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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族語認證線上模擬考的試辦計畫
台北市民族語検定オンライン模擬試験の試行プラン
A Trial Plan for Online Simulated Test of Aboriginal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in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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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族語能力分級認證考試者不受國籍、族別
及年齡之限制，也不管是因升學考試加分需
要、或想當族語教師、或
純粹只是對族語有興趣，
都可以視程度選擇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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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課程。
線上模擬測驗系統操作

上測驗系統為基礎，開發上

訊設備如何協調租借、會否

機版的模擬測驗系統，並在12

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員等。直

月3日，也即是族語認證前一

至與台北市立大學劉宇陽教

數選題」來組題。並在台北

週的週六，在台灣師大的電

授研究利用現有族語E樂園網

市大學所組成的工作團隊規

腦教室進行首次模擬認證考

站所建置系統的可行性之

劃下，針對如何辦好一場認

試，原本報名的考生計有303

後，便決定以此方式嘗試建

證，構思出可能涉及的各項

人，實際到場的有157人，通

置上機版的測驗系統，而題

細部執行事項及執行內容如

過模擬認證的考生有215人。

庫也即是就該網站中採「亂

下表：

模擬族語認證由於是首
次辦理，尤其是預計規劃在

項目

委託事項

基本需求說明

正式認證前一週辦理，事實

考生資料庫

建置考生資料並將報名資訊匯入

上，在規劃初期，台北市原

主程式開發

開發線上測驗與線上錄音的模擬測驗系統

線上閱卷系統

線上閱卷評分系統

回饋報表系統

考生查詢作答內容以及分數

准考證發送

從資料庫匯出資料成准考證並透過電子郵件發送

考場現場人員

考場指引、秩序維護、監考官、資訊人員、MIS人員、機動
人員

閱卷協助人員

連絡閱卷委員以及協助電腦操作有問題的操作系統

資訊系統

民會曾苦思是否需要龐大的
執行經費，如何找到專業的

族語認證

族語命題委員來出題、題庫

模擬測驗
辦理

如何建置、考場中所需的資
語別
全部

報考人數

實到人數

出席率

口說通過率

聽力通過率

測驗通過率

初級

中級

總和

初級

中級

總和

初級

中級

總和

初級

中級

總和

初級

中級

總和

初級

中級

總和

118

185

303

66

91

157

50%

56%

52%

76%

82%

79%

73%

91%

83%

63%

77%

71%

原教界2017 年 2 月號 73期

43

校園報導 Campus Report

キﾔン パスレポート

族語題庫若能順利建置完成，族人將可以利用線上
測驗，不但可以節省勞師動眾到各地進行 族 語
別考試所需之人力及經費，
而且還可以讓族人自選方便
的時間、多次參加族語認證
考試。
16
42

族語認證模擬測驗考生至櫃台詢問問題。

可立即進行。

模擬族語認證系統的4項優點

1. 計分效率提升：由於

上立即給分回傳至試務中心。
因此在首次的模擬考試於12月

由於是第一次辦理，也希

是上機作答，因此只要在考生

3日考畢之後，12月4日所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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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低口試的爭議：許

卡及相關表單，因此，從報名

出，較目前族語認證係由紙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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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考試過程、成績發送

畫卡還需經由讀卡來比對答案

清楚知道每位考生雖然是上機

等，都採電腦作業，不僅在效

的做法，不僅快速而且可以省

考試，並配有含麥克風的耳

率上提升了，也成功的建立了

去印製答案卡以及比對讀卡的

機，但由於考生座位間僅用紙

一次數位測驗的經驗。而此次

程序步驟。另外，每位考生口

板相隔，因此，即容易聽到鄰

測驗的特色不但在計分效率上

試的答題音檔經錄音程式錄製

座考生答題時的聲音，也因此

提升了，降低了口試冊驗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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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口試評分的老師發現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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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鄰的考生，在口試時的答案

績的分析上也在測驗完畢後即

師可立即聽答給分，並在電腦

屢屢出現相同的情形，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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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族語認證系統的展望
目前，原民會正針對分級
族語題庫之建置以及分級認證
考試線上測驗系統進行規劃，
評估其可行性與有效性。未
來，族語題庫若能順利建置完
成，各地區族人將可以利用線
上測驗，不但可以節省勞師動
眾到各地進行16族42語別考試
所需之人力及經費，而且還可
以提供族人自選方便的時間、
多次參加族語認證考試，同時
線上系統還可以發展成為推廣
族語學習之平台。
更進一步，族語題庫、線

族語認證模擬測驗正式開始
考試。

上試題及考試結果，還可以提
供給測驗專家學者分析、改進
認證考試各級別題型及試題內

懷疑是因為考場空間設計不佳

容。然而，現階段最大的挑戰

所造成的考生間干擾，亦或是

4. 考生成績分析快速：

取巧聽到鄰座答案而依樣做

由於模擬考試係採「全數位

是：稱職的族語命題委員何處

答。於本次的模擬考試，便為

化」作答，因此，預設的成績

尋覓及如何培訓的問題。尚待

了避免此取巧的行為出現，在

資料庫在考試完畢之後，即可

相關單位積極規劃，使族語分

考場座位的上更是刻意讓相同

同步分析各族語考生的成績狀

級認證考試及線上測驗機制得

族語考生一定間隔安排，而

況，讓所有好奇整體表現狀況

以盡早落實。

且，每位考生所使用電腦所出

的朋友，能夠立即在分析的數

現的題目，均與該名考生的族

據中看出考生的族語實力。

語別相同，更加強了考試的公
平性。
3. 成本大幅降低：由於
聽力測驗皆是採上機作答，免
除了填寫答案卡的所需要的卡
片及考生自備的炭筆及橡皮
擦，因此也不需要有人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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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卡，以及後續的讀卡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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