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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1.1 登入頁面 

 

1. 先點選右上角登入後就可以看到登入畫面。 

2. 輸入學校代號或者學校名稱。 

3. 輸入管理者帳號。 

4. 輸入管理者密碼。 

5. 輸入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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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新消息 

⚫ MORE 鈕可展開最新消息。 

 

1.3 認識學群 

 

⚫ 大學 18 學群       

 

 



109.04.30 製作 

3 

⚫ 技職 20 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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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作業 

2.1 同步項目及排程 

⚫ 可由校務行政系統同步以下項目，自動同步時間各家校務系統不同。 

角色 學生 教師 

同步項目 

學籍資料 教職員資料 

修課資料 班級資料 

幹部經歷資料 授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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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管理 

3.1 維護角色權限(第一次請先設定) 

 設定角色群組 

⚫ 此作業為設定提交人員群組。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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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組功能設定 

⚫ 此作業為新增學習成果提交人員功能模組。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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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作業為新增多元表現提交人員功能模組。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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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組人員設定 

⚫ 此作業為新增群組人員。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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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設密碼 

⚫ 此功能可以重置學校師生的密碼，把目前密碼改回預設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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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設定功能參數 

⚫ 此為設定學生上傳總數量，學生單科上傳數量，寄信通知老師未認證數量時間，通知學生勾

選及上傳截止時間(預設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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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設定課程諮詢教師 

⚫ 此作業為新增課程諮詢師指定班級，首先選擇教師。如下圖 

 

⚫ 選擇教師後勾選指定班級，點紅框左下角 新增。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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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後呈現在下圖紅色框中。如下圖 

 

⚫ 此作業為刪除課程諮詢教師設定班級，勾選刪除班級後按刪除，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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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出確認框按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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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合開課程設定審核老師 

⚫ 此作業為單一課程為多位老師設定審核權限。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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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設定學校作業時間 

⚫ 設定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不可以大於該項作業時間。 

 

此功能提供以下期間設定： 

⚫ 學生認證學習成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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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認證學生學習成果時間。 

 

⚫ 學生勾選學習成果時間。 

 

⚫ 學生勾選多元表現時間。(多元表現是以每學年上傳所以學年期設定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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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轉學生臨時帳號 

⚫ 此功能是可以點選學生，已建立一個臨時可以登入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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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設定郵件寄送伺服器 

⚫ 此功能設定好後，在系統上與信箱相關的功能才會啟動，包括：忘記密碼、修

改電子信箱、通知教師的未認證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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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4.1 查詢學生學習成果勾選情形 

⚫ 可以檢視已勾選的學生概況及匯出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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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查詢學生多元表現勾選情形 

⚫ 可以檢視已勾選的學生概況及匯出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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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學校查詢接受紀錄 

⚫ 此作業為查詢學校接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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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查詢未認證教師狀況表 

⚫ 查詢該學年度全校尚未認證學習成果教師統計，及該教師未認證學生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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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學習 

5.1 設定學科/領域認證老師 

⚫ 當類別為【學科】時新增學科例如:國文、數學…等。 

 

⚫ 選取學科群組後，勾選新增教師後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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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完成後，在已選教師內呈現。 

 

⚫ 當類別為【自訂群組】時新增群組例如:自主學習計畫審核、圖書館審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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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自訂群組後，勾選須新增教師後點 。 

 

⚫ 勾選完成後，在已選教師內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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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設定認證順序 

⚫ 選擇需要新增認證的身分後按 。 

 

⚫ 可以自行設定自主學習計畫需認證階段例如:導師-學科教師 

 

⚫ 最後點擊  

⚫ 代表此身分認證下移 代表此身分上移 移除此認證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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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歷程資料 

6.1 匯出學生學習歷程資料 

⚫ 此功能是讓轉學生的原學校把資料做轉出 

 

⚫ 出現以下訊息就表示成功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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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開資料產生紀錄就可以看到匯出的學生檔案。

 

⚫ 只要把檔案下載下來，並把檔案資訊內的MD5值跟解壓縮密碼給其他學校就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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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匯入學生學習歷程資料 

⚫ 此功能為匯入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只要將轉學生原學校的 MD5值、解壓縮密

碼，並選到壓縮檔後，按下匯入。 

 

⚫ 匯入然成後會跳出提醒視窗，這樣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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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管理 

7.1 匯出提交名冊 

⚫ 此作業為匯出提交名冊。 

點選匯出後至國教署學習歷程表現資料庫(https://ep.cloud.ncnu.edu.tw/)上傳 

 

  

https://ep.cloud.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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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匯出幹部名冊 

⚫ 此作業為匯出幹部提交名冊。 

點選匯出後至國教署學習歷程表現資料庫(https://ep.cloud.ncnu.edu.tw/)上傳 

 

 

 

 

  

https://ep.cloud.ncnu.edu.tw/


109.04.30 製作 

33 

 收訖明細 

8.1 維護收訖明細模組 

 匯入資料及設定收訖時間 

⚫ 選擇需要匯入之收訖明細學年期 

⚫ 修課紀錄、幹部經歷為每學期匯入 

⚫ 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則為下學期才會進行匯入 

 

⚫ 點選【選擇收訖明細】選擇從中央學習歷程資料庫下載的收訖明細壓縮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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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後，輸入壓縮檔密碼 成功後進入以下畫面 

 

 

 

⚫ 備註說明 1:此區會依據角色群組權限提供可匯入之類別 

⚫ 備註說明 A:開始時間預設為隔天整點，例如:3/25 10:27 系統將預設 3/26 11:00 

⚫ 備註說明 B:結束時間預設為三天後整點，例如 3/25 10:27 系統將預設 3/28 11:00 

⚫ 備註說明 C:若確認後需要重新調整收訖明細確認時間，請重新匯入檔案。此塊文字訊息將

有新版本 or 無異動的更正資訊，【新版本】系統會比對上一版本資料後進行差異學生的確認

紐重置，【無異動】則不會做任何匯入更新，略過處理。 

  



109.04.30 製作 

35 

 查看收訖明細內容 

⚫ 查看收訖明細功能，區塊 1 為選擇班級座號及查看學年期，區塊 2 呈現提交名冊相關資訊

區塊 3 也是依據角色群組權限顯示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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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問題回報紀錄 

⚫ 查看學生，進行資料錯誤回報的相關內容，例如資料有多、資料有少、資料有誤等等 

⚫ 點選編輯圖示可針對學生回報的問題回覆備註內容(同時會呈現至學生端) 

 

 
⚫ 學生端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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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確認鈕統計 

⚫ 查看全校、班級統計範圍之學生按下確認鈕(資料正確、資料錯誤)之統計數據，總數為提交

名冊總人數(可依據學年期匯出全校統計情形) 

 

 
 

⚫ 選擇班級可查看個別班級確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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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收訖明細差異筆數 

⚫ 此功能為比對目前系統上的勾選檔案數量，來跟收訖明細內的檔案數量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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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分析 

9.1 數據分析模組 

⚫ 此功能是可以查詢目前在學習歷程上的所有資料。 

 

⚫ 也可以從下圖的地方做 excel表的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