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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vio IRS雲端即時反饋系統 

軟/硬體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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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身份 權限功能名稱 權限功能簡介 

管理者 

帳號管理 

1. 新增教師帳號。 

2. 開通教師申請之使用帳號（iOS, Android, web 三平台皆可註冊使用），給

予開課權限。 

3. 收回教師之進階版權限。 

數據分析 

1. 課程數據分析：可讀取指定時間區段之內課程開設與使用數據。 

2. 問題數據分析：可讀取指定時間區段之內問題建立與使用數據。 

3. 作答數據分析：可讀取指定時間區段之內問題作答數據。 

4. 使用者數據分析：可讀取指定時間區段之內使用者使用數據。 

教師 

課程與名單 

1. 教師開授之課程建立、修改與刪除。 

2. 觀看及編輯修課學生名單，可將學生加選或退選課程。 

3. 可直接在系統上的 excel 檔案匯入學生名單同時進行分組。 

4. 系統提供免登作答網址與 QRCode。 

成績管理 
1.   可查閱所教授的課程班級中，學生練習記錄及測驗考試成績。 

2.   可檢閱班級成績查詢、考試成績查詢、個人成績查詢、答題統計查詢。 

多媒體題目系

統 

1. 選擇題、問答題、題組問卷建立、修改、刪除 

除了對題目加上描述和選項文字外，可對題目和選項加上圖片彌補文字上

的不足，並可自由選擇題目類型（選擇、問答與題組），可用於課堂問

答、點名、意見調查、甚至小考、作業。單選題有設置「其他」的選項供

學生選擇並開放自由填答。多選題設置「應」與「至多」選項，以利學生

勾選多選選項。另可將學生端題目隨機亂數排序。 

2. 測驗考卷建立、編輯、刪除與批改、統計 

可新增／編輯／刪除測驗題型，題目中可同時出多題選擇與問答。可為測

驗中每道子題設定配分，系統將自動加總分數。提供「按人批改」與「按

題批改」二種模式。問答題可設定正解，系統將自動比對學生答案是否與

所設定之正解相同並自動給分。此外，亦提供整體統計功能，提供全班測

驗結果統計，含平均、標準差、變異係數、眾數、中位數、最高分、最低

分，同時提供直條圖顯示全班分數分布，並可調整圖表顯示間距。 

3. 分組問題建立、修改、刪除 

教師可將問題設定為分組問題，可讓學生分組回答。 

4. 快速投票建立、修改、刪除 

教師可一鍵建立問題並執行，於課後可再進行編輯。 

5. 個人同儕互評問題建立、修改、刪除 

教師可建立個人同儕互評問題，並設定多項評分標準、各標準的比重，並

可選擇是否要開放評分或評論。 

6. 分組同儕互評問題建立、修改、刪除 

軟體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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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建立小組同儕互評問題，同樣可設定評分標準、各標準的比重，並

可選擇是否要開放評分或評論。 

7. 匯入題目 

可選擇之前開設之課程、上傳 CSV 檔或輸入他人之課程代碼，將課程內

之問題匯入。 

8. 預覽作答畫面 

教師出題同時，可觀看學生端的模擬畫面與作答。 

9. 題庫功能 

教師可自建題庫，隨時從新增/匯入題目至題庫中，也可隨時從題庫中將

題目匯至分類資料夾中。 

題目功能 

1. 即時動態作答結果顯示 

作答過程中教師可動態觀看目前作答狀況。 

2. 題目作答結果統計 

教師可於作答後觀看詳細作答結果數據分析與圖表分析。 

3. 學生作答結果統計 

教師可觀看任意學生所有作答記錄，含詳細結果與圖表統計。 

4. 題目統計結果匯出 

教師可將學生個人作答結果匯出 Excel 檔案。 

5. 隨機抽點 

可針對全班同學隨機抽點，也可針對單題選項投票的同學進行抽點，一次

可抽點多人。 

統計追蹤 

1. 教師可於課程進行時，蒐集統計學生反饋，即時掌握學習狀況。 

2. 可查閱所教授的課程班級中，學生練習記錄及測驗考試成績。 

3. 可檢閱班級成績查詢、考試成績查詢、個人成績查詢、答題統計查詢。 

4. 教師可將學生個人作答結果匯出 Excel 檔案 

公告討論 

1. 公告發佈 

教師可至公告區發布留言，同時可夾帶相關文件檔案，供學生下載瀏覽。 

2. 討論交流 

教師可於討論區發表意見，與學生相互回饋交流。 

 點名簽到 
1.  教師可建立點名簽到表，主動唱名簽到，或是開放學生自行簽到。 

2.  教師可將整門課程之簽到表，匯出成 Excel 格式表格。 

學生 跨平台操作 

1. 學生可透過 Apple 旗下之行動裝置，如 iPod ， iPad 以及 iPhone，

與教師端頁面溝通。 

2. 學生可透過 Android 系統之行動裝置，包含平板和智慧型手機，與教師

端頁面溝通。 

3. 學生可透過任何網路瀏覽器，包含桌上型電腦之瀏覽器、筆記型電腦之瀏

覽器，與教師端頁面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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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系統 

1. 分組作答 

學生可於 iOS, Android, web 進行分組並回答問題，可用於分組問答競

賽和分組討論。 

2. 快速投票作答 

學生可於 iOS, Android, web 立即回應教師所建立的快速投票。 

3. 題目圖片顯示 

學生端可看見老師設定於題目中的圖片。 

4. 暫存答案功能 

iOS App 使用者作答時會暫存問答題答案，避免跳出或斷線後需重新作

答。 

5. 顯示測驗分數 

學生於作答測驗題型時可看見各題配分。 

同儕互評 

1. 個人互評作答 

學生可於 iOS, Android, web 選擇評分對象，並以老師所訂定的標準進

行評分和評論。 

2. 分組互評作答 

學生可於 iOS, Android, web 以各組為單位，選擇要評分評論的組別,就

各項標準來進行給分和意見。 

3. 組內互評 

進行小組同儕互評時，除了評其他組表現，可同時進行組內同學互相評

分。 

4. 評分敘述 

可針對評分的最高分、中間值及最低分設定對應的敘述，例如：5分

(Excellent)。 

成績統計 

1. 歷史作答記錄統計 

學生可觀看個人過往題目之解答與作答記錄。 

2. 顯示測驗正解 

學生可於歷史紀錄中看見測驗題型的正解與文字。 

即時追蹤 
1. 學生可於課程進行時，以貼圖發送建議，或是拍照上傳附加文字，即時表

達學習狀況或問題。 

公告討論 

1. 公告瀏覽 

學生可自公告區觀看教師發布之公告，並下載瀏覽附加之檔案。 

2. 討論交流 

學生可於討論區發表意見，相互回饋交流。 

 點名簽到 
1.  學生可於教師開放簽到時，主動透過 iOS, Android, web 三方，完成課    

 堂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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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業平臺： 

 

1. iOS App系統 

最低系統需求： 

※ iPhone / iPod Touch / iPad（搭載iOS 8以上） 

※ App Store 下載應用程式能力者 

※ 以上所述之智慧型裝置亦可使用網頁版本 

 

2. Android App系統 

最低系統需求： 

※ 基於 Google / Open Handset Alliance / Linux 2.6.27 之 Android 4.4版以上 

※ Google Play 上之 App 能力者 

※ 基本多點觸控功能 

※ 802.11 或 3G / 3.5G / 4G 之無線網路連結能力者 

※ 以上所述之智慧型裝置亦可使用網頁版本 

 

3. 網頁版之個人電腦 

最低系統需求： 

瀏覽器版本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0 以後之版本  

※ Google Chrome  

※ Chromium  

※ Mozilla Firefox  

※ Opera  

※ Safari  

連線能力 

※ 802.11 WiFi 或 3G / 3.5G / 4G 之連線能力 

 

4. 網頁版之其他可上網載具 

最低系統需求： 

瀏覽器版本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0 以後之版本  

※ Google Chrome  

硬體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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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mium  

※ Mozilla Firefox  

※ Opera  

※ Safari  

連線能力 

※ 802.11 WiFi 或 3G / 3.5G / 4G 之連線能力 

 

 

B. 使用與執行：使用者需開通帳號。 

1. iOS App 版本 

※ 安裝與啟動流程同一般 iOS App 

※ 自 App Store 搜尋並下載安裝，點選圖示執行。 

 

2. Android App 版本 

※ 啟動流程同一般 Android App 

※ 自 Google Play 搜尋並下載安裝，點選圖示執行。 

 

3. 網頁版本 

※ 無需安裝 

※ 啟動流程同一般使用網頁之行為。 

※ 開啟網頁瀏覽器，打入對應網頁伺服器之網址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