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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效資訊整合儀表板操作手冊(學生) 

 

一、 系統連線方式與帳密 

(一) 自校務資訊系統登入 

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後，點選「…….」選項後連結到本系統。 

(二) 直接連結系統 

 網址：http://ep.tcust.edu.tw/webfolio 

 預設帳密： 

 

二、 系統建立目的及說明 

「EP 數位學習歷程系統」可彙整學生在校期間的修課紀錄與成

績、社團紀錄、實習與公職幹部、服務學習等資訊，並搭配學校教學

方向及目標，建立每位學生獨有之學習履歷及能力指標，以期顯示學

生在各方面之表現，以及做為校方檢視課程規劃之參考。 

http://ep.tcust.edu.tw/web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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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台說明及展示 

(一) 首頁 

1. 功能位置：學生學習成效資訊整合儀表板 

2. 功能說明：展示學生學習歷程的相關資訊 

 

(1) 登入框：輸入使用者帳號及密碼，並選擇登入者身分，點選「Login」

後，即可進入後台。 

(2) 搜尋框：透過名字快速搜尋，點選「搜尋使用者」，即可找到該使

用者的個人儀表板(顯示內容為該位使用者同意對外開放的資

訊)。 

(3) 系統選單：可切換本系統各項對外開放的功能選項。 

(4) 儀表板：展示所有學生在學的相關統計紀錄。 

(5) 最近到訪者：顯示登入成功的使用者紀錄。 

(6) 學生歷程：展示學生的學習歷程紀錄，點選即依「學生設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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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做呈現。 

(7) 最新消息：顯示學校公布的訊息，點選「標題」即可查看詳細內

容。 

(8) 實習紀錄：展示學生的實習紀錄，點選「照片或姓名」即可查看

詳細內容。 

(9) 證照紀錄：展示學生的證照紀錄，點選「照片或姓名」即可查看

詳細內容。 

(10) 競賽紀錄：展示學生的證照紀錄，點選「照片或姓名」即可查看

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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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佈欄 

1. 功能位置：前台首頁/公佈欄 

2. 功能說明：分別展示各項公告內容 

(1) 公佈欄：顯示學校公布的訊息，點選「標題」即可縮放查看詳細

內容。 

 

 

(2) 活動訊息：顯示學校的活動訊息，點選「標題」即可縮放查看詳

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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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訊息：顯示系統訊息，點選「標題」即可縮放查看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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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搜尋用戶 

1. 功能位置：前台首頁/搜尋用戶 

2. 功能說明：透過此功能可查詢瀏覽特定學生或老師之相關資訊 

(1) 搜尋學生：透過入學年、學院、科系、姓名、學號等資料搜尋出

學生，於用戶列表點選「瀏覽」，即可查看該學生的個人儀表板。 

 

○1 能力指標：點選「專業」或「通識(系級)」或「通識(校級)」，即

可以長條圖查看專業/通識(系級)/通識(校級)之能力指標。 

○2 展示本月登入率、個人歷程數、建置率。 

○3 展示個人歷程數清單：點選即可查看該項目下的資料，點選「檢

視」即可查看該筆資料之詳細內容。 

○4 生涯目標：展示生涯目標之詳細內容 

○5 基本資料：展示學生基本資料，依「學生設定顯示與否」做呈

現。 

○6 學校快訊/活動講座：顯示學校公布的訊息與活動，點選「標題」

即可縮放查看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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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搜尋教師：透過單位、學院、科系、姓名、員編等資料搜尋出老

師，於用戶列表點選「瀏覽」，即可查看該老師的個人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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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歷歷程 

1. 功能位置：前台首頁/學習歷程 

2. 功能說明：分別展示學生各項學習歷程內容 

(1) 實習紀錄：展示學生的實習紀錄，透過搜尋學院、科系等，點選

「瀏覽」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2) 校內工讀：展示學生的校內工讀紀錄，透過搜尋學院、科系等，

點選「瀏覽」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14 

(3) 社團紀錄：展示學生的社團紀錄，透過搜尋學院、科系等，點選

「瀏覽」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4) 課外活動：展示學生的課外活動紀錄，透過搜尋學院、科系等，

點選「瀏覽」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5) 服務學習：展示學生的服務學習紀錄，透過搜尋學院、科系等，

點選「瀏覽」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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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班級幹部：展示學生的班級幹部紀錄，透過搜尋學院、科系等，

點選「瀏覽」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7) 證照紀錄：展示學生的證照紀錄，透過搜尋學院、科系等，點選

「瀏覽」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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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競賽紀錄：展示學生的競賽紀錄，透過搜尋學院、科系等，點選

「瀏覽」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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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誌相片 

1. 功能位置：前台首頁/網誌相片 

2. 功能說明：展示學生的網誌及相片內容 

(1) 最新文章：透過搜尋單位或學院、科系等，點選「瀏覽」，即可查

看該筆文章的詳細內容。 

 

 

(2) 最新相片：透過搜尋單位或學院、科系等，點選「瀏覽」，即可查

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Tips： 

1. 搜尋時，若「系所」欄位不選擇任何項目，即為搜尋該學院下所有系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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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課程地圖 

1. 功能位置：首頁/課程地圖 

2. 功能說明：展示各系課程地圖內容 

(1) 課程地圖：透過搜尋學制或學院、科系等，點選「搜尋通識」或

「搜尋一般」，即可查詢通識或一般課程的課程地圖 

○1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展示該系的教育目標，以及為了達到教

育目標，學生應具備何種能力，還有教育目標與能力指標的關聯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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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規劃：展示該學年度入學生就學期間的總表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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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涯地圖：展示學生畢業後可就業的職務，以及各職務應具備

的能力及建議修課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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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升學地圖：展示學生畢業後的升學管道，以及各管道應具備的

能力及建議修課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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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課搜尋：透過搜尋顯示各系開課課程 

點選「課程中文名稱」，即可查看該課程的開課課程內容。 

點選「授課老師」，即可查看該教師的個人儀表板。 

 

 

(3) 核心能力課程：透過搜尋顯示各系核心能力對應到的課程。 

點選「課程名稱」，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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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聯繫我們 

1. 功能位置：前台首頁/聯繫我們  

2. 功能說明：提供常見問題及聯繫我們的管道 

(1) 常見問題：於此呈現使用者常問的問題及說明，點選問題即展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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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聯繫我們：填入問題及相關資料(註記*者為必備欄位)後點選「送

出」，系統管理者即會收到使用者發送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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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關於我們 

1. 功能位置：前台首頁/關於我們  

2. 功能說明：導向校方網頁 

點選「慈濟科技大學」，即可查看學校官網(另開新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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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的儀表板說明及展示 

1. 功能位置：學生學習成效資訊整合儀表板/我的儀表板 

2. 功能說明：展示與教師相關的班級能力指標、授課紀錄等資訊 

 

○1 能力指標：點選「專業」或「通識(系級)」或「通識(校級)」，即

可以長條圖查看專業/通識(系級)/通識(校級)之能力指標。 

○2 展示本月登入率、個人歷程數、建置率。 

○3 展示個人歷程數清單：點選即可查看該項目下的資料，點選「檢

視」即可查看該筆資料之詳細內容。 

○4 生涯目標：展示生涯目標之詳細內容 

○5 基本資料：展示學生基本資料，依「學生設定顯示與否」做呈

現。 

○6 學校快訊/活動講座：顯示學校公布的訊息與活動，點選「標題」

即可縮放查看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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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設定基本資料步驟說明 

(一) 基本資料總覽 

1. 功能選項：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總覽 

2. 工作項目：呈現下述基本資料，此頁面將開放給其他使用者瀏覽(可

設定資訊顯示與否) 

(1) 大頭照：若設定為不顯示，則預設為學校校徽。 

(2) 姓名：依設定顯示全名或遮蔽中間名。 

(3) 自我介紹：依使用者撰寫內容顯示。 

(4) 個人資訊：依欄位內容顯示，可設定是否顯示。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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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資料編輯--關於我 

1. 功能選項：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編輯/關於我 

2. 工作項目：設定基本資料之關於我內容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基本資料編輯」，再點選「關於我」，填入相關資料後，

點選「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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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本資料編輯--聯絡資訊 

1. 功能選項：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編輯/聯絡資訊 

2. 工作項目：設定基本資料之聯絡資訊內容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基本資料編輯」，再點選「聯絡資訊」，填入相關資料

後，點選「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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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本資料編--學前狀態 

1. 功能選項：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編輯/學前狀態 

2. 工作項目：設定基本資料之學前狀態內容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基本資料編輯」，再點選「學前狀態」，設定相關資料

後，點選「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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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本資料編輯--隱私設定 

1. 功能選項：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編輯/隱私設定 

2. 工作項目：可設定各項資訊是否要呈現給其他使用者檢視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基本資料編輯」，再點選「隱私設定」，設定相關資料

後，點選「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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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自傳編輯 

1. 功能選項：基本資料/基本資料/自傳編輯 

2. 工作項目：建置下述自傳編輯項目內容 

(1) 中文自傳：建置中文自傳內容 

(2) 英文自傳：建置英文自傳內容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中文自傳」，填入中文自傳內容後，點選「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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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生涯目標 

1. 功能選項：基本資料/生涯目標 

2. 工作項目：設定未來的短程、中程、長程及人生生涯目標，與各階

段檢核時間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新增」。 

 

Step 2：填入人生生涯目標及相關資料後，點選「儲存」即可。 

 

Step 3：勾選欲刪除資料，點選「刪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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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專長與作品 

1. 功能選項：基本資料/專長與作品 

2. 工作項目：建置專長/作品/專題資料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欲建置的項目(以「專長」為例)，點選「新增」。 

 

Step 2：依序填入專長各項內容後點選「儲存」即可。 

 

 

 

 

 

Tips： 

1. 系統預設資料對外顯示為「否」，如編輯完成可呈現此篇資料給使用者瀏覽，請點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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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勾選欲刪除資料，點選「刪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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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UCAN 施測紀錄 

1. 功能選項：基本資料/UCAN 施測紀錄 

2. 工作項目：展示 UCAN 施測結果列表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欲查看的項目(以「職能興趣探索結果」為例)，並點選「職

業興趣探索結果(1)」，下方將顯示 UCAN 測驗結果列表。 

 

 

Step 2：若欲進行職能測驗，點選「職能測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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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習歷程步驟說明 

(一) 實習紀錄/證照紀錄 

1. 功能選項：學習歷程/實習紀錄、證照紀錄 

2. 工作項目：建置並送審實習紀錄/證照紀錄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學習歷程之「實習紀錄」(以「實習紀錄」為例)，並點選

「新增」。 

 

Step 2：依序填入實習紀錄各項內容後點選「確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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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回到列表並點選「待認證」，新增的資料會移至此處，可點選

「檢視」瀏覽資料內容或點選「編輯」修改資料內容。 

 

 

Step 4：已新增未送審的資料才可被刪除，勾選欲刪除資料，點選「刪

除」即可。 

 

 

Step 5：已完成建置的資料可提交送審，勾選欲審核的資料，點選「送

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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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點選「認證中」，已送審的資料會移至此處，將依據各科系設

定之關卡，進行資料審核。 

 

 

Step 7：點選「符合認證」，已送審並通過審核的資料會移至此處。 

 

 

Step 8：點選「無法認證」，已送審但未通過審核的資料會移至此處，

可點選「編輯」修改內容並再次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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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元說明 

單元 說明 

歷程總覽 顯示已審核並通過的資料，僅可點選「檢視」瀏覽。 

待認證 顯示已新增未送審資料，可點選「檢視」瀏覽或點選「編輯」修改。 

認證中 顯示審核中的資料，僅可點選「檢視」瀏覽。 

符合認證 顯示已審核並通過的資料，僅可點選「檢視」瀏覽。 

無法認證 顯示已審核未通過的資料，可點選「檢視」瀏覽或點選「編輯」修改，

並再次送審。 

 

 

 

 

Tips： 

1. 校方說明目前所有歷程項目中僅「實習紀錄」及「證照紀錄」兩項可由學生填寫，故僅有這兩

項歷程提供新增、編輯、刪除、送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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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內工讀/社團紀錄/課外活動/競賽紀錄/班級幹部/服務學習 

1. 功能選項：學習歷程/校內工讀、社團紀錄、課外活動、競賽紀錄、

班級幹部、服務學習 

2. 工作項目：呈現校內工讀、社團紀錄、課外活動、競賽紀錄、班級

幹部、服務學習的資料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學習歷程之「校內工讀」(以「校內工讀」為例)，即顯示

校內工讀資料列表。 

 

Step 2：點選「檢視」即可查看該筆資料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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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課程成效步驟說明 

(一) 專業與通識總表 

1. 功能選項：課程成效/專業與通識總表 

2. 工作項目：展示該學年度入學生就學期間的總表課程架構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專業與通識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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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修課方向 

1. 功能選項：課程成效/建議修課方向 

2. 工作項目：呈現學生畢業後可就業的職務或升學的管道，以及各職

務或各升學管道應具備的能力及建議修課清單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建議修課方向」，選擇查看就業職務或升學管道(以「就

業職務」為例)，下拉選擇職涯地圖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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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排課程地圖 

1. 功能選項：課程成效/預排課程地圖 

2. 工作項目：依畢業後的目標，學生可先自行排程課程地圖，以利畢

業時達到該職務或升學管道須具備的專業能力 

3. 步驟說明 

Step 1：透過下拉選擇年級、學期等條件進行搜尋，搜尋結果將列於

畫面左側「可選擇項目」區塊，可於此區塊選擇課程，點選課程名稱

後該課程選項將轉至畫面右側「已選擇項目」，反覆執行直到挑選完

所有課程後點選「存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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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成績與預警說明及展示 

(一) 修課紀錄總覽 

1. 功能選項：成績與預警/修課紀錄總覽 

2. 功能說明：呈現『期中成績』不及格課程及各能力值圖表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修課紀錄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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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課程/基礎通識(系級)/基礎通識(校級) 

1. 功能選項：成績與預警/專業課程、基礎通識(系級)、基礎通識(校級) 

2. 功能說明：呈現專業課程、基礎通識(系級)、基礎通識(校級)對應核

心能力的圓餅圖、長條圖及修課成績明細表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專業課程」(以「專業課程」為例)，可透過下拉選擇年

級、學期進行進階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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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點選「編輯」即可撰寫心得、上傳檔案、設定是否顯示。 

 

 

Tips： 

1. 系統預設資料對外顯示為「否」，如編輯完成可呈現此篇資料給使用者瀏覽，請點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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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績預警 

1. 功能選項：成績與預警/成績預警 

2. 功能說明：呈現成績預警列表及設定對外是否顯示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成績預警」，設定該課程資料對外是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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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能力成效說明及展示 

(一) 能力成效總覽 

1. 功能選項：能力成效/能力成效總覽 

2. 功能說明：呈現下述能力成效項目 

(1) 專業能力：顯示專業能力的「雷達圖」。 

(2) 通識素養(校級)：顯示通識素養(校級)的「雷達圖」。 

(3) 通識素養(系級)：顯示通識素養(系級)的「雷達圖」。 

(4) 院能力：顯示院能力的「雷達圖」。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能力成效總覽」。 

 

Tips： 

1. 校方說明自民國 105 學年度(含)開始增設院能力項目，故民國 105 學年度前入學之學生，此功能

之院能力皆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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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能力/通識素養(系級)/通識素養(校級)/院能力 

1. 功能選項：能力成效/專業能力、通識素養(系級)、通識素養(校級)、

院能力 

2. 功能說明：呈現專業能力/通識素養(系級)/通識素養(校級)/院能力之

長條圖、雷達圖與能力指標統計表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專業能力」(以「專業能力」為例)，可透過下拉選擇年

級進行進階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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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缺曠紀錄說明及展示 

(一) 缺曠總覽 

1. 功能選項：缺曠紀錄/缺曠總覽 

2. 功能說明：呈現缺曠紀錄列表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缺曠總覽」。 

 

 

(二) 缺曠紀錄 

1. 功能選項：缺曠紀錄/缺曠紀錄 

2. 功能說明：呈現缺曠紀錄列表及設定對外是否顯示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缺曠紀錄」並設定對外是否顯示。 

 

 



 

53 

十一、 歷程關懷說明及展示 

(一) 歷程輔導 

1. 功能選項：歷程關懷/歷程輔導 

2. 工作項目：針對學生歷程項目，對特定對象發送訊息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 圖示新增留言給導師或輔導員。 

 

Step 2：選擇導師或輔導員，下拉選擇歷程類別，填入標題及內容後

點選「新增訊息」完成留言，導師或輔導員登入系統後即查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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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主畫面的左側可下拉選擇歷程類別，於左側下方以清單呈現

該類別之訊息，點選即於主畫面右側顯示訊息內容，可直接輸入文字

進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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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履歷表步驟說明 

(一) 教育背景/求職條件/推薦函/技能 

1. 功能選項：履歷表/教育背景、求職條件、推薦函、技能 

2. 工作項目：建置教育背景、求職條件、推薦函、技能資料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新增」(以「教育背景」為例)。 

 

Step 2：依序填入各項內容後點選「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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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勾選欲刪除資料，點選「刪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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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定列印內容 

1. 功能選項：履歷表/設定列印內容 

2. 工作項目：設定履歷表欲呈現的資料內容 

3. 步驟說明 

Step 1：填入履歷表名稱後，勾選履歷表欲呈現的資料內容。 

○1 直接勾選次項目即選擇次項目之內容。 

○2 點選次項目展開並勾選次項目內的資料。 

○3 點選「全選」或「全不選」針對全部資料全選或全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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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履歷表欲呈現的資料皆勾選完畢後點選「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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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製作履歷 

1. 功能選項：履歷表/製作履歷 

2. 工作項目：下載已設定完成之履歷表資料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製作履歷」，選擇欲下載的檔案格式並點選「Word 下

載」或「Html 下載」。 

 

Step 2：勾選欲刪除資料，點選「刪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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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朋友與訊息步驟說明 

(一) 訊息 

1. 功能選項：朋友與訊息/訊息 

2. 工作項目：發送訊息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訊息」，再點選 圖示新增留言給特定人員。 

 

Step 2：輸入姓名或學號進行搜尋，搜尋結果將列於畫面左側區塊，

可於此區塊選擇人員，點選人員姓名後該人員選項將轉至畫面右側

「已選成員」，反覆執行直到挑選完所有人員，填入內容後點選「新

增訊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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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畫面左側可輸入關鍵字搜尋，於左側下方呈現訊息清單，點

選即顯示訊息內容於畫面右側，可直接輸入文字進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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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訊息 

1. 功能選項：朋友與訊息/學校訊息 

2. 工作項目：呈現學校發送給學生的訊息或活動講座 

3. 步驟說明 

Step 1：查看學校資訊或活動/講座，點選「標題」即可縮放訊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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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好友管理 

1. 功能選項：朋友與訊息/好友管理 

2. 工作項目：管理好友名單 

3. 步驟說明 

Step 1：輸入關鍵字等條件後點選「搜尋」，點選欲加入好友人員之「加

入」即可。 

 

Step 2：若欲移除好友名單，輸入關鍵字等條件後點選「搜尋」，點選

欲刪除好友人員之「移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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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網誌相簿步驟說明 

(一) 分類管理 

1. 功能位置：網誌相簿/分類管理 

2. 功能說明：可將網誌/相簿內容進行分類管理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新增」。 

 

Step 2：填入分類名稱後，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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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誌管理 

1. 功能位置：網誌相簿/網誌管理 

2. 功能說明：新增網誌內容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新增」。 

 

Step 2：依序填入網誌各項內容後點選「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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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誌管理 

1. 功能位置：網誌相簿/相簿管理 

2. 功能說明：新增相簿內容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新增」。 

 

Step 2：依序填入相簿基本資訊後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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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建立完相簿後，如欲上傳照片可點選「上傳照片」。 

 

Step 4：確認相簿資訊無誤後，點選「上傳照片」接續將照片逐一放

入相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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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點選「增加檔案」選擇欲上傳的照片，如欲同時上傳多張照

片，可按鍵盤「Ctrl」鍵後搭配滑鼠一次選擇多張照片，選擇完成後

點選「開啟」。 

 

Step 6：將滑鼠放於照片上後可點選 圖示針對每張照片逐一編輯說

明文字或點選 圖示刪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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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照片說明輸入完成後點選「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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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我的管理說明及展示 

(一) 我的管理 

1. 功能選項：我的管理/瀏覽數 

2. 工作項目：呈現已開放的主要功能頁面被使用者瀏覽次數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瀏覽數」。 

 

 

(二) 檔案中心 

1. 功能選項：我的管理/檔案中心 

2. 工作項目：呈現個人空間中已上傳檔案所占的大小及比例 

3. 步驟說明 

Step 1：點選「檔案中心」後顯示空間資訊，每人可使用空間為 1024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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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單元隱私 

1. 功能選項：我的管理/單元隱私 

2. 工作項目：設定各主單元頁面是否願意開放給其他使用者瀏覽 

3. 步驟說明 

Step 1：逐一設定各單元開放意願後即可。 

 

 

(四) 個人化設定 

1. 功能選項：我的管理/個人化設定 

2. 工作項目：替自己的個人開放主頁設定一個好記憶的連結網址 

3. 步驟說明 

Step 1：輸入名稱後點選「送出」即可。 

以下圖設定為例，此為使用者主頁面連結網址將是 

http://ep.tcust.edu.tw/Webfolio/MyWeb/我的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