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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網路登分系統網址網路登分系統網址網路登分系統網址網路登分系統網址：：：：  

https://my.ntu.edu.tw/ 

� 點選【教學】＞【網路登分系統】。 

 

使用 myNTU 帳號密碼登入本系統。 

 



二二二二、、、、    學期成績登分學期成績登分學期成績登分學期成績登分 

點選網頁左方選項：【成績登分】＞【學期成績登分】，系統會自動帶出教師本學期所有的開授課程。

點選課程列表前的【選取】鈕，可進一步為此課程登分。 

 

� 等第制登分： 

1. 可透過下拉式選單選擇已確定的學期成績（範圍為 A+至 F；學士班學生以 C-為及格、碩博士班

學生以 B-為及格），或在「成績註記」欄位選擇「非本班學生」。因故不核予成績，請在學期成績

欄位選擇 X。 

2. 尚未確定學期成績者，請將學期成績欄位空白，俟其成績確定後再輸入。 

3. 於學期成績欄位輸入等第制成績後，系統會自動將等第制成績轉換為中位數成績、等第績分，以

供教師參考。 

4. 成績註記欄位為已休學、已退學、已停修者，無須輸入成績。 

5. 成績輸入完畢，請點選【成績儲存】鈕儲存成績。 

 

 

 



� 百分制登分： 

1. 可直接於【學期成績(百分制)】欄位輸入已確定的學期成績（範圍為 0 至 100；學士班學生以 60

分為及格、碩博士班學生以 70 分為及格），或在「成績註記」欄位選擇「非本班學生」。 

2. 尚未確定學期成績者，請將學期成績欄位空白，俟其成績確定後再輸入。 

3. 於學期成績欄位輸入百分制成績後，系統會自動將百分制成績轉換為等第制成績、中位數成績、

等第績分，以供教師參考。 

4. 成績註記欄位為已休學、已退學、已停修者，無須輸入成績。 

5. 成績輸入完畢，請點選【成績儲存】鈕儲存成績。 

 
 

點選【百分制登分】、【等第制登分】按鈕，可切換登分方式。 

 

 



三三三三、、、、    送交成績送交成績送交成績送交成績 

在成績登分頁面，點選【送交成績】按鈕，即可進入送交成績頁面。 

 
除待補送、已休學、已退學和已停修外，其他狀態皆可送交成績。可勾選標題欄位中的【全選/部分

選】選項來選擇全部學生；或只勾選部分需送交成績的學生。選擇完畢後，點選上方的【送交成績至教

務處按鈕】。 

 



 
確定送交成績，請點選【確定】按鈕。如需異動已送出的成績，請填寫成績更正申請書後，送交至各

教務單位辦理。 

 

若送交成功，此筆成績狀態會顯示「已送出」。已送出的成績，無法再次勾選。 

 



四四四四、、、、    Excel 匯匯匯匯出出出出/匯匯匯匯入入入入學期成績學期成績學期成績學期成績：：：：  

點選課程資訊下方的【Excel 匯出/匯入】按鈕，進入成績匯入頁面。 

 
點選【下載】按鈕，可下載本課程所有學生列表。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檔案。 

 



開啟下載的 Excel 檔案，於成績欄位輸入各筆學生成績。 

 

上傳 Excel 成績檔案時，請先點選【瀏覽】按鈕，選擇正確的 Excel 檔案。(等第成績匯入頁面只可

匯入等第成績；百分成績匯入頁面只可匯入百分成績) 

 
接著點選【確認匯入】按鈕，若成績匯入成功，系統會顯示上傳成功的訊息。接著可點選【查看成

績】按鈕來查看剛剛匯入的成績是否正確。 

 



常見匯入錯誤訊息： 

錯誤訊息類型錯誤訊息類型錯誤訊息類型錯誤訊息類型 錯誤訊息內容錯誤訊息內容錯誤訊息內容錯誤訊息內容 解決方式解決方式解決方式解決方式 

上傳錯誤 Excel 檔案第一列必須為標題列，且標題需

有【學號】、【成績】和【成績註記】欄位。 

Excel 檔案第一列必須為標題列，且標題需

有【學號】、【成績】和【成績註記】欄位，

如下圖所示。 

 

成績匯入失敗 本學生不在資料庫名單中。 請洽各教務單位。 

此筆成績已送出，不可再匯入成績！ 此筆成績已送出，不可再次修改成績，如須

異動成績，請填寫成績更正申請書後，送交

至各教務單位辦理。 

未輸入資料 【學號】與【成績】為必填欄位，請輸入資

料。 

請輸入正確的學號或成績。 

成績輸入錯誤 

請輸入正確的等第成績。 請輸入正確的等第成績。(如：A+、A、A-、

B+、B、B-、C+、C、C-、F、X) 

請輸入正確的成績(碩博士論文成績可到小

數點第二位)，成績範圍為 0 ~ 100 分。 

請輸入正確的成績。(如：90.36、85、42、

0) 

請輸入正確的成績，成績範圍為 0 ~ 100 

分，且成績需為整數。 

請輸入正確的成績。(如：90、85、42、0) 

*請參考說明一。 

請輸入正確的成績，P(通過)或 N(不通過)。 請輸入正確的成績。(如：P、N) 

說明一： 

除碩博士論文成績可到小數點第二位外，其餘課程成績皆須輸入整數。因此當 Excel 檔案中的成績

有小數時，請照著下列步驟操作，即可匯入登分系統中。 

原始成績如下圖所示，有四筆成績有小數。 

 

當使用減少小數位數的功能 將成績換算成整數後，雖然在成績欄位中顯示為整數，但實際的數

值還是有小數。在這種情況下匯入成績時，登分系統會一直顯示「請輸入正確的成績，成績範圍為 0 ~ 100 

分，且成績需為整數。」的說明。 

 



要解決此問題，需將活頁簿選項設定為【以顯示值為準】。在 Office2007 環境下，點選左上角的【Office

按鈕】>【Excel 選項】。 

 

【進階】>【計算此活頁簿時】分類，勾選【以顯示值為準】，按【確定】。 

 

 

 



系統會顯示「資料將永遠失去其精準度」的提醒視窗，按【確定】。 

 

經過設定後，成績會變成整數，將此 Excel 另存新檔，以此檔案匯入至登分系統中就不會發生錯誤

了。 

 

在 Office2003 環境下，點選【工具】>【選項】>【計算】，勾選【以顯示值為準】，按【確定】。 

 



 

 



五五五五、、、、    成績繳交狀態查詢成績繳交狀態查詢成績繳交狀態查詢成績繳交狀態查詢 

點選網頁左方選項：【成績登分】＞【成績繳交狀態查詢】，系統會自動帶出教師本學期所有的開授

課程的成績繳交狀態。 

修課人數：全班的修課人數，包含已休學、已退學和已停修學生。 

尚未輸入成績人數：尚未輸入成績，成績欄位空白，且成績註記為待補送的人數。 

成績尚未繳交人數：尚未送交成績的人數(不包含已休學、已退學和已停修學生)。 

 

 

 



六六六六、、、、    列印點名計分表列印點名計分表列印點名計分表列印點名計分表：：：：  

點選【列印】＞【點名計分表】，系統會自動帶出教師本學期所有開授課程。點選課程列表前的【選

取】，系統會預覽列印該課程的點名計分表。 

 



七七七七、、、、    列印空白成績報告單列印空白成績報告單列印空白成績報告單列印空白成績報告單：：：：  

點選【列印】＞【空白成績報告單】，系統會自動帶出教師本學期所有開授課程。點選課程列表前

的【選取】，系統會預覽列印該課程的空白成績報告單。 

 

依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辦法第五條規定，100 學年第 2 學期開始所有教師必須使用網路登分系統登

分。針對無計中帳號或無法使用網路登分系統之授課教師，可填寫【登分授權設定申請書】，交由教務

單位開啟登分權限。教師也可於【助教設定】頁面自行設定助教權限。 



國立臺灣大學網路登分系統 
登分授權設定申請書 

 
適用對象：無計中帳號或無法使用網路登分系統之授課教師。 

說明： 

一、教師得使用網路登分系統自行登分或授權他人登分。 

二、無計中帳號或無法使用網路登分系統之授課教師，得請學系或教務處協助

列印空白成績報告單填寫成績，再填寫此申請書授權他人登分，列印出網

路登分後之成績報告單，簽名後送教務處，依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辦法第

五條規定，本處恕難處理非網路登分後之成績報告單。 

申請學年度與學期 __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 

授權教師同意簽名 
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授權登分課程名稱  

授權登分課號與班次  

授權教師電話  

授權教師 email  

被授權人同意簽名 
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被授權人計中帳號  

被授權人電話 
 

被授權人 Email 
 

 

此申請書填妥後，須送至教務處，才能開啓被授權人登分權限。 

 



八八八八、、、、    列印成績報告單列印成績報告單列印成績報告單列印成績報告單：：：：  

點選【列印】＞【成績報告單】，系統會自動帶出教師本學期所有開授課程。點選課程列表前的【選

取】，系統會預覽列印該課程的成績報告單。 

� 點選網頁上方【下載百分制成績報告單(預覽)】或【下載等第制成績報告單(預覽)】按鈕，可下

載預覽用的成績報告單。 

 



九九九九、、、、    連絡電話設定連絡電話設定連絡電話設定連絡電話設定：：：：  

第一次使用本系統之教師，可點選【設定】＞【連絡電話】並輸入相關聯絡電話。點選【儲存】後，

即會自動套印於成績報告單下方。 

 

十十十十、、、、    助教設定助教設定助教設定助教設定：：：：  

教師可點選【設定】＞【助教設定】於每門課程指定一位助教協助登分事宜，助教欄位請輸入該課

程助教的學號或臺大 myNTU 帳號。若該課程不需助教協助登分，此欄位請保持空白。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表：：：：  

教師可在此頁面可以查到等第制與百分制單科成績對照，與下載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要點。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系統操作環境系統操作環境系統操作環境系統操作環境(Windows 或或或或 MAC OS)：：：：  

本系統建議使用 Windows 作業系統與 IE 瀏覽器(IE6 以上的版本)來操作，若使用非 Windows 作業

系統者(如 MAC OS)，建議安裝 Firefox 或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