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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師作業入口 

一、 導師輔導作業查詢 

於左方選單點選「導師作業入口」→「導師輔導作業查詢」進入導師作

業，在此導師可進行輔導作業查詢。 

※功能路徑：【導師作業入口】【導師輔導作業查詢】 

 

(一)查詢班級輔導紀錄與線上處理狀態 

操作步驟： 

1. 輸入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 

 

(二)查看單筆輔導紀錄單 

操作步驟： 

1. 點選「   」 

 

  



2 
 

2. 查看後，點選「       」 

 

(三)新增班級輔導單 

操作步驟： 

1. 點選「      」 

 

2. 選擇申請人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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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會自動帶入其餘資料 

4. 填寫完畢後，可選擇「送審」或「暫存」完成新增動作 

 
 

(四)輔導單追回 

操作步驟： 

1. 於簽核功能欄位點選「    」 

 

2. 點選「       」 

 

※頁面上方出現「班級輔導單資料已追回!!」之訊息，表示輔導單已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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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詢個案輔導轉介單 

操作步驟： 

1. 輸入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 

 

(六)查詢班級學生歷年輔導紀錄 

操作步驟： 

1. 輸入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 

 

(七)查看單筆班級學生歷年輔導紀錄 

操作步驟： 

1. 點選「   」 

2. 查看後，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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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查詢週月記繳交 

操作步驟： 

1. 輸入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 

 

(九)編輯週月記繳交登錄 

操作步驟： 

1. 點選「    」 

 

2. 進行編修 

3. 編修後，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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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送出週月記繳交登錄 

操作步驟： 

1. 點選「     」 

 

※頁面上方出現「已送出成功!!」之訊息，表示班級週月記已繳交。 

 

(十一) 查詢導師參加教師研習記錄 

操作步驟： 

1. 輸入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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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班級輔導紀錄統計表 

於左方選單點選「導師作業入口」→「班級輔導紀錄統計表」進入導師

作業，在此導師可查看班級輔導紀錄統計表。 

※功能路徑：【導師作業入口】【班級輔導紀錄統計表】 

(一)查看班級輔導紀錄統計表 

操作步驟： 

1. 選取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查看統計表 

 

  



8 
 

三、 區間輔導件數統計表 

於左方選單點選「導師作業入口」→「區間輔導件數統計表」進入導師

作業，在此導師可查看班某年度或學期全校區間輔導件數統計表。 

※功能路徑：【導師作業入口】【區間輔導件數統計表】 

(一)查看班級輔導紀錄統計表 

操作步驟： 

1. 選取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查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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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輔導紀錄內容明細表 

於左方選單點選「導師作業入口」→「輔導紀錄內容明細表」進入導師

作業，在此導師可查看輔導紀錄內容之明細表。 

※功能路徑：【導師作業入口】【輔導紀錄內容明細表】 

(一)查詢輔導紀錄內容明細表 

操作步驟： 

1. 選取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 

 

(二)查看輔導紀錄內容明細表 

操作步驟： 

1. 點選「    」 

 

2. 查看後，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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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印輔導紀錄內容明細表 

操作步驟： 

1. 點選「     」 

 

2.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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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職員作業入口 

一、 班級輔導紀錄與線上處理審核作業 

於左方選單點選「學輔系統」→「班級輔導紀錄與線上處理審核作業」

進入學輔系統，在此導師可查看輔導紀錄以及線上處理審核狀態。 

※功能路徑：【教職員作業入口】【班級輔導紀錄與線上處理審核作業】 

(一)查詢班級輔導紀錄 

操作步驟： 

1. 選取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 

 

(二)查看單筆班級輔導紀錄內容 

操作步驟： 

1. 點選「    」 

 

2. 可於頁面開啟/關閉加簽功能以及選擇審核動作為「通過」、「退

回」或「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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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次審核(同意)班級輔導紀錄單 

操作步驟： 

1. 勾選   欲審核(同意)之輔導單 

2. 點選「         」 

 

3. 點選「         」 

 

※頁面上方出現「班級輔導紀錄單完成審核!!」之訊息，表示完成審核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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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回班級輔導紀錄單 

操作步驟： 

1. 於簽核功能欄位點選「    」 

 

2.  點選「         」 

 

※頁面上方出現「班級輔導紀錄單資料已追回!!」之訊息，表示記錄單已完成追

回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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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輔導轉介單審核作業 

於左方選單點選「學輔系統」→「個案輔導轉介單審核作業」進入學輔

系統，在此導師可查看個案輔導轉介單以及審核情形。 

※功能路徑：【教職員作業入口】【個案輔導轉介單審核作業】 

 

(一)查詢個案輔導轉介單 

操作步驟： 

1. 選取欲查詢之條件 

2. 點選「     」 

 

(二)查看單筆個案輔導轉介單 

操作步驟： 

1.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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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後，可於頁面開啟/關閉加簽功能以及選擇審核動作為「通

過」、「退回」或「不通過」 

 

(二)批次審核(同意)班級輔導紀錄單 

操作步驟： 

1. 勾選   欲審核(同意)之輔導單 

2. 點選「         」 

 

3. 點選「         」 

 

※頁面上方出現「轉介單完成審核!!」之訊息，表示完成審核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