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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入系統 

進入產學合作資訊網，於右上角點選「帳號登入」，輸入帳號密碼。 

(註：教師無帳號者，請向各校產業學院校務代表申請。) 

 
 

二、 教師基本資料維護 

點選右上角人形圖示，選「基本資料維護」進入設定、修改。 

 

進入後可看見兩個區塊，「基本資料維護」、「更改登入密碼」更改完成

請按「確定」。*字為必填欄位。 

 

 



三、 產業學院計畫申請 

登入後，於左側權限管理選單點選「產業學院計畫」→「計畫申請」。 

 
 

進入計畫申請頁面後，請先詳閱注意事項，點選左邊黃色紐「點我檢

視填寫注意事項」，再次點擊按紐即收回視窗。 

 

 

1. 歷年申請案 

  若以前有申請過，請點選藍綠色紐「點我檢視歷年申請案」，可匯出申請書

(PDF 檔)供參閱。 

 



 

2. 新增申請書 

  欲新增申請書，請在計畫申請頁面點選右邊藍色鈕「+新增申請書」。 

 

  點選後跳出基本資料填寫視窗，請先詳閱上方黃色按紐內注意事項，再次點

選黃色按紐即收回。 

   填寫注意事項： 

 所有欄位為必填。聯絡電話的「分機」、「協同計畫主持人姓名」、

「協同計畫主持人職稱」除外。 

 系所可選擇多項，請先點選學院，再勾選科系(所)。 

3. 基本資料 

  填寫系所：1.點選「點我選擇系所」→跳出選擇系所視窗→2.選擇學院→3.

選擇科系→4.按「確定」。 

 

 

如欲移除系所，可以取消勾選，或直接點選系所項目的打叉圖示即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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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勾選 

打叉 



 

   全部填寫完畢請按綠色紐「儲存資料」。 

 

 

4. 申請書管理 

   新增一筆計畫書後，列表將顯示申請書資料。除「基本資料」外尚有八個項

目必須填寫，分別為「合作機構」、「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學生篩選機

制」、「師資規劃」、「課程規劃」、「就業銜接輔導機制」、「計畫預期成效」與

「經費需求及預期成果」。如已填寫的項目，列表上會由黑色變成綠色圖

示，請個別點選圖示進入頁面填寫表單，填寫完亦可再進入頁面修改資料。 

 

 

5. 修改基本資料表 

   第 2.步驟「新增申請書」即填寫基本資料，如需修改，於列表點選基本資料

表欄位的圖示，即顯示表單。 

 

 

  



6. 新增合作機構 

   於列表點選合作機構即顯示表單。 

 

 

   進入合作機構頁面點選「新增機構」，表單內*號皆為必填，全部資料填寫完

畢後點選「新增」按鈕即可。列表上將顯示新增的機構。 

   填寫前請詳閱 ，再次點擊一次即收回視窗。 

 
 

 
   請先「新增機構」資料後→「列印意向書」，雙方用印完→點選「更新」按 

鈕上傳意向書 PDF 檔。 

  



列表含檢視、更新、刪除、列印意向書的功能，可點選檢視圖示 瀏覽詳

細資料；點選更新圖示 可修改檔案；點選刪除圖示 可以刪除此筆資

料；點選「列印意向書」按鈕，列印意向書。 

 

 

    點選刪除圖示 ，系統會再次詢問是否刪除。 

 

 

甲乙雙方用印完後，點選更新圖示 上傳用印後意向書 PDF 檔，上傳後點

選綠色「更新」按紐。 

 

 

   填寫(二)合作機構之擇定及從業能力需求分析，填完按「儲存」。 

 



7. 合作機構配合事項 

   於列表點選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即顯示表單。 

 

 

進入表單頁面請填寫(一)至(五)項，完成後請按「儲存」；圖片（jpg、png）

檔案上傳步驟→點選「選擇檔案」選擇欲上傳檔案→「上傳」。 

 

 

其中第(四)提供學生實習機會(表 6)，請選擇合作機構、薪資待遇方式，全部欄

位皆必填，完成後請按「儲存」。 

 

 

  



8. 學生篩選機制 

   於列表點選學生篩選機制進入表單填寫頁面。 

 

   點選(一)至(四)填寫，填完請按「儲存」；下方可選擇檔案上傳圖片，圖片文

字說明可更新及刪除圖片，點選「刪除」系統會再次詢問是否刪除。 

 

   其中第(四)學生預計招收來源填完儲存後，會在下方出現儲存資料，點選編

輯圖示 可在上方更改資料後重新儲存(黃框處)；點選刪除圖示 系統會再

次詢問是否刪除。 

 

填寫前請詳閱 ，再次點擊一次即收回視窗。 

 



9. 師資規劃 

   於列表點選師資規劃進入表單填寫頁面。 

 

 

填寫前請詳閱 ，再次點擊一次即收回視窗。 

 

 

   業師資料填完儲存後，會在下方出現儲存資料，點選編輯圖示 可在上方

更改資料後重新儲存(黃框處)，不更新按灰色扭「取消」；點選刪除圖示 系

統會再次詢問是否刪除。 

 

 

  



10. 課程規劃 

   於列表點選課程規劃進入表單填寫頁面。 

 

 

   點選(一)至(四)填寫，填完請按「儲存」；下方可選擇檔案上傳圖片，圖片文

字說明可更新及刪除圖片，點選「刪除」系統會再次詢問是否刪除。 

 
 

   點選(五)課程規劃表(表 3)→選「新增課程」→填寫*號欄位資訊→填寫完畢

按綠色按紐「課程資料存檔」。 

   填寫前請詳閱 ，再次點擊一次即收回視窗。 

 
 

  



   課程規劃表填完儲存後，會在下方出現儲存資料，點選檢視圖示 可檢視

規劃表內容但無法修改，需修改或更新，請點選編輯圖示 可在上方更改

資料後重新儲存，不更新按灰色按紐「關閉視窗」；點選刪除圖示 系統會

再次詢問是否刪除。 

 

 

 

   點選(六)新增課程內容說明表(表 4) ：為計畫新開課程請填內容說明表(每一

筆新開課程皆需填寫)→點選課程「編輯」→填寫完畢按綠色按紐「儲存」。

需修改或更新，請再次點選編輯圖示，更改資料後重新儲存，不更新按灰色

按紐「取消」。 

 

 
    

  



   

 

點選(七)校外實習課程內容說明表(表 5) ：為實習課程請填內容說明表(每一

筆實習課程皆需填寫)→點選課程「編輯」→填寫完畢按綠色按紐「儲存」。

需修改或更新，請再次點選編輯圖示，更改資料後重新儲存，不更新按灰色

按紐「取消」。 

 

 
  



 

11. 就業銜接輔導機制 

   於列表點選就業銜接輔導機制進入表單填寫頁面。 

 

 

   就業銜接資料填完儲存後，會在下方出現儲存資料，點選編輯圖示 可在

上方更改資料後重新儲存(黃框處)，不更新按灰色扭「取消」；點選刪除圖示

系統會再次詢問是否刪除。 

 

  



 

12. 計畫預期成效 

   於列表點選計畫預期成效進入表單填寫頁面。 

 (一) 學程結業人數 

(二) 學生結業後為合作機構留用成效 

(三) 學生結業後整體就業成效 

(四) 學生結業後薪資待遇提升成效 

 以上一～四需必填一筆（若項目重覆會更新內容） 

(五)其他自訂指標：不限筆數 

 

 
計畫預期成效填完儲存後，會在下方出現儲存資料，點選編輯圖示 可在上方

更改資料後重新儲存(黃框處)，不更新按灰色按紐「取消」；點選刪除圖示 系

統會再次詢問是否刪除。 

 

  



 

13. 經費需求及預期成果 

   於列表點選經費需求及預期成果進入表單填寫頁面。 

 

 

   填寫前請詳閱 ，再次點擊一次即收回視窗。 

 

 

   經費表有編列『講座鐘點費(外聘-國外學者)』，請上傳佐證資料，無編列者

無需上傳，再次點擊按紐即收回視窗。 

 

 

請於下方經費需求表分別填入「人事費」、「業務費」及「設備及投資

費」之項目、單價、數量、單位及用途說明，請務必依據提示按規定填

報。 



 

(1) 人事費 

A. 人事費項目名稱使用下拉選單或由學校編列，限用自籌款。 

B. 輸入經費項目名稱、單價、數量、單位及用途說明→點選 按鈕，

經費項目暫存於人事費項目欄，如下圖。（重覆執行步驟Ｂ可依序編列

多項人事費，經費項目名稱不可重覆） 

 

(2) 業務費 

A. 業務費項目名稱使用下拉選單，選單下方藍色字樣提示填報規定。（如

需編列其它項目，請選擇其它） 

B. 輸入單價、數量、單位、用途說明及補助款/自籌款→點選 按鈕，

經費項目暫存於業務費項目欄，如下圖。（重覆執行步驟Ｂ可依序編列

多項業務費，經費項目名稱不可重覆） 

 

C. 交通費、實作材料費及教學設施租賃費需填寫細目項，選擇此三項

者，下拉選單下方即出現黃色按鈕「細目表」，單價、數量、單位及總



價不可編輯，如下圖： 

 

點選黃色按鈕「細目表」開啟細目表視窗→填寫各項目→關閉細目表

視窗，其總價即帶回主視窗如上圖，填寫補助款/自籌款→點選 按

鈕，細項暫存於業務費項目欄。 

 

 

(3) 設備及投資費 

A. 設備及投資費項目名稱由學校編列，限用自籌款。 

B. 輸入經費項目名稱、單價、數量、單位及用途說明→點選 按鈕，

經費項目暫存於設備及投資費項目欄，如下圖。（重覆執行步驟Ｂ可依

序編列多項設備及投資費，經費項目名稱不可重覆） 

 

 

 完成填報並確認無誤，點選下方

按鈕 

(請務必點選下方綠色【儲存】按鈕才算儲存完成)。 

 申請補助總額上限（學業學程一學年至多 40 萬元，二學年至多 70 萬元

為原則；連貫式培育方案系(科)上限 100 萬元，學院上限 200 萬元為原

則)；學校自籌款應占補助款 10%以上。 



 點選 按鈕可檢

視經費表，無需單張匯出，無需用印，僅供檢視。 

 

  



 

14. 刪除計畫 

   建立申請書後，可以做刪除動作(除已提交之申請書不可刪除)，於刪除計畫

點選圖示即可刪除。 

 
 

 

15. 提交計畫 

   9 個項目皆填寫完畢後(全部變成綠色)，再按「提交計畫」的按鈕，系統會

先確認是否要提交，提交後便不可再修改及刪除，如需修改，需請校方或專

辦退回。 

 
 

 

16. 匯出計劃書（此匯出僅供個人參考，１０８年申請書統一由校方列印用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