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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說明 

一、 LOGIN 登入頁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使用者登入系統。 

（三） 操作說明： 

1. 請於本校首頁／教職員／教職員工資訊服務網／教務項目：教務行

政資訊系統，進入系統。 

2. 或於網頁上輸入網址（https://acade.niu.edu.tw/niu/）後進入「國立宜

蘭大學教務行政資訊系統」登入畫面，請輸入帳號、密碼，並點選

登入進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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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若帳號或密碼輸入錯誤(密碼有區分英文字母大小寫)點選送出，於畫

面上將會提示下列訊息，請點選確定再重新輸入正確的帳號與密碼。 

 

 

4. 登入教務行政資訊系統後，請點選「教務系統」項下之「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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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NR8020 維護學分學程必修課程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承辦人維護學分學程必修課程資料。 

（三） 操作說明： 

1. 查詢 

(1) 下拉選擇學程名稱 

(2) 按查詢鈕(符合的資料顯示於畫面最下方) 

2. 新增領域 

(1) 按設定領域切換畫面到另一視窗供新增 

 

(2) 將畫面中各欄位資料填入(有紅色*均為必填) 

(3) 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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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領域(請先按設定領域進入頁面) 

(1) 按編(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編輯) 

(2) 修改資料(有紅色*均為必填) 

(3) 按存檔鈕 

 

4. 刪除領域 (請先按設定領域進入頁面) 

(1) 勾選後按刪除選取進行刪除 

(2) 系統會出現訊息再次確認是否刪除，按確定將該筆資料刪除；按

取消不做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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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修改(請先執行查詢) 

(1) 按編進入新增課程畫面(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編輯)  

 

(2) 點選領域名稱並按選擇課程(多選)鈕 

 

(3) 查出課程後，勾選課號按帶回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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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欲刪除請直接按刪；最後按存檔鈕 

 

★ 請檢視「課程名稱、學分數、開課單位」相同者，不可重複列入。 
（若有重複列入者，請務必刪除！） 

 

6. 刪除(請先執行查詢) 

(1) 勾選後按刪除選取進行刪除 

(2) 系統會出現訊息再次確認是否刪除，按確定將該筆資料刪除；按

取消不做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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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課程複製：包含下列 2 種情形之課程複製 

＊相同名稱之學分學程，不同領域的課程複製。 

＊相同名稱但不同入學年之學分學程。(僅電資學院之學分學程適用) 

(1) 下拉選擇學程名稱，按查詢。 

(2) 點選編進入後，選擇右上方「複製」按鈕。 

(3) 進入複製畫面後，下拉選擇來源學程、來源領域、目的領域後，

按「確認複製」按鈕。 

【提醒您：複製課程前，必需先進行「設定領域（新增領域）」，俾利可下

拉選擇「目的領域」】 

 

                                                               
【請注意】 
系統提供「複製」及「匯出」功能，歡迎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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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NR8030 設定學分學程參數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承辦人設定學分學程之相關參數。 

（三） 操作說明： 

1. 查詢 

(1) 於畫面最上方輸入查詢條件(不輸入表示全部) 

(2) 按查詢鈕(符合的資料顯示於畫面最下方) 

2. 新增 

(1) 按新增鈕(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新增) 

(2) 將畫面中各欄位資料填入(有紅色*均為必填) 

(3) 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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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請先執行查詢) 

(1) 按編(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編輯) 

(2) 修改資料(有紅色*均為必填) 

(3) 按存檔鈕 

 

4. 刪除(請先執行查詢) 

(1) 勾選後按刪除選取進行刪除 

(2) 系統會出現訊息再次確認是否刪除，按確定將該筆資料刪除；按

取消不做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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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1、請依各學分學程規定時程，設定「學程申請日期」及「證書申請日期」。 

（1）已刪除學年度的設定，不需侷限在本學年度內的日程。 

（2）可設定當學期或當學年度（務請定期維護） 

（3）可設定自學生入學學年度起至學生畢業學年度止（電資學院學分學程

適用）。 

2、「學程申請日期」及「學程申請備註」：應設定日期，並備註學程申請注意

事項。（若沒有設定日期，學生將無法申請。） 

3、「證書申請日期」及「證書申請備註」：應設定日期，並備註證書申請注意

事項。（若沒有設定日期，學生將無法申請。） 

4、「課程是否可重覆採計」：★★ 

若學分學程修習辦法或相關規定「本學分學程不採計已用於其他學分學程之

科目」，務必請於此處勾記「否」。 

（務請電資學院各學分學程特別留意！） 

5、法規網址、附件網址：建請列入各學分學程相關網址，俾利學生網路申請時

可逕行連結並查詢。 

6、為輔助各教師進行學分學程證明書審核，系統新增下列 2項設定：★★ 

（務請依各學分學程修習辦法詳實填列，俾利提醒申請者及審核者） 

＊至少需修畢學分數 

＊至少應含「不屬於學生主系(所)、加修學系、輔系之必修科目」學分數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四條規定：各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至少為十八學

分。學生修習學分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九學分不屬於學生主系、所、

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但各學分學程得為更嚴格之規定。） 

7、為輔助各教師進行學分學程申請修讀審核，系統新增下列功能設定：★★ 

（1）ENR8030_設定學分學程參數 

     新增「學程申請審核方式」：請選擇「需審核」或「申請即同意」後，再

按存檔。 

     （系統原始預設皆為「需審核」，需異動為「申請即同意」者，務請設定

此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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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程申請審核方式」若設定為『申請即同意』後，學生在系統申請學分

學程修讀完成時，系統即顯示「您已申請○○學分學程完成」。 

    「學程申請審核方式」若設定為『需審核』後，學生在系統申請學分學程

修讀完成時，系統即顯示「您已申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負責人審核

完成後，將Email通知您審核結果」。 

（3）「學程申請審核方式」若設定為『申請即同意』者，系統在受理學生申請

後即設定同意，且不會寄發email給學分學程負責老師。 

    「學程申請審核方式」若設定為『需審核』者，系統在受理學生申請後會

再寄發email通知學分學程負責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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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NR8050 審核學分學程申請（僅需網路審核）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承辦人審核學分學程申請。 

（三） 操作說明：  

1. 查詢 

(1) 於畫面最上方輸入查詢條件(不輸入表示全部) 

(2) 按查詢鈕(符合的資料顯示於畫面最下方) 

 

2. 審核(請先執行查詢) 

(1) 按編(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編輯) 

(2) 點選審核狀態 

(3) 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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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逐筆審核並存檔，亦可勾選「全選」及「整批同意」。） 

 
 

上表清單之「已申請學程數」欄，顯示該生已申請修讀之學程數，提供審

核教師參考！ 
 

3、審核結果通知學生： 

（1）勾選欲通知的學生 

（2）按審核結果 Email 通知鈕即可完成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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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匯出全部(請先執行查詢) 

（1）按匯出全部將查詢結果匯出成 Excel 格式 

（2）可選開啟將檔案打開或按儲存將檔案儲存後運用 

5、列印全部(請先執行查詢) 

選列印全部鈕，將切換到另一報表視窗。欲列印清單，請點選畫面

上方印表機之圖示。(報表如下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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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NR8070 審核學分學程課程證書（僅需網路審核） 

為簡化申請流程，僅需網路審核，停用書面審核程序！ 

（學生不再送交「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表」及歷年成績單）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承辦人審核學分學程課程證書。 

（三） 操作說明： 

1. 查詢 

(1) 於畫面最上方輸入查詢條件(不輸入表示全部) 

(2) 按查詢鈕(符合的資料顯示於畫面最下方) 

 

2. 審核課程(請先執行查詢) 

(1) 按編(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編輯) 

(2) 審核方式：下列 2 種請擇一 

＊點選最上方「整批審核」按鈕後，再逐一檢視並調整各課程的

審核狀態。 
（系統已預設標準：已修畢課程「大學生 60 分以上、碩博士生 70

分以上」為同意，已修畢課程「大學生 60 分以下、碩博士生 70

分以下」為不同意，當學期未修畢課程預設為修讀中） 

＊逐一課程，勾選「審核狀態」（同意、不同意、修讀中） 

★當學期未修畢課程（成績欄顯示空白），請務必預設為修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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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備註欄顯示「紅字提醒」時，請特別留意： 

若註記『○○學分學程已核准』或『○○學分學程申請中』，表

示該學生已申請將此課程列入其它學分學程。 
★（提醒您！在學分學程修習辦法或相關規定「本學分學程不採計

已用於其他學分學程之科目」者，審核時請特別留意）★ 

若註記『與學程科目名稱不符』，表示學生修課之課程名稱不同

於學程規劃表之課程名稱。 

若註記『與學程學分數不符』，表示學生修課之課程學分數小於

學程規劃表之課程學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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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下方之審核狀態 

 

 

 

※ 當「審核狀態」欄勾選下列選項時，務請注意各課程之審核狀態。 
「同意＋已修畢學分學程規定學分」：每門課程都要勾選審核狀態 

「同意＋本學期尚在修習部份學分」：每門課程都要勾選審核狀態 

「不同意」：允許部份課程不勾選審核狀態 

「待確認」：允許部份課程不勾選審核狀態 

（當部份課程未符合學分學程規定時，務請暫不勾選「該課程審核狀

態」，並於最下方之「學分學程審核狀態」勾選不同意或待確認，再

於說明欄補入審核說明。） 

（當課程之審核狀態被勾選後，即使最下方之「學分學程審核狀態」

勾選不同意或待確認，學生即無法再進行後續補正作業！） 

(5) 按送出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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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 

在「學分學程審核狀態」欄上方，已增列「學生修讀不屬於『學生主

系(所)、加修學系、輔系之必修科目』學分數」欄，該學分數為系統

自動加總產生，提供各審核教師參考用。 

★「學生修讀不屬於『學生主系(所)、加修學系、輔系之必修科目』

學分數」該欄位顯示的學分數，務請符合各學分學程辦法之規定★ 

 

 
 

3、審核結果通知學生： 

（1）勾選欲通知的學生 

（2）按審核結果 Email 通知鈕即可完成通知 

 

4、匯出全部(請先執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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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匯出全部將查詢結果匯出成 Excel 格式 

（2）可選開啟將檔案打開或按儲存將檔案儲存後運用 

 

5、列印全部(請先執行查詢) 

選列印全部鈕，將切換到另一報表視窗。欲列印清單，請點選畫面

上方印表機之圖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