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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EG1020 維護研究生指導教授名單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維護研究生指導教授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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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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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學年期起迄】 

範例：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 

請輸入：1031–1042 

起＊（必填）、迄（非必填） 

(3) 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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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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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匯入檔案 

(1) 按匯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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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啟匯入畫面，可下載範例檔案 

(3) 於檔案編輯資料並存放於電腦 

(4) 按瀏覽，可選取電腦檔案 

(5) 按匯入紐，可將資料匯入系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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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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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EG1050 維護校外委員基本資料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維護校外委員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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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請先執行查詢) 

(1) 按詳 

(2) 查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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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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匯入檔案 

(1) 按匯入檔案 

(2) 開啟匯入畫面，可下載範例檔案 

(3) 於檔案編輯委員資料並存放於電腦 

(4) 按瀏覽，可選取電腦檔案 

(5) 按匯入紐，可將委員資料匯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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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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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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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EG1055 維護校內委員基本資料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維護校內委員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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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 

(1) 按「編」鈕(畫面如下，顯示編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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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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EG1190 維護研究生口試日期地點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維護研究生口試日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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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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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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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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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列印口試日程表(請先執行查詢) 

(1) 勾選欲列印的學生 

(2) 選列印口試日程表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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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列印全部(請先執行查詢) 

(1) 勾選欲列印的學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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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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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DEG2040 審核學位考申請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審核學位考申請。 

※ 請於收到書面申請資料後，再進入系統審核（書面、系統併行）。 

※ 書面資料應含：學位考試申請書、成績審核表、推薦函、學生歷年

成績表。［前三項可逕於系統列印，「學生歷年成績表」請於（行政

大樓一樓）全功能成績列印暨自動化繳費服務系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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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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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審核同意，請於審核狀態列勾選「審核同意」 

(4) 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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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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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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DEG2060 增刪學位考口試委員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增刪學位考口試委員。 

※ 請於收到書面申請資料後，再進入系統審核（書面、系統併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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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請先執行查詢) 

(1) 按編(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編輯) 

(2) 務請核對表列委員名單是否正確。 

(3) 若審核同意，請於確認狀態列勾選「確認」 

(4) 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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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DEG2090 審核學位考撤銷申請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審核學位考撤銷申請。 

※ 請於收到書面申請資料後，再進入系統審核（書面、系統併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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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請先執行查詢) 

(1) 按編(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編輯) 

(2) 於「撤銷審核狀態」列勾選 

(3) 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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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DEG2110 列印學位考相關評分表件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列印學位考相關評分表件「口試委員會審定書」及「考

試結果通知書」。 

（三） 操作說明： 

1. 查詢 

(1) 於畫面最上方下拉「列印種類」選項 

(2) 按查詢鈕(符合的資料顯示於畫面最下方) 

A.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a. 不需異動論文題目者：選取後，按列印選取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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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需異動論文題目者：選取後，按匯出檔案鈕，即可匯出 WORD

檔，修正後使用。 

★需異動「論文題目者」，請點選「匯出檔案」，暫行修正檔案後

使用，並請於繳交「考試結果通知書」予各系所時，請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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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於系統上輸入論文成績時，務必修正論文題目。★ 

B. 考試結果通知書 

a. 不需異動論文題目者：選取後，按列印選取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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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需異動論文題目者：選取後，按匯出檔案鈕，即可匯出 WORD

檔，修正後使用。 

★需異動「論文題目者」，請點選「匯出檔案」，暫行修正檔案後

使用，並請於繳交「考試結果通知書」予各系所時，請各系所

助教於系統上輸入論文成績時，務必修正論文題目。★ 

c. 「考試時間」及「考試地點」未顯示者，務請先行於《DEG1190

維護研究生口試日期地點》輸入口試日期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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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DEG2120 登錄論文成績及修正題目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登錄論文成績及修正題目。 

※ 請於收到書面資料後，再進入系統審核（書面、系統併行）。 

★ 提醒您：請務必核對論文題目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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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請先執行查詢) 

(1) 按編(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編輯) 

(2) 於「論文口試成績」輸入分數 

(3) 於「本次口試是否通過」勾選通過或不通過 

(4) 按存檔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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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DEG2140 列印論文考試成績報告表（參考用）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列印論文考試成績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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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論文考試成績報告表(請先執行查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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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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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DEG3020 維護口試委員津貼 

（一） 作業畫面： 

   

（二） 功能說明：提供管理者維護口試委員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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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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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輯(請先執行查詢) 

(1) 按編(畫面如下，編輯畫面顯示為編輯) 

(2) 填入「交通補助費」 

(3) 按存檔鈕 

3.選擇「列印校外委員」或「列印校內委員」–列印學位考試各項費用

印領清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