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校管帳號



1.登入因材網(https://adl.edu.tw)

點選[登入/帳號申請]



2.選擇[因材網登入]



因材網校管理者帳號功能
其他

• 學校版本設定

管理

• 匯入使用者
• 使用者管理
• 科任班級設定
• 編班作業
• 座號速編
• 家長/大學伴邀請
• 家長/大學伴管理
• 帳號轉出
• 帳號轉入
• 自組班級

報表

• 班級學習狀態
• 知識節點
• 各班使用時數
• 使用狀況報表
• 學習狀況報表
• 獎勵

學習扶助

• 匯入學習扶助
• 學習扶助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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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資源

• 網站資源

帳號管理

• 個人帳號修改
• 個人頭貼設置

訊息

• 訊息

待辦

• 待辦(行事曆)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帳號管理



點擊
[個人帳號修改]

系統配合資安政策
宣導通知

查看因材網帳號
使用者姓名、帳號、
電子信箱(可編輯)

校管>帳號管理>個人帳號修改

設定因材網帳號密碼
(不可與前三次相同)
可使用[］ ]開啟檢視

與第三方帳號綁定
• 教育雲一般帳號
• 教育雲端帳號/縣
市帳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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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
[個人頭貼設置]

點選更換頭貼
點擊照片後，可查看
左上角頭像更換頭貼

校管>帳號管理>個人頭貼設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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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未讀訊息

1

2
查看未讀訊息內容
或選擇查詢條件查看訊息

3

8

顯示訊息內容列表



校管>待辦事項(行事曆)

1

查看待辦事項
如已完成，
可點選✔
如需編輯，
可點選[ ]

新建
待辦事項 切換月份 切換月/週

2

查看待辦事項

可編輯/刪除，以下為編輯畫面

9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首頁

校管帳號>首頁



校管>首頁

點選
[首頁]

校管理者
功能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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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管理

校管帳號>管理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匯入使用者

校管帳號>管理>匯入使用者



校管>管理>匯入使用者 1. 點擊側欄[管理]進入功能選單

點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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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匯入使用者 2. 選擇[匯入使用者]進入此功能

點選[匯入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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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匯入使用者>批次匯入帳號

3. 點選[批次匯入帳號]，下載匯入名單檔案格式[範例檔]

• 因程式會不定時更新，故
建議每次要匯新帳號時，
重新下載最新的範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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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匯入使用者>批次匯入帳號
4. 建立名單，請依照標題列說明填寫，[必填]欄位務必填寫。

學生範例檔

學生帳號必填：
年級、班級、座號、
帳號、姓名、密碼、
性別、身分證後5碼

教師範例檔

教師帳號必填：
年級、班級、帳號、
姓名、密碼、性別

主任範例檔

主任帳號必填：
年級、班級請填1、
帳號、姓名、密碼、
性別

校長範例檔
校長帳號必填：
年級、班級請填1、
帳號、姓名、密碼、
性別 17



b) 選擇帳號名單檔案，
檔案名稱可以是中文檔名。

注意事項：
1. 系統會預設所在學校
2. 請注意匯入的帳號身份
3. [學校主任]與[學校校長]身份，除了

一般教師帳號功能(班級為全校班級)，
還可以看全校的使用數據。

校管>管理>匯入使用者>批次匯入帳號
5. 匯入使用者名單

a) 選擇帳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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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匯入資料的訊息：
1. 帳號
2. 姓名

帳號類別數量上限：
學生帳號(一班)
• 國小：50位
• 國中： 50位
• 高中： 50位
• 大學： 200位

教師帳號(一班)12位
• 學校主任、學校校長帳號，
含在教師帳號的規範數量。

校管>管理>匯入使用者>批次匯入帳號
6. 完成匯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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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匯入使用者>新增單一帳號
1. 選擇[新增單一帳號]

2. 填選[身份、班級、自訂帳號、

姓名、密碼、性別、電子信箱]

3. 確認資料後按[ ]

將會出現建立帳號成功
圖示，再選擇[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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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使用者管理

校管帳號>管理>使用者管理



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 1. 點擊側欄[管理]進入功能選單

點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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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 2. 選擇[使用者管理]進入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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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使用者管理]



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帳號管理
3. 選擇查詢方式：一般查詢/姓名查詢

[方法一]：一般查詢

1. 點擊[一般查詢]
2. 選擇[身份]

3. 選擇[學年度]、[年級]、[班級]，
若無選擇，全校的帳號會全部列出

4. 選擇帳號狀態(啟用/停用)
5. 點選[查詢]

6.下方列表列出帳號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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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姓名查詢

※帳號狀態分啟用、停用，學生帳號另有畢業學生。

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帳號管理

[整班刪除]按鈕，可將全班批次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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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改 ：可以修正使用者帳號、姓名、身分證、性別、年級、班級、座號、電子信箱、密碼。

b) 停用 ：停用暫時不使用的帳號。

c) 刪除 ：可以刪除不需要使用的帳號，帳號刪除會將因材網的學習紀錄一併刪除。

*若是轉校，請使用[轉出帳號]功能

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帳號管理
使用[編修功能]進行帳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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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在校學生(啟用)]

2. 點擊[查詢]

3. 點擊[ ]

4. 如果確定要停用，
請點選確定，則點選取消。 5.    點擊[確定]。

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帳號管理
使用[編修功能]進行帳號停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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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帳號管理
使用[編修功能]進行已停用帳號恢復啟用 1. 選擇[在校學生(停用)]

2. 點擊[查詢]

3. 點擊[        ]

4. 如果確定要啟用，
請點選確定，否則點選取消。

5.    點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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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帳號管理
使用[編修功能]進行刪除帳號 1. 選擇[在校學生(停用)]

2. 點擊[查詢]

3. 點擊[        ]

4. 如果確定要刪除，
請點選確定，否則點選取消。

5.    點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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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家長邀請

家長邀請功能，可查詢該班的學生
名單，確認是否已綁定家長 。

30



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家長邀請

可勾選學生後，選擇預覽
列印家長邀請函及檢視家
長申請網址，並輸入家長
資本資訊，及可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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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使用者管理>家長列表

可在家長列表，選擇年級與班級，
確認學生綁定家長的資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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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科任班級設定

校管帳號>管理>科任班級設定

※因教師不會於每年8月系統升級年級，故新的學年需重新設定科任。



校管>管理>科任班級設定 1. 點擊側欄[管理]進入功能選單

點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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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科任班級設定]

校管>管理>科任班級設定 2. 選擇[科任班級設定]進入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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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教師查詢：可查看所有教師科任班級資料

• 以學期、年級、科目查詢：

• 以姓名查詢：

校管>管理>科任班級設定>科任教師查詢
3. 個別教師編輯科任設定(*批次處理請見步驟5)

可預覽老師的導師班級 點選編輯
進行修改

可預覽科任的班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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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科任班級設定>科任教師查詢

請留意注意事項訊息

修改所屬班級，教師
便會移動至新的班級。

可以選擇刪除科任資料、
還原刪除、取消新增

可以新增不同科任資料

4. 修改教師所屬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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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Excel匯入設定]

2.下載範例檔案

3.請依照範例編輯資料

校管>管理>科任班級設定>Excel匯入設定
5. 批次編輯科任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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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選[選擇檔案]，選擇完成編輯
的Excel資料後，再選擇[開始匯入]

5.完成匯入後下方將會
顯示已完成匯入的列表

校管>管理>科任班級設定>Excel匯入設定
5. 批次編輯科任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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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編班作業

校管帳號>管理>編班作業



校管>管理>編班作業 1. 點擊側欄[管理]進入功能選單

點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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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編班作業]

校管>管理>編班作業 2. 選擇[編班作業]進入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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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編班作業>班級調整
[方法一]：適合小校或是調動數量少的學校。

1. 點選[班級調整]
2. 選擇[班級]後，選擇完畢送出!
3. 將會出現選擇班級後的學生列表，

選擇要調整的學生。
4. 到右邊選擇要調整的班級，按[立即

移動]。
5. 將會出現更新訊息，並選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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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編班作業>Excel學期編班
[方法二]：適合大校或是調動數量多的學校。 1. 點選[Excel學期編班]

2. 選擇右側說明[年級]後下載，
Excel/ODS檔

3. 可修改下載檔案中之 [班級]、
[座號]欄位資料後儲存新檔。

4. [選擇檔案]並上傳修改過的
資料，選擇[開始匯入]。

注意事項：
1. 檔案內紅色欄位內容請勿修改。
2. 可依據上方格式填寫修改學生

的資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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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編班作業>修改身份證字號

注意事項：
1. 檔案內紅色欄位內容請勿修改。
2. 可依據上方格式填寫修改資料

即可。

1. 點選年級，[下載]檔案。
2. 可從下載好的檔案，編輯身份證末5碼。
3. 編輯好檔案，在左邊選擇確定的學年、

縣市、學校、年級，[選擇檔案]後按[開
始匯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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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座號速編

校管帳號>管理>座號速編



校管>管理>座號速編 1. 點擊側欄[管理]進入功能選單

點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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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座號速編]

校管>管理>座號速編 2. 選擇[座號速編]進入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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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座號速編 點選[學年度]、[年級]、[班級]

可調整[學生姓名]、[座號]、帳
號[啟用 ]與[停用 ]。

點選[確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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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家長/大學伴邀請

校管帳號>管理>家長/大學伴邀請



校管>管理>家長/大學伴邀請
校管可進行家長/大學伴邀請選擇學生產生邀請函或帳號連結進行綁定學生資料

51

邀請家長/大學伴步驟：
1. 校管理員勾選學生資料
2. 點選[預覽列印邀請函]查看邀請連結QRcode
3. 點選[邀請家長/大學伴申請網址]可直接通往帳號申請連結網址
4. 提供QRcode或連結網址給家長
5. 由家長收到連結後，自行填入姓名、帳號(手機或電子信箱)及

密碼
6. 家長輸入完畢後，點選[確定註冊]即完成帳號創建與綁定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家長/大學伴管理

校管帳號>管理>家長/大學伴管理



校管>管理>家長/大學伴管理
校管可由家長/大學伴管理修改家長資料或新增對應學生

1. 進入編輯功能
2. 可修改姓名、性別、密碼、電子信箱。
3. 可顯示以對應之學生名單或新增對應

學生名單(限同校)
4. 編輯完成請按[送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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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身分(家長或大學伴)、
年級、班級、帳號狀態，
進入查詢

編輯家長/大學伴帳號，請點[ ] • 點選[ ]，帳號停用
• 點選[ ]，帳號啟用
• 點選[ ]，帳號刪除

查看已建立之家長/大學伴
帳號資料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帳號轉出

校管帳號>管理>帳號轉出



校管>管理>帳號轉出
當學校有教師調任或學生轉學時，請將帳號轉出

1. 點選左側[管理]
列中帳號轉出

2. 選擇轉出教師或
學生所在的年班
級

3. 勾選要轉出者的
姓名

4. 確認後選擇送出
5. 跳出轉移成功點

選OK，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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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帳號轉入

校管帳號>管理>帳號轉入



校管>管理>帳號轉入
有因材網新帳號後，點選帳號轉入將帳號資料轉移到新學校

1. 點選左側帳號轉入
2. 輸入轉入者的姓名
3. 點[查詢]
4. 選擇帳號
5. 點[轉移資料]
6.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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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自組班級

校管帳號>管理>自組班級



自組班級使用說明

適用自組班級的對象

• 須另新開的班級
例如：資優班、資源班分
組班、跨年段班

• 可開設自組班級的帳號別：
校管、校長、主任、教師

為何要使用自組班級

• 使班級組成更加彈性

• 可跨年級、跨班級、跨校
組成新的班級

如何使用自組班級

• 校管開班可指定該班導師

• 校長、主任、教師可自行
開班，即成為該班導師

• 學生入班方式：
1.在校生可由導師加入
2.在校或外校生藉由導師
提供邀請碼加入

自組班級成員
可使用之功能

• 任務指派

• 任務維護

• 任務進度

• 各班學習時數

• 首頁任務檢視

一般年班
(導師班)

學扶編班
(科任老師) 自組班級

編班設定 透過校管>科任班級設定 透過校管>學習扶助編班 無須透過校管設定

科技化評量、
學力檢測報表

導師可查看測驗成績 已完成學扶編班之科任
老師可查看測驗成績 無法查看測驗成績

班級
功能

※一般年級、學扶編班、自組班級之功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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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班級使用說明

• 可跨年級、跨班級、跨校組成新的班級。

• 校管、教師、主任、校長皆可以行使同意或拒絕學生申請入班。

• 校管

可以開設全新的班級(如分組班、資優班…)並設定該班級老師。

• 教師

1、可建置新班級並加入學生。

2、可指派任務給學生，並查看任務進度。

3、可查看學生班級學習狀態與時數報表。

• 學生

若取得其他學校或是因材網講師的自組班級邀請碼，可以申請加入不同的自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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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自組班級 1.點擊側欄[管理]進入功能選單

點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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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自組班級 2.選擇[自組班級]進入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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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自組班級]



校管>管理>自組班級 3. [自組班級]介面說明

功能列表說明：

• 自組班級列表：

顯示已建立的自組班級列表

• 新增自組班級：

由此開設全新的班級(如分組班、資優班…)

• 新增課堂學生：

由此新增學生進入建立好的自組班級

• 同意申請加入：

如有學生藉由邀請碼申請加入該班級，由此同意加入

自組班級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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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擇欲設定
的學年度

2.輸入班級名稱(請注意：同校不能重複)

3.輸入邀請碼(請注意：僅限4個數字)

4.選擇導師

可依照各年級
查詢老師名單

5.資料確認後，按[送出]建立新班級

校管>管理>自組班級>新增自組班級

6.建立成功，將顯示
本校與外校邀請碼 64



已建立之自組班級將出現於[自組班級列表]中，可查看自組班級邀請碼等相關資訊。

校管>管理>自組班級>自組班級列表

如需編輯該自組班級，請點擊編輯功能的[修改]

可修改班級名稱以及邀請碼，修改完畢請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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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自組班級>自組班級列表
已建立之自組班級將出現於[自組班級列表]中，如需刪除請點編輯功能的[刪除]

點擊後，出現刪除班級確認通知，如要刪除，請點確定刪除；如不刪除，請點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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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自組班級>自組班級列表
已建立之自組班級將出現於[自組班級列表]中，如需查詢學生名單請點[查詢]

展示已加入自組班級之學生名單

點擊[編輯學生]可進行修改
如需關閉，請點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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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自組班級>新增自組班級學生

2.點選學生年、班級，並按下
[搜尋班級]會出現學生名單

3.點選學生加入，反灰表示學生已選取

4.確認名單，如需刪除，可點
選右上角叉叉直接移除名單

1.選擇學期和課程班級名稱

5.點選[送出]，完成新增學生

點[重設]，整班
重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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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管理>自組班級>同意申請加入

列表顯示當年度學
生申請加入通知

可以個別點選
同意或刪除申請
也可進行批次設定

依照教師、自組班級
查詢申請加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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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報表

校管帳號>報表



校管>報表

班級學習狀態、知識節點、各班學習狀況

使用狀況報表、學習狀況報表

71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班級學習狀態

校管帳號>報表>班級學習狀態



校管>報表>班級學習狀態

73

1. 點擊
[班級學習狀態]

2. 選擇查詢條件

3. 點選[＋]，可以展開
此能力指標的子技能
點選[－]，則可收合此
能力指標子技能節點

可點擊圖示查看名單該節點已精熟人數(%)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知識節點

校管帳號>報表>知識節點



校管>報表>知識節點

75

(2)可查看班級已測驗
之知識節點精熟程度
與未測驗的學生人數

(3)點擊 ，可開啟
此子技能未精熟/未
測驗的學生名單

(1)選擇查詢條件

1. 點擊
[知識節點]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各班使用時數

校管帳號>報表>各班使用時數



校管>報表>各班使用時數

77

1. 點擊
[各班使用時數]

2. 選擇
[搜尋條件]



校管>報表>各班使用時數

78

可查詢各班學生使用情況

篩選[搜尋條件]後，選取[顯示報表]

報表資料可依照選
取類別進行排序

可下載報表資料

畫面最底可查看總和數值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使用狀況報表

校管帳號>報表>使用狀況報表



校管>報表>使用狀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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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擊
[使用狀況報表]

2. 初始畫面為空白，請選擇[搜尋條件]後，點[查詢]



校管>報表>使用狀況報表

81

可下載查詢的數據

資料內容說明
切換平均資料
或總數資料

切換學期資料
或走勢資料

可選擇
報表呈現
排序方式

報表畫面



校管>報表>使用狀況報表

82

選擇 [學期] [平均] 查看
各年級累積帳號使用率(%)統計圖

滑鼠若移動到長條圖上，
可顯示資料數據



校管>報表>使用狀況報表

83

選擇 [學期] [總數] 查看
各年級累積帳號註冊人數(人)統計圖

滑鼠若移動到長條圖上，
可顯示資料數據



校管>報表>使用狀況報表

84

選擇 [走勢] [平均] 查看
各年級累積帳號使用率(%)、使用成長率(%)統計圖

滑鼠若移動到圖表上，
可顯示資料數據。
累積帳號使用率與使用
成長率如遇因帳號刪除
而導致下降。



校管>報表>使用狀況報表

85

選擇 [走勢] [總數] 查看
各年級累積帳號註冊人數(人)、註冊成長人數(人)統計圖

滑鼠若移動到圖表上，
可顯示資料數據。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學習狀況報表

校管帳號>報表>學習狀況報表



校管>報表>學習狀況報表

87

1.點選[報表管理]>[學習狀況報表]

2. 選擇查詢條件

1. 點擊
[學習狀況報表]



校管>報表>學習狀況報表

88

2. 點選查詢條件：選擇年級、班級、科目、統計群體、統計期間

可選擇依照學期統計或
走勢圖，查看學習狀況

可選擇依照測驗類型，
查看學習狀況

報表畫面

下載報表資料



校管>報表>學習狀況報表

89

依照學期統計，查看學習狀況

(2)點選查詢種類(1)點選[學期]

切換頁次

切換顯示項目數

輸入科目可進行
搜尋

點選[ ]進行排序



校管>報表>學習狀況報表

90

依照走勢圖統計，查看學習狀況

(2)點選查詢種類(1)點選[走勢]

報表資料說明

切換日線、週線、月線
平均或是總數資料

滑鼠移至每天的線上，
會出現當天的所選種類
的累積數與日增加數

日增加題數
＝當日累積人均題數－昨日累積人均題數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獎勵

校管帳號>報表>獎勵



校管>報表>獎勵

點擊右上角”╳”
可關閉視窗

※此通知顯示獎勵頁面說明等相關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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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報表>獎勵 [根據班級與日期個別查詢] 介面說明

1.選擇[根據班級與日期個別查詢] 

2.輸入查詢條件，可依照學期查詢

可依照日期區間查詢

可依照歸零後代幣數量查詢

▶歸零後代幣數量：

依最近一次執行歸零動作後開始計算代

幣代幣數量；選擇該搜尋條件進行搜尋

後，總獲得代幣數量欄位顯示的將會是

歸零動作後的曾經所獲得過的代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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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報表>獎勵 [根據班級與日期個別查詢] 介面說明

3.可下載代幣報表資料，
代幣說明可查看最新資訊

4.點擊上方欄位 ，可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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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報表>獎勵 [全校代幣排名前100的學生] 介面說明

選擇[全校代幣排名前100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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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帳號>學習扶助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學習扶助



校管帳號>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匯入學習扶助



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Step1.準備[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學生名單.xls或個案名單.xls

測驗結果報告.xls(國語、數學、英語文，科目需分開匯出)

Step2.匯入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98



• 學生名單.xls 或個案名單.xls
• 測驗結果報告.xls(國語、數學、英語文，科目需分開匯出)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 網站：https://exam.tcte.edu.tw

Step1.準備[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99

https://exam.tcte.edu.tw/


1. 登入[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 網站

(1)選擇身份別：國中小學校

(2)輸入學校代碼及承辦人密碼

Step1.準備[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100



2.匯出[學生名單] (2)點選[學生名單]

(3)點選[年級]

(4)勾選[學生]

(1)點選
[1.學生資料管理] (5)點選[學生名單匯出]

*匯出的檔案格式為Excel(.xls)

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Step1.準備[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101



3.匯出[個案名單]

(1)點選
[1.學生資料管理]

(3)點選[年級]

(4)勾選[學生]

*匯出的檔案格式為Excel(.xls)

(2)點選[個案名單管理]

(5)點選[個案管理匯出]

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Step1.準備[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102



4.匯出[測驗結果報告](1)

(1)點選
[12.測驗結果報告]

(2)選擇對象、年級、測驗
時間、班級

(3)選擇科目：國語文、數學、英語
科目需分開匯出

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Step1.準備[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103



4.匯出[測驗結果報告](2)

(4)勾選學生
*教師可以斟
酌勾選學生，
即使是通過的
學生也會有需
要補救的能力
指標

(5)點選[列印勾選學生測驗報告統計表]

(6)點選[下載為Excel(new)]

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Step1.準備[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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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Step2.匯入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匯入檔案前，請記得先開設學生的因材網帳號
1.[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105



點選可查看匯入結果清單

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Step2.匯入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2.匯入學生名單與個案名單

(2)點選可下
載匯入結果清
單(Excel檔)

點選可查看
近期匯入的學生資料數

(1)學生名單與個案名單，
至少上傳其中一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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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可查看
近期匯入測驗統計表筆數

3.匯入學生測驗報告統計表

(1)上傳學生測驗報告
統計表，不同領域請
分開上傳

校管>學習扶助>匯入學習扶助
Step2.匯入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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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帳號>學習扶助>學習扶助編班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學習扶助編班



校管>學習扶助>學習扶助編班>學習扶助編班

109



1.建立班級名稱與挑選教師

(1)輸入班級名稱

(2)挑選老師：可跨
班級跟年級挑選教
師。挑選完畢，名
單會呈現在左邊。

*不同類科請分別建立班級

校管>學習扶助>學習扶助編班>學習扶助編班

110



2. 挑選學生(1)

(1)選擇評量類型

(2)選擇類科

(3)選擇評量時間

(4)挑選年級

只挑選年級時，下面會出現該年級所有學生名單

校管>學習扶助>學習扶助編班>學習扶助編班

111



2. 挑選學生(2)

若有挑選學生，評量類型、
類科及評量日期會鎖定 (5)挑選班級：

加入要選擇的學生，點選加入
後，按鈕呈現紫色

校管>學習扶助>學習扶助編班>學習扶助編班

112

可[整班加入]或[整班移除]



3. 確認學生名單

(6)點選完成

可個別移除學生
或一次全部移除

編班可跨年級及班級
挑選學生。
但因每個年級評量內
容不一，呈現的報表
會較長。

校管>學習扶助>學習扶助編班>學習扶助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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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學習扶助>學習扶助編班>班級列表

可由此進行班級列表
修改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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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帳號>其他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其他



校管帳號>其他>學校版本設定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學校版本設定



校管>其他>學校版本設定

117



1. 新增版本設定

(1)選擇年級

若非當學期，
版本會呈現
(不可更動)

(2)選擇科目 (4) 點選[新增](3)選擇版本

(5) 點選[確定]

校管>其他>學校版本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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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刪除版本設定
(1)若有設定錯誤，
可直接點選該版本
[刪除]按鈕

(2) 點選 [確定] (3) 點選 [確定]

校管>其他>學校版本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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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詢版本設定

(4) 點選 [查詢](1)選擇學期：可選全部學期
與單一學期。
該學期有設定版本才會出現。

(2)選擇年級：
可選全部或單
年級

(3)選擇科目：
可選全部或單
科目

校管>其他>學校版本設定

120



校管帳號>網站資源

因材網基本功能-學校管理帳號

網站資源



校管>網站資源

122

查看教師教學
資源分享區

查看因材網
系統操作手冊

查看因材網
同意書

如遇到網路連線不穩，您
可以透過以下方式了解連
線品質
1. 學術網路品質測試
http://nts.tanet.edu.tw/
nts/main/
2. 切換到 "用戶-節點" ，
測試點選擇 "科技大樓測
試主機"
3. 將此圖片截圖給我們或
是可以依據數據顯示，平
均標準應為10ms上下

查看因材網
Facebook社群

查看因材網
YouTube頻道

http://nts.tanet.edu.tw/nts/main/


https://ad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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