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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功能 

Teachers system function 

系統功能清單 

System function list 

1. 全校專任教師：進入校務資訊

系統/登錄/學務登錄作業/

「改成教導師關懷及晤談系統

(office hour)」 

All Full-time teacher: 

Enter the information system  

/log in  

/ Student affairs entry  

/(office hour) 

2. 導師：進入校務資訊系統/登

錄/學務登錄作業/「導生輔導

資料登錄」，再點選 Office 

hour 預約查詢進入。 

(導師身份以上 2個路徑皆可

使用) 

Home room teacher: 

Enter the information system  

/log in  

/ Student affairs entry  

/Student concelling  

/(office hour) 

 

導生輔導資料登錄、廣度教(導)師陪伴學習成長計畫 office 

hour>>統一改名為改成教導師關懷及晤談系統(office hour) 

改成教導師關懷及晤談系統(office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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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主頁 Home page 

1.專任(案)教師 Full time teacher 

2.導師 Homeroom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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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設定訊息 message setting 

1. 預設約談地點，於設定 Office 

hour時段功能時預設資料

用。 

Set the concealing place and 

also set the default time  

2. 學生預約畫面顯示注意事項

(老師的話)，於學生預約時段

時顯示訊息用。 

The students’ appointment 

page would show (Teachers 

word) 

3. 學生預約時段顯示訊息用，學

生預約成功系統 email時，可

加入老師的提醒文字。 

After students has make the 

appointment success they’ll 

receive the email with the 

teachers’ word 

4. 輸入完畢後，按畫面下方之

確定存檔 Save即可。 

After edit it, please click the save 

Under below 

 

 

 

 

 

顯示預約清單: the appointment list 

顯示結案清單  the finished list. 

查詢歷年資料 Search the history data 

導師身分 home room teacher identification  

設定訊息:message Setting  

設定 Office hour時段 

新增空白預約記錄:Create the new appointment 

record 

地點 location 

提醒 notice for student 

 before appointment 

提醒 notice for student 

 appointment successful 



文藻外語大學 系統操作說明手冊 

 頁 4 / 11 

 

 

 

 

 

設定 Office hour時段 

Office hour time setting 

1. 於{新增紀錄}處，輸入星期、時

段、約談地點、開放預約，再

按確定存檔 Save即可。 

 

Select the date, time, place and 

appointment available at Create the 

new record, next click Save.  

 

2. 資料紀錄，於畫面右側提供修

改、刪除功能。 

The record could be edit and delete 

by using the function bottom at 

right side. 

 

3. 列印時段表 Print，可列印時段

資料。 

 

You may print out the data by click 

the print.   

新增序號 Create the new data 

星期/時段/地點/開放預約/修改/刪除 

Date/Time/Space/Appointment available/edit/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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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圖 4 

  
圖 5 

 

新增空白預約紀錄 

Create the new appointment  

1. 輸入學生學號，輸入預約學生

{學號}查可預約時段，再按查

詢可預約時段資料 Search。

(圖 3、圖 4) 

 

Insert the Students Id number and 

appointment time, next click the  

Available time search 

 

2. 預約日期若為今日以前，確定

存檔後，系統即導向畫面至輔

導資料登錄畫面。(圖 4) 

If the appointment saving date is 

earlier than today the system 

would direct to counseling record 

page 

確認畫面下方《預約學生可預約時段》區有可預約時段，點

選加入預約資料區 

若不更新日期、時段、地點者，直接點選確定存檔 Save或確

定存檔並發送郵件 Save and Email， 

顯示訊息即成功預約，如右圖 

Pic 5 shows the available time, 

If you don’t want to change the date, time or space please 

click save or save and email 

If the appointment has success would show up this picture. 



文藻外語大學 系統操作說明手冊 

 頁 6 / 11 

  
圖 6 

面談資訊維護畫面 

Interview maintain viewing 

3. 面談日期、面談時間，預設預

約日期、時段，仍可自行調

整。 

Canceling date, time,  

Default date, time, 

It could adjust it by yourself 

 

 

面談資訊存檔結案，可於{顯示結案清單}頁籤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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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顯示預約清單 

1. 提供學號、姓名、預約日期查

詢條件，按查詢 Search。 

2. 視窗說明 

《近期預約名單》藍字表今日

預約名單 

顯示所有尚未處理之預約資

料。提供以下功能： 

(1) 取消預約：明日起之紀錄

可取消預約。 

(2) 填寫約談內容：點選後輸

入約談內容(同圖 6)。 

(3) 未到：點選後，該筆紀錄

即列入結案清單，並註記

未到。 

《約談內容已暫存名單》 

顯示預約紀錄已填寫約談內

容，但尚未結案之紀錄。 

按約談內容已暫存鈕，再次進

入約談紀錄維護資料(同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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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顯示結案清單 

1. 提供學號、約談日期區間、顯

示未到及取消預約之查詢條

件，按查詢 Search。 

2. 視窗說明 

《約談紀錄名單》藍字表今日預

約名單 

顯示已結案紀錄，可點選查看明

細 View查看。 

《{未到}、{取消預約}名單》 

顯示未到及取消預約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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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二、導師身分>> 

點選導師進行相關操作。 

Homeroom Teacher 

 

1、正式進入登錄作業區：選擇學

生學號後，依序登錄約談記錄

Step1: Click “Log in” then Select 

student’s ID to Key-in Consultation 

Service Record 

 

2、倘若導師欲查詢學生歷年輔導

紀錄，則請進入「導生輔導資料一

覽表」查詢Step 2: if the homeroom 

teacher want to check Consultation 

Service Record, Please click The 

Information of Homeroom Teacher 

and Student Consultation Service 

Record 

 

3. 倘若導師欲查詢學生個人自傳，

請進入本作業區 Step 3: if the 

homeroom teacher want to check the 

Autobiography, please click student 

information card 

選擇學生學號 Select student’s ID 

導生輔導資料一覽表 

Student Consultation Service 

Record 

學生資料卡 

student information card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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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導生輔導資料登錄 

Consultation Service Record 

 

1.勾選各項資料完畢，按此存檔 

Save evaluation data 

 

2.維護面談紀錄 

Consulation Service Record 

學生資料卡 

student information card 

Record 

維護面談紀錄 

Consulation Service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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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3.面談日期 

Date of Consulation 

 

4.面談內容 

Contents 

 

5.儲存資料 

save 

 

儲存資料 

save  

面談內容 

Contents 

 

面談日期 Date of Consulta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