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國學院網路大學使用手冊–測驗卷及建立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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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卷模組可進行線上測驗，教師可自行建立試題，並排序或隨機選題加入

測驗卷。該模組具排列試題順序、答案選項、測驗時輸入密碼…等機制，減少作

弊的可能性。並可設定容許作答多次，讓學生自我評量、複習。 

一、建立建立測驗卷 

1. 進入該課程首頁，點選「啟動編輯模式」。 

2. 在該週/主題右下方，點選「新增活動或資源」。 

 

3. 選單 \ 測驗卷 

 



二、設定 

(一)、一般設定 

 

1. 名稱：測驗卷名稱會顯示在課程頁面。 

2. 介紹：說明測驗的規範、內容或注意事項，亦可插入圖片或超連結。 

(二)、設定時間 

 

1. 開放測驗/關閉測驗：設定測驗起迄時間。 

2. 時間限制：預設並沒有限制作答時間，若開啟此設定，測驗進行時有

計時器進行倒數，作答時間結束則測驗會自動結束。 



3. 當作答時間限制已到時：作答時間限制已到，學生作答內容可否被

自動提交。 

 開放的作答將會被自動提交。 

 會有一個寬容期限可以提交，但是不能再作答。 

 作答結果必須在時間限制已到前提交，否則不列入計分。 

(三)、成績 

 

1. 及格分數：若設定及格分數，當此活動完成時，在成績簿中，及格分

數會以綠色顯示，而不及格分數則以紅色顯示。 

2. 允許作答次數：允許學生作答次數，可設定 1~10 次或無限制。 

3. 評分方式：若允許學生作答多次，可有多種方法來計算學生在此測驗

中的最後成績。 

 最高分數：採計多次作答中的最高的分數。 

 平均分數：多次作答的分數之平均數(每次分數都列入計算)。 

 第一次作答：採計第一次作答時所得到的分數。 

 最後一次作答：採計最後一次作答時所得到的分數。 



(四)、版面設計 

 

新頁面：每一頁面顯示的題目數量，且設定後可立即重新分頁。 

(五)、作答與計分方式 

 

1. 隨機排列內容：試題的答案選項會隨機排列，適用於有多個選項的

題目，例如選擇題或配合題。 

2. 試題如何作答與計分：設定測驗進行方式。 

 可以多次嘗試：測驗過程中，每一題目都可分別提交，立即得

到評分或回饋。配合試題的「可以多次作答」設定區塊，答錯則出

現提示，設定的提示個數與可以作答的次數有關，例：有 2 個提

示，可作答 3 次。 

 直到答對法(答錯不扣分)：測驗過程中，每一題目都可分別提

交，立即得到評分或回饋。答錯不扣分且沒有作答次數限制。 

 直到答對法(答錯有扣分)：測驗過程中，每一題目都可分別提

交，立即得到評分或回饋。配合試題的「可以多次作答」設定區塊，



每次答錯將根據此設定扣分並且沒有作答次數限制。 

 延後回饋：測驗進行期間並不會有計分或顯示任何回饋， 直至

送出作答，系統才會評分並進行回饋。 

 立即回饋：類似「可以多次嘗試」模式， 測驗過程中，每一題

目都可分別提交， 立即得到評分或回饋，但只能提交一次，不能

再作答。 

 延後回饋/立即回饋+信心加權法：延後回饋或立即回饋模式

加上信心加權法，學生不只是對題目作答，還必須回答以下問題。 

「 對自己輸入的答案你有多少信心說你的答案是對的？ 」 

不太有信心(少於 67%) 普通(多於 67%) 非常有信心(大於 80%) 

作答得分會以學生信心進行加權 

(六)、檢閱選項 

 



在對應時間點，設定學生可以檢視個人的作答結果及回饋。 

 在作答過程中：作答進行中顯示，與「試題如何作答與計分」設定

有關， 若為「 延後回饋」 則不適用。 

 作答結束當時：此為學生按下「全部提交並完成測驗」按鈕之後，

前兩分鐘之內可以看到。 

 晚一些，但測驗仍然開放：此為作答提交之後，測驗關閉之前。 

 測驗結束後：在測驗關閉時間之後可以看到。但若該測驗沒有設定關

閉日期，學生則不會看到。 

(七)、作答時的額外限制 

 

需要密碼：學生必須輸入密碼才能參加測驗。 



 (八)、整體回饋 

 

整體回饋是當完成測驗之後，依據學生得分高低而顯示不同的回饋內容。老

師可設定不同的分數界線(即百分比或數值)等級，給予不同的正向鼓勵。 

以上設定完成後，按下「儲存並返回課程」按鈕。 

 



三、建立題庫 

可依需求、類別建立不同題庫，題庫是建立在個人帳號之下，意思是指教師

在不同課程中，可以從個人題庫中選取同一試題，而其他使用者是無法使用個人

所建立的題庫試題。題庫便於教師跨課程的編輯測驗卷試題。 

題庫功能路徑： 

1. 進入該課程首頁，點選右上方「管理」的「題庫」 

 

(一)、題庫 

題庫中的試題是獨立物件，可被重覆使用於不同測驗卷中，而同一測驗卷亦可選

擇多道試題。 



 

建立試題有兩種方式，一是逐題建立試題，二是批次匯入試題。 

1. 選擇「類別」分頁，點選「建立一新試題」 



 

2. 選擇「試題類型」，依各題型所需輸入欄位資訊，完成新增。 

 

(二)、題目分類 

題庫內可建立類別， 並依單元、 難易程度、範圍等進行分類， 便於教師

管理試題。若測驗卷設計隨機選題， 試題也可從不同類別題庫中挑選。 另外，

類別中能再建立子類別，讓題庫具有階層性架構。 



1. 選擇「題目分類」分頁，選擇上層類別，輸入新類別名稱，點選「 新

增類別」 新增。 

 

2. 建立完成， 類別右方有相關功能鍵，可刪除、編輯或調整類別階層 

 

(三)、匯入試題 

批次匯入選擇題/是非題…等題型 



 

(四)、匯出試題 

1. 建立的試題可批次匯出為一檔案。 

選擇匯出的檔案格式，例如 Gift 格式， 點選「 匯出試題到檔案」 

 

四、批次匯入試題ー選擇題、是非題 

測驗模組提供多種題型，可將純文字檔(TXT)匯入 Moodle 中。 

題庫可依單元或類別、完整題目量作分類， 教師亦可找尋現成的題庫，經



重新編碼後即可直接匯入。 以下說明選擇題和是非題的批次建立，其餘題型需

逐題建立。 

(一)、編輯文字(TXT)檔 

題型：是非題型 

格式：<pre>基隆位於北台灣？ {true}</pre> 

<pre>基隆到台北車程需時八小時？ {false}</pre> 

語意說明： 

pre 完整呈現程式碼當中的文字格式，包含換行符號、空格等， 

<pre> 起始標籤； </pre>結束標籤，成對出現 

｛｝ 選項範圍， ｛起始；  ｝結束，成對出現 

true 正確解答； false 非正確解答； 

 

題型：單選題型 

格式： 

<p>可以讓餐具及早脫離各種不同酸鹼值的食物，並有助於延長餐具使

用壽命的「洗滌步驟」 ？ </p>{ 

=<p>初步浸泡</p> 

~<p>髒盤收集</p> 

~<p>餐具分類</p> 



~<p>殘渣廚餘處理</p> 

} 

<p>哪種車最長？ </p>{ 

=<p>塞車</p> 

~<p>火車</p> 

~<p>公車</p> 

~<p>拖車</p> 

} 

語意說明： 

p 描述一段文字段落(paragraph) 

<p> 起始標籤； </p>結束標籤，成對出現 

＝ 正確解答； ～ 非正確解答 

範例說明： 

題 目：哪種車最長？ 

選項內容：塞車、火車、公車、拖車 

正確解答：塞車 

 

題型：多選題型 

格式： 



<p>本校校名？ </p>{ 

~%33.33333%<p>經國學院</p> 

~%33.33333%<p>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p> 

~%33.33333%<p>經國健康大學</p> 

~<p>重油科大</p> 

} 

語意說明： 

％33.33333％，％表配分分數 

答題結果： 

選前三個選項，選中任一個得 33.33%，選中任二個得 66.66%， 選

第四個選項，沒有分 

範例說明： 

<p>本校地理位置？ </p>{ 

~<p>種花仁民供和國</p> 

~%33.33333%<p>中華民國</p> 

~%33.33333%<p>台灣</p> 

~%33.33333%<p>基隆</p> 

} 

  



答題結果： 

選後三個選項， 選中任一個得 33.33%，選中任二個得 66.66 % ， 

選第一個選項，請當掉他 

 

題型：簡答題型 

格式：<p>本校完整校名？ </p>{ 

=%100%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50%經國學院# 

} 

語意說明： 

＝正確答案，都對僅得分比重不同。 

＃選項結束標籤。 

答題結果： 

輸入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得 100 分 

輸入經國學院得 50 分 

  



題型：配合題型 

格式：<pre>請將下列國家與其首都對應起來 { 

=台 灣  台北 

=義大利  羅馬 

   } 

</pre> 

語意說明： 

以符號為基準，左側放置試題，右側放置答案 

注意事項： 

配合題不可以使用回饋，和選項百分比加權法 

 

題型：數字題型 

格式：<pre>圓周率(pi)的值是多少(取到小數第三位)?  

{#3.1415:0.0005}</pre> 

<pre>圓周率(pi)的值是多少(取到小數第三位)?  

{#3.141..3.142}</pre> 

語意說明： 

數字符號(#)開始， 答案可以包括誤差範圍，未指定誤差範圍，那

就會被當作是 0 



誤差範圍以冒號隔開，並寫在正確答案之後。 

指定範圍格式{#最大值..最小值}. 

例：正確答案界於 1.5 和 2.5 之間的任何數值可寫成{#2:0.5}。 

換言正確答案是 2 而允許的誤差範圍是 0.5 (亦即，範圍從 1.5 

到 2.5)。 

注意事項： 

配合題不可以使用回饋，和選項百分比加權法 

 

(二)、完稿(TXT)檔樣式 

 

 



(三)、批次匯入試題 

1. 進入該課程首頁，點選右上方「管理」\「題庫」\「匯入」 

 

2. 檔案格式：Gift 格式 



 

3. 如已設定類別，可選定類別將題目匯入 

 

4. 選擇檔案(TXT)後匯入 

 

 



5. 匯入前檢視 

 

  



6. 匯入結果 

 

五、編輯測驗ー試題內容建立 

(一)、測驗卷管理頁面 

1. 進入該課程首頁，點選「啟動編輯模式」。 

2. 在該週/主題右下方，點選「新增活動或資源」。 

3. 選單 \ 測驗卷 



4. 輸入測驗卷名稱 

 

5. 點選「 編輯測驗」。 

 

6. 測驗卷內容編輯頁面，可設定測驗卷的最高分數、各題配分，相關

功能包括：新增、編輯、預覽、分頁、刪除及搬移試題順序。 

 



(二)、加入新試題ー增加一試題 

1. 點選「新增」下拉選單「增加一試題」， 直接建立測驗卷的新試題， 

所增加的試題也會同時儲存於題庫中。 

 

2. 選擇一試題類型，依各題型所需輸入欄位資訊，完成新增。

 



(三)、加入新試題ー從題庫 

1. 點選「新增」下拉選單「從題庫」，可手動挑選題庫試題加入測驗

卷中，亦可讓系統以隨機方式挑選。 

 

2. 選擇題庫類別，勾選欲加入的試題，點選下方「將選出的試題新增

到這一測驗」按鈕，完成試題新增。 

 

 



(四)、加入新試題ー增加一隨機試題 

1. 點選「 新增」下拉選單「 增加一隨機試題」， 從指定類別中隨機

抽選試題（ 但不會與測驗卷中原有試題重複）。這表示每位學生會

看到不同試題；如果允許學生多次作答時，同一學生在不同的作答

過程中， 也會看到不同試題。 

【註】題庫試題量要多於隨機抽題數，才能完成隨機出題，例如從

題庫中隨機抽選三題，則此題庫的試題量要多於三題。 

 

2. 選擇題庫類別，設定隨機試題題數，點選「新增隨機試題」按鈕，

完成試題新增。 



 

  



3. 完成畫面： 

 

六、編輯測驗ー試卷頁面編排 

在「 測驗卷管理頁面」 下，可調整試題順序，也可利用手動插入分頁或批

次重新分頁， 編輯每個頁面的試題數。 

(一)、試題順序 

點選試題左方的「 搬移」 圖示， 可以上下移動調整試題順序。 另試

題右方的配分也可更改。 



 

(二)、手動插入分頁 

  插入分頁的試題下方，點選「新增跳頁符號」圖示插入分頁。 

   

  分頁結果 

 



(三)、批次重新分頁 

按下「重新分頁」按鈕，設定每頁要顯示的試題數，由系統批次分頁。 

 

分頁結果畫面： 

 

七、測驗卷預覽 

測驗卷加入試題並設定配分後，可預覽測驗卷。 

1. 點擊測驗卷名稱進入測驗卷管理頁面。 



 

2. 點選右上方「管理」的「預覽」 

 

3. 試題預覽畫面 

 



八、測驗結果與統計 

測驗結束後，可檢視學生測驗結果及作答紀錄、試題統計並可為申論題進行

人工閱卷。 

1、 點擊測驗卷名稱進入測驗卷管理頁面。 

 

4. 點選右上方「管理」的「預覽」 

 

(一)、成績綜覽 

 列出學生的測驗結果，包括總分及每題得分。 

1. 設定篩選條件， 點選「顯示報告」。 



 

2. 依篩選條件顯示成績結果。 倘若正確答案或配分有修改， 可點選

「全部重新計分」 執行重新計分， 亦可選取特定用戶重新計分。 

(二)、作答紀錄 

列出學生的作答內容，包含總分及每題填答內容 



 

1. 設定篩選條件，點選「顯示報告」。 

 

2. 依篩選條件顯示作答紀錄，檢視詳細答題歷史。 



 

(三)、統計 

 「統計」顯示學生答案分佈，並依據一些計算公式分析試題的屬性，像是難

易度指數、標準差、隨機猜測分數等，提供教師檢討試卷時重要的參考指標， 例

如哪些題目詞意不當、哪些題目難易度較高等，需要對學生做更多講解。 

 



 

1. 設定統計依據，點選「顯示報告」。

 

統計依據有四個選項可供選擇 

 最高分的作答次 

 所有作答次 

 第一次作答 

 最後作答次 

2. 測驗卷資訊 

 



3. 測驗結構分析 

 

4. 試題位置的統計報告 



 

(三)、人工閱卷 

測驗卷中若有「申論題」，需人工閱卷進行評分。 

1. 列出待人工評分的試題及份數，點選「評分」 進行評閱 

 

2. 設定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