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9/16 Mail2000電子信箱--swc

https://dragon.nchu.edu.tw/cgi-bin/start?m=2147470777&wrap=1 1/1

各位研究生好，

1.        105學年起入學之研究生於申請論文考試前須取得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

2.        前項「修課證明」得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過總測驗取得修
課證明；各系、所、學位學程另訂有應通過專業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課程者，則依各系所之
規定實施。

3.        各位同學請勿自行註冊申請，登入權限已統一開放，登入帳密示例如下：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s://ethics.moe.edu.tw/

請於首頁登入區填寫資料，身分請選「必修學生」，並選擇［國立中興大學］，帳號為

您的學號，密碼預設學號末5碼。

https://eth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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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若有更新或異動，將另行公告於本資源中心網站。

註2：本文件圖片僅為示意圖，請以資源中心網站實際畫面為主。

註3：若需引用本文件內容，請務必註明「資料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2



3

1.登入與帳戶



1-1.登入網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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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開啟網站：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1.輸入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

2.登入時，身分請選
［必修學生］



1-1.登入網站方式
依序選擇學校所在縣市、
名稱、輸入帳號與密碼。
帳號為電子信箱，將「我
不是機器人」前的方塊打
勾，出現綠色勾之後請點
「登入」。

勾選「我不是機器人」時
會出現ㄧ些提示文字，請
依照提示文字選取圖片或
操作。

若不清楚服務單位規範，
可至［查詢身分與聯絡窗
口］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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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1-1.登入網站方式

請務必詳讀並確認聲明書
所有內容（包含個人資料
同意以及隱私資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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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首次登入時，請先確認「個人資料說明」並完成「帳號開通」手續，
若登入時沒有經過此道手續，請停止操作，並立即與本中心聯繫

選擇「我同意」即可繼續使用網站服務，若選
擇「我不同意」，系統將自動登出，並且無法
使用登入後的網站服務，請另尋授課管道。



1-1.登入網站方式
首次登入時，請先確認「個人資料說明」並完成「帳號開通」手續，
若登入時沒有經過此道手續，請停止操作，並立即與本中心聯繫

請重設密碼，並填寫真實身分
證字號或護照號碼末3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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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姓名是否正確，如果姓名錯誤，請洽各單位承辦窗口

若不需訂閱電子報及收到活動
通知，請取消勾選即可



1-1.登入網站方式
首次登入時，您可決定是否要更換預設的課程語言，但請
留意服務單位是否有修課語言的規定

本次設定後，還有2次變更機會，但每次變更均會刪
除所有修課記錄、成績、修課證明，請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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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1-2.必修學生首頁

「公告」顯示服務
單位發佈的訊息

清楚呈現修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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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更改密碼、課程語言、取消訂閱服務，請點選［個人資料］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此為示意圖，實際內容請以網頁顯示為準。



1-3.變更個人資料與課程語言

2.選擇要更換的課程版本

3.送出資料

【注意】

1.姓名、系所、身分是由服
務單位設定，學生不可更改，
若有錯誤請洽服務單位承辦
人員，各校聯絡方式請參考
本中心網站：「查詢身分與
聯絡窗口」。

2.學生有2次更換課程版本
（語言）機會，但更換後會
將原本已修課紀錄、成績、
修課證明將全部清除，設定
前請謹慎決定。

4.送出資料後請點「重新載入畫
面」，此時再次進入課程專區即
會顯示中／英文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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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需變更資料或課程版本（語言），請選擇［個人資料］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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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課



2-1.必修學生修課流程

隨機抽題、4選1單選題 PDF電子檔

1.修畢必修核心單元 2.通過總測驗 3.線上下載修課證明

12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2-2.上課方式

4.點單元名稱可進入教
材閱讀，並會顯示單元
的修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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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我的課表與總測
驗］，系統已預先加選
指定必修單元，無法退
選

1.點［課程專區］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此為示意圖，實際內容請以網頁顯示為準。

3.若課表有重複單元，
且無法進入總測驗，請
點［重整系統］，若仍
相同請洽本中心客服



2-3.數位教材閱讀方式

依序點各小節閱
讀內容

回［課程專區］

請捲動網頁內側的卷軸閱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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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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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測驗



3-1.課程總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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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閱讀完所有必修核心單元後，
從［我的課表與總測驗］最下方
可進入總測驗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此為示意圖，實際內容請以網頁顯示為準。



3-1.課程總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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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測驗前，請詳讀
規定。請留意，每日
僅有5次總測驗機會，
次數用盡須等隔日才
能再次測驗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此為示意圖，實際內容請以網頁顯示為準。

2.請務必確認名稱是否正確，
以免影響修課證明製作

3.請點「開始測驗」開始作答，請注意，
點下按鈕就會扣除測驗次數



3-1.課程總測驗
【注意】

1.每次測驗前建議先重新登入
網站，測驗期間請關閉瀏覽器
其他分頁。

2.若中途離開測驗畫面或者網
頁閒置超過2小時，本次總測驗
將不計分，需重新作答。

3.若測驗到一半暫離電腦，當
返回時建議重新登入網站並重
新開始測驗，若繼續測驗而造
成測驗失敗，恕不負責。

總測驗皆為4選1的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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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此為示意圖，實際內容請以網頁顯示為準。

若有異常而無法送出答案，請將您填寫的答案依題號
依序記下，連同帳號與測驗時間寄至客服信箱，等待
客服回覆期間請勿再次進入總測驗，以免資料錯誤。



3-2.總測驗結果

【注意】

1.測驗後會立即顯示答對率、答
錯單元統計、答錯題目、參考單
元可供複習，請多加利用。

2.答對率85%以上即可通過總測
驗。

3.每天有5次總測驗機會，開始
測驗就扣1次，次數用盡需等午
夜12點後才能重考，次數每天
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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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此為示意圖，實際內容請以網頁顯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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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課證明



4-1.學習歷程與下載修課證明

通過測驗後，
歡迎填寫滿意
度問卷，給予
建議

呈現最近一次
總測驗答題狀
況、剩餘總測
驗次數等

已通過總測驗的單元紀錄

通過總測驗可立
即下載修課證明

修課時數計算方式與現況，有通過
總測驗的單元才會列入時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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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點［學習歷程］可查看最近一次測驗
紀錄，以及下載修課證明

此為示意圖，實際內容請以網頁顯示為準。



4-2.滿意度問卷調查（自由填寫）

五點量表，逐一點選後送出即可，此為
自由填寫，並不會影響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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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4-3.修課證明示意圖

【注意】

1.學生可自行於網站下載修
課證明，證明為中/英文雙
語授證。

2.拿到修課證明請確認資料，
若需更改姓名，請向您的服
務單位提出申請，聯絡方式
請參考本中心網站：「查詢
身分與聯絡窗口」網址：
https://ethics.moe.edu.tw
/notice/ 。

證書編號

請確認修課證明下方日
期是您最新通過總測驗
當天的日期

請確認姓名與服務單位名稱
是否正確

累積修課時數（單元數
*20分鐘）

通過總測驗的單元名稱
與通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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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此為示意圖，實際內容請以網頁顯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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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帳號轉移



5-1.帳號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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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頁下方會有「帳號轉移」按鈕，
請點下並開始轉移作業

1.進入［個人資料］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說明】

如果學生通過必修課程總測
驗之後，需要再閱讀其他專
業領域單元，需要先進行
「必修學生帳號轉移」，將
帳號從「必修學生」轉至
「個人註冊」身分，或與其
他原有的「個人註冊」帳號
合併資料，否則無法瀏覽
「課程專區」。



5-1.帳號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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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請詳閱相關規定並填寫資料，
最後點「下一步」



5-2.綁定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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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輸入您要綁定轉移的電子信箱（未
來的使用者帳號），填妥請點「檢查
帳號」

您可選擇綁定新帳號（見5-2-1綁定
新帳號），或與現有的註冊帳號合併
（見5-2-2綁定原有帳號）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5-2-1.綁定新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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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1.如果您選擇綁定新帳號（您填的信箱從未於
資源中心註冊帳號），系統會請您立即註冊，
請點「前去註冊」

2.請依網頁指示完成註冊手續。註冊資料的
「姓名」、「身分識別碼」、「課程版本」會
沿用必修學生帳號資料，不可更改。註冊帳號
後，請重新返回帳號轉移，繼續完成手續



5-2-2.綁定原有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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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1.如果您選擇與現有的註冊帳號合併（您填的
信箱是原本就有在資源中心註冊的帳號）

2.系統會要求您填入該組註冊帳號的密碼
與身分識別碼，請點「送出」



5-3.帳號轉移後登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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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出現此畫面表示帳號轉移完成，請返回首頁並以「個人註冊」身分登
入網站，帳號與密碼亦請輸入該組帳號資料



5-3.帳號轉移後登入方式

31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登入時，身分請選「個人註冊」



5-3.帳號轉移後登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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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請輸入帳號與密碼。帳號為電子信箱，將「我不是機器人」
前的方塊打勾，出現綠色勾之後請點「登入」。

勾選「我不是機器人」時會出現ㄧ些提示文字，請依照提示
文字選取圖片或操作。



5-4.帳號轉移後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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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4.若只需帳號轉移前的修課證明（有註記
原服務單位名稱），請點第二個按鈕下載

3.帳號轉移後，若有再次通過總測驗，請
點第一個按鈕下載修課證明，該證明會累
積全部修課時數（重複單元僅計一次）

1.可點「課程專區>課程總覽」加選單元
上課，如要下載修課證明請點「學習歷程」

2.修課時數是累積「必修學生」與「個人
註冊」兩帳號資料，若修課單元重複，時
數不重複累計（修課證明亦同）

此為示意圖，實際內容請以網頁顯示為準。



34

6.學習支援



6-1.新手上路與常見問題

依照學員身分有不同說明 彙整學員時常發生的狀況與解決方式

35

最新說明請至資源中心網站瀏覽：https://ethics.moe.edu.tw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6-2.使用規範

共分12個類別，請依需求點選查看：
一、身分及單位定義
二、使用者身分及基本資料
三、個人資料保護及授權
四、線上修課規定
五、總測驗規定
六、修課證明規定
七、帳號轉移規定
八、重新修課規定
九、課程疑義及成績申訴規定
十、系統操作問題
十一、資源引用注意事項
十二、客戶服務範圍

36

最新說明請至資源中心網站瀏覽：https://ethics.moe.edu.tw

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6-3.查詢身分與聯絡窗口

【注意】

如有修課、抵免問題，請洽
各承辦單位，聯絡方式請參
考本中心網站：「查詢身分
與聯絡窗口」，網址：
https://ethics.moe.edu.tw
/notice/ 。

依據您的身分與服務單位所
在地選擇就能找到相關制度
與承辦業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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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與帳戶 2.上課 3.總測驗 4.修課證明 5.帳號轉移 6.其他說明



【1】  

Please choose “Mandatory students” as your status, and choose your school’s 

location and name. 

The account is your student ID number；password is the last 5 digit of your student ID. 

If you’re not sure which status to choose, please click 【Inquiry】to look up. 

 

 

http://ethics.moe.edu.tw/notice/


【2】 

First time to use this website, you should choose course version. 

Simultaneously, please also check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f needs to correct any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with your school/ institution 

administrator. (refer to【Inquiry】) 

 

  

  

 

 

 

http://ethics.moe.edu.tw/notice/


【3】  

If you need to change your password, please click 【Account】. 

 

 

 

 

 

 

 



【4】 

First time to take courses, please go to 【Courses】→ 【My Courses and Exam】. 

Your courses have been pre-added by your school/ institution. 

Please click unit name to read the courses. 

After read all of them, please click 【Exam】to take the final exam. (Schematic Diagram) 

 

  

  

 

 

 



【5】  

After start reading the course, there are section names on the left of the website, you can 

read the content by click the section names. After you finished, please click 【Courses】→ 

【My Courses and Exam】to read more.  

 

  

  

 

 

 

 



【6】  

You have 5 chances per-day.  

Your name will be presented in certificate, please make sure your name is right before you 

take the final exam.  

If needs to correct any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with your school/ institution 

administrator. (refer to【Inquiry】) 

 

  

  

 

 

http://ethics.moe.edu.tw/notice/


【7】  

Each question is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and is requested to answer.  

During the exam, you are not allowed to leave this page or you may need to re-take the 

exam. 

 

  

  

 

 

 



【8】  

After the final exam, it will show you the correct rate, analysis of wrong questions, and 

reference units.  

If you don’t pass the final exam, please review the courses then re-take the final exam. 

 

  

  

 

 

 



【9】  

If you passed the final exam, please go to 【Portfolio】to download your certificate and 

also you can review the courses. (Schematic Diagram) 

 

  

  

 

 

 



【10】  

After passing the final exam, if you’d like to read other courses, please transfer your 

status from “Mandatory student” to “Registrant”.  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 of 

“Registrant” after you successfully finished the process. 

 

 

https://ethics.moe.edu.tw/newuser/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