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線至校務行政資訊
系統中的學生入口中

開啟線上請假系統並登入

填寫個人or團體
請假單

團體請假單

選擇填寫團體
請假單

填寫資料並選擇請假日期、
請假事由、請假假別

填寫資料並選擇請假日期、
請假事由、請假假別

依請假人數新增欄位，
並填寫請假學生學號

點選產生請假單

送出及列印
請假單

個人請假單

選擇填寫個人
請假單

選擇請假課程

選擇請假節次，
並點選產生請假單

送出及列印
請假單

線上請假系統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中的學生入口
裡，或者直接輸入網址：
http://140.127.4.77/ApplyForLeave/。
開啟線上請假系統網頁，輸入學生於校務行政資
訊系統的帳號及密碼作身份確認（校務行政資訊
系統預設帳號為學號，預設密碼學生的身份證字
號）。
選擇「填寫個人請假單」按鈕。
填寫資料並選擇請假日期、請假事由、請假假
別，填寫完畢點選『下一步』按鈕。

選擇請假課程，點選『下一步』按鈕。
選擇請假課程節次，點選『產生請假單』按鈕。
點選『送出』並『列印』請假單，即完成請假申
請。
找任課老師簽核請假單（事先請假免簽核），並
送至教務處課務組（進修推廣部教育組），即完
成請假手續。

線上請假系統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中的學生入口
裡，或者直接輸入網址：
http://140.127.4.77/ApplyForLeave/。
開啟線上請假系統網頁，並且輸入學生於校務行
政資訊系統的帳號及密碼作身份確認（校務行政
資訊系統預設帳號為學號，預設密碼學生的身份
證字號）。

選擇「填寫團體請假單」按鈕。

填寫資料並選擇請假日期、請假事由、請假假
別，填寫完畢點選『下一步』按鈕。

點選『新增請假學生欄位』按鈕，依人數，增加
相對應的欄位數量。

並在欄位上輸入需請假學生學號。

點選『產生請假單』按鈕。

點選『送出』並『列印』請假單，即完成請假申
請。

找系(所)主任或活動單位主管簽核請假單（事先
請假免簽核），並送至教務處課務組（進修推廣
部教育組），即完成請假手續。

測試開始時間：99學年度第1學期期中考後。

測試結束時間：99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考週回收。

悠遊卡學生證統一透過參與測試各系所辦公室經辦發
放給同學後簽收。

悠遊卡學生證與目前現行的磁條學生證並行使用。

悠遊卡學生證不印製學生照片及基本資料。

悠遊卡學生證會以塑膠封套封住，並且在背面貼附
「學生的基本資料」與「99學年度第1學期測試結束
後需回收！測試期間禁止儲值！」字樣，如右圖     
所示。

99學年度於第1學期結束，原測試悠遊卡學生證須收
回方可印製個人化資訊。

悠遊卡學生證測試期間有遺失或損壞者請逕至教務處
註冊組（進修部進修教育組）辦理補發。

禁止將悠遊卡學生證儲值使用，測試結束經回收後無
辦理儲值餘額退還。

參與測試系所，於建置點名讀卡機與自動化課堂點名
系統之教室上課，使用系統上傳點名條作為正式點名
憑據。

參與測試系所學生，應配合使用線上請假系統完成請
假單申請，並自行列印請假單，經任課老師簽核後，
再送至教務處課務組（進修部進修教育組）。

Q：悠遊卡學生證的使用範圍？

A：於校內可以使用於自動化課堂點名系統與圖書館
相關服務；於校外可搭乘加盟之公共運輸系統、
全國四大超商與其他知名加盟連鎖店，總計可以
使用於一萬多家以上的特約商店，且現在加盟店
家陸續增加中。

Q：悠遊卡學生證是否會被消磁？

A：悠遊卡學生證為RFID的卡片，RFID資料記錄與傳
輸的方式不是透過磁性，而是無線電磁波感測，
所以並不會有消磁的問題，但是如果多張RFID卡
疊在一起，可能會影響感應的正確率與成功率。

Q：悠遊卡學生證的消費金額是否有上限？

A：經過金管會的規定，小額消費單筆上限1000元；
每卡每日上限3000元。

Q：悠遊卡學生證是否能給其它人使用？

A：因為悠遊卡學生證具有電子錢包功能，且搭乘公
車為學生票價，為避免爭議以及觸法，請別任意
將悠遊卡學生證借給別人。

Q：悠遊卡學生證是否會被其他RFID的設備讀取？會
不會因為這樣我的儲值金額會被扣掉？

A：原則上悠遊卡學生證重要的資訊會被加密保護(例
如電子錢包的金額)，會被讀取到的只有悠遊卡學
生證的序號值，而這序號值類似卡片的身份證字
號，單獨存在沒有任何意義，就算被其他的RFID
設備讀取，對裡面的儲值金額是不會受到影響。

Q：悠遊卡學生證到點名機上點名之間的距離需多長或
多短呢？

A：需2到5公分

Q：悠遊卡學生證到點名機上點名需停留多長時間才可
完成點名呢？

A：約2到5秒

Q：悠遊卡學生證隔著皮包點名機是否讀取得到呢？

A：可以，但要聽到嗶嗶聲及確認成功字樣。

Q：請假的佐證資料是否按照程序？

A：還是依據目前請假程序，將請假單列印，找授課老
師核章後，送到教務處課務組處（進修推廣部教育
組）處理，整個請假完成手續要等到課務組收到紙
本核準後才算完成。

Q：使用線上請假系統後還是要送紙本的請假單嗎？

A：是，線上請假系統是請同學自己於系統申請再印出
請假單，但沒有電腦與網路的同學，可在教務處課
務組（進修推廣部教育組）或系所辦公室電腦使用
申請請假單並列印。

Q：以前請假單要給授課老師簽名，現在是否一樣？

A：一樣，列印請假單也亦有老師簽名的欄位，線上請
假單是依據現行請假單設計。

對計畫與系統有任何問題與建議者請來信至：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電子商務研發中心計畫團隊 rfid.npu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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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1學期測試期間注意事項

完成線上請假

Q&A Q&A

Q&A

悠遊卡學生證

線上請假系統

自動化課堂點名系統

合作的特約商店

資訊管理系  碩士班  M9756013  陳俊豪

九十九學年度第1學期測試結束後需回收！測試期間禁止儲值！

學生版

學生因手寫請假單發生筆誤或是筆跡過於潦草難懂，
影響行政人員處理假單的效率。亦或因教務處課務組（進修
推廣部教育組）承辦人員業務繁忙，無法及時與學生核對請
假資訊，需於事後再連絡學生前來更改請假單，造成學生請
假處理時間延宕。使用線上請假系統後，教務處課務組（進
修推廣部教育組）承辦人員收到填寫錯誤請假單的機率下
降，有效提升行政效率。

傳統紙本請假為學生至系辦領取請假單，並以人工手
寫方式填寫，學生常有資料填寫不全或錯誤的情況而導致假
單被退件。使用線上請假系統後，許多資料由系統自動帶
入，將有效降低學生請假填寫錯誤率。

線上請假系統

填寫個人請假單流程

填寫團體請假單流程

學生操作線上請假系統流程圖

降低假單錯誤率

提升行政效率



悠遊卡學生證為非接觸式電子儲值票證，可供

持卡人搭乘加盟之公共運輸系統，與電子錢包功能

用於悠遊卡公司特約商店做小額付款消費。未來配

合交通部全國交通運輸業票證整合政策，悠遊卡將

可用於全台有採用智慧卡辨識的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上。未來透過雲端智慧校園服務網系統服務的推

廣，將可讓悠遊卡學生證的效益達到最大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未來換發的悠遊卡學生證正

面與背面中英文樣式如下圖所示。

為配合自動化課堂點名系統測試，將於九十

九學年度第1學期期中考後，先發行給四院五系約

1500位學生（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餐旅管理

系；農學院－森林系；工學院－土木工程系；人

文學院－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如下圖所示。

九十九學年度第1學期測試系所示意圖

傳統課堂點名採用教師一一唱名後以紙筆記錄確
認，非常耗費時間，除會影響到教師上課的時間之
外，教師每堂課前都必須先印列點名條，造成紙張浪
費。採用自動化課堂點名系統後，教師可有效降低於
課堂點名所耗費的時間，並能將資料儲存於系統中，
方便教師隨時調閱。

點名資料往往只做為缺曠課系統記錄之用，並沒
有加以分析或者利用，且老師繳交點名單後，如果需
要確認或修改，還需至教務處調閱點名單，容易造成
耗時費力。採用自動化課堂點名系統後，點名資料皆
為電子化，教師可以輕鬆在系統上查詢學生出席情
況。

教務處處理點名條皆需派人至各科系收取，並且
一一輸入缺曠課系統中，往往耗事費力，當點名資料
相當多時，容易產生人工輸入時的疏失，造成行政效
率延宕。採用自動化課堂點名系統後，將可降低許多
的人力需求及提升行政效率及正確性。

正面樣式（含個人化）

正面樣式（不含個人化）

背面樣式

學生使用悠遊卡學生證課堂點名流程圖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含碩專班）

農學院
森林系

（含碩專班）

人文學院
客家文化
產業研究所

管理學院
餐旅管理系

工學院
土木工程系

悠遊卡學生證感應

點名卡機

靠近卡機維持2-5秒

聽到嗶嗶聲即顯示已完成

完成點名到課

雲端智慧校園服務網

雲端智慧校園服務網推動，主要為了提昇教學

品質與行政效率，開發多項以雲端運算及RFID技術
為主的服務系統，並遂以規劃全面換發悠遊卡學生

證，取代舊有的磁條卡學生證，做為學生個人識別

用途的智慧卡，悠遊卡學生證能將多種現行的服務

整合於其中，未來將可達到一卡在手，通行屏科無

阻的願景。

雲端智慧校園服務網目前提供兩大服務系統，

分別為：

自動化課堂點名系統─利用悠遊卡學生證做為學

生上課點名識別的媒介，學生只要進入教室後，

對著教室內設置的點名讀卡機刷卡，即便完成點

名動作，教師上課時只要透過資訊講桌或者筆記

型電腦連線至系統內，即可快速確認學生到課狀

態，節省教師課堂點名的時間。

線上請假系統─將以往手寫的請假單，改為線上

申請填寫，再列印出請假單，給授課老師簽核，

降低請假單填寫錯誤率。

預計九十九學年度第2學期或100學年度全面換
發悠遊卡學生證示意圖

使用悠遊卡學生證點名

正面可以感應 背面也可以感應 放在皮夾中也可以感應

錯誤示範圖

卡片距離讀卡機太遠皆讀取不到

學生上課使用悠遊卡學生證刷卡點名流程

正確示範圖

計畫內容

悠遊卡學生證

預計換發時程

全校系所學生證全數換發

自動化課堂點名系統 NPUST

車輛工程系、
時尚設計與
管理系

食品系、
幼兒保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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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教室內建置的點名讀卡機皆在教室
內正門口旁。

學生拿著悠遊卡學生證到所屬之教室內
點名卡機前。

卡機內會顯示此堂課程之名稱、授課老
師、到課狀態及節數。

將卡片放置讀卡機前大約維持2到5秒。

聽到卡機發出〝嗶嗶聲〞並顯示〝刷
卡已完成〞字眼。

即完成點名簽到動作。

可到老師講桌前確認是否完成點名。

專注教學

提升行政效率

點名資料紀錄與使用效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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