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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活動簽到查詢系統操作手冊 

一、 系統說明 

會議活動簽到查詢系統 
網址：http://att.tku.edu.tw 
開放帳號：人員代號（使用單一入口登入） 
※需先申請帳號（填寫帳號異動申請單）才能新增會議活動 

二、 共用查詢 

（一） 最新消息 

會議活動最新消息發佈，點選「詳細內容」可看見公告明細，如：各會議活

動通知、時間調整、地點異動等資訊。 

 

（二）當日會議活動 
顯示當日全部會議活動，可依名稱進行搜尋，並列印會議活動清單(EXCEL)。 

 

http://att.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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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查詢介面 

（一） 本學期參與紀錄 

學生可查詢本學期所參與之會議與活動，並可列印清單。 

 
 

會議活動清單 Exce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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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職員查詢介面 

（一） 本學期參與紀錄 

教職員可查詢本學期所參與之會議與活動，並可列印清單。 

 
 

會議活動清單 Exce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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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業務單位管理 

（一） 最新消息維護 

維護最新消息資訊。 

 
 

新增/編輯最新消息 

 
《選擇檔案》：上傳附件。 

《儲存修改》：完成新增／編輯。 

《取消》：放棄儲存，回上一頁。 



會議活動簽到查詢系統操作手冊 

資訊處 7 2013-05-23 

六、 資料設定介面（管理功能） 

（一） 設定系統參數 

 

【目前學年學期】學年度+學期，如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設定為「1002」。 

【開學日】開學日期(格式：yyyy/MM/dd) 。 

【學期結束日】學期結束日期(格式：yyyy/MM/dd)。 

【期中考週】設定期中考週次，如第 10週設定為「10」。 

【期末考週】設定期末考週次，如第 18週設定為「18」。 

《儲存修改》：完成新增／編輯。 

《取消》：放棄儲存，回上一頁。 

 

（二） 單位承辦人 

維護單位承辦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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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編輯單位承辦人 

 

【承辦單位代號】：輸入單位代碼。 

【承辦人代號】：輸入人員代號（六位數字）。 

【學年學期】：學年度+學期，如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設定為「1002」。 

《儲存修改》：完成新增／編輯。 

《取消》：放棄儲存，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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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議活動管理 

（一） 會議活動管理 

會議活動資料管理維護。 

 
 

新增／編輯會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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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中文名稱】：輸入專案代號。 

【專案中文名稱】：輸入專案中文名稱。 

【專案英文名稱】：輸入專案英文名稱（選填）。 

【單位代號】：輸入單位代號。 

【單位中文名稱】：輸入單位中文名稱。 

【單位英文名稱】：輸入單位英文名稱（選填）。 

【主持人代號】：輸入主持人人員代號（六位數字）。 

【主持人中文姓名】：輸入主持人中文姓名。 

【主持人英文姓名】：輸入主持人英文姓名（選填）。 

【日期(起)】：輸入起始日期(格式：yyyy/MM/dd)。 

【日期(迄)】：輸入結束日期(格式：yyyy/MM/dd)。 

【時間(起)】：輸入起始時間(格式：HH/mm/ss)。 

【時間(迄)】：輸入結束時間(格式：HH/mm/ss)。 

【地點】：輸入會議活動地點。 

【建立者】：系統預設帶入建立者人員代號（六位數字）。 

【誰可編輯】：輸入可編輯人員(格式：「人員代號+分號」，例：

111111;222222;)。 

《儲存修改》：完成新增／編輯。 

《取消》：放棄儲存，回上一頁。 

 

（二） 編輯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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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選擇單位。 

【教職員】：依選擇單位列出該單位成員。 

【學生（請輸入學號）】：輸入學號（九位數字）。 

【參與人員】：會議活動參與人員清單。 

《>》：加入選擇的人員（按住 Ctrl點擊可複選）。 

《<》：取消選擇的人員（按住 Ctrl點擊可複選）。 

《>>》：全部加入。 

《<<》：全部取消。 

《加入學生》：輸入學號以新增成員。 

《儲存修改》：完成新增／編輯。 

《取消》：放棄儲存，回上一頁。 

 

（三） 編輯備註 

 
【備註】：請輸入備註、請假或未出席原因。 

《完成》：完成新增／編輯。 

《取消》：放棄儲存，回上一頁。 

 

（四） 匯出刷卡人員(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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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開啟簽到畫面 

會議活動簽到狀況查詢。 

 

《列印簽到單》：列印簽到單（PDF或 EXCEL格式）。 

《單位選單》：勾選單位以查詢該單位之人員。 

《狀態》：全部、 已出席、 未出席 

《類別》：全部、 預定、 非預定 

《性別》：全部、 男、 女 

《身分》：全部、教職員;職,工,警衛,其他、教,軍護;學生 

《職務》：全部、一級以上主管、二級主管、秘書 

《更新單位》：完成新增／編輯。 

《展開／收合單位》：展開／收合左方單位選單。 

《查詢》：依選擇條件進行查詢。 

《自動》：是否自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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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立會議活動 

點選左邊選項「會議活動管理」後，右上方「新增會議活動」，依欄位輸入會議活

動資料即可。 

 

 

九、 匯入應出席人員名單（也可以在會議活動結束後再匯入） 

（一）依照附件「淡江大學 會議、活動出席人員名單匯入表.xls」欄位輸入 
（二）若無人員代號，系統會以「單位+職稱+姓名」判斷其人員資訊。 
（三）於「會議活動管理」中，點選剛剛建立的會議活動。 
（四）按下右上方「匯入出席人員」功能，將 EXCEL 匯入（可重覆進行）。 
（五）未匯入成功之人員會顯示在畫面上，需修正 EXCEL 再次匯入。 
（六）完成後，點選「開啟簽到畫面」可查詢目前出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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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利用小筆電進行簽到 

小筆電連上網路後開啟點名系統，系統會自動下載剛剛建立的會議活動資訊 
即可開始進行簽到，操作方式可參閱「點名系統操作手冊」。 

 

十一、 列印簽到單 

進入會議活動簽到系統，點選會議活動上方的「開啟簽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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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列印簽到單」功能，可列印簽到單為 PDF 或 EXCE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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