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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簡介 

教學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為雲端軟

體線上教學服務，可在 Google Chrome、Firefox、Safari、IE 等

多式流覽器中使用。 教學軟體即服務特色包括： 

1. 不須安裝或下載軟體，只需上網登入，即可使用軟體，並可

下載電子書。 
2. 不須在電腦教室上課，學生可用智慧型手機、平板、筆電等

設備無線上網登入，在課堂實作。 
3. 可在每頁之上方任選操作介面語言。此外，QBook 寫作中心

亦會在作業繳交截止日的前 2 日內電郵提醒各學員記得完成

作業。 
4. 系統自動儲存與繳交作業，學生不用上傳，email 或列印工

作給老師。 
5. 可依教學情勢之需要，點選功能選項，允許或不允許學生：

使用複製和貼上或互相觀摩作業。 
6. 可設定最少字數的限制，且本系統無寫作最多字數的限制，

學生可寫長篇作。 
7. 內建 600 多種題材圖像，可供點選為作業圖像，亦可嵌入教

學影片。 
8. 內建各種商英書信類型的寫法、格式及範例，提供多面向的

訓練。 
9. 每一個動作頁面皆有說明短片，展示該頁面的操作示範。 
10. 系統可供各學員同時線上現場實作並分享其寫作內容，老師

可即時評析、指正、指導或監看學生寫作。 
11. 可快速並公正地偵查錯誤並提供評語(錯誤說明)，彈指即可

輕易啟動系統線上批改作業，大量縮短逐一訂正所耗費的時

間。老師只需集中心力于文脈之輔導。 
12. 常用之評語與評注可儲存於系統之個別老師資料庫，隨時可

增加，修改或點選使用，可有效減少深層批改時間。 
13. 老師可重複指派同一作業，學員可依據已批改過的文章所顯

示的錯誤和評語，修正錯誤並補強文意，提升教學效能，以

達到「做中教、做中學、做中求進步」之目的。 
14. 可收集、追蹤並分析歷次作業，有效掌握各學生的學習進度

與瓶頸，以利輔導並增進教學及學習成效，並可呈現客觀資

料于教學之成果評鑒。 
 



QBL 教學軟體操作手冊 第一章：登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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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登入 

請至 QBook寫作中心(https://writingcenter.qbook.org)。在視窗的

左上角，可選擇設定自己喜歡的視窗色彩。點擊「老師登入」，

以進入教師登入頁面，如圖 1-1。此外，下載 QBook 寫作中心

App，即可利用 Android 平板或智慧型手機隨時隨地教導寫作。 

圖 1-1：QBook 寫作中心的首頁處(https://writingcenter.qbook.org) 

 
在開啟畫面的左上方，輸入電郵地址及密碼後，點擊「登入」，

即可登入教師作業頁面，如圖 1-2。 

圖 1-2：登入頁面 

 
登入後，可從課程班別名選擇欲查看、設定與變更作業指示、監

看、線上即時輔導及批改作業的班別，並點擊「管理此班作業」。

點選視窗色彩 

輸入電郵地址及密碼

後，點擊「登入」 

點擊以進入老師登入

頁面 

下載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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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回顧或探討以前的開授課程資料，請選擇課程班別名後，點

按「以前開授的課程」，如圖 1-3。 

圖 1-3：班級管理 

 
在接下來所出現的畫面上，如圖 1-4，點擊「點按使用 QBL」。 

圖 1-4：點按使用 QBL 

 
當第一次登入使用時，會出現要求在選擇新作業處下拉點選第一

次作業以進行軟體更新的畫面，點擊「立即更新」，即可執行，

如圖 1-5，更新後即轉換至作業管理頁面，如圖 1-6。再次登入時，

即不會出現圖 1-5 畫面，直接轉換至作業管理頁面，如圖 1-6。 

圖 1-5：初次使用者須下拉點選第一次作業後，點按「立即更新」 

 
點擊「下載電子書」後，即可下載電子書，如圖 1-6。 

下拉點選 

點按使用 QBL 

下拉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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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管理作業頁面 

 
管理作業頁面有以下操作選項： 

設定、變更或批改作業：可在此區進行「開設新作業給學生寫

作」，「更改作業繳交截止日、更新作業說明或刪除作業」，

「批改作業」，及「班級作業管理」。 

作業列表：所有指派的作業列表，其中包括「起始日期」與

「截止日期」，以及「剩餘天數」，如超過到期日，剩餘天數

所顯示的數字則會呈現負號數字，該作業說明及指定事項會出

現於「作業指示與說明」欄位。 

作業狀況和分數：所有已開啟的作業列表以及學員已寫作的作

業份數、平均成績、最高分與最低分。 

學員成績匯報：所有學員的成績列表，點擊「匯出另存成績資料

到 Excel 檔案」，即可將學員成績資料展開為 Excel 檔案的格式，

白框內資料已預設為全選，只需按複製鍵(Ctrl + C)即可將檔案複

製至 Excel 檔案內，再次點擊「匯出另存成績資料到 Excel 檔
案」，則可將資料隱藏。此外，點按「學員」欄內之個別學號，

即可取得個別學生連絡資料，如圖 1-6-1。 

圖 1-6-1：學生連絡資料 

 
作業統計分析：可點按此選項以分析統計每班歷次作業之錯誤類

型。 

點擊「下載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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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指派作業 

第一節：設定作業 

信件組成區 

信件之組成部分可歸類成共分有四大區域﹕頭區(Heading)、啟區

(Opening)、內文區(Body)與結尾區(Closing)，概要說明如表 2-1。
老師可設定學生書寫作業時須不須包括頭區(Heading)、啟區

(Opening)與結尾區(Closing)三區。 

表 2-1：信件組成列表 
信件區 組成部分 

Heading 
(頭區) 

寄件者之

相關資訊 

1. 寄件者姓名/公司名稱、寄件者住址、

聯絡電話、傳真、email 帳號等。 
2. 日期。 
3. 特別註釋。 

Opening 
(啟區) 

收件者之

相關資訊 

1. 收件者姓名/公司名稱、住址。 
2. 承辦人/承辦單位。 
3. 稱呼。 
4. 信件標題/主旨。 

Body 
(內文區) 信內容 此為該信件的內文段落。 

Closing 
(結尾區) 結尾資訊 

1. 結尾敬辭。 
2. 簽名。 
3. 發信人姓名。 
4. 發信人者職稱。 
5. 參考字首。 
6. 附件。 

 

請留意一下在「設定、變更或批改作業」區「班級管理」欄的班

是否為您欲設定、變更或批改作業的班。設定作業時，可開 2 個

視窗，將一班級的作業指示複製後貼至另一班級。表格第一欄即

是「開設新作業給學生寫作」，選擇所欲開啟的信件類型，點擊

「設定此新信件作業」，即可進行其細部設定，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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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開設新作業給學生寫作 

 
細部設定如圖 2-2，包含作業的「起始日期」與「截止日期」，

如超過截止日期，學員即無法繳交該次作業；另可於「作業指示

及相關說明」欄位，說明此作業的要求及提示作法，屆時會出現

於學生作業的頂端。亦可依教學情勢之需求，點選設定： 
1. 允許學生使用複製和貼上功能(歷程寫作教學時)。 
2. 不允許學生使用複製和貼上功能(拚字練習、模擬考、前後測或

考試時)。 

圖 2-2-1：設定作業起訖日及指示  

 
可在「點選此次作業圖像」處，點選圖像。分別點按起始日期及

截止日期下方的「可在此做更改」，以設定作業之起始日期及截

止日期；可選擇此作業須撰寫全文(含頭區、啟區、內文區和結尾

區)或僅需內文段落，如果選擇「此作業須含信頭區、啟區、內文

區和結尾區」，學員端所顯示的畫面則包含全文，亦即該作業學

員需完成頭區、啟區、內文區和結尾區四大部分，如圖 2-3。亦

可於最下方的欄位，說明此作業的要求、規定及相關提示，屆時

會出現於學生作業的頂端。確認設定後，點擊「儲存」，即可完

成。若要附上圖像，可點按「點選此次作業圖像」，在所出現之

頁面，點選一圖像題材，之後，點按您要之圖像，如圖 2-2-2。 

下拉點選擬指派之新

信件作業 

「可在此做更改」處

設定日期 

可設定作業指示 
 

可點選「寫信的全

文」或「只寫信的內

文」 

可點選為作業圖像 

可隨時設定允許或不

允許學生使用複製和

貼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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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設定作業起訖日及指示 

 
圖 2-2-3：設定作業起訖日及指示 

 
圖 2-3：須完成全文之作業(學生端寫作頁面顯示) 

  
若選擇「此作業不須含信頭區、啟區、內文區和結尾區」，學員

端所顯示的畫面則僅有內文部份，學員僅須完成內文區即可，如

圖 2-4。 

圖 2-4：僅須完成內文之作業(學生端寫作頁面顯示) 

  
備註﹕學生使用非 IE 瀏覽器來寫作時，拼錯字底下會出現一條紅

線。 

系統之功能設定 

作業指示顯示 

僅須完成內文區 

可點選一圖像題材 
 

點按您要之圖像 
 

須完成全文 

系統之功能設定 

作業指示顯示 

設定完後，點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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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教學影片之步驟如下：1. 點按「SHARE」，如圖 2-4-1。2. 
點按「EMBED」，如圖 2-4-2。3. 點按「COPY」，所複製選取

的項目將呈現灰色，如圖 2-4-3。4. 在設定作業題目或指示區內，

即可貼上(Ctrl + V)，如圖 2-4-4。5. 在老師及學生之管理作業頁

面以及學生撰寫該作業之頁面，即可點播該教學影片，如圖 2-4-
5。 

圖 2-4-1：點按「SHARE」  

  
圖 2-4-2：點按「EMBED」 

 

  

點按「SHARE」 

點按「EM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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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點按「COPY」 

  
圖 2-4-4：貼至設定作業題目或指示區內 

  
圖 2-4-5：點播該教學影片 

  
 

 

點按「COPY」 

即可貼上(Ctrl + V) 

點播該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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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變更或刪除作業 

於第二欄「更改作業繳交截止日、更新作業說明或刪除作業」欄，

下拉點選所欲更改的文章，點擊「變更此信件」，即可進行其細

部設定之更改，如圖 2-5。 

圖 2-5：變更作業 

 
可更改圖像、起始日期、截止日期、作業應寫範圍(是否應包括頭

區、啟區和結尾區)及作業指示及相關說明等項目，確認後點擊

「儲存」，即可完成變更，如圖 2-6。 

圖 2-6：更改作業設定 

 
如要刪除該作業，點擊表格上方藍字「刪除此作業」後，即會進

入確認作業刪除的頁面，並以紅字提醒「刪除後即無法回復資

料」，確定欲刪除該筆作業，點擊「立即刪除」，即可完成。此

外，QBook 寫作中心亦會在作業繳交截止日的前 2 日內電郵提醒

各學員記得寫作業。 

修改作業及其他細部

設定 

變更完成後，點擊

「儲存」 

點擊「刪除此作業」

進行刪除作業 

可在此更改日期 

更改或刪除此圖像 

變更設定 

更新作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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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批改作業 

第一節：即時輔導寫作 

在管理作業頁面的「批改作業」欄，下拉點選欲即時輔導或監視

之作業，點按「批改此信件」，如圖 3-1，即進入批改作業頁面，

可先請學生暫停寫作業後，執行步驟-1：雲端自動批改，先由系

統偵錯，然後至步驟-3 處，或不先執行步驟-1 直接至步驟-3 處，

點按「深層批改作業」欄處之個別學生學號，如圖 3-2，即可立

即評析、指正、指導或監視學生寫作。若有先執行步驟-1，每段

偵錯細節將出現在右邊「自動已批改 + 深層批改」欄，若沒先執

行步驟-1，將沒有偵錯細節。移動游標至欲檢討之學生作業段，

該段將呈現黃色並放大，以利檢討該段作業，如圖 3-3。亦可點

按「列印」，以綜覽或討論全文。 

圖 3-1：「批改作業」欄 

 
圖 3-2：即時輔導/監控寫作 

 
圖 3-3：檢討段呈現黃色並放大 

 
點按「列印」處，即可進行複製學生之文章內容再貼到其它文件上的

動作、綜覽、討論或列印學生之作業全文。 

點擊個別學生學號 

移動游標可使游標處

之段落呈現黃色並放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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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點按「列印」以綜覽或列印該生之作業全文 

 

第二節：批改步驟-1：雲端自動批改 

在管理作業頁面的「批改作業」欄，下拉點選欲批改之已指派且

已逾截止日期的作業，點按「批改此信件」，如圖 3-1。 

在所出現批改作業頁面的步驟-1 處，若尚未批改此作業，作業狀

態將顯示為「還不要批改」，如圖 3-4，但若尚無學生寫作，其

表格中會出現「尚無學生完成作業」的紅色字樣，如圖 3-5，表

示還不能起動雲端自動批改；如需批改已指派，未逾期或已逾截

止日期的作業或重寫作業，則點選「批改/再批改」前之選項鈕

（radio button)，並點擊「儲存」，如圖 3-6，即會進行雲端自動

批改 73種錯誤(如圖 3-7)。表格右欄為「常見問題與解答」，點

擊展開後為該問題的回答，如圖 3-8。 

圖 3-4：雲端自動批改：「還不要批改」 

 
圖 3-5：雲端自動批改：「尚無學生完成作業」 

 

狀態顯示為「還不要

批改」 

此作業尚未有學員完

成，表示還不能啟動

雲端自動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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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雲端自動批改：「批改/再批改」 

 
圖 3-7：雲端自動批改可偵錯 73 種寫作錯誤類別並提供參考說明 

 
圖 3-8：雲端自動批改：「常見問題與解答」 

 

點選「批改/再批

改」 

點擊「儲存」 

點擊展開後為該問題

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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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批改狀態的完成度顯示為 100% 時，即完成偵錯並會顯示：錯

誤之處、錯誤類別及參考說明。其狀態會顯示為「已批改」，如

圖 3-9。 

圖 3-9：已批改 

 
已批改完後，在「深層批改作業」欄處，點選個別學員的學號進

行查看已批改細節，若尚未要評分或深層批改，不須點按「儲

存」，點按「按此回上一頁」即可。 

第三節：批改步驟-2：簡易評分 

雲端自動批改後，才可以進行簡易評分，如圖 3-10，點擊「按此

設定每個錯誤之扣分數及最低字數之要求」，以設定評分準則。

在評分準則設定區下面的預設按鈕為「允許學生互相觀摩作業」。

若您不要讓學生互相觀摩，請點按「不允許學生互相觀摩作業」

前之選項鈕，如圖 3-11。 

設定完成後，點擊「簡易評分全部作業」，系統即可由雲端自動

批改的結果總偵錯數計算出作業分數，如圖 3-12。作業字數若低

於最低字數要求，則成績為 0 分，表示該作業值得注意，或許老

師將給予例外評分。如未設定每個錯誤之扣分數及最低字數之要

求即逕行點擊「簡易評分全部作業」，則會出現設定要求的新視

窗，點擊「好」，即可回到原設定頁面。 

批改狀態顯示為完成 

狀態顯示為「已批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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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設定評分準則 

 
圖 3-11：設定文法錯誤扣分及最低字數限制 

 
圖 3-12：深層批改 & 成績匯報區 

 
成績欄若出現「備註：作業尚未書寫或已書寫但尚未被雲端自動

批改及簡易評分」，表示您在作業繳交截止日前已執行過批改步

驟-1 及步驟-2，之後，該學生有在截止日前，再繼續編輯其文章；

亦可點按其學號，只針對該生「啟動雲端自動再批改此學生作

業」。可點按「列印全班作業」，以列印出全班作業成績及批改

細節。 

設定完成後，點擊

「簡易評分全部作

業」 

按此設定每個錯誤之

扣分數及最低字數之

要求 

設定每個錯誤扣分數

及最低字數限制 

低於最低字數限制分

數為零分 

如學員退選，點擊

「刪除此列」刪除該

筆資料 

可隨時設定允不允許

互相觀摩作業 

列印全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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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擬增加學生之寫作次數而不需更深層批改或個別評註，則只

需進行至步驟-2。已批改完後，在「深層批改作業」欄處，點選

個別學員的學號進行查看已批改細節，若未要改變分數或深層批

改，不須點按「儲存」，點按「按此回上一頁」即可。 

第四節：批改步驟-3：深層批改 

當簡易評分完成後，可以在「深層批改作業」欄處，點選個別學

員的學號進行深層批改，如圖 3-13。 

圖 3-13：深層批改與成績匯報 

 
學生作業區內，紅色處為錯誤的地方。拖曳游標至「自動已批改 
+ 深層批改」各段落之下邊，將出現黃錯誤細節清單及評語小助

手，可將游標放在黃框內，即可拖曳位移黃框；亦可點按評語小

助手內之「關閉評語小助手」或錯誤細節清單框內之「取消」，

便可分別關閉。當移動游標至某個偵錯誤處，左邊學生作業處之

該錯誤將現黃螢光，以利逐一檢討錯誤，如圖 3-14。 

圖 3-14：黃螢光對映至該錯誤處 

 

若信的頭區(Heading)、啟區(Opening)、內文區(Body)與結尾區

(Closing)處有錯誤，可直接繕打評語或從評語資料庫點選評語後，

手動扣分。 

選擇學員學號以進行

細節批改或列印該生

之作業 

移動游標至某個偵錯

誤處 

該錯誤現黃螢光 

對學員之整體文意評

註亦將於此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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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畫面為學員作業的內文。右方畫面則為雲端「自動已批改 + 
深層批改」處，「扣分小計」意指每一段內之自動已批改偵錯扣

分數，各段落框內顯示每段內個別錯誤之處、錯誤類別及參考說

明；老師亦可針對每段整體段意再額外扣分。深層批改段落錯誤

時，可以下列 2種方式進行： 

1. 圈選錯誤的詞句處，下評註並扣分：移動游標至欲增設並標示

錯誤詞句範圍之開始處，然後拖曳至欲標示之末處，如圖 3-15。
即會出現該錯誤之評語黃框，如圖 3-16。 

圖 3-15：移動游標至欲增設並標示錯誤文章範圍之始末處 

 

圖 3-16：給圈選處下評註並扣分 

 
在黃框底部，「從評語資料庫點選評語至現正在下評註之處」的

下方下拉點選資料庫評語，以節省批改時間。若無適合評語，可

於「輸入新評語」的下方白色處輸入新評語後，點擊「張貼」，

評語就如同系統之偵錯方式顯示於右邊「自動已批改 + 深層批改」

欄之該段落處之最上方，內容分別為： 

錯誤之處：您增設並標示之錯誤詞句 
錯誤類別：有違老師所定之規則  
參考說明：您從 database 點選之評語或輸入之新評語 
 
扣分方式則延用您在「簡易評分」處之設定，如圖 3-17。此新評

語將自動儲存至資料庫之最底部，可供日後選用。 

圈選錯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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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圈選錯誤處，下評註並扣分方式將如同系統偵錯方式顯示 

 
2. 下評註但不扣分：在每段之黃色評語小助手內「從評語資料庫

點選評語至現正在下評註之處」的下方，下拉點選資料庫評語。

若無適合評語，可於「輸入新評語」的下方白色處輸入新評語後，

點擊「張貼」，評語將出現在每段評語的最上方，此只顯示評語，

不會呈現錯誤之處，錯誤類別及參考說明，如圖 3-18~19；此新

評語並將自動儲存至資料庫之最底部，可供日後選用。 

圖 3-18：下評註但不扣分 ：從資料庫選評語 

 

頭區、啟區、內文區

與結尾區處若有錯

誤，可直接繕打評語

或從評語資料庫點選

評語後，手動扣分 

可從評語資料庫點選

評語 

評語顯示於最上方 

手動額外扣分 

圈選錯誤處變成紅色

錯誤處 
 

錯誤處，錯誤類別及

參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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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下評註但不扣分：輸入新評語並點擊「張貼」 

 
「評語小助手」將隨著您在段落間移動游標而上下移動，以利您

下段落評語。您亦可將游標放在黃「評語小助手」的框內後，左

右位移「評語小助手」框。若不需使用「評語小助手」，點按

「關閉評語小助手」，即可關閉「評語小助手」。要重新開啟時，

只需點按「開啟評語小助手」。 

若要取消雲端自動批改或您深層批改之某個錯誤及扣分，點按

「過濾」或每段之評語處，即會出現黃錯誤及評語清單框，如圖

3-20。 

圖 3-20：過濾示意圖 

 
針對有扣分的部份，點按打勾處或點擊該錯誤說明之任一地方(錯

誤之處、錯誤類別、參考說明)，打勾即會消失，再點擊「過濾」

後，將刪除該評語並於扣分小計處去掉該扣分，如圖 3-21。針對

編輯評語資料庫 

評語顯示於最上方 

輸入新評語後，點擊

「張貼」 

點擊「過濾」或每段

之評語處，即會出現

黃錯誤及評語清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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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扣分的部份，因這部分原就沒扣分，故扣分小計將沒有變化。

若要更改老師之每段段意的額外扣分，老師可手動更改。 

圖 3-21：「過濾」示意放大圖 

 
任何被過濾的詞句將自動歸建至不偵錯詞句的資料庫以供下次雲端批

改時用(若要系統於本次即不偵錯，請再執行批改步驟 1~2 批改全班；

若只要重新批改個別學生，可在過濾該詞句後，點按底部的「啟動雲

端自動再批改此學生作業」即可。您亦可點按「更新您列為不偵錯的

詞庫」來更新不偵錯的詞庫，如圖 3-21-1。 

若只要單次過濾錯誤評語但要系統未來還是偵錯此錯誤並扣分，請點

按每個錯誤右上方的「只此單次過濾為不扣分」即可。 

圖 3-21-1：更新您列為不偵錯的詞庫 

 

不偵錯詞句的措辭只能刪除但不能更改。取消打勾即可移除該詞

句並令系統於日後批改時偵錯此詞句，如圖 3-21-2。點按「儲

存」，即可更新不偵錯的詞庫。 

取消打勾後按「過

濾」 

點按打勾處或點擊該

錯誤說明之任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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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2：取消打勾移除詞句並令系統於日後批改時偵錯 

 
此外，在該深層批改頁面的下方，針對整體文意，可給予加/扣分，

並可下評註，如圖 3-22~23，亦可在黃色輔助說明助手內「從評

語資料庫點選評語至現正在下評註之處」的下方下拉點選資料庫

評語。若無適合評語，又不想要存新的整體文意評語至評語資料

庫，則只需在老師對整體文意之評註下的白框內直接繕打評語即

可；亦可於「輸入新評語」的下方白色處輸入新評語後，點擊

「張貼」，評語就會出現在下評註之處，並可儲存新評註至資料

庫，以供日後選用。之後，按「儲存」，即可更新成績。再者，

可點按「啟動雲端自動再批改此學生作業」後，點按「再批改此

學生作業」前之選項鈕，來再批改此學生作業或回復過濾前之偵

錯結果及分數。若有在「輸入新評語」處輸入新評語，在儲存更

新成績後，將會出現新增評語列表，資料庫之底端為新輸入之評

語，可進行編輯，取消打勾或過目後，點按「儲存」，即可更新

評語資料庫，如圖 3-24。之後，若需列印出該生作業及批改細節，

可點擊「列印」，即可 進行 複製該生的已批文章內容再貼到其

它文件上的動作、綜覽、討論或列印。 

圖 3-22：從評語資料庫點選評語至現正在下評註之處 

  

從自動評語資料庫點

選評語 
 

評語出現於評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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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對整體文章直接繕打評註  

 
圖 3-24：儲存 

 

  

直接繕打評註 

再批改此學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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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列印作業 ＆ 公告成績 

點按「列印全班作業」，系統即可產出已批改過(含 AI 智能以及

老師或助教的評語)之整班作業(PDF 檔)，以供列印或儲存；若要

儲存個別學生的作業，可使用 PDF 編輯軟體(例如 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以擷取儲存各學生之作業。另一列印或儲存個別學

生作業的方式是在步驟-3 下方，點按「深層批改作業」欄內的個

別學生學號，進入個別學生深層批改區後，點按「列印」，即可

列印或儲存該生的作業。 

系統之公告成績預設指令按鈕為「是」；若還不要公告成績，則

點按「否」前之選項鈕，如圖 3-25。 

圖 3-25：列印作業 ＆ 公告成績 

 

第六節：重複指派 ＆ 批改作業 

若欲讓學生修正已批過作業之錯誤或重寫該作業，以達「做中教、

做中學、做中求進步」之教學目的，可重複指派該作業，至管理

作業頁面之「設定、變更或批改作業」操作選項的第二欄「更改

作業繳交截止日、更新作業說明或刪除作業」，下拉點選所欲重

複指派的文章作業並點擊「變更此信件」，如圖 3-26。 

圖 3-26：更改作業繳交截止日、更新作業說明或刪除作業 

 

之後在所出現頁面，更改延長該作業之截止日期，即可重複指派

該作業，如圖 3-27。學生在修正已批過作業之錯誤或重寫時，可

列印全班作業 

公告成績  

點按個別學生的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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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另一視窗來同時查看已批作業，並依據所顯示的錯誤和評語，

來修正錯誤及重寫。 

圖 3-27：延長作業之截止日期 

 

作業繳交截止日後，即可在批改作業頁面，再次進行批改步驟-1：
雲端自動批改及批改步驟-2：簡易評分，以重新雲端自動批改重

寫的作業及產出重寫作業之分數。先前之老師評語，額外扣分評

注及整體文意加/扣分紀錄將會保留，只將會刪除任何先前雲端自

動批改時所給的文章錯誤之處、錯誤類別及參考說明資訊，重新

進行批改。若要更改先前老師之評語、額外扣分、評注或整體文

意加/扣分，可進行批改步驟-3，點按深層批改作業欄處之個別學

生學號，即可變更。 

延長截止日期後，點

按此 
 

在此延長截止日期 

更新作業指示 
 

變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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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作業統計分析 

第一節：AI 智能診斷 

點按位於管理作業頁面底部 的「作業統計分析」，如圖 4-1，即

可進行人工智能診斷寫作弱點，診斷完後，頁面將出現歷次作業

之錯誤統計分析，可線上檢視全班及個別學生歷次作業之錯誤統

計資料，如圖 4-2，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瓶頸，有利於後續精確

地瞄準弱點去輔導。此外，個別學生亦可點按其位於學生端管理

作業頁面底部 的「作業統計分析」，以查看其歷次作業之錯誤

統計資料。 

圖 4-1：點按「作業統計分析」 

 

圖 4-2：全班與個別學生歷次作業之錯誤統計資料  

 

點按「作業統計分

析」 

個別學生歷次作業之

錯誤統計資料 
 

全班歷次作業之錯誤

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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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匯出另存資料至 Excel 檔 

點按「匯出另存資料至 Excel檔」後，將滑鼠游標放在「複製及貼至

Excel 檔」下方的陰影框內，如圖 4-3~4，接下來點鼠標右鍵單後，

點選「複製」命令，即可貼至 Excel檔，如圖 4-5，以利後續精確地

瞄準弱點，解析錯誤類型，進行智能教學與輔導。 

圖 4-3：點按「匯出另存資料至 Excel 檔」 

 
圖 4-4：複製 

 
圖 4-5：貼至 Excel 檔  

 

貼至 Excel 檔 

點鼠標右鍵單後，選

擇複製命令 

點按「匯出另存資料

至 Excel 檔」 

點按「匯出另存資料

至 Excel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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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常見問題與解答 

第一節：登入 

Q：如何申請教師帳號？ 

A：請將欲設定之密碼、電郵位址、任職機構及單位名、顯示於

學生作業寫作頁面之線上教師名稱以及預定開課名稱，並以「申

請老師帳號」為信件標題，請電郵 QBook(QBook@QBook.org) 
或免費撥打客服 Skype 電話(帳號：qbook.service)。QBook 工作

人員將會立即幫老師設定。 

Q：申請教師帳號時的「顯示於學生作業寫作頁面之線上教師名稱」應

如何設定？ 

A：系統內所顯示的教師名稱，建議以設定較完整為佳，如此進

行系統操作時較不會與其他使用者重複，並易於辨識。 

Q：一個教師帳號是否僅可開啟一個授課班級？ 

A：每個教師帳號可以開啟的授課班級數無限制，端看使用者的

使用需求，建議各班級間的授課名稱不要重複，以利日後的管理

與作業。 

Q：教師帳號是否可以更改登入密碼？ 

A：教師無法直接更改密碼，然可電郵

QBook(QBook@QBook.org)您的新密碼或免費撥打客服 Skype
電話(帳號：qbook.service)，QBook 工作人員將會立即幫老師

更改登入密碼。  

Q：學生如何更改註冊時所輸入的學號？ 

A：學生登入系統後，在所出現的頁面，可點按「變更註冊資

料」，即可變更學號、密碼、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但不能變更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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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設定作業 

Q：作業繳交的最終期限為何？ 

A：系統可設定作業的起始日期與到截止日期，最終的繳交期限

為所訂定的到期日期該日晚間十一點五十九分(23：59)，如所設

定的截止日期為 9 月 31 日，則在 9 月 31 日 23：59 前皆可繳交

作業。亦可不設定起始日期與截止日期。 

Q：信件設定中的「是否需完成全文」有何差異？ 

A：若設定「完成全文」，學員需完成頭區、啟區、內文區、結

尾區四大部分的各組成部分，若設定「僅完成內文」則不需填寫

頭區、啟區、結尾區等欄位。 

Q：信件設定中的「作業指示及相關說明」所需填寫的內容為何？是否

為必要填寫欄位？ 

A：填寫的內容為該作業的題目、指示、提醒或相關限制，如字

數限制等，當學員開啟該作業後，會出現於該作業的最上方；此

欄位為非必要填寫欄位。 

Q：如果作業已超過繳交期限，是否可以再行修正作業截止日期？ 

A：如果作業已超過該設定截止日期，亦可直接於「更改作業繳

交截止日、更新作業說明或刪除作業」功能欄進行更改設定，修

正日期後，學員即可繼續進行作業線上寫作。 

第三節：批改作業 

Q：作業批改的流程為何？ 

A：作業批改的流程可分為 3 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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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雲端自動批改(步驟-1)區，點選「批改/再批改」並點擊「儲

存」後，即會以進行雲端自動批改作業，同時畫面會顯示目前

進度，當完成度顯示為 100% 時，即完成作業偵錯。 
2. 於簡易評分區(步驟-2)，進行「簡易評分」的設定與執行，系

統即會產出各作業之簡易成績。 
3. 若擬更深層批改，於深層批改 & 成績匯報區(步驟-3)，可逐份

點按個別學號後，給予每份作業之每段下評語及額外扣分、針

對整體文意下評註與給予整體文意加/扣分。 

Q：「雲端自動批改」與「簡易評分」有何不同？ 

A：雲端自動批改可自動找出文章內的錯誤並提供個別錯誤之處、

錯誤類別及參考說明，而簡易評分則是設定每一個錯誤所扣的分

數，其會根據系統雲端批改所找出的錯誤數給予分數計數，因此

須先完成系統雲端批改後，才可進行簡易評分，另簡易評分可設

定字數限制，如低於其限制分數，則為零分，以利老師特別注意

該作業或給予例外評分。 

Q：重新操作「雲端自動批改」是否會刪除前次的系統紀錄？ 

A：初次改完作業後，老師可於「更改作業繳交截止日、更新作

業說明或刪除作業」功能欄進行延長截止日期後，學員即可重寫

訂正錯誤，學員依據批改過的文章所顯示的錯誤和評語來訂正該

篇文章。在過了所延長的繳交期限日後，點選「批改/再批改」會

將前次雲端自動批改的結果刪除並更新，然老師對整體文意之評

註及加/扣分紀錄並不會被刪除。  

Q：進行深層批改時是否可自行設定評語？ 

A：點選個別學員的學號點擊學員文章進行細節批改時，可開啟

輔助說明小助手並利用其內建或已儲存的評語，如未有適合的評

語，可於「輸入新評語」輸入評語，再點擊「張貼」，其評語就

會存入內建評語資料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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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單獨批改某一重寫作業？ 

A：在「深層批改作業」欄處，點選個別學員的學號，在所出現

頁面的底部，點按「啟動雲端自動再批改此學生作業」後，點按

「再批改此學生作業」前之選項鈕，即可獲得該學員之簡易批改

成績，可後續進行深層批改此學員作業。 

Q：如何單獨批改遲交的作業？ 

A：若要允許學生補交作業，可延長該作業之截止日期。補交完

後，在「深層批改作業」欄處，點選個別學員的學號，在所出現

頁面的底部，點按「啟動雲端自動再批改此學生作業」後，點按

「再批改此學生作業」前之選項鈕，即可獲得簡易批改成績，可

後續進行深層批改此遲交的作業。 

Q：如何回復過濾前之偵錯結果及分數？ 

A：在「深層批改作業」欄處，點選個別學員的學號，在所出現

頁面的底部，點按「啟動雲端自動再批改此學生作業」後，點按

「再批改此學生作業」前之選項鈕，即可回復過濾前之偵錯結果

及分數。 

Q：每段額外扣分與整體文意加/扣分的差異為何？ 

A：每段額外扣分可根據學員該段落的作業狀況予以調整，而整

體加/扣分可依學員的整體文意給予加/扣分，然分數的調整情況

皆是公開的，學員可以互相查看。 

Q：成績欄出現「備註：作業尚未書寫或已書寫但尚未被雲端自動批改

及簡易評分」時，如何處理？ 

A：處理方式： 

1. 若為全班學生剛完成之新作業，執行批改步驟-1 及步驟-2；
若有需要，可繼續 執行批改步驟-3。若為 重寫作業，亦可再

執行批改步驟-1 及步驟-2，除老師對整體文意之評註及加/扣
分紀錄會被保留外，其它紀錄將被清除，系統將重新批改整班

作業；若有需要，可繼續 執行批改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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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為補交作業，可 點選該生的學號，在所出現頁面的底部，

點按「啟動雲端自動再批改此學生作業」後，點按「再批改

此學生作業」前之選項鈕，即可獲得該生之簡易批改成績，

可後續進行深層批改此學生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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