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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簡介 

本手冊描述如何完成 PISA 2022線上學校問卷，並提供所有操作介面以及回答不同類型題目的指

引。 

下列為支援線上問卷系統的瀏覽器： 

• Firefox（火狐，推薦的瀏覽器）：版本 22或以上 

• Internet Explorer（IE）：版本 9或以上 

• Google Chrome：版本 40或以上 

• Safari（Apple系統）：版本 6或以上 

線上問卷已在瀏覽器 Firefox 60.0.1 進行過運作測試，強烈建議使用最新版本的 Firefox 瀏覽器進

行線上問卷。問卷軟體也已在作業系統 Windows (v7.0或以上) 與 MacOS X (v. 10.9 或以上)進行

過測試，亦可用於較早的作業系統版本，但並非正式支援這些較早的作業系統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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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登入線上問卷系統 

使用您的瀏覽器，登入以下網址：http://pisa.ets.org/School，會出現以下畫面： 

 

 

在此畫面輸入由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提供的登入憑證。輸入帳號及密碼後，點選「登入」進

入問卷系統。 

請注意：以瀏覽器多個分頁開啟問卷系統會產生系統衝突。若以一個分頁開啟問卷，然後又以

不同分頁開啟相同問卷，會收到要求您登出的訊息。 

歡迎來到 PISA 2022

線上學校問卷系統 

請登入 

帳號 

密碼 

登入 

http://pisa.ets.org/School


 
PISA 2022 線上學校問卷使用手冊 

5 
 

第三部份：選擇語言 

如果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提供不只一種問卷語言，則會出現「選擇語言」的畫面： 

 

點選您想要的語言來回答問卷。螢幕會跳出訊息來確認您的選擇：  

 

請注意：一旦您選擇了問卷的語言，便不能返回與更改。請在驗證您的選項前小心選擇適合的

語言。 

請選擇您的語言 

以中文作答 

確認 

您已選擇中文。您確定要使用這個語言嗎？ 

登出 

是 

 

否 



 
PISA 2022 線上學校問卷使用手冊 

6 
 

第四部份：瞭解線上問卷畫面 

所有問卷畫面都有以下部份： 

 

 1. 題目：此處顯示題目、說明與作答選項 

 2. 重置：此按鈕讓您清除並重置所有已輸入的作答反應與數值。 

 3. 上一頁和下一頁：這兩個按鈕用來往返不同的問卷介面。當點選其中一個按鈕，系統會將

資料存檔（      圖示會出現在螢幕中間，表示正在進行存檔）。請注意：只能使用這兩個按

鈕往返問卷介面，而不能使用網頁瀏覽器的上一頁與下一頁按鈕往返問卷介面。 

 4. 幫助：幫助按鈕只在特定題目提供作答資訊說明時才會出現，否則不會出現       圖示。 

  

1 

2 3 

4 5 8 6 7 

9 

上一頁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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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登出：此按鈕讓您登出問卷系統。您可以隨時登出您的問卷系統，稍後再完成問卷。當點

選此按鈕時，當前畫面上的資料會被儲存下來。當您重新登入時，螢幕會顯示您離開系統時

的問卷畫面。請注意：如果您點選瀏覽器的關閉按鈕來關閉瀏覽器，當前螢幕上的資料將

不會被儲存下來。 

 6. 進度軸：此進度軸顯示您完成了多少題目。請注意：當您碰到路徑選擇造成您跳躍式前

進，跳過了一些題目時，進度軸有時會非常快速地移動。 

 7. 題目列表：此按鈕可以導覽問卷中已瀏覽過的畫面。視窗畫面會顯示每個題目的開頭部

份、題目編號以及答題狀態。 

 

題目列表包含許多額外的資訊。舉例來說： 

灰色題目表示尚未瀏覽的題目，因此您無法從題目列表直接點選並前往這些題目； 

黑色題目表示已瀏覽過的題目，但可能尚未完成作答； 

綠色檢查標記表示已完整作答的題目，該標記會出現在題目的右方； 

紅色圓點標記出現在題目的右方，則表示答案中可能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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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檔案下載：此彈跳視窗讓您可以下載問卷與這份線上學校問卷使用手冊的 PDF檔。系統

預設值提供下載的是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提供的使用手冊。 

 

 9. 題目編號：此處顯示當前畫面的題目編號。它會出現在每個螢幕畫面。 

有時題目的長度會超過畫面所能呈現的範圍，請不要忘記點選捲動軸來查看剩下的題目，並使用

「上一頁」與「下一頁」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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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回答問卷 

每個問卷畫面都包含以下資訊： 

 

 1. 這部份顯示題目與說明。根據題目類型，說明有可能出現在題目之前。 

 2. 這部份顯示答案的選項。 

o 題目可能會要求您選擇一個或多個答案。 

o 有些題目會要求您在下拉式選單中選擇一個答案。  

 

o 有些題目會要求您在一個（或數個）方框中輸入數字或簡短文字。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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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有些題目會要求您透過移動滑桿來作答。 

 

作答時，您需要點選並拖曳滑桿    至適合的位置。作答軸會填滿至您所選擇的位置，並在滑

桿上方顯示您所選擇的數字。 

 

請注意：您必須移動滑桿到一個數字來回答題目，即使您想選擇 0作為答案。如果您想選

擇「0」作為答案，您必須先將滑桿移動到其他位置，再移回 0的位置，直到滑桿上方顯

示 0。如果您將滑桿留在原始位置，該題目將會標記為未完成。 

o 有些題目如果您輸入的數字超出數值範圍，或沒有回答題目要求的所有部份，您會看到一

個錯誤訊息的提示。 

 

您可以點選「確定」返回題目，並完成或修正您的答案。 

您也可以點選「跳過檢查」來進行下一個題目。如果您點選「跳過檢查」，該題目在題目

列表中會顯示為紅色，同時，在監測報告中會被標示為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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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份：完成問卷 

在問卷的最後，會出現感謝您的畫面： 

請注意：在檢視完您的答案後，重要的是您需要點選「下一頁」按扭來完成問卷，否則，您的

問卷將被視為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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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份：故障排除 

以下是您可能遇到的一些狀況： 

1. 如果登入／認證程序未能成功完成，您會在登入頁面看到下列其中一個訊息： 

 

在此情況下，應確認鍵盤並未鎖定在大寫狀態，然後謹慎地輸入登入帳號與密碼，再次嘗試

連結。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讓您無法存取您的 PISA檔案，請聯絡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

心。 

2. 當您試圖存取某個特定的問卷而無法取得時，會出現下列的畫面，顯示該問卷不可使用： 

問卷目前不可使用，請聯絡

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 

請登入 請登入 

錯誤：您所輸入的帳號和密碼不相符。 您所輸入的帳號無效。請聯絡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 

 

請選擇您的語言 

以中文作答 

登出 

帳號 

 

帳號 

登入 

密碼 密碼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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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看到這個畫面，且您的問卷不是顯示您所選擇的語言，請登出問卷系統，並聯絡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 

3.  若您已經回答某些題目，但當您點選「上一頁」或在題目列表視窗選擇題目時，卻沒有出現

您的答案，請登出問卷系統，並向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說明您的問題。 

4.  問卷系統設計在同一時間，一個帳號只允許一位使用者使用。如果有另一個使用者已經用了

您的帳號登入，將會出現下列訊息： 

 

如果您正在某一台電腦（例如：辦公室電腦）進行您的問卷，但之後又在不同的電腦（例如：

家裡電腦）進行問卷，便可能會出現上述訊息。如果您確定您是帳號的唯一使用者，請點選

「繼續」，否則請聯絡臺灣國家 PISA中心確認您登入的帳號是否正確。 

請注意：若您點選「繼續」後，另一位使用者在點選「上一頁」或「下一頁」按鈕時，將會收

到下列的訊息，表示由於有另一位使用者正連結到此帳號，他或她無法繼續填寫問卷。 

 

5.  當您登入問卷系統後，在填寫問卷時遇到問題，有可能是網路連結或問卷系統伺服器的問題。

當發生這些問題時，您可能會看到一個空白畫面，或問卷系統可能出現畫面凍結或點選無法

產生反應。若發生上述問題，您可以嘗試下列方法來解決問題： 

確認登入 

這個使用者帳號已有人使用，您要繼續進行嗎？此帳號先前使

用者的所有資料可能會消失。 

關閉 繼續 

有另一位使用者登入此帳號，您將登出系統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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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步，嘗試重新整理頁面。您可以在 Windows系統同時按下 Control與 R鍵，或

在 Mac OS X系統同時按下 Command與 R鍵。您也可以點選網頁瀏覽器的重新整

理按鈕 。 

b. 如果重新整理頁面沒有解決問題，您應該嘗試關閉並重新開啟您的網頁瀏覽器。確

定所有的瀏覽器視窗皆已關閉，接著打開網頁瀏覽器並再次連結 PISA 問卷系統登

入頁面。您將需要再次登入問卷系統，此時您應該會回到先前您最後作答的題目。 

c. 如果上述方法還是無法解決問題，您應該試著連結至其他網站，來確認是否是網路

連結的問題。嘗試打開其他網頁確認是否有回應，如果沒有回應，您應該向您的網

路提供者確認，看看他們是否能解決網路連結的問題。 

d. 如果您網路連結正常，可連結至其他網站但無法連結至 PISA 問卷系統，可能是您

與 PISA 網頁伺服器間網路的問題，您可以稍等並再次嘗試看看，若一小時後此問

題仍無法解決，請通知臺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 

e. 如果您能連結至 PISA 問卷系統，但無法填答問卷，清除網頁瀏覽器的暫存資料可

能會解決這個問題。清除瀏覽器暫存資料的方法依所使用的網頁瀏覽器而有不同。

您可以查詢 http://www.refreshyourcache.com。 

f. 如果您有不同的網頁瀏覽器（例如：Google Chrome、Firefox、Safari 或 Internet 

Explorer），您應該嘗試用不同的瀏覽器來檢查是否仍發生上述問題。如果是，那

可能是網路連結或 PISA 網頁伺服器的問題。若不同的網頁瀏覽器能修正問題，您

可以使用該網頁瀏覽器來完成問卷。 

g. 如果所有嘗試修正問題的方法都失敗，您應該通知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來尋求

進一步的解決方法。當您回報問題時，請提供下列資訊： 

 

• 您使用的網頁瀏覽器類型與版本 

• 您的網際網路位置（IP）。（您可以透過 http://www.whatsmyip.org/來查

詢。） 

• 發生問題的日期與時間 

• 請盡可能描述問題的相關訊息，包括發生首次問題時，您正在瀏覽器及問卷

系統進行的動作。 

• 如果可能的話，提供發生問題時的螢幕截圖會很有幫助。 

因為您的參與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如果您有本手冊無法解答的技術問題，請聯絡臺灣 PISA 國

家研究中心。 

 

感謝您的參與! 

http://www.refreshyourcache.com/
http://www.whatsmyi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