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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準備好跨機關課程資源共享調查表 

相信大家對這張表都不陌生，沒錯！當我們欲分享機關課程給市府同仁時，

就會填寫的表格。 



 

現在的流程是…我們填寫完表格後，上陳給機關首長核章後，透過 Email

寄送給人力中心承辦人建立課程。 

未來，我們可自己在培訓管理系統上機關專屬的分享課程囉！究竟系統長

甚麼樣子呢？究竟它有甚麼功能呢？就讓我們一起來瞧瞧吧！ 

  



二、 登入培訓管理系統 

完成跨機關課程資源共享調查表後，接下來我們準備要在系統上建立課程

了；人力中心提供各機關一組專屬的系統管理帳號，透過這組帳號即可登入培

訓管理系統。 

各機關管理者至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網站（http://csditn.tainan.gov.tw/web/），

並點選右上方登入選項。 

進到登入畫面後，身分別選擇「機關管理者」，輸入人力中心提供的帳號、

密碼及驗證碼後，即可成功登入系統。 

(1) 

(2) 

(3) 

(4) 



三、 系統介紹 

登入系統後，我們可看到此介面主要包含 4 大區塊，分別是： 

1. 系統管理者資訊 

顯示管理者機關、帳號及當前時間。 

2. 系統功能管理選單 

系統主要功能的選單，包含回首業、學員管理、課程管理、系統管理，詳細

功能以下會慢慢向各位介紹。 

3. 人力中心訊息發布區塊 

有關系統的相關訊息、操作手冊等均會放在此區塊。 

4. 登出管理系統 

 

 

 

四、 開始建立第一堂課程 

現在我們就開始建立第一堂課程囉，先點選左方選單：課程管理→課程管理。 

 

中間會出現課程管理列表頁，上方選單可進行課程查詢、新增課程、刪除課程、

查看課程詳細資料，點選資料列即可作該課程資料編輯。 

 

  

1 

2 3 

4 



A. 新增課程 

點選新增後，跳出新增課程視窗，我們依據資源共享調查表將課程資訊填入。 

 
 



B. 新增課堂 

成功新增課程後，會跳出新增課堂視窗，此時我們就可以開始建立課程表了，

依據資源共享調查表將課程表資訊填入。 

 

  

課堂 1 

課堂 2 

課堂 3 

課堂 4 
每一節教學課程及午休

各算 1 個課堂，此課程

表中須建 4個課堂。 

Tips 1 

新增完一堂課堂後，可繼續新增後續課堂，場地、講師等資料會一併帶入 

Tips 2 



若無須繼續新增課堂，則點選「取消」即可，我們便可看到成功建立的課堂列

表囉！ 

 

 

若是課程或課堂有欄位 key 錯資料了怎麼辦呢？別擔心，以下為大家介紹編輯/

刪除課程及編輯/刪除課堂的功能。 

 

C. 編輯課程 

於左方選單：課程管理→課程管理，點選課程資料列後，跳出編輯課程視窗，

直接修改課程相關資訊即可。 

 
 

 

 



D. 刪除課程 

左方選單：課程管理→課程管理，勾選欲刪除之課程後，點「刪除」即可刪除

課程。注意：此課程的「課堂資料」、「已報名學員資料」將一併刪除，請小心！ 

 

 

E. 查看課程詳細資料 

左方選單：課程管理→課程管理，勾選欲查詢之課程後，點選「詳細資料」，即

顯示該課程之詳細資料、課堂明細及報名學員明細等資訊。 

 

 

 

 

  

1.課程詳細資料 

2.課堂明細 

3.報名學員明細 



F. 編輯課堂 

點選左方選單：課程管理→課堂管理，選擇後會開啟課堂管理列表頁。 

 

主頁面上方選單可作課堂的查詢、新增、刪除、發送上課提醒，點選資料列即

可作該課堂編輯。 

 

點選課堂資料列，即可進入編輯課堂資訊視窗於表單內修改課堂相關資訊。 

 



G. 刪除課堂 

勾選欲刪除之課堂資料後點選「刪除」，即跳出「您確定要刪除」訊息視窗， 點

選「是」後即可刪除課堂資訊。 

 

 

 

五、 列印跨機關課程資源共享調查表(網頁版) 

 

 

 

  



建置完課程後，課程管理→課程管理，勾選課程後點選「開啟課程明細」，將此

頁列印並完成陳核後，再將表單寄送給人力中心承辦人進行課程審查。 

 

 

 

  



六、 學員報名與資格審核 

跨機關課程資源共享調查表(網頁版)送至人力中心經審核通過後，即可在人力中

心網站前台看到自己所建立的課程囉！ 

接下來，就是發調訓函通知同仁報名課程，學員只要進到人力中心網站，登入

會員後，於課程列表中，選擇分享課程，點選該堂課程後，填寫完報名資料，

便完成課程報名了。 

 

在同仁完成報名後，管理者在系統中要做些甚麼事情呢？答案是要審核學員的

資格，並發送審核通知信件。 

 

A. 學員資格審核與通知 

 

 

 

 

  



接著若我們確認列表的學員均可參訓，則完成勾選後（或上方的「全選」），按

「報名核可」即可。 

 

確認均讓勾選的學員審核通過。 

 

接續出現發送報名核可通知，下方「發送測試 Email」可填寫自身 Email 後發送

測試信，確認內容均無誤後，即可點擊最下方的「發送」，系統將發送審核結果

給學員。 

 



學員收到的審核通知信如下。 

 

 

B. 編輯報名學員資料 

若欲修改學員的報名資料，可於左側選單：本機關學員管理學員報名管理，

點選報名學員資料列後，即可修改學員報名相關資訊。 

 

 

 

  



C. 新增課程報名學員 

於左側選單：本機關學員管理學員報名管理，選擇課程後，再點選「新增」

後，可幫學員進行課程報名。 

注意：僅能新增自己機關的同仁，他機關同仁仍須自行報名，無法新增非本機

關同仁。 

 

 

 

 

 

 

 

 

 

 

 

 

D. 刪除課程報名學員 

勾選欲刪除之學員報名資料，可點選「刪除」，刪除學員報名資訊。 

 

  



七、 講義上傳與通知 

點選左方選單：課程管理→課程管理→課程詳細資料→課程講義上傳管理。 

 

選擇後會開啟課程講義管理列表頁，上方選單可作課程講義的查詢、 

新增、刪除，點選資料列即可作該課程講義編輯。 

 

 

 

  



A. 新增課程講義 

點選新增後，跳出新增課程講義視窗於表單內填寫課程講義相關資訊。 

 

B. 編輯課程講義 

 

注意講義下載權限 

點選後可進行編輯 



C. 刪除課程講義 

勾選欲刪除之課程講義資料後點選「刪除」，即可刪除已上傳的課程講義。 

 

 

D. 發送講義下載通知 

於左側選單：課程管理課程管理，點選課程明細後，即可發送講義下載通知。 

 

 



八、 設定與發送課前通知信 

A. 系統自動發送課前通知信 

點選左方選單：系統管理→上課提醒通知信設定 

 

選擇上課提醒通知信設定，進入上課提醒通知信設定頁面，填寫相關通知信內

容後，點選儲存上課提醒通知信，系統自動於上課前一天發送機關開辦課程，

上課提醒通知。 

 

 

  



B. 管理者手動發送 

勾選課堂後，點選發送上課提醒，進入發送上課提醒確認頁面後，點選發送，

即可發送上課提醒通知課程學員。 

 

 

 

  



九、 課前表單匯出 

大家都知道課前會有一些重要的表單需要匯出，讓我們來看看，系統能幫忙我

們產製那些表單吧！讓我們先點選課程明細來看看吧！ 

A. 匯出紙本簽到冊 

課程當日若有需讓學員簽到，則我們可點選「列印簽到冊」，選擇課程日期後，

即可匯出簽到表。 

 

 

 

 

  



B. 匯出學員名冊 

講師需要學員名單？長官想知道課程有哪些同仁參訓？別擔心，點選「列印學

員名冊」，選擇課程日期後，即可匯出學員名冊。 

 

 

 

 

  



C. 匯出特殊需求表 

同仁上課時會有些特殊需求，我們要怎麼知道同仁所需呢？不知大家是否有印

象，中心報名系統中，讓學員報名時可填寫其特殊需求。 

 

我們可在課程明細中，點選「列印特殊需求表」，匯出學員名冊。 

 



十、 線上簽到退 

接下來我們介紹線上簽到退功能，先點選左方選單：課程管理→簽到冊管理，

有關簽到退的相關管理功能皆會在此處。 

 

選擇後會開啟課程簽到冊列表頁，上方選單可作課程簽到冊的查詢、新增、刪

除、開啟簽到冊頁面、匯出簽到冊、簽到冊學員管理，點選資料列即可作該課

程簽到冊編輯。 

 

 

A. 新增課程簽到冊 

若您的課程欲使用線上簽到退功能，第一步驟就是要先新增課程的簽到冊。 

請於上方點選新增，選擇課程後按下「新增」即可。 

 

 



B. 編輯課程簽到冊 

接著點選簽到冊，可設定是否有組別、選擇目前是要進行簽到還是簽退（若是

全天班，則會有上午簽到、下午簽到及下午簽退）、選擇啟用。 

 

 

C. 刪除課程簽到冊 

若有需要刪除簽到冊，則勾選欲刪除之課程簽到冊後，按下刪除即可。 

注意：原有的簽到退記錄將會一併刪除。 

 

  



D. 開啟簽到冊頁面 

完成設定後，我們就可以開啟簽到冊頁面進行簽到囉！ 

勾選課程，點選「開啟簽到冊頁面」，即可另開新視窗，此視窗為課程簽到冊前

台頁面，供課程學員簽到退用。 

 

E. 匯出簽到冊 

勾選課程後，點選「匯出簽到冊」，即可匯出當日的簽到退紀錄。 

 

 

  

小提醒 

1.電腦要先裝上一台條碼掃描機，

須讀取身分證上的條碼。 

2.忘記帶身分證者，可直接在欄位

上輸入身分證字號完成簽到。 



十一、 簽到冊學員管理 

到這邊您可能會問，那如果現場報名的學員，還能使用線上簽到嗎？有同仁原

本吃葷食，想改成素食，系統怎麼改？以下為您解答。 

 

A. 新增簽到冊學員 

若有現場報名的學員，可透過(1)簽到冊中心新增學員資料，或是(2)於後台把學

員加入簽到冊中。 

方法(1)簽到冊中心新增學員資料：於前台簽到冊中，勾選「現場報名」，輸入學

員資料後就完成現場報名囉。 

 

 

方法(2)於後台新增簽到冊學員 

勾選課程後，點選「簽到冊學員管理」。 

 

 

 



點選新增後，跳出新增簽到冊學員視窗，輸入學員資料，即可成功新增現場報

名學員。 

 

 

 

 

B. 編輯簽到冊學員 

管理簽到冊學員頁面中，點選學員即可修改其簽到冊資訊，包含葷素、簽到退

時間等。 

 

  



十二、 設定學員出勤狀況並上傳終身學習時數 

課程結束後，要記得要上傳學員的學習時數，所以我們得先設定學員的出勤狀

況，讓我們回到課程管理中，查看課程的詳細資料。 

A. 設定學員出勤狀況 

接著勾選有全程參訓的學員，「設定為全勤」。 

接著學員全選，設定「學習時數核可」。 

注意：只有「審核通過」且「全勤」者，系統才能統一設定核予學習時數。 



其餘未全勤者，則是點選其姓名後，設定其出席情形及是否核與學習時數。 

B. 匯出並上傳終身學習時數 

接著我們仍舊回到課程的詳細資料中，點選上方「課程學習時數 csv 檔」，即可

匯出檔案，我們即可將此檔案上傳到終生學習入口網，就完成時數核予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