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閱卷王/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服務項目:
–研發整合:問卷/答案卷/選票/表單全方位辨識自動化系統
–委外服務:文件掃描/問卷掃描辨識/舊刊物掃描存檔/考試閱卷/選票驗票
–代理銷售:台灣閱卷王/Kodak Scanner/Panasonic Scanner/Plustek 

Scanner/底片掃瞄器/相片掃描器/書本掃瞄器/行動掃瞄器/文件掃瞄器/
自學語言學習機/圖書自助掃描工作站/網路問卷軟體/NetSupport 系列
產品/VOISTA高清數位隨身擴大器/David-LaserSCanner(3D立體掃描器)

閱卷王實績:
–機構:中央研究院人文設會研究中心,國家教育研究院,工研院,國家醫療

策進會,國家生技醫療策進會,台北縣消防局,家扶中心,台語文測驗中心..
–企業:中國生產力中心,中華電信,宏達電,新光人壽,台灣自動化協會,保

銷集團IARFC,北市教師研習中心,北市護理師公會,全國市調,故鄉市調,..
–大學:台大,師大,政大,北醫,陽明,交大,中興,成大,中山醫,中國醫,高醫,

北科大,東華,暨南,長庚,勤益,萬能,龍華,修平,亞東,元智,青雲,弘光,
空軍航校,聯合,開南,經國,..

–醫院:國泰,馬偕,慈濟,台北榮總,長庚,三總,署立台南,壢新,埔里基督教
醫院,亞東,成大醫,嘉義榮總,嘉義基督教,..

支援服務:威貿(全區),創鑫(北區),率碼(南區)



台灣閱卷王全方位閱卷系統 - 8大特性

1.用一般Word/Excel做問卷/答案卷之設計與排版,無需被特定
軟體綁架.  <可提高問卷設計的彈性與創意>

2.用一般影印紙作為問卷/答案卷.  <隨手可得,成本最低>

3.用一般印表機或印刷廠輸出問卷/答案卷.

<要多少印多少,不浪費,隨時可換版>

4.問卷/答案卷掃描辨識統計一條龍處理.  <方便有效率>

5.即時影像與資料對應複檢與修正.  <人腦判斷彌補作答失誤>

6.掃描每分鐘30頁以上,單/雙面1Pass. <快速雙面一次掃完>

7.資料輸出可選用Excel/TXT/ SPSS/ Access /....<35種格式>

8.內建描述性統計分析模組快速完成統計報告. <人人看得懂>



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Alldala Global Service Co.,Ltd.

表單辨識、問卷閱卷、考試閱卷、選舉驗票、文件歸檔
(使用一般影印紙,一般印表機列印,MS Office編輯 )

台灣閱卷王全方位閱卷系統

台灣閱卷王/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Tel:(03)658-2753 Emai:service@alldala.com



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Alldala Global Service Co.,Ltd.

閱卷王對學校/系所/教授/研究生帶來哪些便利 ?

學術單位如何使用台灣閱卷王?

‧學術研究–問卷掃描/存檔與統計分析
卓越計畫/工程認證/系所評鑑/專案計畫/學生論文/選課調查/各式問卷調查

‧教學研究–考試閱卷與統計分析
期中考/期末考/段考小考/各式教學成效分析

‧教學行政–公文/文件掃描管理
掃描影像存檔/掃描直接轉成PDF存檔/掃描傳送email

閱卷王軟體

問卷統計報告

文件掃描器各種待閱資料

考試閱卷統計

文件掃描管理



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Alldala Global Service Co.,Ltd.

閱卷王對醫療院所帶來哪些利益 ?

• 護理部
– 護理師/護士各種技術考試閱卷,各式專案研究問卷調查自動閱卷.

• 教研部
– 各式專案研究問卷調查自動閱卷,教育訓練滿意度調查或成果驗收

考試閱卷.

• 健檢中心
– 客戶預檢問卷,服務滿意度問卷,表單處理.

• 醫品會
– 品質問卷調查或各式評鑑表單處理.

• 各單位
– 作業表單辨識處理,或文件掃描歸檔處理.



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Alldala Global Service Co.,Ltd.

台灣閱卷王系統的超值服務

A4 (30-60ppm)

Up to 200ppm

A3 (60ppm)

表單/問卷/答案卷/文件..掃描、辨識、統計、歸檔 整合服務



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Alldala Global Service Co.,Ltd.

使用一般影印紙

不必製卡

使用一般影印紙及一般印表機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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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事項 

※ 請使用 2B 鉛筆或原子筆作答，並在適當的答案位置上塗滿或粗筆打叉。 

※ 如需修正，請以橡皮擦修改，勿使用立可白或其他修正液，並請保持卡片乾淨 

※ 範例：正確 → ●  ○    不正確 → ☉  

 
 
 
 
 
 
 
 
 
 
 
 
 
 
 
 
 
 

第一大題：下列題目是希望了解你和師長、同學、父母相處的狀況，請依照你對各題

敘述的同意程度，在最合適的「○」內塗滿。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中立 

意見 
同意 

非常 

同意 

1. 學校的老師會關心我 

2. 學校的老師會仔細傾聽我所說的話 

3. 我的同學會關心我 

4. 當我遭遇困難時，同學會幫助我 

5. 跟父母相處時，我有被關愛的感覺 

6. 我能和父母分享心事，也能向父母表達

自己的意見 

第三大題：以下題目是要了解你與【父母親】、【老師】、【同學】在與性有關的議題上的討

論情形，以及討論過後對你的影響情形，請在最適合的「○」內塗滿。 

討論情形 資訊影響力 

向度  從未 

談過 

簡單 

談過 

詳細 

討論過

聽過 

就算了 

印象 

深刻 

1. 與異性朋友聯絡，如通信、
打電話、網路聊天 

     

（1）父母親 

（2）老師 

（3）同學 

2. 與異性朋友團體出遊或單
獨約會 

     

（1）父母親 

（2）老師 

兩 
性 
交 
往 

（3）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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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接受檢查的目的是希望：(可複選) 

早期發現疾病以利早期治療  找出身體不適的原因  了解體質 

找出適合自己的保健方式    例行性之健康檢查    保持青春延緩老化 

其它，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正在服糖尿病藥物，包括針劑﹖ 否  是﹔ 

(每週一次以上) 

拾  
每週

個  
次

 

拾  
從幾歲開始﹖

個  
歲

 

全部皆為單選題，請選出最適合的一個答案，用 2B 鉛筆在後面的選項中塗滿。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1. 組成生物體的基本單位是什麼？(A)細胞 (B)水 (C)肌肉 (D)器官 

2. 細胞通常都很小，但有少數細胞用肉眼就可以觀察到，請問下列何

者是肉眼即可觀察到的單一細胞？(A)動物的肌肉細胞 (B)植物

葉片的表皮細胞 (C)螢火蟲尾部的發光細胞 (D)雞蛋中的卵黃 

3. 想要觀察一般生物的細胞，通常使用哪一種儀器？(A)放大鏡 (B)

三稜鏡 (C)望遠鏡 (D)顯微鏡 

4. 下列何者不屬於細胞的基本構造？(A)細胞核 (B)細胞膜 (C)細胞

壁(D)細胞質 

5. 下列何者是不屬於動物細胞的構造？(A)細胞核 (B)細胞膜 (C)細

胞壁(D)細胞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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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國私立學校        第一次甄試入學考試          電腦閱卷答案卷 

請依指示將考卷中的題目作答到答案卡中. 作答時請用 2B 鉛筆將圓圈填滿以利電腦自動辨識無誤. 如更改答案時務必用橡

皮擦將原作答記號擦拭乾淨. 

  科目:  英文           准考證號碼 : 

  

Chinese 

 

 

  1    21     41 

  2  22   42 

   3   23   43 

   4   24   44 

   5   25   45   

  6  26   46 

   7   27   47 

   8   28   48 

   9   29   49 

   10   30   5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Alldala Global Service Co.,Ltd.

統計報告



問卷閱卷:辨識(Recogn t on)



問卷閱卷:詳細項目分析報告



問卷閱卷:簡要項目分析報告



問卷閱卷:項目統計報告



考試閱卷:辨識(Recogn t on)



考試閱卷:報告一-學生統計報告



考試閱卷:報告二-成績分布報告



考試閱卷:報告四-詳細項目分析報告



考試閱卷:報告七-個別學生成績報告



考試閱卷:Excel成績輸出



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Alldala Global Service Co.,Ltd.

資料輸出

‧影像檔輸出 : TIF/M-TIF,JPG,PCX
‧統計輸出 :

– Item Analysis,Number of Respondents and Tabulations
– High/Low Score,Median,Mean,Range,Standard Deviation and 

Variance
– Kuder-Richardson f20,Coefficient Alpha,P Value,Point Biserial, 

Frequency Distribution, 
– Class Grades,Student Grade Reports,Comparative Reports.

‧資料檔輸出 : 
– ASCII(TXT), Excel, Access, SPSS, Lotus, HTML, dBase, ODBC, 

Survey Pro, Popular GradeBook Package,…

‧報告輸出 : PDF, TIFF, HTML or Excel.



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Alldala Global Service Co.,Ltd.

客戶肯定-台灣閱卷王

還有更多單位使用



威貿數位服務有限公司

Alldala Global Service Co.,Ltd.

售後服務

• 任何問題請Email到 service@alldala.com
• 緊急問題請撥 03-6582753
• 問卷,答案卷,表單之 word 或樣板檢查服務,請寄

Email到 service@alldala.com
• 外包服務請撥 0928-635898 (林經理)或

03-6582753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