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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入資料庫 

1. 點擊【 Smcc.exe 】進入電腦閱卷系統。 

2. 第一次進入此系統會顯示如下圖訊息，請點擊【OK】。 

    

3. 第一次進入系統需初始化資料庫，出現如下圖訊息請點

擊【OK】。 

    

4. 第一次登入請設定帳號及密碼，密碼亦可留白不輸入。

後續做登入動作時，如勾選「登入後清除舊有資料」會

將前一次讀卡資料全部刪除。完成後請按【確定】。（如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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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不需設定密碼即會出現如下圖訊息，請按【是（Y）】

即可完成設定。如欲設定密碼請按【否（N）】，回到登

入視窗，再重覆第 4 步驟，便可重新設定密碼。 

 

6. 出現如下圖訊息表示系統初始化成功，請點選【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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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腦閱卷作業 

（一） 學生讀卡 

＊ 讀卡作業： 

1. 系統設定完畢，或是點擊主視窗上方工具列中「電腦閱

卷作業」，即會出現如下圖視窗。 

    

2. 請點擊上圖右方【學生讀卡】，即出現如下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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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欲讀入的卡片資料放入讀卡機進紙槽中，並點擊視窗

左下角的【讀卡】，即可開始讀卡作業。 

4. 讀入的卡片數目會顯示視窗左下角。 

5. 卡片全部讀取完畢後，請點擊【停止】，即可結束讀卡作

業。 

6. 如在讀卡過程中發生異常狀況，請參考「附錄一：讀卡

異常處理」。 

＊ 讀卡資料： 

1. 如欲查詢讀卡資料，請點擊上方「讀卡資料的頁籤」即

可出現如下圖視窗。 

     

2. 選擇欲查詢的條件後，請點擊【條件顯示】便可立即查

詢該筆資料。 

3. 如欲修改、新增或是刪除讀卡資料，請參閱「附錄二：

讀卡資料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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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增試題結構 

＊ 試題結構設定： 

1. 請點擊視窗右方【新增試題結構】，即出現如下圖畫面。 

 

2. 請設定總分。 

3. 設定不同題型的起始題號與終止題號。 

4. 設定此題型每題得分。 

5. 選擇此題型名稱。 

(1) 單選不倒扣：答案只有一個選項，答錯不倒扣。 

(2)  4（or 5）選複選不倒扣：選項有 4（or 5）個，

答案有兩個以上選項，全對才給分，答錯不倒扣。 

(3)  4（or 5）選多重不倒扣：選項有 4（or 5）個，

答案有 1至 4（or 5）個選項，答錯不倒扣。 

(4)  4（or 5）選多重倒扣 1/4（or 1/5）：選項有 4

（or 5）個，答案有 1至 4（or 5）個選項，答錯

倒扣每題分數的 1/4（or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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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填題：選項有 0~9 及正負號，一題填充題為一個

題組，每題填充題須分開設定，全對才可得到該題

總分。 

(6) 單選倒扣 0.5：答案只有一個選項，答錯倒扣每題

分數的 0.5 倍。 

(7) 若預設無所需選項，請自行點選【系統設定】�

【考試題型設定】中做設定。 

＊ 若此題型無需設定題組部分，請直接跳至步驟 7。    

6. 題組設定。 

（1） 預設為「0--無--」。 

（2） 題組一：當題型實得總分小於題型總分時使用。 

「題組題目數量」：此題組題數。 

「題組得分分數」：此題組最高可得總分。 

例：單選 10 題，每題 2分，此題組總分共 20

分，答錯不倒扣，但答對分數超過 15 分時，

則此題組最高得分以 15 分計。此時題組題

目數量設定為 10，題組得分分數設定為

15。（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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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題組二：當可獲得此題組總分的題數小於原本總

分題數時使用。 

「題組題目數量」：此題組的數量。 

「題組得分分數」：此題組的總分。 

「題組得分題數」：需答對多少題數就可獲得此題

組總分。 

例：單選題 10 題，每題 2分，總分共 20 分，

但只需答對 8題就可獲得 20 分。此時題組

題目數量請設定為 10，題組得分分數請設

定為 20，題組得分題數請設定為 8。（如下

圖） 

 

7. 每一題型設定完畢後，請按【輸入】。 

8. 持續上述3到7步驟直到所有設定題型總分和等於設定

的總分時，就會出現【標準答案設定】的頁籤。（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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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答案設定： 

1. 請點選【標準答案設定】的頁籤，即可進行標準答案設

置。標準答案可選擇手動輸入或讀卡輸入兩種方式。（如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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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動輸入：請將標準答案依序輸入至「標準答案」

的欄位。 

（2） 讀卡輸入：請將劃有標準答案的答案卡放置在讀

卡機進紙槽上，點選【標準答案讀

卡】，即可將標準答案以讀卡的方式輸

入。 

2. 標準答案輸入完成後，請按視窗左下方的【儲存】，即可

完成標準答案輸入。（如下圖） 

    
3. 可點擊【列印標準答案】，將標準答案與試題結構印成紙

本做校對。 

＊ 如欲修改標準答案或是輸入特殊答案，請按【離開】後

再點擊進入【查詢與修改】內做修正。（請參考附錄三與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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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答案批改 

1. 請點選視窗右方【答案批改】。（如下圖）   

 
2. 點選【科目批改】，即可進行答案批改。（如下圖） 

    

3. 批改完後會出現訊息視窗，提醒單科批改已結束，請點

選【OK】後即可離開。（如下圖） 

    

4. 點選【離開】，即可回到「學生答案讀卡」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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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績轉檔 

1. 請點選視窗右方【成績轉檔】。（如下圖） 

     
2. 選擇欲儲存的位置與檔名後，請按【儲存】。（如下圖） 

     

3. 出現如下圖訊息表示轉檔成功，請點擊【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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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設定 

＊ 考試題型設定： 

1. 請點選上方工具列中【系統設定】�【考試題型設定】，

即會出現如下圖畫面。 

    

2. 【匯入】：可以檔案做匯入的動作。 

   （1）點擊【匯入】。 

   （2）選擇檔案。 

       ＊ 匯入格式：代碼、題型名稱、題型種類、劃記項

數、倒扣分母。 

       ＊ 匯入時請以逗號分隔的 CSV 檔做匯入。 

3. 【新增】：一次新增單筆的科目資料。 

  （1）點擊【新增】。 

  （2）填入相對應的資料選項。（註 1） 

  （3）完成後請點擊【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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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 

  （1）請點擊左側欲修改的類組資料，使其變為藍底。 

  （2）請點擊【修改】。 

  （3）針對欲修改的項目重新設定。 

  （4）設定完成後請點擊【存檔】。 

5. 【刪除】： 

  （1）請點擊左側欲修改的類組資料，使其變為藍底。 

  （2）請點擊【刪除】，即可完成刪除類別的動作。 

6. 【列印】：此功能可列印出所有類組資料。 

註：（題型種類） 

   （1）單選題：答案只有一個選項。 

   （2）複選題：答案有兩個以上選項，選項全對才給分。 

   （3）多選題：答案有一至多個選項，每個選項獨立計分。 

   （4）多重題：答案有一至多個選項，每個選項獨立計分。 

   （5）選填題：選項有「0~9」、「－」及「＋－」，通常

使用在數學科的特殊卡片。 

   （6）單選倒扣題：答案只有一個選項，答錯會倒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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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讀卡異常處理 

1. 劃記錯誤：如出現下圖訊息，表示答案卡座號或班級劃

記錯誤。 

 

（1） 若要修改此筆資料請按【是】，請對照圖片將錯

誤修正，完成後請按【確定】。（如下圖） 

 

（2） 若不修改此筆資料請按【否】，則會出下如下圖

訊息，請確定是否要繼續讀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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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如要繼續讀卡請按【是】，讀卡作業就會繼

續進行。 

         （ii） 若不需繼續讀卡請按【否】，就會終止讀

卡作業，則會出現如下圖訊息，請按【確

定】回到讀卡作業的畫面。 

           

          ＊ 上方紅色框框處的數字表示出紙槽中，最上

面有幾張卡片未讀入資料庫中，請將卡片抽

出放回進紙槽中。 

2. 重複讀卡：出現此訊息則表示此張卡片已讀取過。 

 

    （1） 若確定要覆蓋此筆資料請按【是】，則會出現如下

圖訊息，請按【OK】來覆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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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按【否】，則不覆蓋此筆資料。會出現如下圖訊

息，詢問是否要修改此筆資料。 

     
    （i） 若按【是】，則請對照圖片將錯誤修正，完

成後請按【確定】。 

      （ii） 若不修改此筆資料，請按【否】，繼續讀卡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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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讀卡資料異動 

1. 手動新增讀卡資料： 

    （1） 點選【學生讀卡】。（如下圖） 

      

（2） 點選【讀卡資料】頁籤。（如下圖） 

（3） 點選【新增】。（如下圖）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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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選擇欲輸入的年級、班級、座號、科目及類組。

（如下圖） 

    （5） 點選【答案劃記】頁籤，便可開始按照題號手動

輸入答案卡資料，結束後請按【確定】，即可儲存

資料。（如下圖） 

          

2. 修改與刪除讀卡資料： 

（1）請點選【讀卡資料】的頁籤。 

（2） 選擇想要查詢的年級、班級、座號、科目及類組。 

             （3） 點選【條件顯示】，右方就會出現選擇後的資料

（如下圖）。若點選【條件刪除】便可把所選的讀

卡資料清空，請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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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右方需要修改的資料，使其變成藍底。 

    （5） 點擊【修改】，進入修改畫面（如下圖）。變成藍

底後亦可使用【刪除】功能。 

          

    （6）可點選【卡片影像】的頁籤觀看讀入的原始卡片

檔案。（如下圖） 

          

（7）進入修改畫面後，可於【答案劃記】的頁籤下直

接修改。（如下圖）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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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修改完成後，按【確定】儲存資料。（如上圖）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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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試題結構查詢與修改 

4. 請點選視窗右方【查詢與修改】。（如下圖） 

    

5. 如欲修改標準答案，請直接在要修改的答案欄裡做修

正，修正後請按【ENTER】鍵。（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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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完成後，請記得按【儲存】。（如下圖） 

    
 

＊ 如欲刪除此科目標準答案或是此科目所有資料，請點選 

下方的【刪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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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特殊答案設置 

1. 如有特殊答案請點選視窗右下方的【特殊答案】。（如下

圖） 

    

＊ 設定送分題： 

（1） 點選【設定送分題號】。 

（2） 在下方「題目號碼」輸入欲修改的題號。 

（3） 點選【修改】，即可將此題設定為送分題。（如下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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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模稜題： 

（1） 點選【設定模稜題號】。 

（2） 在下方「題目號碼」以及「特殊答案」的地方輸入

欲修改的題號及特殊答案，特殊答案須用「逗號」

做分隔。 

（3） 設定完成後請按【修改】，即可完成設定。（如下圖） 

  
＊ 設定不計分題： 

（1） 點選【設定不計分題號】。 

（2） 在下方「題目號碼」的地方輸入題號。 

（3） 點選【修改】，即可完成設定。（如下圖） 

  

1 

2 

3 

1 

2 

3 



 

 

25 

＊ 還原設定： 

（1） 勾選【還原設定】。 

（2） 輸入欲還原的「題目號碼」及「標準答案」。 

（3） 點選【修改】，即可將答案重新設定。 

  

2. 設定完畢後，請記得按【儲存】，再按【離開】，即可回

到「學生讀卡作業」的主畫面。（如下圖）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