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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简介 

教学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为云端软

件在线教学服务，可在 Google Chrome、Firefox、Safari、IE 等

多式浏览器中使用。 教学软件即服务特色包括： 

1. 不须安装或下载软件，只需上网登入，即可使用软件。并可

下载电子书。 
2. 不须在计算机教室上课，学生可用智能型手机、平板、笔电

等设备无线上网登入，在课堂实作。 
3. 可在每页之上方任选操作接口语言。此外，QBook 写作中心

亦会在作业缴交截止日的前 2 日内电邮提醒各学员记得完成

作业。 
4. 系统自动储存与缴交作业，学生不用上传，email 或打印作

业给老师。 
5. 可依教学情势之需要，点选功能选项，允许或不允许学生：

使用复制和贴上或互相观摩作业。 
6. 可设定最少字数的限制，且本系统无写作最多字数的限制，

学生可写长篇作。 
7. 内建 600 多种题材图像，可供点选为作业图像，亦可嵌入教

学影片。 
8. 内建各种商英书信类型的写法、格式及范例，提供多面向的

训练。 
9. 每一个操作页面皆有说明短片，展示该页面的操作示范。 
10. 系统可供各学员同时在线现场实作并分享其写作内容，老师

可实时评析、指正、指导或监看学生写作。 
11. 可快速并公正地侦查错误并提供评语(错误说明)，弹指即可

轻易启动系统在线批改作业，大量缩短逐一订正所耗费的时

间。老师只需集中心力于文脉之辅导。 
12. 常用之评语与评注可储存于系统之个别老师数据库，随时可

增加，修改或点选使用，可有效减少深层批改时间。 
13. 老师可重复指派同一作业，学员可依据已批改过的文章所显

示的错误和评语，修正错误并补强文意，提升教学效能，以

达到「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之目的。 
14. 可收集、追踪并分析历次作业，有效掌握各学生的学习进度

与瓶颈，以利辅导并增进教学及学习成效，并可呈现客观数

据于教学之成果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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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登入 

请至 QBook写作中心(https://writingcenter.qbook.org)。在页面的

左上角，可选择设定自己喜欢的背景颜色。点击「老师登入」，

以进入教师登入页面，如图 1-1。此外，下载 QBook 写作中心

App，即可利用 Android 平板或智能型手机随时随地教导写作。 

图 1-1：QBook 写作中心的首页处(https://writingcenter.qbook.org) 

 
由开启画面的左上方，输入电邮地址及密码后，点击「登入」即

可登入教师作业页面，如图 1-2。 

图 1-2：登入页面  

 
登入后，可从课程班别名选择欲查看、设定与变更作业指示、监

看、在线实时辅导及批改作业的班别，并点击「管理此班作业」。

若欲回顾或探讨以前的开授课程数据，请选择课程班别名后，点

按「以前开授的课程」，如图 1-3。 

点选背景颜色 

点击以进入老师登入

页面 

下载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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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班级管理 

 
在接下来所出现的画面上，如图 1-4，点击「点按使用 QBL」。 

图 1-4：点按使用 QBL 

 
当第一次登入使用时，会出现要求在选择新作业处下拉点选第一

次作业以进行软件更新的画面，点击「立即更新」，即可执行，

如图 1-5，更新后即转换至作业管理页面，如图 1-6。再次登入时，

即不会出现图 1-5 画面，直接转换至作业管理页面，如图 1-6。 

图 1-5：初次使用者须下拉点选第一次作业后，点按「立即更新」 

 

点击「下载电子书」后，即可下载电子书，如图 1-6。 

下拉点选 

点按使用 QBL 

下拉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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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管理作业页面 

 
管理作业页面有以下操作选项： 

设定、变更或批改作业：可在此区进行「开设新作业给学生写

作」，「更改作业缴交截止日、更新作业说明或删除作业」，

「批改作业」，及「班级作业管理」。 

作业列表：所有指派的作业列表，其中包括「起始日期」与「截

止日期」，以及「剩余天数」，如超过到期日，剩余天数所显示

的数字则会呈现负号数字，该作业说明及指定事项会出现于「作

业指示与说明」字段。 

作业状况和分数：所有已开启的作业列表以及学员已写作的作业

份数、平均成绩、最高分与最低分。 

学员成绩汇报：所有学员的成绩列表，点击「导出另存成绩数据

到 Excel 档案」，即可将学员成绩数据展开为 Excel 档案的格式，

白框内数据已默认为全选，只需按复制键(Ctrl + C)即可将档案复

制至 Excel 档案内，再次点击「导出另存成绩数据到 Excel 档
案」，则可将数据隐藏。此外，点按「学员」栏内之个别学号，

即可取得个别学生连络资料，如图 1-6-1。 

图 1-6-1：学生连络资料 

 
作业统计分析：可点按此选项以分析统计每班历次作业之错误类

型。 

下拉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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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指派作业 

第一节：设定作业 

信件组成区 

信件之组成部分可归类成共分有四大区域﹕头区(Heading)、启区

(Opening)、内文区(Body)与结尾区(Closing)，概要说明如表 2-1。
老师可设定学生书写作业时须不须包括头区(Heading)、启区

(Opening)与结尾区(Closing)三区。 

表 2-1：信件组成列表 

信件区 组成部分 

Heading 
(头区) 

发件人之

相关信息 

发件人姓名/公司名称、发件人住址、联络

电话、传真、email 账号等。 
日期。 
特别注释。 

Opening 
(启区) 

收件者之

相关信息 

收件者姓名/公司名称、住址。 
承办人/承办单位。 
称呼。 
信件标题/主旨。 

Body 
(内文区) 信内容 此为该信件的内文段落。 

Closing 
(结尾区) 结尾信息 

结尾敬辞。 
签名。 
发信人姓名。 
发信人者职称。 
参考前缀。 
附件。 

 

请留意一下在「设定、变更或批改作业」区「班级管理」栏的班

是否为您欲设定、变更或批改作业的班。设定作业时，可开 2 个

窗口，将一班级的作业指示复制后贴至另一班级。表格第一栏即

是「开设新作业给学生写作」，下拉点选所欲开启的信件类型，

点击「设定此作业」，即可进行其细部设定，如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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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开设新作业给学生写作 

 
细部设定如图 2-2，包含作业的「起始日期」与「截止日期」，

如超过截止日期，学员即无法缴交该次作业；另可于「作业指示

及相关说明」字段，说明此作业的要求及提示作法，届时会出现

于学生作业的顶端。亦可依教学情势之需求，点选设定： 
1. 允许学生使用复制和贴上功能(历程写作教学时)。 
2. 不允许学生使用复制和贴上功能(拚字练习、模拟考、前后测或

考试时)。 
图 2-2-1：设定作业起讫日及指示 

 
可在「点选此次作业图像」处，点选图像。分别点按起始日期及

截止日期下方的「可在此做更改」，以设定作业之起始日期及截

止日期；可选择此作业须撰写全文(含头区、启区、内文区和结尾

区)或仅需内文段落，如果选择「此作业须含信头区、启区、内文

区和结尾区」，学员端所显示的画面则包含全文，亦即该作业学

员需完成头区、启区、内文区和结尾区四大部分，如图 2-3。亦

可于最下方的字段，说明此作业的要求、规定及相关提示，届时

会出现于学生作业的顶端。确认设定后，点击「储存」，即可完

成。若要附上图像，可点按「点选此次作业图像」，在所出现之

页面，点选一图像题材，之后，点按您要之图像，如图 2-2-2。 

图 2-2-2：设定作业起讫日及指示 

 

下拉点选拟指派之新

信件作业 

「可在此做更改」处

设定日期 
 

可设定作业指示 
 

可点选为作业图像 

可点选一图像题材 
 

点按您要之图像 
 

可随时设定允许或不

允许学生使用复制和

贴上功能 

可点选「写信的全

文」或「只写信的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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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设定作业起讫日及指示 

 
图 2-3：须完成全文之作业 

  
若选择「此作业不须含信头区、启区、内文区和结尾区」，学员

端所显示的画面则仅有内文部份，学员仅须完成内文区即可，如

图 2-4。 

图 2-4：仅须完成内文之作业 

 
备注﹕学生使用非 IE 浏览器来写作时，拼错字底下会出现一条红

线。 

  

系统之功能设定 

仅须完成内文区 

作业指示显示于作业

的最上端 

系统之功能设定 

作业指示显示 

须完成全文 

设定完后，点按此 



操作手册 第二章：指派作业    8 

QBook 写作中心 https://writingcenter.qbook.org  

嵌入教学影片之步骤如下：1. 点按「SHARE」，如图 2-4-1。2. 
点按「EMBED」，如图 2-4-2。3. 点按「COPY」，所复制选取

的项目将呈现灰色，如图 2-4-3。4. 在设定作业题目或指示区内，

即可贴上(Ctrl + V)，如图 2-4-4。5. 在老师及学生之管理作业页

面以及学生撰写该作业之页面，即可点播该教学影片，如图 2-4-
5。 

图 2-4-1：点按「SHARE」 

  
图 2-4-2：点按「EMBED」 

 

  

点按「SHARE」 

点按「EM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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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点按「COPY」 

  
图 2-4-4：贴至设定作业题目或指示区内 

  
图 2-4-5：点播该教学影片 

  
 

点按「COPY」 

即可贴上(Ctrl + V) 

点播该教学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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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变更或删除作业 

于第二栏「更改作业缴交截止日、更新作业说明或删除作业」栏，

下拉点选所欲更改的文章，点击「变更此作业」，即可进行其细

部设定之更改，如图 2-5。 

图 2-5：变更作业 

 
可更改起始日期、截止日期、作业应写范围(是否应包括头区、启

区和结尾区)及作业指示及相关说明等项目，确认后点击「储存」，

即可完成变更，如图 2-6。 

如要删除该作业，点击表格上方蓝字「删除此作业」后，即会进

入确认作业删除的页面，并以红字提醒「删除后即无法回复数

据」，确定欲删除该笔作业，点击「立即删除」，即可完成。 

图 2-6：更改作业设定 

 
此外，QBook 写作中心亦会在作业缴交截止日的前 2 日内电邮提

醒各学员记得写作业。

变更完成后，点击

「储存」 

可在此更改日期 

点击「删除此作业」

进行删除作业 

修改作业及其他细部

设定 

更改或删除此图像 

更新作业指示 

变更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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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批改作业 

第一节：实时辅导写作 

在管理作业页面的「批改作业」栏，下拉点选欲实时辅导或监视

之作业，点按「批改此作业」，如图 3-1，即进入批改作业页面，

可先请学生暂停写作业后，执行步骤-1：云端自动批改，先由系

统侦错，然后至步骤-3 处，或不先执行步骤-1 直接至步骤-3 处，

点按「深层批改作业」栏处之个别学生学号，如图 3-2，即可立

即评析、指正、指导或监视学生写作。若有先执行步骤-1，每段

侦错细节将出现在右边「自动已批改 + 深层批改」栏，若没先执

行步骤-1，将没有侦错细节。移动光标至欲检讨之学生作业段，

该段将呈现黄色并放大，以利检讨作业，如图 3-3。以利检讨该

段作业，如图 3-3。亦可点按「打印」，以综览或讨论全文。 

图 3-1：「批改作业」栏 

 
图 3-2：实时辅导/监控写作 

 
图 3-3：检讨段呈现黄色并放大 

 
点按「打印」处，即可进行复制学生之文章内容再贴到其它文件

上的动作、综览、讨论或打印学生之作业全文。 

点击个别学生学号 

移动光标可使光标处

之段落呈现黄色并放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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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点按「打印」以综览或打印该生之作业全文 

  

第二节：批改步骤-1：云端自动批改 

在管理作业页面的「批改作业」栏，下拉点选欲批改之已指派且

已逾截止日期的作业，点按「批改此作业」，如图 3-1。 

在所出现批改作业页面的步骤-1 处，若尚未批改此作业，作业状

态将显示为「还不要批改」，如图 3-4，但若尚无学生写作，其

表格中会出现「尚无学生完成作业」的红色字样，如图 3-5，表

示还不能起动云端自动批改；如需批改已指派，未逾期或已逾截

止日期的作业或重写作业，则点选「批改/再批改」前之选项钮

（radio button)，并点击「储存」，如图 3-6，即会进行云端自动

批改 73 种错误(如图 3-7)。表格右栏为「常见问题与解答」，点

击展开后为该问题的回答，如图 3-8。 

图 3-4：云端自动批改：「还不要批改」 

 
图 3-5：云端自动批改：「尚无学生完成作业」 

 

状态显示为「还不要

批改」 

此作业尚未有学员完

成，表示还不能启动

云端自动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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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云端自动批改：「批改/再批改」 

 
图 3-7：云端自动批改可侦错 73 种写作错误类别并提供参考说明 

 
图 3-8：云端自动批改：「常见问题与解答」 

 

点选「批改/再批

改」 

点击「储存」 

点击展开后为该问题

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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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批改状态的完成度显示为 100% 时，即完成侦错并会显示：错

误之处、错误类别及参考说明。其状态会显示为「已批改」，如

图 3-9。 

图 3-9：已批改 

 
已批改完后，在「深层批改作业」栏处，点选个别学员的学号进

行查看已批改细节，若尚未要评分或深层批改，不须点按「储

存」，点按「按此回上一页」即可。 

第三节：批改步骤-2：简易评分 

云端自动批改后，才可以进行简易评分，如图 3-10，点击「按此

设定每个错误之扣分数及最低字数之要求」，以设定评分准则。

在评分准则设定区下面的默认按钮为「允许学生互相观摩作业」。

若您不要让学生互相观摩，请点按「不允许学生互相观摩作业」

前之选项钮，如图 3-11。 

设定完成后，点击「简易评分全部作业」，系统即可由云端自动

批改的结果总侦错数计算出作业分数，如图 3-12。作业字数若低

于最低字数要求，则成绩为 0 分，表示该作业值得注意，或许老

师将给予例外评分。如未设定每个错误之扣分数及最低字数之要

求即径行点击「简易评分全部作业」，则会出现设定要求的新窗

口，点击「好」，即可回到原设定页面。 

批改状态显示为完成 

状态显示为「已批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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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设定评分准则 

 
图 3-11：设定文法错误扣分及最低字数限制  

 
图 3-12：深层批改 & 成绩汇报区 

 
成绩栏若出现「备注：作业尚未书写或已书写但尚未被云端自动

批改及简易评分」，表示您在作业缴交截止日前已执行过批改步

骤-1 及步骤-2，之后，该学生有在截止日前，再继续编辑其文章；

亦可点按其学号，只针对该生「启动云端自动再批改此学生作

业」。可点按「打印全班作业」，以打印出全班作业成绩及批改

细节。 

若只拟增加学生之写作次数而不需更深层批改或个别评注，则只

需进行至步骤-2。已批改完后，在「深层批改作业」栏处，点选

点击「简易评分全部

学员」 

设定每个错误扣分数

及最低字数限制 

低于最低字数限制分

数为零分 

如学员退选，点击

「删除此列」删除该

笔数据 

按此设定每个错误之

扣分数及最低字数之

要求 
 

可随时设定允不允许

互相观摩作业 

打印全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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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学员的学号进行查看已批改细节，若未要改变分数或深层批

改，不须点按「储存」，点按「按此回上一页」即可。 

第四节：批改步骤-3：深层批改 

当简易评分完成后，可以在「深层批改作业」栏处，点选个别学

员的学号进行深层批改，如图 3-13。 

图 3-13：深层批改与成绩汇报 

 
学生作业区内，红色处为错误的地方。拖曳光标至「自动已批改 
+ 深层批改」各段落之下边，将出现黄错误细节清单及评语小助

手，可将光标放在黄框内，即可拖曳位移黄框；亦可点按评语小

助手内之「关闭评语小助手」或错误细节清单框内之「取消」，

便可分别关闭。当移动光标至某个侦错误处，左边学生作业处之

该错误将现黄荧光，以利逐一检讨错误，如图 3-14。 

图 3-14：黄荧光对映至该错误处 

 
若信的头区(Heading)、启区(Opening)、内文区(Body)与结尾区

(Closing)处有错误，可直接缮打评语或从自动评语数据库点选评

语后，手动扣分。 

左方画面为学员作业的内文。右方画面则为云端「自动已批改 + 
深层批改」处，「扣分小计」意指每一段内之自动已批改侦错扣

选择学员学号以进行

深层批改或打印该生

之作业 

对学员之整体文意评

注亦将于此显示 
 

移动光标至某个侦错

误处 

该错误现黄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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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各段落框内显示每段内个别错误之处、错误类别及参考说

明；老师亦可针对每段整体段意再额外扣分。深层批改段落错误

时，可以下列 2 种方式进行： 

1. 圈选错误的词句处，下评注并扣分：移动光标至欲增设并标示

错误词句范围之开始处，然后拖曳至欲标示之末处，如图 3-15。
即会出现该错误之评语黄框，如图 3-16。 

图 3-15：移动光标至欲增设并标示错误文章范围之始末处 

 
图 3-16：给圈选处下评注并扣分 

 
在黄框底部，「从评语数据库点选评语至现正在下评注之处」的

下方下拉点选数据库评语，以节省批改时间。若无适合评语，可

于「输入新评语」的下方白色处输入新评语后，点击「张贴」，

评语就如同系统之侦错方式显示于右边「自动已批改 + 深层批改」

栏之该段落处之最上方，内容分别为： 
错误之处：您增设并标示之错误词句 
错误类别：有违老师所定之规则 
参考说明：您从 database 点选之评语或输入之新评语 
 
扣分方式则延用您在「简易评分」处之设定，如图 3-17。此新评

语将自动储存至数据库之最底部，可供日后选用。 

图 3-17：圈选错误处，下评注并扣分方式将如同系统侦错方式显示 

 

圈选错误处 

错误处，错误类别及

参考说明 

圈选错误处变成红色

错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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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评注但不扣分：在每段之黄色评语小助手内「从评语数据库

点选评语至现正在下评注之处」的下方，下拉点选数据库评语。

若无适合评语，可于「输入新评语」的下方白色处输入新评语后，

点击「张贴」，评语将出现在每段评语的最上方，此只显示评语，

不会呈现错误之处，错误类别及参考说明，如图 3-18~19；此新

评语并将自动储存至数据库之最底部，可供日后选用。 

图 3-18：下评注但不扣分 ：从数据库选评语 

 
图 3-19：下评注但不扣分：输入新评语并点击「张贴」 

 

头区、启区、内文区

与结尾区处若有错

误，可直接缮打评语

或从评语数据库点选

评语后，手动扣分 

评语显示于最上方 

可从评语数据库点选

评语 

编辑评语数据库 

评语显示于最上方 

输入新评语后，点击

「张贴」 

手动额外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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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语小助手」将随着您在段落间移动光标而上下移动，以利您

下段落评语。您亦可将游标放在黄「评语小助手」的框内后，左

右位移「评语小助手」框。若不需使用「评语小助手」，点按

「关闭评语小助手」，即可关闭「评语小助手」。要重新开启时，

只需点按「开启评语小助手」。 

若要取消云端自动批改或您深层批改之某个错误及扣分，点按

「过滤」或每段之评语处，即会出现黄错误及评语清单框，如图

3-20。 

图 3-20：过滤示意图 

 
针对有扣分的部份，点按打勾处或点击该错误说明之任一地方(错

误之处、错误类别、参考说明)，打勾即会消失，再点击「过滤」

后，将删除该评语并于扣分小计处去掉该扣分，如图 3-21。针对

没扣分的部份，取消打勾「老师对此段之评语」后，可取消老师

之评语，因这部分原就没扣分，故扣分小计将没有变化。若要更

改老师之每段段意的额外扣分，老师可手动更改。 

图 3-21：过滤示意放大图 

 

取消打勾后按「过

滤」 

點按打勾處或點擊該

錯誤說明之任一地方 

点击「过滤」或每段

之评语处，即会出现

黄错误及评语清单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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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被过滤的词句将自动归建至不侦错词句的数据库以供下次云

端批改时用(若要系统于本次即不侦错，请再执行批改步骤 1~2 批

改全班；若只要重新批改个别学生，可在过滤该词句后，点按底

部的「启动云端自动再批改此学生作业」即可)。您亦可点按「更

新您列为不侦错的词库」来更新不侦错的词库，如图 3-21-1。若

只要单次过滤错误评语但要系统未来还是侦错此错误并扣分，请

点按每个错误右上方的「只此单次过滤为不扣分」即可。 

图 3-21-1：更新您列为不侦错的词库 

 

不侦错词句的措辞只能删除但不能更改。取消打勾即可移除该词

句并令系统于日后批改时侦错此词句，如图 3-21-2。点按「储

存」，即可更新不侦错的词库。 

图 3-21-2：取消打勾移除词句并令系统于日后批改时侦错 

 

此外，在该深层批改页面的下方，针对整体文意，可给予加/扣分，

并可下评注，如图 3-22~23，亦可在黄色辅助说明助手内「从自

动评语数据库点选评语至现正在下评注之处」的下方下拉点选数

据库评语。若无适合评语，又不想要存新的整体文意评语至自动

评语数据库，则只需在老师对整体文意之评注下的白框内直接缮

打评语即可；亦可于「输入新评语」的下方白色处输入新评语后，

点击「张贴」，评语就会出现在下评注之处，并可储存新评注至

数据库，以供日后选用。之后，按「储存」，即可更新成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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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点按「启动云端自动再批改此学生作业」后，点按「再批

改此学生作业」前之选项钮，来再批改此学生作业或回复过滤前

之侦错结果及分数。若有在「输入新评语」处输入新评语，在储

存更新成绩后，将会出现新增评语列表，数据库之底端为新输入

之评语，可进行编辑，取消打勾或过目后，点按「储存」，即可

更新自动评语数据库，如图 3-24。之后，若需打印出该生作业及

批改细节，可点击「打印」，即可进行 复制该生的已批文章内

容再贴到其它文件上的动作、综览、讨论或打印。 

图 3-22：从自动评语数据库点选评语至现正在下评注之处 

 
图 3-23：对整体文章直接缮打评注 

 
图 3-24：储存 

 

从自动评语数据库点

选评语 
 

直接缮打评注 

评语出现于评注栏 

再批改此学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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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打印作业 ＆ 公告成绩 

点按「打印全班作业」，系统即可产出已批改过(含 AI 智能以及

老师或助教的评语)之整班作业(PDF 文件)，以供打印或储存；若

要储存个别学生的作业，可使用 PDF 编辑软件(例如 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以撷取储存各学生之作业。另一打印或储

存个别学生作业的方式是在步骤-3 下方，点按「深层批改作业」

栏内的个别学生学号，进入个别学生深层批改区后，点按「打

印」，即可打印或储存该生的作业。 

系统之公告成绩默认指令按钮为「是」；若还不要公告成绩，则
点按「否」前之选项钮，如图 3-25。 

图 3-25：打印作业 ＆ 公告成绩 

 

第六节：重复指派 ＆ 批改作业 

若欲让学生修正已批过作业之错误或重写该作业，以达「做中教、

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之教学目的，可重复指派该作业，至管理

作业页面之「设定、变更或批改作业」操作选项的第二栏「更改

作业缴交截止日、更新作业说明或删除作业」，下拉点选所欲重

复指派的文章作业并点击「变更此作业」，如图 3-26。 

图 3-26：更改作业缴交截止日、更新作业说明或删除作业 

 

打印全班作业 

打印全班作业 

打印全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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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所出现页面，更改延长该作业之截止日期，即可重复指派

该作业，如图 3-27。学生在修正已批过作业之错误或重写时，可

开另一窗口来同时查看已批作业，并依据所显示的错误和评语，

来修正错误及重写。 

图 3-27：延长作业之截止日期  

 
作业缴交截止日后，任课老师即可在批改作业页面，再次进行批

改步骤-1：云端自动批改及批改步骤-2：简易评分，以重新云端

自动批改重写的作业及产出重写作业之分数。先前之老师评语，

额外扣分评注及整体文意加/扣分纪录将会保留，只将会删除任何

先前云端自动批改时所给的文章错误之处、错误类别及参考说明

信息，重新进行批改。若要更改先前老师之评语，额外扣分，评

注或整体文意加/扣分，可进行批改步骤-3，点按深层批改作业栏

处之个别学生学号，即可变更。

在此延长截止日 

延长截止日期后，点

按此 

更新作业指示 

变更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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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作业统计分析 

第一节：AI 智能诊断 

点按位于管理作业页面底部 的「作业统计分析」，如图 4-1，即

可进行人工智能诊断写作弱点，诊断完后，页面将出现历次作业

之错误统计分析，可在线检视全班及个别学生历次作业之错误统

计数据，如图 4-2，有效掌握学生的学习瓶颈，有利于后续精确

地瞄准弱点去辅导。此外，个别学生亦可点按其位于学生端管理

作业页面底部 的「作业统计分析」，以查看其历次作业之错误

统计数据。 

图 4-1：点按「作业统计分析」 

 

图 4-2：全班与个别学生历次作业之错误统计数据  

 

点按「作业统计分

析」 

个别学生历次作业之

错误统计数据 
 

全班历次作业之错误

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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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导出另存资料至 Excel 档 

点按「导出另存数据至 Excel 档」后，将鼠标光标放在「复制及
贴至 Excel档」下方的阴影框内，如图 4-3~4，接下来点鼠标右

键单后，点选「复制」命令，即可贴至 Excel 档，如图 4-5，以

利后续精确地瞄准弱点，解析错误类型，进行智能教学与辅导。 

图 4-3：点按「导出另存资料至 Excel 档」 

 
图 4-4：复制 

 
图 4-5：贴至 Excel 档 

 

贴至 Excel 档 

点鼠标右键单后，选

择复制命令 

点按「导出另存资料

至 Excel 档」 

点按「导出另存资料

至 Excel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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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常见问题与解答 

第一节：登入 

Q：如何申请教师账号？ 

A：请将欲设定之密码、电邮地址、任职机构及单位名、显示于

学生作业写作页面之在线教师名称以及预定开课名称，并以「申

请老师账号」为信件标题，请电邮 QBook (qbook@qbook.org) 
或免费拨打客服 Skype 电话(账号：qbook.service)。QBook 工作

人员将会立即帮老师设定。 

Q：申请教师账号时的「显示于学生作业写作页面之在线教师名称」

应如何设定？ 

A：系统内所显示的教师名称，建议以设定较完整为佳，如此进

行系统操作时较不会与其它使用者重复，并易于辨识。 

Q：一个教师账号是否仅可开启一个授课班级？ 

A：每个教师账号可以开启的授课班级数无限制，端看使用者的

使用需求，建议各班级间的授课名称不要重复，以利日后的管理

与作业。 

Q：教师账号是否可以更改登入密码？ 

A：教师无法直接更改密码，然可电邮 QBook 
(qbook@qbook.org)或免费拨打客服 Skype 电话(账号：

qbook.service)，QBook 工作人员将会立即帮老师更改登入密码。 

Q：学生如何更改注册时所输入的学号？ 

A：学生登入系统后，在所出现的页面，可点按「变更注册数

据」，即可变更学号、密码、电邮地址及联络电话，但不能变更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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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设定作业 

Q：作业缴交的最终期限为何？ 

A：系统可设定作业的起始日期与到截止日期，最终的缴交期限

为所订定的到期日期该日晚间十一点五十九分(23：59)，如所设

定的截止日期为 9 月 31 日，则在 9 月 31 日 23：59 前皆可缴交

作业。亦可不设定起始日期与截止日期。 

Q：作业设定中的「是否需完成全文」有何差异？ 

A：若设定「完成全文」，学员需完成头区、启区、内文区、结

尾区四大部分的各组成部分，若设定「仅完成内文」则不需填写

头区、启区、结尾区等字段。 

Q：作业设定中的「作业指示及相关说明」所需填写的内容为何？

是否为必要填写字段？ 

A：填写的内容为该作业的题目、指示、提醒或相关限制，如字

数限制等，当学员开启该作业后，会出现于该作业的最上方；此

字段为非必要填写字段。 

Q：如果作业已超过缴交期限，是否可以再行修正作业截止日期？ 

A：如果作业已超过该设定截止日期，亦可直接于「更改作业缴

交截止日、更新作业说明或删除作业」功能栏进行更改设定，修

正日期后，学员即可继续进行作业在线写作。 

第三节：批改作业 

Q：作业批改的流程为何？ 

A：作业批改的流程可分为 3 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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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云端自动批改(步骤-1)区，点选「批改/再批改」并点击「储

存」后，即会以进行云端自动批改作业，同时画面会显示目前

进度，当完成度显示为 100% 时，即完成作业侦错。 
2. 于简易评分区(步骤-2)，进行「简易评分」的设定与执行，系

统即会产出各作业之简易成绩。 
3. 若拟更深层批改，于深层批改 & 成绩汇报区(步骤-3)，可逐份

点按个别学号后，给予每份作业之每段下评语及额外扣分、针

对整体文意下评注与给予整体文意加/扣分。 

Q：「云端自动批改」与「简易评分」有何不同？ 

A：云端自动批改可自动找出文章内的错误并提供个别错误之处、

错误类别及参考说明，而简易评分则是设定每一个错误所扣的分

数，其会根据系统云端批改所找出的错误数给予分数计数，因此

须先完成系统云端批改后，才可进行简易评分，另简易评分可设

定字数限制，如低于其限制分数，则为零分，以利老师特别注意

该作业或给予例外评分。 

Q：重新操作「云端自动批改」是否会删除前次的系统纪录？ 

A：初次改完作业后，老师可于「更改作业缴交截止日、更新作

业说明或删除作业」功能栏进行延长截止日期后，学员即可重写

订正错误，学员依据批改过的文章所显示的错误和评语来订正该

篇文章。在过了所延长的缴交期限日后，点选「批改/再批改」会

将前次云端自动批改的结果删除并更新，然老师对整体文意之评

注及加/扣分纪录并不会被删除。  

Q：进行深层批改时是否可自行设定评语？ 

A：点选个别学员的学号点击学员文章进行细节批改时，可开启

辅助说明小助手并利用其内建或已储存的评语，如未有适合的评

语，可于「输入新评语」输入评语，再点击「张贴」，其评语就

会存入内建评语数据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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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单独批改某一重写作业？ 

A：在「深层批改作业」栏处，点选个别学员的学号，在所出现

页面的底部，点按「启动云端自动再批改此学生作业」后，点按

「再批改此学生作业」前之选项钮，即可获得该学员之简易批改

成绩，可后续进行深层批改此学员作业。 

Q：如何单独批改迟交的作业？ 

A：若要允许学生补交作业，可延长该作业之截止日期。补交完

后，在「深层批改作业」栏处，点选个别学员的学号，在所出现

页面的底部，点按「启动云端自动再批改此学生作业」后，点按

「再批改此学生作业」前之选项钮，即可获得简易批改成绩，可

后续进行深层批改此迟交的作业。 

Q：如何回复过滤前之侦错结果及分数？ 

A：在「深层批改作业」栏处，点选个别学员的学号，在所出现

页面的底部，点按「启动云端自动再批改此学生作业」后，点按

「再批改此学生作业」前之选项钮，即可回复过滤前之侦错结果

及分数。 

Q：每段额外扣分与整体文意加/扣分的差异为何？ 

A：每段额外扣分可根据学员该段落的作业状况予以调整，而整

体加/扣分可依学员的整体文意给予加/扣分，然分数的调整情况

皆是公开的，学员可以互相查看。 

Q：成绩栏出现「备注：作业尚未书写或已书写但尚未被云端自动

批改及简易评分」时，如何处理？ 

A：处理方式： 

1. 若为全班学生刚完成之新作业 ，执行批改步骤-1 及步骤-2，
若有需要；可继续 执行批改步骤-3。若为 重写作业，亦可

再 执行批改步骤-1 及步骤-2，除老师对整体文意之评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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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扣分纪录会被保留外，其它纪录将被清除，系统将重新

批改整班作业；若有需要，可继续 执行批改步骤-3。 
2. 若为补交作业，可 点选该生的学号，在所出现页面的底部，

点按「启动云端自动再批改此学生作业」后，点按「再批

改此学生作业」前之选项钮，即可获得该生之简易批改成

绩，可后续进行深层批改此学生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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