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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登入／選課／進入課程

UNIT1-註冊/選課



如何註冊？
1. 輸入ewant網址：www.ewant.org

2. 進首頁之後，點選右上角「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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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want.org/


如何註冊？
3. 點選畫面右下方「申請一個新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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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註冊？
4. 填寫註冊資料後，點選「建立我的新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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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名字] 欄位資料將顯示於您的
修課通過證明，建議您填寫真實姓名。



如何註冊？
5. 即可至您所註冊的信箱中點選「確認連結」

若您使用的信箱(如:yahoo
信箱)無法直接點選超連結，請
直接將此連結網址複製，貼至
您的瀏覽器，即可確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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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註冊？
6. 為什麼收不到通知信？

假若您收不到系統或教師所發送的通知信件，可能原因為：
(1)被當成垃圾郵件？

請確認信件是否在垃圾信件夾中，並設定為非垃圾郵件。

(2)被當成廣告信？

請將ewant信箱(ewantofficial@ewant.org)加入您信箱的「通訊錄」
或信件白名單中。

(3)假若以上步驟仍無法解決您的問題，建議您嘗試以其他的電子郵件信
箱註冊(請盡量不要使用Yahoo信箱)，或透過「聯絡我們」與客服人
員聯繫。

https://www.ewant.org/local/mail/contactus.php


如何登入？
• 登入前：

1. 進首頁之後，點選右上角「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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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入？
2. 輸入帳號(電子郵件信箱)和密碼

3. 點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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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入？
4. 登入後，右上角會顯示目前您登入的名稱。

預設值會引導至「我的課程」，列表中可看到您選修的課程，點選
「進入課程」即可開始學習。



如何選課？
方法一：
• 點選「所有課程」選單，即可瀏覽ewant所有課程列表。

• 「搜尋列」搜尋您感興趣的課程關鍵字、開課學校、課程類別。

• 「搜尋列」查詢目前平台熱門課程、正在開課、即將開課清單。

可搜尋課程關鍵字、開課學校、課程類別

3 可查詢熱門課程、正在開課、即將開課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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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點選圖片，
觀看課程資訊
及報名學習。



如何選課？
方法二：

• 點選課程首頁的「合作伙伴」

• 即可瀏覽該校於ewant、Taiwanlife開課課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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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點選圖片，觀看課程資
訊及報名學習。



如何選課？
方法三：

• 直接點選課程資訊頁的「學校名稱」，即可瀏覽該校於
ewant、Taiwanlife開課課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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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點選圖片，觀看課程資訊
及報名學習。



如何選課？
• 點選圖片進入課程資訊頁可觀看課程資訊

• 點擊「報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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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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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完畢後，若按鈕顯示「進入課程」，即可直接點選，
進入課程學習

4. 報名完畢後，若按鈕顯示「課程尚未開始」，代表您需
等待課程開始時才能進入課程



如何找到您所選修的課程？
方法一：

1. 登入後，預設值會引導至「我的課程」列表，列表中能
看到您所選修的所有課程，點選「進入課程」即可進入。



如何找到您所選修的課程？
方法二：

1. 點選右上角小白人「我的課程」即可看到您所選修的所
有課程列表

2. 點選「進入課程」即可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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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您所選修的課程？
方法三：

1. 點選「所有課程」

2. 運用課程名稱關鍵字、學校或類別搜尋功能

3. 點選「搜尋」

4. 即可點選課程圖片或「進入課程」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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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常見問題
(1)什麼我一直收不到忘記密碼信？

請先參考本手冊第7頁「為什麼收不到通知信？」之說明，若仍然無
法收到信件，請透過「聯絡我們」，將問題提報給客服人員。

(2)為什麼我被登出後，重新輸入帳號密碼卻一直登入無效，
無法進入平台呢？
當您在平台閒置一小時，平台會將您自動登出，若您返回時看到以下畫面，
請輸入ewant網址：www.ewant.org，重新登入。

請勿在此頁登入，請點擊
圖片回到首頁再登入。

http://www.ewant.org/local/mail/contactus.php
http://www.ewant.org/


UNIT2-平台介紹
首頁選單介紹／課程選單介紹



平台主要功能選單說明 –首頁

藍色功能選單
(包含網站主要功能與個人資訊)

課程專區

• 通識學分課程：參與合作學校之在校學生，校內選課、線上修習課程，取得學分。
• 高中磨課師：提供高中生多元選修、彈性自主和人才培育等專業領域探索先修之學習管道。
• SOS暑期線上學院：準大一新生於暑期選修課程並通過認證，可在大學入學後認抵大學學分。
• 系列課程：每階段課程皆修畢並滿足「系列課程學程通過標準」者，可申請系列課程證書。
• 自學課程：開放隨時註冊與觀看，但無小考測驗、教師助教參與，也不提供證書。
• 企業教育學院：提供與ewant簽約企業之專屬員工教育訓練課程專區。
• 公務人員訓練：凡公務人員選讀此專區課程並完課者，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研習時數。

宣傳Banner(1200x400 pixel
平台活動、課程宣傳
每週持續更新



平台主要功能選單說明 –首頁
依課程類別搜尋課程

育網近期開課課程
(每週持續更新)

近期熱門課程：每日更新平台最熱門課程
開課中：報名成功立即可上課清單
即將開課：提供尚未開課之課程清單

網站公告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 –課程選單

登入課程後，可以看到藍色的學生端功能選單

課程地圖
可依週次檢視當週影音、教材、作業測驗、
討論區…，總成績公布後無法從課程地圖
進入，屆時請視開放情況由藍色功能選單
進入影音、教材、作業測驗…等分頁複習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 –課程選單
• 點選「進入課程」後預設頁面為課程公告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 –課程選單
• 【課程資訊】=>【章節綱要】─說明課程進度、上課形式、
評分標準…等資訊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 –課程選單
• 【內容管理】=>【影音】─羅列各週影音教材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 –課程選單
• 影音─提供Youku、Youtube兩種影片來源，系統將依您
所選擇的語系選擇影片來源

Youtube影片：繁體中文介面學員適用 (無密碼) Youku影片：簡體中文介面學員適用(密碼見影片上方)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 –課程選單
• 【內容管理】=>【教材】 ─可直接下載各週教材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 –課程選單
• 【內容管理】=>【作業測驗】─可直接瀏覽各週測驗卷、
作業、同儕互評，點選測驗名稱可直接進入測驗並作答



平台主要功能說明 –課程選單
• 【內容管理】=>【討論區】─在「課程地圖」或「討論區」
分頁都可以找到課程預設的討論區或分週次設置的討論區，
歡迎同學踴躍發表與回應



UNIT3-作業/測驗
作業／測驗



作業/測驗說明
• 測驗─可直接瀏覽各週測驗卷、作業、同儕互評，並作答



測驗卷作答說明
1. 點選測驗卷可以看到作答期限、允許作答次數、評分方

式、是否有時間限制之測驗說明，請點選「開始作答」

2. 在確認榮譽條款跳窗點選「開始作答」

3. 作答

本測驗在期限內可作答3次，
未顯示代表無作答次數限制

作答超過1次時將採計最高分

作答時間限制



3. 主要題型有是非題、單選題、複選題、簡答題、論文題

測驗卷作答說明

單選題(只能選擇一個答案)

複選題(可選多個答案，答錯倒扣)

簡答題(答案需依照說明格式填寫，否則系統無法判讀)

論文題(待測驗結束後由教師、助教評分)

若您在複製、貼上答案時出現
下方畫面，請善用鍵盤快捷鍵

貼上

複製計算題(可設定變數，讓數字隨機變)



測驗卷作答說明
4. 作答完畢後：選擇「完成作答」

5. 「回到作答次」可再次檢視作答狀況；選擇「全部送出
並結束」則送出答案，無法再次作答

點選即送出答案，無法再次作答

可再次檢視您的作答狀況



測驗卷作答說明
6. 最後可以檢視自己的作答結果或看回饋。

答答
錯對

測驗結束後畫面
(可看到答題狀況、正解)

測驗是否顯示正確答案
由課程團隊決定，故您
所看到的畫面將因課程
不同而有差別



同儕互評作答說明
【繳交作業階段】，請先查看作業規定並在期限內繳交作業

(繳交後在繳交期限內仍可修改作業)

請輸入作業標題

請依作業規定輸入作業內容
(或上傳附件)

貼上

若無法直接複製、貼上作業
內容，請善用鍵盤快捷鍵

複製



同儕互評作答說明
【同儕互評階段】，可評價同儕作業

請依據助教評分
說明給予分數

可輸入文字評論



同儕互評作答說明
【已關閉】階段，可察看成績及同儕給予之評論



如何上傳檔案？
方法一：直接將檔案拖曳至上傳檔案區塊

方法二：點選「新增檔案→上傳一個檔案→選擇檔案

※請注意檔案最大容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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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4-討論區



討論區
1. 在「課程地圖」或「討論區」分頁都可以找到課程預設

的討論區或分週次設置的討論區，歡迎同學踴躍發言



討論區
2. 點選「新增一個討論主題」，您可以張貼一則討論文章。



3. 您也可以「回應」或「推薦」您覺得很讚的討論文章。

討論區



討論區常見問題
(1)我可以不要一天收到好多封課程公告信嗎？

您可以在登入平台後從「個人資料維護」部分，將「討論區自動訂
閱」更改為「完整的(每天一封，包含完整內容)」。

(2)我可以知道有課程有哪些討論區發表了新文章嗎？

您可以將「討論區追蹤」更改為「好：把新張貼的文章凸顯出來」。



UNIT5-成績/證書
總成績查詢 /修課通過證明下載



如何確認總成績並下載證書
1. 課程結束後，您可以進入課程點選左邊工具列「學習管

理」=>「成績檢視」觀看您的總成績

2. 如尚未到達課程團隊設定的成績公佈日，則僅顯示日期

1



如何確認總成績並下載證書
1. 課程結束後，您也可以在右上角小白人「成績」觀看您

的總成績

2. 若達及格標準，且到達證書開放下載日期，即可點選
「證書下載」下載修課通過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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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認總成績並下載證書
3. 您在註冊時所填寫的姓氏、名字會使用於證書上，因此

在申請證書前，建議至「編修個人資料」確認您於「姓
氏」和「名字」欄位所填寫的內容！

4. 系統每天會同步資料一次，如更改姓名或您當天取得及
格成績，請於隔天再進行下載。

5. 詳細證書下載流程說明請點這裡。

https://drive.google.com/a/g2.nctu.edu.tw/file/d/1KQIbMQ2ntKchYKUyPTTetG5DWN95JvJe/view?usp=sharing


教育再進化，單挑你的學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