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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習」課程查詢系統操作手冊 

一、 前言	

本校自 98 學年度起，特別為大一新生規劃「大學學習」課程，希望透過這門課幫

助大一新生建立對大學及大學生基本能力應有的認識，並引導他們對大學的學習與發展

做好準備。「大學學習」的規劃理念是基於大學生的發展包括「學業」、「心理」、「社會」、

「生涯」四大面向，共設計 11 個單元課程。 

二、 現況	

目前點名機制是採用紙本學習護照加蓋出席章方式來記錄，學生每上一個單元課

程，即由授課老師加蓋印章。於學期末，學生將學習護照送交導師，再由導師依出席狀

況評核為「通過」或「不通過」。使用紙本學習護照，學生常不慎損毀、遺失或漏蓋印

章等，導致導師可能無法順利進行成績評核，無法隨時掌握學生各單元課程出席狀況並

即時安排補救措施。 

三、 目標	

為改善採用紙本學習護照之缺失，本校將改採用線上即時點名及統計分析， 

達成： 

（一） 無紙化作業：以電子紀錄取代現行學習護照蓋章方式	

（二） 師生可線上即時查詢出缺席狀況	

（三） 導師設定介面	

導師能以統一介面迅速且簡易的完成大學學習課程之評量標準發佈、評量作

業、登錄成績至校務系統等作業。 

（四） 學生查詢介面	

學生可查詢大學學習課程時數紀錄、學習護照、是否符合導師標準及輸入其

他活動參與歷程。 

（五） 學生缺席時由系統主動發出缺課通知，提醒學生安排補課	

（六） 教務處可統計分析全校、院、系的修課狀況	

（七） 單元課程負責單位可線上即時了解已修課學生百分比，做為開課規劃參考	

（八） 電子紀錄校內其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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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功能使用說明	

為達成上述之目標，本校開發完成「大學學習」課程查詢系統，功能說明及操作簡

介如下： 

（一） 登入系統	

1. 系統連結	

透過淡江大學首頁，教職員工及學生均可點選連結進入「大學學習」課程

查詢系統。網址為 http://luis.tku.edu.tw/ 

 
2. 系統首頁	

匿名僅擁有共用查詢功能，請點選首頁右上方「登入」連結以進行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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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一登入（淡江大學個人化入口網）	

透過淡江大學入口網站登入，職員、教師請使用人員代號登入，學生、校

友使用學號登入。  

 

（二） 共用查詢	

1. 最新消息	

課程及系統最新消息發布，於清單上點選「詳細內容」可看見公告明細，

例如：各單位發布消息、課程調整、教室異動等資訊。  

 

2. 當日課程公告	 	

顯示當日各系所全部課程，點選「課程名稱」連結可查看單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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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類課程查詢	 	

依課程類別查詢各系所所有課程，請選取畫面右上角課程搜尋類別，並按

下查詢按鈕。  

 
4. 課程資料	

點選課程連結可查看課程詳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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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導師設定介面	

1. 單元計畫表（教學計劃表）	 	

列出本學期大學學習課程各週活動單元，導師可依時間規劃進行課程。 

灰色：期中考或期末考週 

綠色：線上課程或其他活動 

 
 

2. 評量明細	

顯示導師所帶班級所有學生評量明細（是否參與各活動單元），點選「學

習狀況」可列出該學生學習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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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活動護照格式列出學生參與活動歷程及辦理單位簽核。 

導師活動：由導師評定分數。 

支援單位活動：圖書館、文錙藝術中心、諮輔組及線上課程…等，由系統

自動匯入。 

其他活動：由學生自行輸入。 

 

3. 導師評分	

導師依學生導師活動修習狀況，給予評定（勾選表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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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表列印	

導師可將評量明細報表下載為 Excel 檔。 

 

5. 線上課程明細	 	

查詢學生參與線上課程明細（上課或缺席名單、上課日期）。 

 

6. 其他活動明細	 	

查詢學生參與其他活動明細，如活動名稱（時數）、課程日期、總時數。 

 



「大學學習」課程查詢系統操作手冊 

資訊處 11 2015-08-31 

7. 其他活動管理	 	

導師可自行舉辦其他活動，並核選參與學生名單。 

 
8. 教學資源專區	 	

教學資源專區中，可下載各支援單位所提供的單元講義、介紹及文宣，以

及「大學學習」課程相關教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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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查詢介面	

1. 課程單元表	

學生可查看導師的教學計畫表（單元課程表）。 

 
2. 學習狀況查詢	

學生可查看自己修習狀況與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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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查看自己修習狀況與時數，並查看修課標準。 

 

3. 其他活動參與	

學生可自行編輯其他活動參與歷程。 

 

	

	



「大學學習」課程查詢系統操作手冊 

資訊處 14 2015-08-31 

	

	
4. 郵件設定	

除學校信箱外，學生可自行設定一組常用信箱，接收系統發送之訊息或缺

課通知。 

 

5. 資源下載專區	

資源下載專區中，可下載各支援單位所提供的單元講義、介紹及文宣…等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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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院系助理查詢	

1. 依班級查詢	 	

系助理點選「依班級查詢」後，可查詢各班評量明細、週次表以及下載

EXCEL 清單。 

 
2. 依單元查詢	 	

點選「依單元查詢」可依照班級查詢各單元完成率，點選班級可看到出缺

席學生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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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學號查詢	 	

輸入學號可查詢學生各單元學習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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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功能說明	

（一） 雙導師制度	

系統支援雙導師制度，兩位導師均可替該班級評分，查詢學生修課狀況並適

度追蹤輔導學生。 

（二） 跨班修課	

若因要事不克前往自己修課班級，可至其他時段班級上課，系統亦承認該修

課時數，但目前僅限支援單位課程（圖書館、文錙藝術中心、諮商輔導組） 

（三） 學生缺席補課郵件通知	

每日系統會自動發送郵件，通知當日課程應到而未到的學生，提醒其缺席單

元／活動，並列出可補課時間，讓學生進行補課。 

（四） 支援課程上課統計	

支援單位承辦人可查詢各院系支援課程出席率，藉以判斷是否需加開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