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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介紹了模糊 S -P 表的製作方法，利用 C++編程語言在 Visual C++ .NET 環境中製作

模糊 S -P 表軟體。該軟體能夠準確快速的繪製模糊 S -P 表，並能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多種

潛在的動態資訊，教師都可在相關資料科學分析的基礎上，調整教學策略。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模糊數學；S -P 表；電腦應用；大學物理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S–P （Student-Problem）表是一種學生答題得分表，它是由日本應義塾大學教授藤田廣

一先生在 1969 年提出的一種教學評價方法。它是對學生群體、個體和試題等方面進行評

價，是一種適應性很廣的方法。本文把模糊數學理論引入到原 S–P 表評價方法中，突破

了原 S–P 表的“0”、“1”記分法的限制，並且把這種模糊 S–P 表理論應用到軟體中，為更

多的教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用戶不需要編寫複雜的程式，直接可以進行便利地分

析學生的學習動態消息，因此該軟體的研究具備很高的實用價值。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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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模糊模糊模糊 S–P 表的製作表的製作表的製作表的製作
【【【【1】】】】

 

所謂 S–P 表，是把使用選擇題型的測驗分數變成 1（答對）或 0（答錯）的資料，並按

一定的規則排列的每人每題得分表。排表的規則是：學生順序按得分多少由上而下排

列，問題順序按答對人數的多少由左向右排列，並畫出學生得分曲線，稱 S（student）

線，畫出問題答對人數曲線，稱 P（problem）線。模糊 S–P 表改進了原 S–P 表中的 0-1

記分法，原理與其類似。 

1.1 把每個題目的得分進行模糊化處理把每個題目的得分進行模糊化處理把每個題目的得分進行模糊化處理把每個題目的得分進行模糊化處理 

所謂模糊化處理，就是將每個學生的每道題的得分除以這道題的滿分值，即該題的答對

率，也稱隸屬度。如果該學生在該題的得分是滿分，則該題的隸屬度就為 1。引入模糊

的概念，可以進一步拓寬 S–P 表僅限於分析選擇題的功能。對於一些主觀題，模糊 S–P

表也能加以分析。 

1.2 將試題及學號排序將試題及學號排序將試題及學號排序將試題及學號排序 

把第 i個學生的每道題的隸屬度相加，和為 Xi 按照從大到小的順序自上而下排列，把

第 j題的每個學生得分的隸屬度求和得 Yi ，由大到小地從左到右地排列，如圖 2 所示。 

 

圖圖圖圖 2222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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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畫畫畫畫 S 線與線與線與線與 P 線線線線 

畫 S 線：把 Xi 四捨五入，按 Xi 的舍入值數題數題數，例如 9 號同學 X9=8.1≈8，則在累

計 8 道題的右邊畫一個豎線，學號是 5 號的同學 X5=6.8≈7，則在第 7 道題的右邊畫一個

豎線，再用橫線把不在同一位置的豎線連起來。 

畫 P 線：同理，把 Yi四捨五入，按 Yi 的舍入值數題數題數，例如第 2 個題目的總隸屬

度為 Y2=9.2≈91 ，於是在累計 9 題的下面畫一個橫線，以此類推，再用豎線把不在同一

行的橫線連起來。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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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模糊模糊模糊 S–P 表軟體的設計流程表軟體的設計流程表軟體的設計流程表軟體的設計流程
【【【【2】】】】

    

該軟體包括 3 個部分構成：一部分是資料登錄說明，一部分是生成模糊 S–P 表，一部

分是計算相應的一些回饋資訊。整個軟體的設計流程圖如下： 

 

學生得分率之和從高到低排列 

把原始分數轉化成模糊評價矩陣 

（即用每題的得分÷ 該題的滿分值=答對率  作為得分的隸屬度 ijX ） 

問題得分率之和從高到低排列 

畫出 S 曲線（紅線）與 P 曲線（黑線） 

計算每個學生的穩定係數 ir，正答率之和 iX ，備註中的內容各自的答對率，

整套題目的適宜係數 G，整體的差異量 D，整體的穩定係數 R等 

根據各個標準，得出穩定係數對應的學生學生學號，適宜性係

數的各個標準對應的題號，判斷整體差異量的情況 

重    排 

計   算 

輸入學生的每題原始分數 

第 i個學生累計答對題目的總分和

正答率之和 

第 j題的每個學生的答對率之和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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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輸入說明的介紹輸入說明的介紹輸入說明的介紹輸入說明的介紹 

輸入說明是關於記錄每個題目的考察要點的。如果要檢查學生對各個知識的掌握程度，

以大學物理試卷為例，可以輸入“力學”、“熱學”、“電學”、“磁學”、“光學”、“原子”、“量

子”等部分，參見圖 3 的軟體截圖。這樣在圖 3 中可以看出每個學生在個知識點有問題，

哪些地方需要進一步加深理解。當然資料說明裏的備註部分可以根據用戶想要考查的內

容而定。比如說，一份大學物理實驗試題，在備註中可以標出相應題目所對應考查的哪

些能力，如“理解能力”、“動手能力”、“資料處理能力”、“分析設計能力”等。這樣在圖

2 中 S -P 表的右側就會出現每位同學的各種能力的答對率，從而可以清楚的瞭解，每位

元學生的哪些能力需要進一步提高。 

 

圖圖圖圖 3333 

2.2 生成模糊生成模糊生成模糊生成模糊 S–P 表介紹表介紹表介紹表介紹 

本軟體在“檔”的下拉清單裏點擊“新建”時，出現“資料登錄”對話方塊。“導入資料”可以

導入在記事本裏已經有的考試消息。也可以新建如圖 4 所示輸入學生數是“12”題目數是

“10”，然後再點擊“檔”下拉功能表裏的“資料說明”，上面已經介紹過了。接著點擊“說明

完成”，最後點擊“生成 S–P 表”。圖 2 就是生成後的模糊 S–P 表。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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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 

2.3 回饋資訊的介紹回饋資訊的介紹回饋資訊的介紹回饋資訊的介紹 

回饋資訊主要是計算學生的整體情況，以及個體評價情況，還有“知識點回饋”。這些回

饋的資訊都有相應的公式嵌入在裏面，而相關的係數可以在“參數標準”裏輸入。根據相

應的標準，可以得出整體評價和個體評價的結果，如“較好”、“一般”、“較差”。這裏介

紹一下幾個參數的定義。關於每種標準的大小可參見文獻[6]。 

2.3.1 整體差異量  

在 S–P 表中，整體的差異量是衡量整體應答水準差異的一個指標，用差異量系數 

D(difference index) 來表示，其計算公式為: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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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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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學生群體的穩定係數 

穩定性係數是指用來刻畫被評價專案的穩定性程度的指標，對於一次考試，是用來評價

題目的難易和評卷人的寬嚴程度的指標,在此有關係如下: 

R=MF 左- MF 右 

(MF 左表示 S 線左邊學生群體的得分率。MF 右 表示 S 線右邊學生群體的得分率) 

當穩定性係數 M=1 時，S 線左邊全為“1”，學生狀態絕對穩定。經過初步實證分析，當

穩定性係數 M≥0.2 時，測試的穩定性較好;當 M≥0.4 時系統的整體穩定性很高，學生的

被試能力通過測試專案很好地反映了出來。 

2.3.3 試題的整體適宜性係數  

適宜性係數是指每一個題目能正常區分學生知識水準或能力的指數，它描述的是試題的

適宜性程度. 有如下關係式: 

G=GF 上- GF 下 

（ GF 上指 P 線上方學生群體的累計得分率, GF 下指 P 線下方學生群體的累計得分率） 

 

圖圖圖圖 5 

2.3.4 個體穩定係數【4】 

通常個體穩定性分析也可以說式個體異常分析.S 線左邊、P 線上邊不應出現 0，S 線右

邊、P 線下邊不應出現 1，這時認為學生成績穩定在各自的水準上。不然則應對學生的

學習穩定性設疑。為了考察學生成績的可靠性，可用下面的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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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 ，ri≥0.30 ，就要引起注意。ri 越大，則表明學生在測試中表現越反常。 

2.3.5 穩定性係數和適宜性係數的關係 

穩定性係數和適宜性係數都是反映一次測試的整體水準與品質的指標。穩定性係數反映

的是學生應答水準的穩定性程度，即學生應答水準與測試決策的一致性程度;而適宜性係

數是對測試試題進行整體品質評價。雖然它們評價的角度不同，但是相對於整個測試專

案來說，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當穩定性係數較大時，學生發揮正常，應答水準較

高，這很大程度說明試題的品質較高，設置和編排上較為合理，此時適宜性係數也會相

應較大;反之，如果適宜性係數較大時，試題的得分情況較穩定，基本上能反映學生的應

答水準，這時學生的應答情況較好，穩定性係數會比較大。適宜性係數為 1 時，試題品

質很高，此時學生的反應狀態也最好。 

 

圖圖圖圖 6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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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模糊 S–P 表軟體的設計給教師們分析評價學生的學習情況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不需要

教師們懂許多編程理論，直接輸入學生的考試資訊，軟體會自動畫出 S–P 表，並可以

根據 S 線和 P 線的幅度判斷出學生差異程度，軟體中還很智慧地提供了多種係數的分

析。根據各種參數的標準，會自動計算出各種參數處於什麼樣的程度，如“較好”、“一

般”、“較差”。總而言之，本軟體的設計對推進教育評價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實用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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