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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申請流程

產業學院校務代表管理教師帳號

教師填寫計畫申請書

教師提交申請書給產業學院校務代
表

產業學院校務代表
(1) 退回申請書給教師修改
(2) 提交申請書給專案辦公室

• 可單筆/批次新增教師帳號
• 可修改教師資料 (姓名、科系、E-mail)

填寫基本資料表、上傳計畫內容、合作機構
表、課程表、經費需求

• 教師修改後請再提交至校務代表。
• 校務代表提出申請書給專案辦公室後，如
有需要退回修改，請與專案辦公室聯絡！
※專案辦公室將直接退回給教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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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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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1/2)

一、登入系統
請至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http://www.iaci.nkfust.edu.tw/)，

於左上角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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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2/2)

教師登入系統畫面如下，若教師需更改個人基本資料或密碼，請至「基本資

料維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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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1/10)

(一) 計畫申請說明：

1.請於左側選單，選擇「產業學院計畫」→ 「計畫申請」→ 「105年度」。

2.申請書填寫分五部分：

(1)基本資料(2)上傳計畫內容(3)合作機構表(4)課程表(5)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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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2/10)

(二) 步驟一：填寫基本資料表

1. 可先下載操作手冊，並詳閱頁面上方之「填寫說明與申請規則」。

2. 點選「新增申請書」按鈕，開啟基本資料表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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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3/10)

(三) 步驟二：上傳申請書

(1) 請先詳閱下方「說明」。

(2) 上傳申請書內容為格式中壹～肆項。

(2) 點選「瀏覽」選擇您的檔案，再點選右方的「上傳檔案」。

(3) 上傳完後，如要修改計畫書，請先「刪除計畫申請書」再做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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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4/10)

(四) 步驟三：填寫合作機構表

1. 點選合作機構表「 」圖示，開啟合作機構表編輯視窗。

2. 表單上紅色 * 號欄位皆為必填。

3. 上傳合作意向書或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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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5/10)

(五) 步驟四：填寫課程表

1. 點選課程表「 」圖示，開啟課程表編輯視窗。

2. 請先詳閱頁面上方之「填寫說明」，表單上紅色 * 號欄位皆為必填。

3. 請於申請時即填寫計畫所有年度完整課表，且總開課學分不能低於2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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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6/10)

(六) 步驟五：填寫經費需求

1. 點選經費表「 」圖示，開啟經費需求編輯視窗。

2. 請先詳閱頁面上方之「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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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7/10)

(七) 申請書清單

• 申請書清單將顯示您建立的所有申請書清單。

• 可點選左上角「新增申請書」新增其它申請書。

• 點選「 」可檢視、 「 」可刪除計畫書。

• 列表上會顯示此申請書的申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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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8/10)
(八) 申請書管理

• Ａ部分顯示申請書資料，在申請書尚未提交至校方前皆可編輯，點選圖示可進入編輯畫面。

• Ｂ部分顯示申請書狀態：

 如申請書未完成：紅色字樣顯示「未完成」。

 如申請書已完成：綠色字樣顯示「已完成」，並顯示「 預覽ＰＤＦ」「提交校方」按鈕。

 如申請書提交至校方：顯示「（已提交）匯出ＰＤＦ」按鈕，可點選按鈕匯出，提出申請

書後，則無法點選「刪除」。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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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9/10)

• 提出申請書後，於右方會顯示「 (已提交匯出ＰＤＦ)」按鈕，可列印「申

請書封面、目錄、已上傳計畫內容、經費需求、基本資料表、合作機構表、

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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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教師)(10/10)

(九) 修改退回申請書

(1) 已送出之申請書可由校方退回修改，清單列表的申請狀況回覆至「已完成」。

(2) 已退回之申請書，可依前述步驟修改，修改完畢後可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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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代表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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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1/2)

一、登入系統
請至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http://www.iaci.nkfust.edu.tw/)，

於左上角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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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系統(2/2)

登入後畫面如下。如需要修改基本資料或密碼，或貴校更換聯絡窗

口，請至「基本資料維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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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帳號管理

教師帳號管理

 帳號登錄管理

 新增帳號

 帳號批次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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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帳號管理-帳號登錄管理(1/3)

 帳號登錄管理

Step 1. 請詳閱上方說明。

Step 2. 可輸入「查詢字串」及選擇「查詢條件」，並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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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帳號管理-帳號登錄管理(2/3)

Step 3. 帳號列表可點選「匯出資料」(Excel檔案)及「列印」。

Step 4. 點選「詳細資料」欄位的more圖示，可檢視、編輯、刪除此

教師資料，亦可還原教師密碼。

21



教師帳號管理-帳號登錄管理(3/3)

Step 5. 如教師忘記密碼，請於此點選「密碼還原預設」按鈕，即可

將教師密碼還原為預設值(身份證字號)。

Step 6. 「編輯」按鈕可修改教師資料(姓名、科系名稱、電子郵件)。

Step 7. 「刪除」按鈕可刪除教師帳號，系統會先詢問是否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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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帳號管理-新增帳號

 新增帳號(單筆新增)
Step 1. 請填寫該教師之帳號、姓名、科系名稱、電子郵件。

Step 2. 帳號請填身份證字號；外籍教師請填護照號碼。

Step 3. 填寫完畢點選「確認」，即完成建立此教師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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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帳號管理-帳號批次匯入

 帳號批次匯入 (多筆新增)

Step 1. 請詳閱上方說明。

Step 2. 下載匯入格式(Excel檔)，並依格式填入資料。

Step 3. 點選「瀏覽」，選擇要匯入的檔案。

Step 4. 點選「批次匯入」，系統將於執行結果框內顯示匯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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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管理(校務代表)(1/2)

(一)登入系統

請於左側權限管理選單，選擇「產業學院計畫申請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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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學院計畫管理(校務代表)(2/2)
(二) 操作功能

 「檢視」：可以檢視系統已填之申請書內容和已上傳之申請書檔案。

 「狀態」：可以檢視目前申請書狀態。

 「退回申請書」：點選「退回至教師」可將教師提交之申請書退回給教師修改。

 「提交申請書」：點選「提交至專辦」即可提出申請書至專辦，校方已提交申

請書至專辦，如有需要退回修改，請與專案辦公室聯絡！

 「匯出計畫申請名冊」：匯出已提交至專辦所有申請書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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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聯絡電話：(07)601-1000 #1521 王上明

電子郵件：nuikni@nkf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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