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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中，吾人主要探討試卷組成問題之求解。在滿足多重評估準則的要求下，此一問題之

目標旨在由大型題庫中選取適當的試題進而組成最佳的試卷內容。由於試卷組成問題具有 

NP-hard 之特性，於是許多研究便以各種近似演算法為解決此一問題之方案，試圖在合理的計

算時間內獲致令人滿意的問題解。然而，目前大多數的解決方案在問題求解效能上的表現仍存

在著可供改進之空間，我們因此提出一種以螞蟻搜尋技術為基礎的建構式演算法。此一演算法

的主要特色在於採用一種嶄新的建構圖形，藉此導引人工螞蟻在決策過程中得以選取有效之構

成問題解的元件。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在問題求解效能方面有顯著的優異表現。

此外，為了驗證本文所提出方法的實用性兼且擴展其應用層面，吾人也將整合數位學習、無線

網路以及行動裝置等元素，實作出一款具體可用的個人化行動學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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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test-sheet composition problem.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blem is to 

compose an optimal test sheet that meets multiple assessment criteria from a large item bank. The 

test-sheet composition problem is known to be NP-hard. Due to the intractability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efforts have focused on approximation algorithms to acquire satisfactory suboptimal 

solutions within a reasonable computation cost. However, most realistic approaches for solving the 

test-sheet composition problem can still be improved. We therefore propose a novel constructive 

algorithm based on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dopts a new type of 

constructive graph for leading artificial ants in decision-making to select effective solution 

components.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was efficaciou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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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heet composition. A personalized mobile learning system is also implemented to demonstrate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Key Words: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CO), mobile learning, test-sheet composition 

 

一、前言 

近年來，基於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WWW）各式應用的興起，吾人獲取知

識的管道已經不再只是侷限於書本上的內容，取而代之的是

整合了文字、聲音以及影像的互動式多媒體資訊。此不僅豐

富了眾人的生命內涵，同時也為學習過程帶來全新的體驗與

樂趣，一股數位學習的浪潮就此開始席捲全球，兼且衝擊並

挑戰傳統的教育方式。此外，隨著行動裝置（例如：智慧型

手機與平板電腦）的日益普及，數位學習、無線網路以及行

動裝置三者的結合，更是為「學習」一詞詮釋出嶄新的意義。

也因此，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聚焦於如何發展出具體可行的行

動學習系統 [1, 25]，進而協助教學者能夠極有效率地輔導

學習者達成其學習目標。 

對於大多數的教學者而言，藉由測驗來檢視學習者的學

習狀況與程度是最為直接的手段。教學者可根據測驗結果的

回饋適度調整教學之內容，甚至將其視為改進教學策略及方

法的參考依據。傳統的測驗大多是以紙筆方式進行，教學者

會由特定的章節內容中選擇或製作可測驗出重點概念的試

題進行施測。此不僅讓教學者在試前因為製作試卷而耗時耗

力，試後的閱卷工作同時也帶給教學者莫大的工作負擔。所

幸，電腦化測驗相關理論與技術的發展已能提供教學者更為

有效率的教學工具，兼且改變傳統的測驗評量方式。 

在數位/行動學習的研究與應用領域中，電腦化測驗扮

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24]。吾人一般所普遍認知的電腦化

測驗可進一步概分為「傳統測驗的電腦化（computer-based 

tests，CBT）」、「電腦化適性測驗（computer adaptive tests，

CAT）」以及「線上測驗（web-based tests，WBT）」等三大

類型 [4]。在此，CBT專指運用電腦來實施測驗（亦即，傳

統紙筆測驗之電腦版）；CAT則是指基於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IRT）[12]所建置而成的電腦化測驗，其主

要特色是測驗試題的內容取決於受測者能力的高低；至於 

WBT 則是指以網路為基礎的測驗，具有不受時空限制以及

隨選隨測的特性 [3, 9]。基本上，電腦化測驗是否能夠有效

評估受測者的能力與學習情況通常取決於試題的優劣以及

試卷組成的策略。吾人一般可藉由試題分析（item analysis）

方法評量試題之品質。針對試題之難易度、鑑別度等參數，

此一方法能讓吾人獲致較為實際的估計值。另一方面，傳統

的試卷組成策略則大多是以人工或隨機方式建構出試卷的

內容。此類型之作法往往缺乏效率，甚至無法同時滿足多面

向評價的需求（multiple assessment requirements），於是便有

學者提出以動態規劃技術解決試卷組成問題 [16]。然而，

試卷組成問題的一般形式已被證實為是 NP-困難（NP-hard）

[18]。換言之，對於大規模題庫的試卷組成問題，吾人無法

藉由動態規劃技術在有效時間內計算出該問題的最佳解 

[17]。也因此，目前的解決方案大多是以泛用啟發式演算方

法（metaheuristics）為解題工具，試圖在合理的時間之內產

生令人滿意的近似最佳解。 

禁忌搜尋（ tabu search）[11]、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GAs）[10, 14]、粒子群最佳化技術（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19-20]以及螞蟻族群最佳化（ant colony 

optimization，ACO）[7-8]是幾種常用於發展啟發式演算法

的隨機搜尋技術。一般而言，這些技術的基本原理皆是源自

於對自然界現象的觀察與模仿。例如：禁忌搜尋係藉由模仿

人類的記憶功能，引導演算法於求解過程中避免陷入區域最

佳的困境；而遺傳演算法則是以達爾文的「演化論」為基礎，

模擬生物依「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而演化的過程；至

於粒子群最佳化技術則是基於鳥群覓食之社會行為所發展

而成的搜尋方法。以上演算法的搜尋過程係由一個或多個以

隨機方式所產生的問題初始解開始，然後反覆執行改進目前

所得解的處理程序直到滿足終止條件為止。另一方面，螞蟻

族群最佳化的基本原理則是源自於對自然界螞蟻覓食行為

的觀察。在真實世界中，螞蟻利用一種名為「費洛蒙

（pheromone）」的化學物質彼此溝通，進而以協同合作方式

建構出巢穴與食物之間的最短路徑。螞蟻族群最佳化便是以

人工螞蟻模擬此一覓食行為並將之應用在各種組合最佳化

問題的求解。有別於禁忌搜尋、遺傳演算法與粒子群最佳化

技術著重在如何提昇目前所得解的品質，螞蟻族群最佳化則

是強調如何反覆學習以往建構解之決策過程的經驗以建構

出高品質的解。 

現階段基於以上提及之搜尋技術所發展出來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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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可用以解決試卷組成問題，然而在效能表現方面仍有可

供改進之空間。究其原因，應在於未能完全將試卷組成問題

之限制特性納入考量。舉例而言，大多數的解決方案在搜尋

求解過程中皆允許不可行解（infeasible solutions）的存在，

之後，再藉由懲罰因子調整其品質水準，此可能造成部份符

合目標之內容組合無法存在於最終的試卷內容中。反之，若

吾人能在求解過程中便避免不可行解的出現，則預期將能更

為有效地產出高品質的試卷。有鑑於此，吾人針對試卷組成

問題之限制特性，以螞蟻搜尋技術為基礎設計出一種可用以

有效解決此一問題的建構式迭代演算方法。此一演算方法將

以格網式建構圖形為媒介，以系統化方式搜尋整個欲求解問

題的解空間。此外，我們也結合數位學習、無線網路以及行

動裝置等元素，實作出一款名為 ezQuiz4U 之個人化行動學

習系統，用以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的實用性，兼且擴展

其應用層面。 

本文後續之內容規劃如下：第二節將闡釋試卷組成問題

之定義，以及可用於解決此問題之泛用啟發式演算方法；第

三節則是說明 ezQuiz4U 之系統設計細節；至於第四節將會

展示 ezQuiz4U 系統實作成果；有關 ezQuiz4U 系統之效能

分析結果則是於第五節內容中呈現；最後，本文之結論與未

來展望將簡述於第六節內容中。 

 

二、相關研究 

（一）試卷組成問題描述 

探討如何在不違反眾多限制條件的情況下從題庫中選

取特定數量的試題，進而組成一份滿足目標函式之要求的試

卷。令 TSΩ表示施測範圍為 Ω且由 m個試題所組成的試卷，

I = {I1, I2, ..., In} 則為題庫（item bank）中屬於施測範圍 Ω

內所有試題構成之集合。每一試題會根據測驗類型的不同而

伴隨著不同的試題屬性。常見的試題屬性包括：難度（degree 

of difficulty）、鑑別度（degree of discrimination）以及預期填

答時間。本文中，吾人以符號 fi 與 di分別表示試題 Ii 基於

古典測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CTT）[29]或試題反應

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IRT）[12]分析所得的試題難度

指標與鑑別度。在大多數情況下，試卷 TSΩ中所有試題的平

均難度必須介於難度上限 f 與難度下限 f 之間。另一方

面，鑑別度 di 則是評價試題 Ii 用於區分不同受測者能力

的程度。鑑別度通常以小數表示，其值介於1 之間。鑑別

度 di 之值越大，表示試題 Ii 越能被用於比較不同受測者

在能力方面的差異；若 di 之值為 0，則表示 Ii 沒有鑑別

作用，此可能肇因於試題過於容易/艱難，於是出現所有的

受測者皆答對/答錯的情況；若 di 之值小於 0，則反映出低

分組受測者答對 Ii 之百分比高於高分組受測者，此呈現試

題 Ii 可能因題意不清而具有反向作用，應將此試題從題庫

中移除。有鑑於每次測驗皆有時間上的限制，所以試題 Ii 常

伴隨著預期填答時間 ti 的屬性。預期填答時間 ti 係指受測

者在解答試題 Ii 時所可能耗用的時間。一般而言，試卷 TSΩ

中所有試題的預期填答時間總和必須介於試卷總作答時間

的上限 t 與下限 t 之間。此外，再令 C = {C1, C2, ..., C|C|} 為

施測範圍Ω所涵蓋之所有課程概念構成之集合。對於試題 Ii 

而言，其與課程概念 Cj之間的關聯程度可表示為 rij。針對

每一種課程概念 Cj，試卷 TSΩ中所有試題與 Cj之關聯程度

的總和必須大於或等於事先設定的最低水平 hj。為了方便描

述試題 Ii 是否已被選入試卷 TSΩ中，吾人可利用一個長度

為 n的位元字串 S = {s1, s2, ..., sn} 記錄各試題被選取與否

的狀態。若決策變數 si 之值為 1，則表示試題 Ii 已被選入

試卷 TSΩ中。反之，si 將被設定為 0。 

基於以上所述之定義，若吾人以最大化平均鑑別度為組

成試卷的目標函式，則試卷組成問題可被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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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用於解決試卷組成問題之泛用啟發式方法 

1. 禁忌搜尋演算法 

禁忌搜尋演算法的主要特色是藉由一禁忌串列（tabu 

list）記錄求解過程中搜尋過的解，用以避免重覆的搜尋程

序以及陷入區域最佳解。此一演算方法在開始執行時會先建

立一個必要的禁忌串列並產生一個初始解且將之視為現行

解。在設定目前的全域最佳解為渴望標準（aspiration level）

之後，禁忌搜尋演算方法會針對目前的現行解進行移步運算

而產生出數個鄰近解。接著再由這些個鄰近解中選出最佳的

解，並檢查該解是否存在於禁忌串列中。若該解確實存在於

禁忌串列中且又優於渴望標準，則將該解加入禁忌串列，並

將其更新為渴望標準。若該解不存在於禁忌如此串列中，則

直接將其加入禁忌串列中，更新目前的全域最佳解為渴望標

準，並將現行解更新為目前的全域最佳解，重覆執行到終止

條件到達為止 [11]。 

基於以上的設計原則，Hwang 等學者於 2006年提出一

套以禁忌搜尋技術解決試卷組成問題的 BMST（bit-map 

selection with the Tabu）方法 [18]。BMST 演算法主要特色

在於利用一個長度為 n 的位元字串 S = {s1, s2, ..., sn} 表示

一個問題解。其在一開始執行的初始階段會將字串 S 中的

每一個位元內容皆設定為 0，用以表示一份內容為空的試

卷。接著，在後續的解品質改進程序中，BMST 會根據移

步運算子（move operator）的規則選取字串 S 中某一特定

位元 si 並改變其內容。在此，位元 si 的選擇與否取決於

試題 Ii 的鑑別度。具有較大鑑別度的試題，其所相對應之

狀態位元便有較高的選取機率。由於字串 S 的內容在擾動

過程中有可能會出現具有極大平均鑑別度但卻違反課程概

念涵蓋限制或答題時間限制等情況，因此 BMST 演算法在

評估問題解品質過程中加入了懲罰因子作為調整機制，期使

能夠獲致一份符合限制條件且具有最大平均鑑別度的試卷。 

2. 遺傳演算法 

遺傳演算法乃是由學者 Holland 於 1975 年所提出 

[14]。此一演算法係植基於達爾文「物競天擇」演化理論的

概念發展而成。達爾文的進化論強調所有物種都是基於適者

生存的法則而存在。此一學說假設生物可藉由交配

（crossover）、突變（mutation）及選擇（selection）等過程

繁衍出新的子代。針對吾人所欲求解問題之狀態空間，遺傳

演算法試圖以模擬自然界物種演化過程的方式進行搜尋並

藉此獲得問題的解答。在遺傳演算法中，相對應於所求解問

題的一個可行解通常會被表示成為一個以字串方式編碼而

成的染色體（或稱個體）。每個染色體係由許多的基因所組

成。不同的基因內容使得染色體呈現出不同的特徵，而這些

特徵在經過評估之後便會反映出該染色體相對於族群中其

它染色體的適存值。基本上，適存值越高的染色體表示其所

相對應解的品質越高。 

在決定了編碼方式之後，吾人接著便可建立一個由數個

初始染色體所組成的族群。通常，以隨機方式產生初始解是

最直接的方法。一旦族群建構完成，族群中會有多組染色體

配對被隨機選出，並藉由交配程序產生新的子代。交配運算

的主要目的在於將不同染色體的部份基因予以交換，進而使

得相對應解的理想特徵可以被保留至下一個世代。除了交配

程序之外，另一種可用以產生新的子代的操作為突變程序。

最常見的突變運算是從染色體中以隨機的方式選取一個基

因並改變其內容或所在位置。此一程序之目的主要是賦予演

算法在搜尋過程中具有跳脫局部最佳解陷阱的能力。在經過

了交配和突變的運算過程之後，吾人便可藉由評估每個染色

體的適存值以決定該染色體是否得以繼續存活而進入下一

世代。常見的作法包括隨機抽樣（stochastic sampling）、決

定性抽樣（deterministic sampling）或是混合以上兩種方法

來選擇組成下一世代族群的染色體成員 [10]。遺傳演算法

便是藉由重複執行交配、突變、評估、選擇等程序試圖找出

欲求解問題的最佳解。顯而易見地，對於環境的適存程度越

高的染色體而言，其在演化過程中得以存活的機率當然也就

越高。如此反覆運作許多世代之後，吾人將能預期可獲致高

品質的問題解。 

在大多數以遺傳演算法為基礎的試卷組成策略中，利用

一個長度為 n的位元字串 S = {s1, s2, ..., sn} 表示一個染色體

（問題解）是最為普遍的作法 [17, 22, 27]。再者，適存值

計算方式的設計也都採用一致的原則：針對問題解中違反問

題限制的部份加入懲罰因子藉以調整演算法於狀態空間中

的搜尋方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Wang 等學者還將試題

曝光率之因素加入適存值計算方式中，藉以避免相同試題重

複出現而造成試卷因受測者記誦答案致使鑑別度失去應有

的效用 [27]。另一方面，由於問題解係以位元字串方式呈

現，因此大多數試卷組成策略皆採用單點交配方式實現解品

質改進程序。單點交配的執行方式如下：首先由族群中選出

兩個染色體，接著以隨機方式決定交配點的所在位置，然後

再將這兩個染色體位於交配點右側的基因內容相互交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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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突變運算方面，文獻 [22, 27]皆採用以隨機方式選取染

色體中的某個基因並改變其值的作法；而 Hwang 等學者則

是針對染色體中的每一個基因產生一個介於 0與1之間的隨

機數值，並將該數值與事先定義的突變率進行比較，然後根

據比較結果決定各基因的內容 [17]。當交配與突變運算程

序結束之後，輪盤選擇法是最常被使用的機制，用以決定可

存活至下一世代的染色體。 

3. 粒子群最佳化 

粒子群最佳化方法係由學者 Eberhart 與 Kennedy 於 

1995 年所提出 [19-20]。此一演算方法主要是根據社會群體

行為模式與模組化生物群體行為這兩個基本概念所發展而

成。在社會群體中，各個個體主要以其自身與他人所擁有的

經驗作為決策行為的考量依據，進而藉此建立個體自我學習

與經驗傳遞的群體行為模式。粒子群最佳化方法便是藉由觀

察自然界生物群體行為之後所得的結果，利用三種不同類型

的向量描述複雜的生物群體行為，其分別為：(1)跟隨最接

近目標之個體移動；(2)朝著目標移動；以及(3)朝群體中心

移動。 

在粒子群最佳化方法中，一個粒子於問題狀態空間中的

所在位置係用以表示吾人欲求解之最佳化問題的一個解。每

一個粒子皆會伴隨著由適應函式所評定的適存值，用以反映

該粒子目前所得解的品質。粒子群最佳化方法亦可被視為是

一種迭代式的演算法。在每次的迭代過程中，每一個粒子皆

會記錄其在搜尋過程中所發現的最佳解資訊（亦即，個體最

佳解），並藉由此一資訊修正該粒子的搜尋方向。吾人稱此

一行為模式為粒子的「認知模式（cognition model）」。此外，

粒子間亦會藉由相互的資訊傳遞途徑來獲得群體中的最佳

解資訊（亦即，群體最佳解）並進一步加以參考。此種藉由

群體最佳解資訊來修正粒子自身搜尋方向的模式，稱之為粒

子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粒子群最佳化方法中的粒

子便是透過認知模式與社會模式的交互運作，導引粒子個體

往狀態空間中最為適切的方向移動，進而獲得欲求解問題的

近似最佳解。 

基本上，粒子群最佳化方法中的各個粒子係依據該粒子

目前的速度、該粒子相距於個體最佳解的距離以及相距於群

體最佳解的距離來更新其自身的速度。之後，再依據此一更

新後的速度調整該粒子的位置，兼且更新粒子的搜尋距離與

方向。此一更新規則定義如下 [26]： 

 

1 1

*

2 2

( ) ( 1) ( ( 1))

( ( 1))





      

    

i i i i

i

v t v t r p x t

r p x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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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x t x t v t  (7) 

 

其中， ( )iv t 與 ( )ix t  分別表示粒子 i 在迭代 t 時位於狀態

空間中的速度以及位置；至於 ip 與 *p 則是分別表示個體與

群體最佳解的資訊。此外，1 與 2 代表學習因子，分別

控制粒子往個體最佳解方向以及群體最佳解方向移動的權

重；而符號 r1 與 r2 則是介於 0和 1之間的隨機變數。 

顯而易見地，根據前述的粒子更新規則可得知粒子群最

佳化技術在本質上較適用於求解連續型最佳化問題。當吾人

欲利用此一技術解決離散型的試卷組成最佳化問題，首先要

定義出適切的問題解編碼方式。例如，在 Ho等學者所提出

的 EMOPSO （ enhanced multi-objec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方法中 [13]，其採用一個長度為 m 的一維向

量表示一份試卷內容。此向量中的每一個元素內容值與題庫

中的試題索引資訊相互對應。此外，在搜尋求解過程中，為

了要能夠有效提昇演算法的解題效能，EMOPSO 提出一種

以動態方式維護菁英個體集合 E 的作法。對於粒子 i 而

言，若 ip  之適存值經過連續多個迭代後始終未見有所提

昇，則由集合 E 中選出一個菁英個體作為粒子 i 的個體最

佳解並重置粒子  i 的搜尋程序。此一機制將有助於 

EMOPSO 演算法避免陷入區域最佳的困境。另一方面，粒

子 i 在被更新速度之前，其所參考之個體與群體最佳解的

資訊係分別根據多樣性策略（Diversity strategy）[2]與希格

瑪策略（Sigma strategy）[23]自集合 E 中選取而得。此將

有助於 EMOPSO 演算法獲致滿足多重目標的問題解。 

4. 螞蟻族群最佳化 

螞蟻族群最佳化技術源起於馬可‧朵麗哥（Marco 

Dorigo et al.）等學者於 90年代初期所提出之著名的螞蟻系

統（ant system，AS）演算方法 [8]。螞蟻系統的設計構想

主要源自於對自然界螞蟻覓食行為的觀察。在真實世界中，

螞蟻利用一種名為「費洛蒙（pheromone）」的化學物質彼此

溝通，進而以協同合作方式找出巢穴與食物之間的最短路

徑。螞蟻系統便是以人工螞蟻模擬此一行為模式並將之應用

在旅行推銷員問題的求解。螞蟻系統與傳統泛用啟發式演算

方法在設計上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此一系統的設計精神著

重在建構問題解的過程。藉由學習以往建構問題解過程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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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人工螞蟻可以達成改善目前所建構解之品質的目的。 

一般而言，基於螞蟻搜尋技術所發展而成之演算法的執

行過程可概分為初始、建構以及回饋等三階段。初始階段主

要是初始化演算法在執行時所需使用的參數；而建構階段則

是著重在導引人工螞蟻在建構圖形上進行走訪，進而建構出

問題可行解；至於回饋階段則是擷取眾多人工螞蟻在建構問

題解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進而使得該經驗成為其它人工螞

蟻後續決策過程中的參考依據。各階段主要工作說明如下： 

 初始階段：本階段的主要工作項目在於決定演算法於執

行時所使用參數的初始值。常用的參數包括：求解問題

時所需使用的人工螞蟻數量、附加在建構圖形中每一個

邊（或頂點）的初始費洛蒙濃度、費洛蒙蒸發率等。一

般而言，各個演算法依其目的與設計方法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參數值。例如：FANT-TMS 演算法 [5]只利用一隻

人工螞蟻執行建構問題解的程序。此外，參數值的決定

方式亦可被進一步區分為靜態與動態兩種類型。靜態類

型係指參數值在演算法執行之前便已事先決定；反之，

則稱為動態類型。例如：ACO-TMS 演算法 [6]便是根據

所欲求解問題案例的特性，以動態方式決定求解問題時

所需使用的人工螞蟻數量。 

 建構階段：建構階段的主要工作項目是執行人工螞蟻選

取構成問題解之元件的程序。此一程序將在本階段中反

覆執行直到所有人工螞蟻皆已建構出可行解為止。程序

中通常包含了狀態轉移規則 [8]以及區域費洛蒙更新規

則 [7]。狀態轉移規則旨在指引人工螞蟻在走訪建構圖

形時的行進方向，使得越符合解題目標的構成問題解之

元件有越大的機會被人工螞蟻所選取。現假設有一編號

為 k 的人工螞蟻 ak，其在時間為 t-1 時的所在位置為

建構圖形中的頂點 vi。若以螞蟻系統所採用的狀態轉移

規則為例，則人工螞蟻 ak 在時間 t 時會由頂點 vi 行

進至頂點 vj 的機率可定義如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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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j(t) 表示建構圖形中連接頂點 vi 與 vj 之邊 eij 

所累積的費洛蒙濃度；ij(t) 表示根據問題特性所定義

的啟發值； 與  係用以調整費洛蒙嗅跡與啟發值對

於人工螞蟻決策行為的相對影響程度； k

iN 則是表示人

工螞蟻 ak 位於頂點 vi 時所有可行進之頂點所構成的

集合。當人工螞蟻 ak 建構出一個可行解之後，吾人便

可根據構成該可行解之元件的內容以及區域費洛蒙更

新規則適度增減建構圖形中之費洛蒙的量，藉此反映搜

尋求解的現況並改變其它人工螞蟻建構問題解的行

為，避免所有的人工螞蟻產生出相同的解。 

 回饋階段：本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擷取所有人工螞蟻在先

前的搜尋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並藉由整體費洛蒙更新

規則 [7]在特定路徑上累積適量的費洛蒙，用以強化該

經驗的參考價值，進而使得人工螞蟻在後續的決策行為

中能依據此一資訊做出更為準確的判斷。此外，在進行

整體費洛蒙更新之前，吾人亦可針對前一階段由人工螞

蟻建構所得的解執行區域搜尋程序，藉以有效提昇所得

解的品質。 

以螞蟻族群最佳化技術為基礎，Hu等學者於 2009年針

對試卷組成最佳化問題之求解提出一種名為 ACO-TC

（ant-colony-optimization based test composition）的方法 

[15]。ACO-TC 採用與 BMST 演算法相同的問題解編碼方

式，並且利用一個具有 n 個頂點的完整圖為建構圖形，讓

人工螞蟻在此一圖形上走出一條長度為 m 的路徑。人工螞

蟻於路徑上所行經之頂點，即代表該頂點所對應之試題已被

選入試卷中。由於大型題庫所對應之建構圖形具有為數眾多

的頂點，致使人工螞蟻於建構問題解的過程中必須耗用大量

計算成本決定所應行進之路線。ACO-TC 為此引入候選串列 

(candidate list) 的概念，其目的在於縮減人工螞蟻所能行進

路線的數量，藉此加速建構問題解的過程。在 ACO-TC 演

算法中，試題鑑別度被當成是導引人工螞蟻在選擇行進路線

時的啟發值，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鑑別度較高之試題能夠有較

大的機率被選取。ACO-TC 同時也採用區域以及整體費洛蒙

更新規則，藉此平衡演算法開發與探索的搜尋行為。有鑑於

人工螞蟻所組成之試卷內容仍有可能違反部份問題之限

制，因此 ACO-TC 在評估解品質時亦加入了懲罰因子作為

調整。 

除了 ACO-TC 演算法之外，另一種可被用於建構位元

字串的方法係由 Kong 等學者於 2008 年所提出之二元螞蟻

系統（binary ant system，BAS）[21]。BAS系統採用二元式

建構圖形 G = (V, L, Γ) 供人工螞蟻產生問題解之用。在此，

V 為圖形中所有頂點構成之集合，其大小為 n+1；L 為所

有頂點相鄰邊的集合，且對於任意兩個連續頂點 j 與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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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 n) 間只有選取及未選狀態等二條相鄰邊；至於 Γ 

則為相鄰邊上的費洛蒙嗅跡濃度集合，分別以符號 j0 與 

j1 表示之。在 BAS 中，人工螞蟻由頂點 1 出發最後抵達

頂點 n+1 所行經之路徑便可構成一問題解。 

 

三、設計方法 

（一）系統功能需求 

本研究中，吾人結合數位學習、無線網路以及行動裝置

等要素，利用具有跨平台特性之 Java 程式語言設計並實作

出一款名為 ezQuiz4U 的個人化行動學習系統。藉由網頁介

面的輔助，ezQuiz4U 系統允許教學者針對特定章節新增試

題與重點內容以供學習者學習之用。另一方面，學習者則可

在行動裝置上透過系統所提供之服務執行自動組卷、測驗答

題、檢視重點內容之功能。由於行動裝置的普及，學習者在

任何地方都可以透過 ezQuiz4U 系統所提供之服務進行測驗

與學習而不會受到時間、空間與硬體的限制。ezQuiz4U 系

統之概念模型如圖 1所示。基於 ezQuiz4U系統之概念模型，

ezQuiz4U 個人行動學習系統之使用案例模型與主要功能分

別如圖 2與圖 3所示。 

（二）資料庫規劃 

在 ezQuiz4U 系統中，吾人以 MySQL 關聯式資料庫為

資料儲存之工具，用以維護使用者、試題、試卷以及重點整

理等資料。資料庫中的資料表格主要是根據圖 4所示之實體

關係圖建置而成。 

（三）試卷組成演算法設計 

在求解試卷組成問題的過程中，對於限制條件較為嚴苛

之問題案例往往不易產生合法的問題解，此致使傳統之泛用

啟發式方法之解題成效不彰。有鑑於此，以螞蟻搜尋技術為

基石，本研究所發展之 AST-TC 演算法將以更具效率之建構

方式產生合法的問題解，兼且提昇解題之效能。 

當吾人欲以螞蟻族群最佳化解決組合最佳化問題時，一

般必須先將所欲求解之問題抽象化為一個建構圖形。在此一

建構圖形中，每一個頂點（或邊）表示可被人工螞蟻所選取

之構成問題解的組成元素；而圖形上的邊（或頂點）則是表

示組成元素之間的關聯。此外，每一個邊（或頂點）會附帶

有表示費洛蒙的屬性，用以導引人工螞蟻選取問題解組成元

素的決策行為。本研究中，吾人提出一種格網式圖形供人工

螞蟻建構可行解之用。相較於傳統的試題組卷方法，此一機

制具有以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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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ezQuiz4U 系統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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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zQuiz4U 系統之使用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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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ezQuiz4U 系統之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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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ezQuiz4U 系統之資料庫實體關係圖 



 

科學與工程技術期刊 第十四卷 第一期 民國一○七年 

                                                        

 

20 

• 吾人可以明確地指定試卷中所應包含的試題總數；以及 

• 組卷過程可將曝光度納入考量，確保試卷內容多樣性。 

對於一個大小為 m  n 的格網式圖形 Gmn，其頂點與

邊所構成之集合分別被定義為 {0, 1, ..., m-1}  {0, 1, ..., n-1} 

以及 {{(u1, v1), (u2, v2)} | |u1 - u2| + |v1 - v2|  1,  u1, u2  {0, 

1, ..., n-1},  v1, v2  {0, 1, ..., m-1}}。現假設吾人欲從 n 個

待選試題中選出 m 個試題組成試卷。則當 AST-TC 演算

法中之人工螞蟻 ak 欲建構出一個可行解時，其必須由頂點 

(0, 0) 出發，然後持續以往右或往上的方向於建構圖形 

G(m+1)(n-m+1) 上走訪出一條長度為 n 的路徑。若人工螞蟻 

ak 目前在格網式圖形上的所在位置為頂點 (x, y)，且其選擇

以垂直方向往頂點 (x, y+1) 移動，則表示試題 Ii (= x+y+1) 

會被選取並加入試卷之中；反之，若 ak 選擇向往頂點 (x+1, 

y) 移動，則表示在 ak 所建構之可行解 Sk 中並未將試題 Ii 

(= x+y+1) 加入試卷。圖 5 之內容例示可行解 Sk = 

"001000101001100" 於格網式圖形上被建構之過程。 

為了讓人工螞蟻可以在建構可行解的過程中將問題限

制對於各個試題的影響程度納入考量，吾人提出一種名為對

偶式啟發值的評估基準供人工螞蟻於決策時參考之用。有鑑

於以動態方式計算啟發值將耗用過高的計算成本，因此各試

題之對偶式啟發值一旦在本階段被初始化之後便不會再有

所改變。針對每一個試題 Ii，其對偶式啟發值 
i 與 +

i 分

別表示決策變數 si 應被設定為 0 或 1 的偏好程度。
i 

與 +
i 的決定方式如下： 

步驟 1. 取得各試題品質資訊。 

步驟 2. 將決策變數 si 之值固定為 0。 

步驟 3. 根據各試題的權值，以遞減方式依序試著將各個試

題放置於試卷之中，直到試卷中無法再容納任何試

題為止。之後，計算「所得解可獲得之鑑別度」與

「所有試題之鑑別度總和」二者間的比值，並將最

後結果視為 
j 之值。 

步驟 4. 將決策變數 si 之值固定為 1，然後重複執行步驟 

3，進而得到 +
j 之值。 

步驟 5. 重複執行步驟 2，直到所有試題的啟發值皆已被計

算完成為止。 

當所有試題的對偶式啟發值皆已被計算完成，AST-TC 

演算法接著便會進入建構階段。本階段的首要工作在於讓每

一隻人工螞蟻由建構圖形中位置為 (0, 0) 的頂點出發，朝 

(0, 0)

(10, 5)

 

圖 5. 人工螞蟻於格網式圖形上建構可行解之示意圖 

 

著向右或向上之方向持續行進，直到走訪出一條可對應問題 

解的路徑為止。假設人工螞蟻 ak 於時間 t 時位於建構圖形

中位置為 (x, y) 的頂點上，則 ak 將往頂點 (x, y+1) 行進 

(亦即，選取試題 Ii (= x+y+1) 並加入試卷中) 的機率 k

iP (t) 

被定義如下： 

 

, 1

0

, 1 1,

( )
, if ;

( ) ( ) ( )

, otherwise;

 

   







 

 

 


   



x y i

k

i x y i x y i

t
q q

P t t t  (9) 

 

其中，x,y+1 表示存在於 (x, y) 與 (x, y+1) 頂點間之路徑上

的費洛蒙濃度。此外，q 是一個介於 [0, 1] 之間的隨機變

數，而 q0 則是一個事先定義的參數。此表示，人工螞蟻在

建構可行解的過程中，將有 q0 的機率會直接根據  值決

定試題的取捨與否。在此， 值的定義如下： 

 

, 1 1,1, if ( ( ) ( ) ) 0;

0, otherwise.

   


 

 
    

 


x y i x y it t
 (10) 

 

一旦人工螞蟻對於試題 Ii (= x+y+1) 的選取與否給出

決策之後，以下的區域費洛蒙更新規則將會被立即執行： 

 

* *

0( ) (1 ) ( ) ,        t t  (11) 

 

其中， 與 0 分別表示費洛蒙的蒸發率以及費洛蒙的初始

濃度。此外，若試題 Ii 的決策狀態為 1，則 *(t) 所代表

之意義為 x,y+1(t)。反之，則為 x+1,y(t)。顯而易見地，此一

規則將會讓某一路徑上之費洛蒙濃度隨著所經過人工螞蟻

數量的增加而減少，進而驅使人工螞蟻往未曾拜訪過的區域

進行探索，使得發現問題最佳解的機率得以提昇。 

當建構階段結束之後，吾人接著便可根據某些特定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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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在建構圖形中的適當路徑上累加費洛蒙，進而使得人工

螞蟻的搜尋經驗得以被留存，並且成為後續人工螞蟻在求解

問題時的決策參考。在此，特定解係指演算法截至目前為止

所發現之最佳解 Sgb（亦稱，全域最佳解）以及建構階段所

發現之最佳解 Sib（亦稱，迭代最佳解）。基於以上原則，

AST-TC 演算法所採用的費洛蒙更新規則如下： 

 
* *( 1) (1 ) ( ) ( ),         t t t  (12) 

 

其中， 表示費洛蒙的蒸發率。若試題 Ii 在 Sgb 或 Sib 中

的決策狀態為 1，則 *(t) 所代表之意義為 x,y+1(t)。反之，

則為 x+1,y(t)。至於 (t) 則是表示費洛蒙的增加量。對於 

Sgb 與 Sib 中每一個被人工螞蟻所行經的邊，(t) 所表示

之值分別為 fgb/pj 以及 fib/pj。在此，fgb 與 fib 分別表示 

Sgb 與 Sib 所獲之鑑別度值。另一方面，對於 Sgb 與 Sib 中

所有未被人工螞蟻所行經的邊，(t) 所表示之值則恆為 0。 

整體而言，在題庫大小為 n 且選題數為 m 的情況

下，假設 AST-TC 在問題求解過程中共耗用 iter 迭代且每

一迭代所使用的人工螞蟻數量為 k，則 AST-TC 演算法的

執行時間複雜度可表示為 O(iter  k  (m + n))。 

 

四、實作成果 

在 ezQuiz4U 系統中，學習者（學生）藉由手機行動裝

置連上網路後便可進行登入系統的操作，其執行畫面如圖

6(a)所示。若該使用者目前不是系統會員，則可先加入會員

（執行畫面如圖 6(b)所示）。另一方面，若使用者遺忘密碼，

則可透過查詢方式取得（執行畫面如圖 6(c)所示）。 

當學習者成功登入系統之後，行動裝置上便會以列表方

式呈現與學習者相關之試卷資訊（如圖 7(a)）。之後，使用

者便可針對已儲存的試卷執行相關操作（如圖 7(b)），或是

進行測驗（如圖 7(c)）。 

當學習者選擇執行出新試卷之功能，則學習者會被允許

輸入欲產生的試卷參數 (執行畫面如圖 8(a)所示)，系統將針

對學習者輸入之參數進行試卷編製 (執行畫面如圖 8(b)、8(c) 

所示)，試卷成功產生之後畫面將會回到試卷列表以便使用

者執行後續的操作。 

此外，學習者亦可選擇重點整理選項以閱讀講義（執行

畫面如圖 9(a)所示），或是執行個人化的設定（執行畫面如

圖 9(b)所示）。 

   

(a) (b) (c) 

圖 6. ezQuiz4U 系統登入畫面 

 

   

(a) (b) (c) 

圖 7. 試卷列表與相關操作畫面 

 

   

(a) (b) (c) 

圖 8. 自動組卷之輸入參數畫面 

 

  

(a) (b) 

圖 9. 閱讀講義與個人化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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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卷組成效能分析 

（一）實驗設定 

本研究中，各實驗所採用之題庫試題資訊係根據文獻 

[15] 描述之方法所產生。題庫大小(試題數)分別為 100、

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2,000、

3,000、4,000 以及 5,000。各題庫所包含試題之難度、鑑別

度以及預期作答時間等相關資訊如表 1 所示。其中，Avg.

與 Std.分別表示題庫內各相關資訊之平均值與標準差。此

外，所有用於效能分析與比較的演算法皆以 Java 程式語言

實作。每一個演算法在求解某特定測試案例的過程中，吾人

設定以解品質評估數達 10,000 次作為實驗中止條件。針對

某一特定測試案例，一旦所有演算法完成該測試案例的求解

過程，吾人便可依據各演算法求解所得試題組卷之鑑別度評

估其成效。所得鑑別度越高者即代表效能越佳。至於

AST-TC 演算法於執行時所採用之參數則是設定如下：人工

螞蟻數為 10；所選試題設定為 20題；費洛蒙嗅跡初始值 0 

為 1；費洛蒙嗅跡蒸發率  為 0.05；虛擬隨機比例規則中

的隨機變數 q0 為 0.8。 

（二）基於鑑別度之效能分析與比較 

本小節之內容旨在比較 AST-TC 與傳統試題組卷演算

法在效能方面的表現。本實驗所觀察、比較的傳統試題組卷

演算法包括：以遺傳演算法為主要搜尋技術的 CLFG 與 

ASTG [17, 22]；以粒子群搜尋演算法為主要解題技術的 

STSCPSO [28]；以螞蟻族群最佳化為主要搜尋基礎的 

ACO-TC [15]以及以禁忌搜尋演算法為主要搜尋技術的 

BMST演算法 [18]。 

本實驗中，測試案例共有 10 個，其題庫規模分別為 

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以及 1,000。

每一個案例皆獨立測試 10 次，並且取其平均值為最後實驗

結果。在圖 10 所示的實驗結果中，吾人可以觀察得知：無

論是在何種題庫規模情況下，AST-TC 在效能方面的表現皆

優於 CLFG、ASTG、STSCPSO 以及 ACO-TC 等方法。此

外，在較小題庫規模情況下，AST-TC 方法的效能略遜於 

BMST方法；但隨著題庫規模的增加，AST-TC 與 BMST二

者間之效能表現便會趨於一致。我們可再進一步觀察各演算

法於更大題庫規模情況下的效能表現。如圖 11 所示，

CLFG、ASTG、STSCPSO以及 ACO-TC 等方法在效能方面

的表現依然不盡理想；而 AST-TC 則是在更大題庫規模情

況下有優於 BMST 的效能表現。對於 CLFG、ASTG、

STSCPSO以及 ACO-TC 等方法而言，效能不彰的原因應在

於這些方法所採用的解空間搜尋方式無法快速達到收斂效

果，致使搜尋所得之解品質無法維持穩定的水準。另一方

面，對於 AST-TC 與 BMST 方法而言，BMST 方法之所以

在較小題庫規模情況下有較佳的效能表現，主要原因在於

AST-TC 在組卷過程中必須選取特定數量試題方可結束，因

此會被迫選取鑑別度較低之試題，此一現象在較小題庫規模

情況下更形顯著。反觀 BMST 方法，其並未將此一限制條

件納入考量。然而，從實務應用的觀點來看，此一限制條件

被要求滿足的頻率極高。 

 

表 1. 題庫試題資訊 

題 

庫 

題 

數 

試題難度 試題鑑別度 作答時間(秒) 

Avg. Std. Avg. Std. Avg. Std. 

1 100 0.49 0.25 0.35 0.30 233.63 130.80 

2 200 0.51 0.28 0.31 0.23 230.82 137.18 

3 300 0.51 0.29 0.34 0.23 232.14 141.22 

4 400 0.50 0.28 0.34 0.24 246.17 147.81 

5 500 0.49 0.29 0.34 0.24 231.96 140.30 

6 600 0.48 0.29 0.35 0.24 235.34 141.26 

7 700 0.51 0.29 0.34 0.24 243.44 146.31 

8 800 0.50 0.28 0.34 0.24 241.21 147.82 

9 900 0.50 0.28 0.34 0.23 227.59 138.48 

10 1,000 0.51 0.29 0.33 0.24 234.52 135.42 

11 2,000 0.51 0.29 0.33 0.24 237.34 144.37 

12 3,000 0.50 0.29 0.33 0.24 240.38 142.07 

13 4,000 0.49 0.29 0.33 0.23 235.78 140.16 

14 5,000 0.50 0.29 0.34 0.24 234.23 139.80 

 

 

圖 10. 試題組卷演算法在不同題庫規模情況下的效能表現

（100題至 1,00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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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試題組卷演算法在不同題庫規模情況下的效能表現

（1,000題至 5,000 題） 

 

表 2. AST-TC與 BMST在試題曝光度控制方面的表現 

題 

庫 

題 

數 

AST-TC BMST 

平均曝

光度 

平均鑑

別度 

計算時

間(秒) 

平均曝

光度 

平均鑑

別度 

計算時

間(秒) 

1 100 0.73  0.64  204 1.00 0.73 231 

2 200 0.73  0.71  285 1.00 0.78 421 

3 300 0.71  0.76  401 1.00 0.80 612 

4 400 0.67  0.80  457 1.00 0.82 788 

5 500 0.68  0.83  577 1.00 0.83 992 

6 600 0.69  0.84  659 1.00 0.85 1,186 

7 700 0.71  0.86  737 1.00 0.88 1,382 

8 800 0.75  0.86  853 1.00 0.87 1,583 

9 900 0.71  0.85  951 1.00 0.87 1,742 

10 1,000 0.74  0.87  1,072 1.00 0.86 1,960 

11 2,000 0.75  0.90  2,533 0.98 0.88 3,974 

12 3,000 0.70  0.90  4,075 0.86 0.88 6,038 

13 4,000 0.71  0.91  5,767 0.84 0.88 8,238 

14 5,000 0.71  0.93  7,699 0.84 0.90 10,757 

 

（三）連續出題與曝光度對於試卷組成效能之影響 

有鑑於 AST-TC 與 BMST 方法具有極為相似的效能表

現，因此吾人將進一步探討在連續出題的情況下，AST-TC

與 BMST 方法在試題曝光度方面的表現。在表 2 所示的實

驗結果中，吾人可觀察得知 AST-TC 之試題平均曝光度保持

於 70%左右，而 BMST則是高達 95%以上。換言之，BMST 

方法在組卷過程中，試題重複出現的次數非常高。此對於學

習者而言，將有礙其學習目標之達成。 

 

六、結論 

本文中，基於蟻群最佳化方法的基本原則，吾人提出一

種名為 AST-TC 的試題組卷演算法。AST-TC 演算法的特

色在於運用了創新的格網式建構圖形為工具，並且將試題組

卷題數限制與試題曝光度納入考量，實現具體而有效的試題

組卷內容。以 AST-TC 演算法為基礎，吾人也設計並實作

出一款名為 ezQuiz4U 的個人化行動學習系統。ezQuiz4U 

系統提供了友善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有效降低系統使用複

雜度。此一系統整合了數位學習、無線網路以及行動裝置等

相關技術，使得數位/行動學習與線上測驗的應用範圍可以

被延伸而擴展。未來我們將進一步探討如何在 ezQuiz4U 系

統中整合學習歷程分析之功能，以期為學習者提供更為個人

化的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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