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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功能管理者功能管理者功能管理者功能    

一.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首頁首頁首頁首頁：：：：    

於本系統首頁，點入右上角【管理】標記，即可進入本系統管理介面! 

    

二.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者者者者登入首頁登入首頁登入首頁登入首頁：：：：    

� 選擇欲登入之身分(管理員)，再輸入「帳號」及「密碼」。上方提供管理者操作手冊

(pdf 檔)，供管理者操作參考！ 

 

點此處進入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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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員登入後介面管理員登入後介面管理員登入後介面管理員登入後介面    

1.1.1.1.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A.A.A.A. 環境設定環境設定環境設定環境設定    

���� 課服員聯絡方式：設定本系統課務服務人員的聯絡方式：姓名、電話及 E-mail。 

���� 管理員帳號及密碼：設定(編輯 or 更改)本系統管理員之帳號&密碼。 

���� 預設註冊開通：若設定為『是』則學員註冊成功後，可立即登入系統使用。若

設定為『否』則學員註冊成功後，須管理者或老師將其帳號開通，學員方登入

系統使用。 

���� 學生自行更換班級：若設定為『是』則學員可隨時自行更換所屬英文班級。若

設定為『否』則學員不可自行更換所屬英文班級。 

 

B.B.B.B. 系統公告系統公告系統公告系統公告    

可新增、刪除及修改公告，一筆公告的內容包含：標題、內容、該筆公告出現在

學生面的起始日期與終止日期(起始日期的預設值是當天，終止日期是 7 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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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新手上路新手上路新手上路新手上路    

可新增、刪除、修改。新增內容須包含：標題、內容。 

 

D.D.D.D. 學習資源學習資源學習資源學習資源    

管理員可輸入訊息網址，告知學生相關學習資訊，並可新增、刪除、修改。 

 

2.2.2.2. 教務管理教務管理教務管理教務管理        

A.A.A.A.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可新增學校系所，例如外文系或是應用英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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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1) 新增班級群組名稱。 

(2) 系統提供整批匯入班級名稱班級名稱班級名稱班級名稱功能(Form CSV)。 

(3) 點選各班級名稱，可觀看該班級學員清單。 

(4) 點選測驗測驗測驗測驗，可觀看本班所考過之測驗列表。 

� 點入班級名稱，可觀看該班級學員清單。 

 

(1) 匯入學員，系統提供整批匯入學員資料功能 

(2) 匯出，可將學員資料匯出成 Web 格式 

(3) 整批/單獨發 mail、啟動/關閉學員、從本班移除學員及從系統刪除學員功能。 

� 點入『測驗』，可觀看本班參與過之所有同步考試，包含等級鑑別考試、單一級數

考試及混合挑題考試；可觀看試題及測驗成績。如下圖： 

(1) (2) 

(3)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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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管理新增/編輯/刪除老師資料功能，包含帳號、密碼、姓名、E-mail 及負責班級

數目，系統亦提供整批匯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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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入老師負責班級數，可觀看該老師負責之班級名稱、學員資料及全員能力統計圖

表。 

 

D.D.D.D.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列出系統內所有學生的清單(含排序及搜尋功能)，含項次、開通狀態、帳號、姓

名、性別、E-mail、聽力級數、閱讀級數、GEPT 級數、編輯、刪除及新增。 

 

 

 

 

全員能力分析圖表 

新增學員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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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學員資料。 

 

※點選『統計分析』可觀看本系統內所有學員能力（聽力、閱讀及 GEPT）分布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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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測驗管理測驗管理測驗管理測驗管理    

A.A.A.A. 等級鑑別等級鑑別等級鑑別等級鑑別((((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本類測驗之目的在獲取學員受測時之能力等級。顯示所有老師所建立之聽力(閱讀)

等級鑑別同步考試。可新增、刪除及修改聽力(閱讀)同步考試。 

 

※(1)點選『試卷名稱』可觀看系統隨機預選出來的試題及答案。 

※(2)點選『成績』可觀看本次考試所有應考班級、班級人數、作答人數、各班平均、

全體總平均及全校排名。點選班級名稱可觀看該班全體學員成績、成績落點分析圖

表及等級落點分析圖表。 

B.B.B.B. 單一級數單一級數單一級數單一級數((((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本類測驗之目的在獲取學員於某個等級測驗成績分數。顯示所有老師所建立之聽

力(閱讀)單一級數同步考試。可新增、刪除及修改聽力(閱讀)同步考試。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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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試卷名稱』可觀看系統隨機預選出來的某個指定等級之試題及正確答案。 

※(2)點選『成績』可觀看本次考試所有應考班級、班級人數、作答人數、各班平均、

全體總平均及全校排名。點選班級名稱可觀看該班全體學員成績、分數落點分析圖

表、排名成績。 

C.C.C.C. 混合挑題混合挑題混合挑題混合挑題((((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本類測驗之目的在讓老師可以依照個人經驗及教學方式，手動輸入關鍵字搜尋目

標題目，從系統各類型、各等級題庫挑選題目來建立測驗。顯示該老師所有已建立之

混合挑題同步考試。可新增、刪除、編輯及匯出混合挑題同步考試。 

 

(1)匯出：系統將本考卷考題、圖片及文字滙出成 Word 檔；可直接開啟觀看或儲存於

個人電腦上，以利老師編排紙筆考卷!! 

(2)點選『成績』可以看到參與本次考試所有班級、班級人數、作答人數、班平均、總

平均及全校排行榜。 

(3)點『試卷名稱』即可輸入關鍵字，進行手動挑選本次試卷考題。 

4.4.4.4. 附加功能附加功能附加功能附加功能    

A.A.A.A.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可針對系統內全部(或特定班級)學員發布問卷。列出已發布之問卷列表。 

 (3) 

(1) 

(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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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問卷 

※ 登入管理者介面>問卷>新增 

 

   (2)點入各問卷之『問卷標題』：可新增/編輯/刪除/觀看各問卷之問卷內容。 

 

※ 新增單/複選題方式�點入『新增選擇題』�輸入題目內容�選擇此題為『單

選題』或是『複選題』�依序填入各選項內容�編輯完成，按『回上頁』即

可完成本題編輯! 

輸入本問卷名稱! 

選擇本問卷可填寫期間! 

填寫本問卷作答時間! 

結果是否公佈! 

勾選受訪群組! 

輸入本問卷卷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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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問答題方式�點入『新增問答題』�輸入題目內容�按『確定』即可完

成本題編輯! 

 

(3)點入各問卷之『結果』：可觀看各問卷之問卷結果。 

 

※『全校統計』為參與本問卷之全員統計結果資料。 

※ 點入各班級名稱可觀看所屬各班級的個人作答內容。 



遠古科技英文能力檢測平台－管理者 

 - 15 - 

 

B.B.B.B. 自建自建自建自建題庫題庫題庫題庫    

    此區提供各使用單位管理者，自行建立獨立於學生練習之外的題庫，以供『能力

測驗考試』出題使用。題目類型包含聽力&閱讀兩大類，其內圖片檔僅接受『gif』格

式，聲音檔為『mp3』格式。可觀看各類題型已建立之題目數，點入各類型名稱，即可

新增/編輯/刪除/觀看已建立之題目列表。 

 

※ 新增『聽力/看圖辨義』 

管理者＞題庫＞聽力/看圖辨義＞新增�完成後按『確定』即完成新增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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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能力測驗能力測驗能力測驗能力測驗((((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本類測驗之目的提供使用單位線上檢測學員英文能力（例：入學英文能力分班 or

畢業英文能力門檻考試），題庫來源為使用單位自行建立之英文題庫。顯示所有管理者

所建立之能力測驗同步考試。可新增、刪除及修改考卷。 

 

(1)、新增『能力測驗考試』>新增�填寫完成資料按『確定』即完成! 

選擇本題目難度等級! 

輸入題目文字內容! 

輸入各選項文字內

選擇本題正確選項! 

瀏覽選取本題對應聲音&圖片檔!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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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輯考卷�能力測驗考試>試卷名稱>新增考題 

 

� 『自動新增考題』：挑選指定題目類型、出題等級及所需題目數，系統會自動隨機

挑選題目。 

� 『手動新增考題』：可依關鍵字來查詢所需之題目，或輸入『%』顯示全部題目。 

� 查詢後會顯示各種題型的題目總數，點入各題型名稱可觀看勾選所要之題目!按最

輸入卷前說明內容! 

輸入試卷標題! 

選擇試卷開放期限! 

填寫試卷作答時間! 

限制作答 IP 區段! 

選取受測班級群組! 

輸入關鍵字查詢題目! 

選擇試題呈現方式! 

選擇卷後問卷! 



遠古科技英文能力檢測平台－管理者 

 - 18 - 

下方『新增打勾的題目』即可將題目新增至考卷內! 

 

(3)、成績 

※點入『成績』可觀看參與本考卷之全員或個人成績! 

※ 『全校統計』為參與本試卷之全員成績統計結果資料。 

 

※ 點入各班級名稱可觀看各班級成員成績。包含名次排名、本班名單、分數落點。學

員因當機或誤按『交券』而致無法再進入試卷，則可使用『重新 Reset』功能清

除該員成績，讓他可以重考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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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匯出：老師可將本班成績匯出成 Web 模式，排列完成再複製至所需之工具

(Word.Excel..) 

(2)『作答分析』：可觀看本班所有作答學員之各題答對比例! 

(3)重考：可指定勾選學員進行重考 

(4)『作答』：可觀看該學員的本卷作答情形。 

系統另提供匯出考卷成績及每位學員作答選項功能，以利校方做題目信、效度統計分

析。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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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報表報表報表報表    

可查詢某一期間 【民國 YY 年 MM 月 DD日 ~民國 YY 年 MM 月 DD日】以下資

料統計報表! 

A. 【各學院 or 全體】【(練習)or(測驗)】【（全體 or 細部）】統計資料! 

B. 【各系所 or 全體】【(練習)or(測驗)】【（全體 or 細部）】統計資料!  

C. 【各英文分班 or 全體】【(練習)or(測驗)】【（全體 or 細部）】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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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列出每日/每月登入人次，含月報表及年報表。 

列出每月/每日各班級登入人次，含月報表及日報表。 

   

7.7.7.7. 登登登登出出出出    

   登出管理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