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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管理者管理者管理者 

一一一一、、、、    建立教師帳號建立教師帳號建立教師帳號建立教師帳號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資料管理區 > 教師資訊管理 

 

若要建立教師帳號，請使用管理者帳號登入，方法如下： 

 

①、 點選【資料管理區】>【教師資訊管理】。 

②、 頁面右方會呈現目前已建立的教師帳號。可勾選刪除、或點選【資訊

修改】功能修改教師資料。 

③、 點選列表下方的【新增】，可建立單筆教師帳號。 

請注意紅框處的「權限類別」與「單位/部門/職稱」請設定成【教學

者】。填寫完畢按【儲存】，即可立刻啟用該帳號。 

 

④、 點選【批次新增】，可使用流水號建立多筆教師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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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紅框處的「權限類別」與「單位/部門/職稱」請設定成【教學

者】。填寫完畢按【儲存】，即可立刻啟用該帳號。 

 

由於批次新增僅能產生流水帳號，教師的細部資料還需在新增完畢

後，個別填寫。 

⑤、 點選【CSV匯入】，可利用 excel表格填寫多位教師的資料後，再上

傳匯入。 

 

A、 請注意紅框處的「權限類別」與「單位/部門/職稱」請設定成【教

學者】。 

B、 下載表格範本，並請依照範本中的格式與注意事項填寫。填寫完

畢，交表格存成 csv格式。 

C、 點選【瀏覽】匯入此 csv檔，下方的檔案首頁名稱會自動顯示。 

D、 最後按【儲存】，就會自動建立資料。 

 

 

特別注意特別注意特別注意特別注意：：：： 

雖然管理者也可建立學生帳號，但因管理者可能不需進行教學，因此強烈建

議不要使用管理者建立學生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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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網站網站網站網站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1. 年度類型管理年度類型管理年度類型管理年度類型管理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資料管理區 > 年度類型管理 

 

①、 此功能可讓教師依學年度開課。請點選【資料管理區】>【年度類型

管理】。 

②、 點選【新增】即可建立新的年度類別。 

 

2.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 Logo 的設定的設定的設定的設定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資料管理區 > 標題 & Logo 的設定 

①、 此功能可更換網頁上方的 logo圖檔以及背景圖。請點選【資料管理

區】>【標題 & Logo 的設定】來置換圖檔。 

 

3. 登入畫面底圖設定登入畫面底圖設定登入畫面底圖設定登入畫面底圖設定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資料管理區 > 登入畫面底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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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功能可更換登入畫面的底圖（上圖紅框處）。請點選【資料管理區】

>【登入畫面底圖設定】來置換圖檔。 

 

 

 

三三三三、、、、    網站訊息管理網站訊息管理網站訊息管理網站訊息管理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資料管理區 > 訊息管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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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檢評量王提供三個區塊讓管理者放置活動訊息，分別是： 

 

� TOP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區區區區：：：：呈現文字類型的

訊息 

� Bottom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區區區區：：：：呈現文字類

型的訊息 

� 活動專區活動專區活動專區活動專區：：：：呈現圖片類型的訊呈現圖片類型的訊呈現圖片類型的訊呈現圖片類型的訊

息息息息（（（（圖片大小圖片大小圖片大小圖片大小＝＝＝＝150x90像素像素像素像素）））） 

 

活動訊息均可輸入超連結，連結到

相關網頁。 

 

 

四四四四、、、、    試題與試卷類別管理試題與試卷類別管理試題與試卷類別管理試題與試卷類別管理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評量測驗區 > 試卷資訊 > 測驗卷類別定義管理 

 

①、 若要定義試卷類別，可請管理者在此建立。請點選【評量測驗區】>

【測驗卷類別定義管理】，右方會列出已經定義的類別。 

②、 若要再自訂類別請按【新增】。 

 

 

英檢評量王英檢評量王英檢評量王英檢評量王 

TOP 標題區 

功能區塊 

 

 

活動專區 

 

內容呈現區 

Bottom 標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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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一一一一、、、、    建立學生帳號建立學生帳號建立學生帳號建立學生帳號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資料管理區 > 學生資訊管理 

 

①、 點選【資料管理區】>【學生資訊管理】。 

②、 頁面右方會呈現目前已建立的學生帳號。可勾選刪除、或點選【資訊

修改】功能修改學生資料。 

③、 點選列表下方的【新增】，可建立單筆學生帳號。 

請注意紅框處的「權限類別」與「單位/部門/職稱」請設定成【學習

者】。填寫完畢按【儲存】，即可立刻啟用該帳號。 

 

④、 點選【批次新增】，可使用流水號建立多筆學生帳號。 

請注意紅框處的「權限類別」與「單位/部門/職稱」請設定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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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填寫完畢按【儲存】，即可立刻啟用該帳號。 

 

由於批次新增僅能產生流水帳號，學生的細部資料還需在新增完畢

後，個別填寫。 

⑤、 點選【CSV匯入】，可利用 excel表格填寫多位學生的資料後，再上

傳匯入。 

 

A、 請注意紅框處的「權限類別」與「單位/部門/職稱」請設定成【學

習者】。 

B、 下載表格範本，並請依照範本中的格式與注意事項填寫。填寫完

畢，交表格存成 csv格式。 

C、 點選【瀏覽】匯入此 csv檔，下方的檔案首頁名稱會自動顯示。 

D、 最後按【儲存】，就會自動建立資料。 

 

 

 

英檢評量王中有提供幾個固定課程、試卷與試題，教師可以利用系統提供的

試題組卷，也可以自行開課與上傳試題。方法如下： 

二二二二、、、、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教師開課區 > 教師開課課程管理 > 英檢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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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請點選【教師開課區】>【教師開課課程管理】，再點選【英檢模考】

這個課程班別。 

 

②、 點選【新增】，輸入課程名稱、年度、類型和教師 Email等資料後，

按【儲存】。 

 

三三三三、、、、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命題手命題手命題手命題手》》》》編輯與上傳試題編輯與上傳試題編輯與上傳試題編輯與上傳試題 

命題手操作方式，請見軟體的使用手冊。 

①、 當教師在命題手中編輯好試題後，請點選【發佈檔案】。 

②、 再點選【發佈到部落格或平台】，在登入視窗中輸入英檢評量王的平

台位置、帳號與密碼，然後按【OK】。 



英檢評量王使用手冊 

 11 

 

 

③、 設定試題名稱、選擇試題所

屬的課程名稱與分類… 

④、 選擇題目題型後，下方會出

現對應的答案選項，設定正

確答案後，按【OK】。 

 

此時會開始上傳題目，上傳

完畢，會自動開啟英檢評量

王的試題管理頁面(如下頁

圖檔)。 

 

⑤、 最後上傳的題目會出現在最

上面。重複步驟1~4，將編輯好的命題手試題全部上傳到平台中。 

⑥、 題目上傳完畢後，請再利用【教師測驗卷管理&新增】功能組卷。組

卷方法請見第 13頁【五、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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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試題管理試題管理試題管理試題管理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評量測驗區 > 試題資訊 > 教師課程試題管理 > 英檢模考 

 

①、 已上傳的試題若內容有誤，請進入平台刪除或修改。請點選【評量測

驗區】>【教師課程試題管理】>【英檢模考】。 

②、 此處會列出已經建立的課程、以及試題總數。點選數字可進入查看。 

 



英檢評量王使用手冊 

 13 

A、 可點選放大鏡直接瀏覽試題。 

B、 點選題目名稱，可查看試題詳細資料。 

C、 若老師有製作題目的講解檔、音檔、Word檔或其他多媒體類型的檔

案，請利用【上傳解答】功能上傳。 

D、 如果要刪除題目，請先勾選題目後，再按【刪除勾選】。 

 

 

五五五五、、、、    組卷組卷組卷組卷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評量測驗區 > 試卷資訊 > 教師測驗卷管理&新增 > 英檢模考 

 

①、 若要開始組卷，請點選【評量測驗區】>【教師測驗卷管理&新增】>

【英檢模考】。 

②、 此處會顯示目前所有課程裏，自己建立的試卷數目，點選數字可以查

看與修改試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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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課程名稱左方的 A或 B按鈕來建立試卷： 

A、 【手動新增】須請老師自行於題庫中挑選題目，題目順序可隨機呈

現，避免學生作弊。 

B、 【自動新增】則可由題庫中隨機挑選題目出題，但每張試卷的題目

順序預設是相同的，需在建立完試題後，再修改成隨機排序。 

 

4. 手動新增手動新增手動新增手動新增 

◎◎◎◎手動新增步驟手動新增步驟手動新增步驟手動新增步驟：：：： 建立試卷→新增題組→勾選試題→設定配分 

 

①、 先確定你要在哪一門課程中建立試卷 (以下以『國小一年級字母測

驗』課程為例，目前有 2個測驗卷)！點選該課程左方的【手動新增】

按鈕，進入新增試卷頁面後，請先填寫試卷資料。 

 

②、 試卷資料送出後，會自動返回教師個人測驗卷的管理頁面。剛選擇的

課程的測驗卷總數將會加 1（如下圖紅框處，總數增加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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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選數字進入編輯試卷內容。 

③、 新建立的試卷資料會呈現在第一筆。請先點選【題組編修】，依題型

建立分類。 

 

④、 點選【新增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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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輸入題組資訊。若希望不同試卷出現的題目順序都不相同，請記得選

擇【按隨機考試】。設定完畢按【儲存】。 

⑥、 返回上一頁後，可看到題組已經建立完成；若試卷中有多個題組，請

重複步驟�～�。題組建立完畢後，請點選【試題編修】勾選題目。 

 

⑦、 請點選【新增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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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若要預覽題目，可點選題目前的放大鏡圖示。要選取的試題，請勾選

後，按下方的【勾選新增】。 

⑨、 新增完畢後，要再更改題目配分，請點選【修改配分】。 

 

⑩、 配分方式有兩種： 

a)  依各題配分：若選擇此種配分方式，請記得要一題一題設定配分。 

b)  每題配分：若選擇此種方式，只需於上方設定好每題配分即可。 

設定完畢後，請按【修改儲存】即完成此題組的編修。 

 

 

完成每個題組的試題勾選與配分後，即完成試卷的編輯。若需要修改試卷或試

測，請看章節【五、修改試卷】的介紹。 

 

5. 自動新增自動新增自動新增自動新增 

◎◎◎◎自動新增步驟自動新增步驟自動新增步驟自動新增步驟：：：： 填寫試卷資料→選擇題型→選擇題數→設定配分→

題型排序 

①、 填寫試卷的相關資料，包括：名稱、作答時間、期限與說明。 

②、 下方會依題目類型列出現有的題目數量。請選擇要出題的題數、設定

該題型的配分與題型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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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新增的題型，將會依照題型自動產生題組。） 

③、 最後按【儲存】完成設定。 

 

④、 返回上一頁後，可看到課程的試卷總數又加 1了。若要修改試卷內

容，請點選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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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修改試卷修改試卷修改試卷修改試卷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評量測驗區 > 試卷資訊 > 教師測驗卷管理&新增 > 英檢模考 

 

①、 請進入【評量測驗區】>【教師測驗卷管理&新增】>【英檢模考】頁

面。 

 

②、 點選測驗卷所屬課程右方的測驗卷總數。 

 

③、 點選【題組編修】，可再勾選勾選勾選勾選或刪除刪除刪除刪除試題、修改配分、設定題目是否設定題目是否設定題目是否設定題目是否

隨機排序隨機排序隨機排序隨機排序。 

④、 點選【資訊修改】，則可修改作答時間等試卷資訊。 

 

⑤、 修改完畢後，可點選【試測】功能，檢查試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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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設定代表照片設定代表照片設定代表照片設定代表照片 

同上一章節步驟，在試卷編輯完畢後，可替此試卷指定一張代表圖片，方便

學生端選擇試卷進行測試。請點選試卷右方的【更換】功能，置換成電腦中

的圖檔即可。（圖檔最佳尺寸：高 130 px，寬 130 px 的 jpg 圖） 

 

 

八八八八、、、、    線上閱卷線上閱卷線上閱卷線上閱卷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評量測驗區 > 成績資訊 > 線上閱卷-教師課程 

 

當學生完成測驗後，系統的自動閱卷功能會立刻完成批改，老師也可利用【線上

閱卷】功能來修改分數，或判斷是否合格。 

 

①、 點選【評量測驗區】>【線上閱卷-教師課程】>【英檢模考】。 

②、 此頁會列出老師建立的試卷總數，與已經施測的次數。點選數字後可

進入查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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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點選要批改的測驗卷名稱。此列表右方會顯示目前共有多少人施測。 

 

④、 此頁會列出所有參加測驗的學生，以及其完成的測驗次數。 

請點選要批改的學生帳號，如：student。 

 

⑤、 此頁會顯示某位學生每次的測驗結果，包括成績、答對題數、測驗花

費的時間以及測驗日期。如：Student這位學生共測驗兩次，因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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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兩筆成績。若要更改學生分數，或判定測驗是否合格，請點選【閱

卷/成績查詢】。 

 

⑥、 閱卷界面會列出測驗卷的試題、答案、配分與學生作答結果、各題作各題作各題作各題作

答時間答時間答時間答時間與對錯等。若題目有錯，老師可以再修改配分。 

⑦、 閱卷完畢後，可點選下方的【閱卷(合格)】或【閱卷(不合格)】。 

 

⑧、 批改完畢會返回上一頁，可看到成績欄位已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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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    測驗歷程查詢測驗歷程查詢測驗歷程查詢測驗歷程查詢 

1. 學生的測驗歷程學生的測驗歷程學生的測驗歷程學生的測驗歷程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學習歷程區 > 教學歷程記錄 > 學生的測驗歷程 

 

①、 進入【學生的測驗歷程】後，右方會列出學生的測驗次數。點選數字

可出現如下圖的各次測驗結果。 

 
此處的操作方式請參照【八、線上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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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的課程測驗卷歷程教師的課程測驗卷歷程教師的課程測驗卷歷程教師的課程測驗卷歷程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學習歷程區 > 教學歷程記錄 > 教師的課程測驗卷歷程 

 

此功能的操作方式其實也與【八、線上閱卷】一樣，請參照該章節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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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一一一一、、、、    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登入系統 

①、 請學生登入自己的帳號與密碼。 

請注意，因為題目為 flash格式，若電腦未安裝 flash player將無法正常播放，請學

生先執行安裝播放器。 

 

②、 學生帳號可由老師建立，或請學生自行註冊。學生自行註冊時，請注

意下圖紅框處的【所屬教師】要選對。輸入完個人資料後，請按【儲

存】，帳號可立刻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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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選擇試卷選擇試卷選擇試卷選擇試卷 

學生登入英檢評量王後，即可看到可進行測驗的試卷。 

 

 

①、 請點選要測驗的試卷。 

 

三三三三、、、、    開始測驗開始測驗開始測驗開始測驗 

①、 試卷會以新視窗開啟，請先閱讀試卷資訊。 

②、 閱讀完畢後，若要開始作答，請點選下方的【按此開始作答】按鈕。 

 

 

③、 題目會自動播放，看完題目後，請在下方的作答區選擇答案。 

④、 再按左方的【儲存答案】送出。答案送出後會自動播放下一題。 

⑤、 您也可以點選左方的題號切換到不同題目做檢查。 

⑥、 全部作答完畢後，請點選左方的【點我交卷】按鈕，送出試卷。（系

統會再次確認您是否真的要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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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查詢成績查詢成績查詢成績查詢成績 

成功繳交試卷後，系統會自動計算出你的測驗成績： 

 

①、 若要查看作答結果，請點選【查看詳細成績資訊】。 

②、 此時會出現各試題的作

答資訊，包括正確答

案、你的作答、作答時

間、對錯和得分等。 

③、 若要複習題目，可以點

選題目前的放大鏡圖

案，就可以把試題再播

放一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