、 
    進行識字量成長監控。 
 

老師與學校在教學上可施力之處 



第五部分：識字量測驗結果分析與應用 

一、瞭解學生的識字狀態。 



第五部分：識字量測驗結果分析與應用 

一、瞭解學生的識字狀態。 



第五部分：識字量測驗結果分析與應用 

同一學期期初與期末前後對照 

1.識字量除了會依學習的時間長短而自然增加外，也會因為教師教學方式、 
  環境因素或策略的差異而呈現緩慢增加或快速增加（如2.5.6.7.8號）。 
2.學生也會因為學習狀況不佳或其他不利因素而造成識字量減少（如3號） 。 
3.智能障礙類特殊生的識字量較一般生為低（如4號） 。 



第五部分：識字量測驗結果分析與應用 

二、透過結合舊經驗的方式，讓學生從學會的，導引 
    到還不會的。 
   (1)閱讀者能力與讀物：識字量覆蓋率 

達90％（挫折性閱讀）、95％（指導性閱讀）、99％（獨 
立性閱讀）。 

   (2)脫離文盲的標準，以識字量而言，能辨識1200個字的文 
     章覆蓋率是90％左右，能辨識2700個字的文章覆蓋率是 
      99％。所以，以識字量定義獨立閱讀的基本識字量應該 
      是2700個字。(引自李俊仁http://reading.cw.com.tw/readingtest/share.htm) 

   (3)運用有效策略進行識字教學：識字正確性（識字量）、 
      識字流暢性、詞彙（詞彙量）、閱讀理解策略。 

三、透過識字量檢測、進行檢測後策略教學、進行識 
    字量成長監控。 
 
 

http://reading.cw.com.tw/readingtest/share.htm
http://reading.cw.com.tw/readingtest/share.htm
http://reading.cw.com.tw/readingtest/share.htm
http://reading.cw.com.tw/readingtest/share.htm
http://reading.cw.com.tw/readingtest/share.htm
http://reading.cw.com.tw/readingtest/share.htm


第五部分：識字量測驗結果分析與應用 

識字與詞彙教學策略 
引自：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網站 

 

http://140.127.56.86/Pair_System/Search_News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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