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服務對照表

服務名稱 小類名稱 大類名稱 新服務名稱 新小類 新大類 備註

網路教室iLearn2.0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iLearn 2.0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Learning Portfolio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Learning Portfolio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雲端應用程式(CLOUDAPP)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雲端應用程式(CLOUDAPP) 雲端服務 學校資源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Easytest)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Easytest)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學生信件通告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學生信件通告 其他 學校資源

役男兵役狀況調查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役男兵役狀況調查 基本資料 我的逢甲

網路帳號服務網(NID)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密碼變更(NID) 個人設定 系統設定 更名

家長資訊系統啟動作業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家長資訊系統啟動作業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意見回饋回覆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意見回饋回覆 服務平台 我的逢甲

學生綜合資料卡 個人資訊 我的逢甲 學生綜合資料卡 基本資料 我的逢甲

個人帳務查詢 個人資訊 我的逢甲 個人帳務查詢 帳務 校園生活

撥(付)款明細查詢 個人資訊 我的逢甲 撥(付)款明細查詢 帳務 校園生活

所得明細查詢 個人資訊 我的逢甲 所得明細查詢 帳務 校園生活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個人資訊 我的逢甲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帳務 校園生活

銀行帳號維護 個人資訊 我的逢甲 銀行帳號維護 帳務 校園生活

Mymail 電子郵件 我的逢甲 Mymail 電子郵件 學校資源

Gomail 電子郵件 我的逢甲 Gomail 電子郵件 學校資源

Gomail啟用 電子郵件 我的逢甲 Gomail啟用 電子郵件 學校資源

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註冊繳費 我的逢甲 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繳費 校園生活

繳費查詢 註冊繳費 我的逢甲 繳費查詢 繳費 校園生活

學雜費繳費證明申請 註冊繳費 我的逢甲 學雜費繳費證明申請 繳費 校園生活

學雜費繳費收據 註冊繳費 我的逢甲 學雜費繳費收據 繳費 校園生活

學雜費逾期未繳補單申請 註冊繳費 我的逢甲 學雜費逾期未繳補單申請 繳費 校園生活

國際生繳費補印系統 註冊繳費 我的逢甲 國際生繳費補印系統 繳費 校園生活

學生會會費繳費申請 註冊繳費 我的逢甲 學生會會費繳費申請 繳費 校園生活

iLearn 2.0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iLearn 2.0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考程表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考程表 考試資訊 課程學習

補考及缺考資料查詢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補考及缺考資料查詢 考試資訊 課程學習

服務學習修課進度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服務學習修課進度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習成果

體適能查詢及試算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體適能查詢及試算 健康生活 校園生活

教學助理請益維護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教學助理(TA)請益維護 教學助理(TA) 課程準備 更名

成績查詢 課程成績 課程學習 成績查詢 課程成績 學習成果

操行分數查詢 課程成績 課程學習 操行分數查詢 課程成績 學習成果

個人修習記錄查詢 課程成績 課程學習 個人修習記錄查詢 課程成績 學習成果

成績暨證明文件申請 課程成績 課程學習 成績暨證明文件申請 課程成績 學習成果

選課地圖 課程指引 課程學習 選課地圖 課程指引 課程準備

校際課程交流平台 課程指引 課程學習 校際課程交流平台 課程指引 課程準備

選課系統 選課資訊 課程學習 選課系統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課程檢索系統 選課資訊 課程學習 課程檢索系統 課程指引 課程準備

英文版課程檢索系統 選課資訊 課程學習 英文版課程檢索系統 課程指引 課程準備

我的課表(含預選課表) 選課資訊 課程學習 我的課表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更名

大一英文面試預約 大一英文 課程學習 大一英文面試預約 大一英文 課程學習

學生面試成績查詢 大一英文 課程學習 學生面試成績查詢 大一英文 課程學習

英文面試回饋 大一英文 課程學習 英文面試回饋 大一英文 課程學習

形成性評量 課程評量 課程學習 形成性評量 課程評量 學習成果

總結性評量 課程評量 課程學習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學生課程學習回饋表 課程評量 課程學習 學生課程學習回饋表 課程評量 學習成果

請假系統 請假 課程學習 學生請假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更名

資電學院主輔學程申請 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 教務資訊 資電學院主輔學程申請 跨領域學習 課程準備

課制學程申請 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 教務資訊 課制學程申請 跨領域學習 課程準備

學分學程申請 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 教務資訊 學分學程申請 跨領域學習 課程準備

輔系/雙主修申請 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 教務資訊 輔系/雙主修申請 跨領域學習 課程準備

學分採計申請 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 教務資訊 學分採計申請 跨領域學習 課程準備

第二專長課程配當查詢 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 教務資訊 第二專長課程配當查詢 跨領域學習 課程準備

轉系申請及處理進度查詢 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 教務資訊 轉系申請及處理進度查詢 跨領域學習 課程準備

抵免學分申請 抵免 教務資訊 抵免學分申請 抵免 課程準備

抵免學分查詢 抵免 教務資訊 抵免學分查詢 抵免 課程準備

自我健康管理 健康自我管理 教務資訊 自我健康管理 健康生活 校園生活

校內獎學金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校內獎學金 獎助學金 獎助資訊

校外獎學金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校外獎學金 獎助學金 獎助資訊

就學貸款線上申請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就學貸款線上申請 獎助學金 獎助資訊

就學優待線上申請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就學優待線上申請 獎助學金 獎助資訊

弱勢助學線上申請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弱勢助學線上申請 獎助學金 獎助資訊

生活學習獎助金申請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生活學習獎助金申請 獎助學金 獎助資訊

弱勢學生資格查核結果查詢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弱勢學生資格查核結果查詢 獎助學金 獎助資訊

急難救助線上申請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失業家庭子女補助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學生團體保險 獎助學金 學務資訊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一般助學媒合申請 助學服務 學務資訊 學習型兼任服務助理媒合 助學服務 獎助資訊 更名

弱勢助學媒合申請 助學服務 學務資訊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助學生缺額及出勤時數 助學服務 學務資訊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科技部計畫助理出勤 助學服務 學務資訊 科技部計畫助理出勤 助學服務 獎助資訊

外語文檢定成績登錄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務資訊 外語文檢定成績登錄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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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對照表

證照上傳系統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務資訊 證照上傳系統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習成果

非社團學習表現成果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務資訊 非社團學習表現成果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習成果

社團活動護照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務資訊 社團活動護照 活動 校園生活

志工服務時數登錄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務資訊 志工服務時數登錄 活動 校園生活

獎懲記錄查詢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務資訊 獎懲記錄查詢 活動 校園生活

班幹部服務證明 非正式課程成果 學務資訊 班幹部服務證明 活動 校園生活

校園資訊服務使用權限取消時間 畢業離校程序 畢業資訊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學位服領取歸還查詢 畢業離校程序 畢業資訊 學位服領取歸還查詢 畢業離校程序 畢業資訊

畢業離校流程資訊查詢 畢業離校程序 畢業資訊 畢業離校流程資訊查詢 畢業離校程序 畢業資訊

畢業典禮邀請函通訊資料 畢業離校程序 畢業資訊 畢業典禮邀請函通訊資料 畢業離校程序 畢業資訊

校友網 校友服務 畢業資訊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職涯網 校友服務 畢業資訊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贈予逢甲 校友服務 畢業資訊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問卷系統 校友服務 畢業資訊 問卷系統 畢業離校程序 畢業資訊

資源借用確認 教學資源空間借用 學校資源 整併至空間借用 學習空間 學校資源 停用

圖書館研討空間借用 教學資源空間借用 學校資源 整併至空間借用 學習空間 學校資源 停用

教室借用查詢 教學資源空間借用 學校資源 教室借用查詢 學習空間 學校資源

教室課表查詢 教學資源空間借用 學校資源 教室課表查詢 學習空間 學校資源

人創(積學堂)借用申請 教學資源空間借用 學校資源 空間借用 學習空間 學校資源 更名

人創(積學堂)借用確認 教學資源空間借用 學校資源 整併至空間借用 學習空間 學校資源 停用

體育處戶外場地 教學資源空間借用 學校資源 整併至空間借用 學習空間 學校資源 停用

校園無線網路使用調查 無線網路、素材庫 學校資源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多媒體素材庫 無線網路、素材庫 學校資源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校園軟體服務網 軟體、雲端空間 學校資源 校園軟體服務網 雲端服務 學校資源

Sky雲端空間 軟體、雲端空間 學校資源 Sky雲端空間 雲端服務 學校資源

校內分機查詢 公告資訊 學校資源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法規查詢 公告資訊 學校資源 法規查詢 訊息公告 學校資源

校園新聞 公告資訊 學校資源 校園新聞 訊息公告 學校資源

座談會公告查詢 公告資訊 學校資源 座談會公告查詢 訊息公告 學校資源

系統訊息 公告資訊 學校資源 訊息中心 訊息公告 學校資源 更名

大一新生參觀宿舍預約系統 學生宿舍 校園生活 停用 停用 停用 停用

租屋專區 學生宿舍 校園生活 租屋專區 住宿 校園生活

宿舍抽籤申請及查詢 學生宿舍 校園生活 宿舍抽籤申請 住宿 校園生活 更名

宿舍設施維修申請 學生宿舍 校園生活 宿舍設備維修業務申請 住宿 校園生活 更名

住宿點名系統 學生宿舍 校園生活 住宿點名系統 住宿 校園生活

機車停車牌抽籤 其他 校園生活 校本部機車證抽籤申請 交通 校園生活

失物招領 其他 校園生活 失物招領 其他 學校資源

學生綜合資料卡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學生綜合資料卡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役男兵役狀況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役男兵役狀況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網路帳號服務(NID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網路帳號服務(NID)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銀行帳號維護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銀行帳號維護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選課地圖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選課地圖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選課系統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選課系統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課程檢索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課程檢索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我的課表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我的課表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抵免學分申請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抵免學分申請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抵免學分查詢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抵免學分查詢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繳費查詢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繳費查詢 重要事項 新生資訊

校內獎學金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校內獎學金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校外獎學金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校外獎學金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就學貸款線上申請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就學貸款線上申請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就學優待線上申請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就學優待線上申請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弱勢助學線上申請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弱勢助學線上申請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生活學習獎助金申請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生活學習獎助金申請 財務規劃 新生資訊

請假系統 新鮮人成長營 新生資訊 學生請假 新鮮人成長營 新生資訊 更名

校園軟體服務網 資訊服務 新生資訊 校園軟體服務網 資訊服務 新生資訊

Sky雲端空間 資訊服務 新生資訊 Sky雲端空間 資訊服務 新生資訊

校內分機查詢 資訊服務 新生資訊 校內分機查詢 資訊服務 新生資訊

GoMail啟用 資訊服務 新生資訊 Gomail啟用 資訊服務 新生資訊

租屋專區 住宿與生活 新生資訊 租屋專區 住宿與生活 新生資訊

宿舍抽籤申請及查詢 住宿與生活 新生資訊 宿舍抽籤申請 住宿與生活 新生資訊 更名

校本部機車證抽籤申請 住宿與生活 新生資訊 校本部機車證抽籤申請 住宿與生活 新生資訊

二校區機車證抽籤申請 住宿與生活 新生資訊 二校區機車證抽籤申請 住宿與生活 新生資訊

汽車抽籤(博士/進修學士班) 交通 校園生活 新服務

二校區機車證抽籤申請 交通 校園生活 新服務

教學大綱 課程指引 課程準備 新服務

O365 雲端服務 學校資源 新服務

O365 mail 電子郵件 學校資源 新服務

教師與TA請益時間查詢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教師與TA請益時間查詢 修課服務 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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