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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醍摩豆雲平臺IES
建立題庫、試卷及發佈評量



建立雲端個人題庫：新建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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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IES，並以教師身分登入：

https://www.teammodel.net/login

點選我的資源→個人題庫，此處

可以建立試題、或上傳試卷。

1.個人題庫→ 2.試題→ 3.新建試題

→ 4.新建個人題目

https://www.teammodel.ne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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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基礎設定

（便於篩選）

題幹與選項：可放入圖

片、影音、方程式等

圖片可直接以「複製貼

上」的方式填入！

題目解析與補充資源

（學生在測驗結束之後能

夠看到）

專屬學校功能

建立雲端個人題庫：新建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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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試題到試卷 在題庫建立的試題，可以到「試卷」頁籤，透過兩種組卷的方式（智慧＆挑題）

組成試卷。另外，也可以透過「導題」的方式把手邊現有的試卷直接傳上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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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組卷：指定想要的題型、難易度

等變向，由系統自動從題庫中挑選符

合條件的試題，並組成一份試卷。

挑題組卷：從題庫中手動挑選題目

（點選題目右下方藍色框「選題」），

並在選題結束後點選畫面右下方的綠

色購物車進入組卷畫面。

智慧組卷與挑題組卷



導題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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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導題組卷」，進入本

頁面後，建議參照「範本下

載」及「範本製作詳情說明

下載」進行操作。

系統支援Word（含圖片及

特殊字元） & Excel（純文

字）兩種格式導題。



Excel導題組卷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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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IES下載Excel範本後，將題目按照範本輸入後，再整份檔案上傳至IES導題組卷區即可。

也可以使用其他現有Excel題目檔，只是要將第一列（深灰色）調整為範本的樣式，方可進行上傳。

若要直接用主要書商題庫匯出的Excel檔，可不調整格式直接匯入，或直接使用智慧教室評量（P.18）。



Word導題組卷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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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範本以及製作詳情說明，按照這兩份文

件的教學及範例，編寫「大括號標籤」並注

意相關格式設定，即可將Word試卷導入IES。



Word導題組卷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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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題型】

客觀題：選擇題（單選）、複選題

主觀題：填空題、問答題、綜合題（題組）

【導題規則】

1. 每個題目都可以設置七個項目：題型（包含題幹及選項）、

答案、知識點、解析、配分、難度、認知層次，以大括弧{}

識別。沒有一定要每項都填寫才能上傳喔！

2. 系統對選項的識別為「英文字母＋點」（A. B. Ｃ.）

請勿使用括號設計選項。

3. 若為綜合題（題組），需於整個題組的最前面及最後面加上

｛綜合題｝及｛綜合題結束｝。

4. 其他導題規則請見「範本製作詳情說明」。

原始題卷

導入題卷



確認試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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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試卷
基本資訊

紅框處可新建試題、展開試卷細節、檢視全卷題型與配分等。

其中「試卷分析」可檢視題卷雙項細目表（如小圖）、及各

項數據分析，如難易度比例、知識點比例等，幫老師快速檢

視考卷是否恰當！

雲端可修改配分，
或下拉檢視試題
各項設定

確認無誤後，
點擊儲存

試卷編輯完成後，
點擊圖示上傳是否要將試

卷同步到試
題庫
（也就是卷
中每題都單
獨存為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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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一個評量測驗

有了試卷，就可以發布評量！

同一份試卷可以應用在三類型

評量當中（課堂／線上／卷卡）

1.個人評量→ 2.評量清單＋→

3.建立評量（設定評量資訊、

挑選試卷）→ 4.發佈評量

評量模式

線上自主：學生上AClass

ONE自主作答

卷卡合一：畫卡閱卷作答

（搭配閱卷系統）



不同評量情境範例



數位化學習評量方案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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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簡易測驗/IES試卷測驗

卷卡合一評量線上自主評量智慧教室評量

隨堂小考、早自習、第八節… 回家作業、課前預習… 段考、模擬考等大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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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線上自主評量情境（學生端）

上一段已經說明教師IES如何發布測驗。

對學生而言，以學生身分登入AClass ONE 

https://www.teammodel.net/login，

教師發布的測驗會顯示在學生頁面上。

點進該測驗即可進行答題，

客觀、主觀、多媒體題型都可以進行。

https://www.teammodel.ne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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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測驗，可針對每一題查看解析、補

充教材等(須老師有事前設置)，也可以針

對自己認為重要的題目加上星號，事後可

以針對「錯題」或是「星號題」重複練習。

1.線上自主評量情境（學生端）

完成的測驗，會自動展生個人成績報告。

包含個人與班級分數的對比、個人優劣勢

的雷達圖、以及逐題答對率等等數據。

更了解線上自主評量進行方式：https://youtu.be/SSFs3NhIu0A?t=9677

https://youtu.be/SSFs3NhIu0A?t=9677


2.卷卡合一測驗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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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詳細流程請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yGJDrkVPDDY&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yGJDrkVPDDY&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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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教室評量情境：各種施測方式比較

IES雲試卷測驗 隨堂紙本測驗 Excel試卷檔案測驗

試卷來源 預先在IES建立試卷後直接導入 直接發下紙本試卷 or 拍照為附件 題庫光碟匯出題目並另存成xlsx使用

題幹&選項 完整呈現 看紙本 or 附件照片 完整呈現

支援題型 單/複選(含聽力)、填充、計算(寫作) 單/複選、填充 單選題

圖片&音檔 O X X

詳解&補充 可預設，測驗結束後學生可檢視 無 無

特色 題型、內容最完整 無須任何前置作業，隨時可考 直接結合題庫光碟最方便



3.智慧教室評量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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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IES雲試卷測驗按鈕，從跳出的選擇試卷頁面中，

選到要施測的試卷（事前需要先在IES建立試卷），

即可進行測驗。
IES雲試卷測驗

隨堂紙本測驗

Excel試卷檔案測驗

點擊隨堂紙本按鈕，可以設定測驗名稱（例如數學第二

課小考）、各題型的題數（單選、複選、填充），以及

選擇題型每題的選項數。附件圖片非必填，若有上傳則

會顯示在學生IRS頁面上。最後設定正解（也可以在考

試最後再設定），即可進行測驗。頁面上不會顯示題幹

選項，需搭配紙本試卷、或附件圖片檔案進行。

事前先從題庫系統中產出Excel試卷（需要把

題庫匯出的csv.檔另存為xls.檔或xlsx.檔），接

著點擊Excel試卷檔案測驗按鈕，選定電腦中

的Excel試卷檔案即可進行測驗。



3.智慧教室評量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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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任何一種評量活動，跳入測驗模式，教

師端頁面可以即時掌握每位學生的答題進度。

（藍：未作答／紅：作答中／綠：已完成）

Web IRS上也會顯示對應的答題頁面。

如何開始評量活動請見 HiTeach 5新手入門

教學 1_基礎介面操作教學



題型範例：單選題（搭配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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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端顯示題目/學生端操作答題



題型範例：聽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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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皆可聆聽聽力內容



題型範例：是非題（搭配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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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範例：克漏字（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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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章後進行題組答題



題型範例：填充題（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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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範例：閱讀題組（搭配複選、非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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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範例：隨堂紙本測驗（無顯示題幹選項）

27點此顯示附件圖片（題卷）

學生搭配紙本試卷、
或附件圖片進行作答

點此可將附件
圖片貼回本頁



評量測驗結束後，即時產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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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後教師端立刻產生數據分析（點擊紅框

處檢視不同數據），包含每題答對率（由高

至低顯示綠、黃、紅色）、成績分布、得分

等，針對錯誤率高的題目，可以再進入該題

頁面專門講解，大幅提升檢討考卷效率。

學生端也能馬上

看到個人結果。

（隨堂紙本測驗

只有成績、無題

目選項內容）



教師雲端看數據＆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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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哪一種評量情境，在學生完成之後教師IES雲端

都會即時生成統計數據。

（我的活動→個人評量→評量數據）

注意：若使用本機、或動態名單則不會有雲端數據

點進「查看分數」，即可對每個人的答案做分數的

調整、主觀題的批改。



教師雲端看數據＆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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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查看分數，預設會是

一位學生的整張考卷作答

結果。可以調整分數、查

看不同題號的答題等。

此處可依照老師批改考卷

的習慣做各項設定，例如

把未批閱的題目全都設為

滿分（再逐題扣分）、或

是將按人批閱（一次改完

一個人整張考卷），改成

按題批閱（一次改完所有

人同一題），最後記得要

點擊「儲存給分」。

針對主觀題可點擊「批

閱」，進去留下老師批改

的記錄。此記錄學生端也

可以看到。



更多學習資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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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平台」中的「醍摩豆五學習資源」頻道，觀看教學影片，

並透過切點跳至任何一個時間點！（需登入醍摩豆帳號）連結：

https://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myChannel/543

前往「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育」的Youtube頻道，觀看所有

教學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user/HABOOK4EDU

前往醍摩豆官網的「教學專區」，或「產品資源」的「其他文件」下載！

連結：https://www.habook.com/zh-tw

HiTeach的「教材資源區」→「預設資源」→「範例檔」，

可下載最新官方說明文件、操作簡報。

點擊更新按鈕 可隨時取得最新內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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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krates.teammodel.org/exhibition/tbavideo
https://www.youtube.com/user/HABOOK4EDU
https://www.habook.com/zh-tw


聯絡與更多服務

10658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49號8樓

電話
傳真
電郵

網奕資訊科技集團
全球事業總部

➢聯絡方式

02-2325-5668
02-2325-5662
habook@habook.com

醍摩豆智慧教育交流園地
LINE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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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摩豆智慧教育
官方LINE帳號

http://www.youtube.com/user/HABOOK4EDU
https://www.facebook.com/eteaching/
http://www.habook.com.tw/


素養導向 .  智慧教學
合作學習 . 多元評量. 數據決策 . 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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