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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功能說明 

一、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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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說明 

會外使用者透過個人電腦連至網際網路後，於網址列輸入 

http://demo19.cinet.tw/Public/index.aspx  即可連至【第 2代

技師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資訊系統】首頁。 

（二）功能操作介紹 

功能 1. 政府機關個人化：可連結至政府機關個人化登入首頁，提供

訓練活動及簽證案。 

功能 2. 其他團體課程申請：可連結至其他團體登入首頁或課程查

詢。 

功能 3. 技師公會個人化：可連結至技師公會個人化登入首頁，提供

基本資料(會員名冊、通訊資料)、訓練活動、填報鑑定技師名冊及

災後動員技師名冊。 

功能 4. 顧問公司個人化：可連結至顧問公司個人化登入首頁，提供

申請案(許可設立/登記證核發、公司異動核備)、年度業務報告書填

報、訓練活動及簽證案。 

功能 5. 技師個人化: 可連結至技師個人化登入首頁，提供申請案

(技師證書申請、執業執照申請、顧問公司許可/登記證申請)、技師

執照履歷及技師簽證。 

功能 6. 個人技師<線上資訊>：可連結至各項資訊網站，可協助下載

表格檔案。 

功能 7. 顧問公司<線上資訊>：可連結至各項資訊網站，可協助下載

表格檔案。 

功能 8. 公告資訊最新消息:首頁最上方提供最新消息區塊，可得知

目前最新資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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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機關個人化 

(一)註冊 

步驟１》於首頁點選右下方政府機關個人化介面。 

步驟２》進入政府機關個人化登入畫面後，點選【註冊】。 

 

  



「第 2代技師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資訊系統規劃、建置與維護」系統操作手冊 

6 

步驟３》輸入資料後，點選【完成註冊】。 

 

步驟４》直接進入政府機關線上作業，點選【登出】，回政府機關個人

化登入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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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基本資料 

步驟１》進入機關基本資料，系統自動帶出註冊時預先填寫過的資料。 

步驟２》點選【確認】。 

 

步驟３》點選【取消】，回政府機關個人化線上作業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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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課程作業 

步驟１》點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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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點選【儲存】，即完成課程申請。 

 

步驟３》 輸入[課程名稱]、[課程日期區間]、[主辦單位]、[核備文

號] 、[核准狀態]下拉式選單，點選【查詢】，即可依條件範圍過濾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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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訓技師上傳 

步驟１》 登入受訓技師上傳作業後，輸入[核備文號]、[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區間]並點選【查詢】。 

 步驟２》 進入查詢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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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選擇【下載範例】。 

步驟４》選擇[課程]後，將 excel檔上傳，並點選【匯入上課名單】。 

倘若上傳資料有誤，系統會將錯誤訊息於檔案中揭示；倘若資料正確

即匯入成功。 

步驟５》資料正確即匯入成功。 

步驟６》點選【確定】，回到 步驟２》畫面，於 步驟２》按下【送出】

即完成上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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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簽證案件維護(決標案/BOT) 

步驟１》登入簽證案件維護(決標案/BOT)作業後，輸入[案件類型]下

拉式選單、[簽證項目]可複選、[工程種類]下拉式選單、[案件編號]、

[案件名稱]、[承辦日期區間]、[決標日期區間]、[技師]並點選【查

詢】。 

步驟２》進入查詢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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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選擇【建立】，點選【儲存】即完成資料填寫。 

 

步驟４》點選【返回列表】，回到 步驟１》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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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業技師地理資訊(GIS)查詢 

步驟１》輸入[工址位置]、[科別]下拉式選單，點選【查詢】。 

 

步驟２》點選 + 或－ 變更圖片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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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團體課程申請 

(一)註冊 

步驟１》於首頁點[其他公告資訊]點選其他團體課程申請。 

 

步驟２》進入其他團體個人化登入畫面後，點選【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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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輸入資料後，點選【完成註冊】。 

 

步驟４》直接進入其他團體線上作業，點選【登出】，回其他團體個人

化登入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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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維護 

步驟１》進入基本資料維護作業，系統自動帶出註冊時預先填寫過的

資料。 

 

步驟２》點選【確認】。 

 

步驟３》點選【取消】，回其他團體個人化線上作業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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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維護作業 

步驟１》點選【建立】。 

步驟２》點選【儲存】，即完成課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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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 輸入[課程名稱]、[課程日期區間]、[主辦單位]、[核備文

號] 、[核准狀態]下拉式選單，點選【查詢】，即可依條件範圍過濾資

料。 

 

步驟４》點入 檢視 連結，即回到 步驟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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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師上課管理 

步驟１》 登入技師上課管理作業後，輸入[核備文號]、[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區間]並點選【查詢】。 

 

 步驟２》進入查詢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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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選擇【下載範例】。 

 

步驟４》選擇[課程]後，將 excel檔上傳，並點選【匯入上課名單】。 

倘若上傳資料有誤，系統會將錯誤訊息於檔案中揭示；倘若資料正確

即匯入成功。 

 

步驟５》資料正確即匯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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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６》維護上課異常資訊。 

 

步驟７》點選【送出】，即完成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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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師公會個人化 

(一)註冊 

步驟１》於首頁點選右下方技師公會個人化介面。 

步驟２》進入技師公會個人化登入畫面後，點選【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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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輸入資料後，點選【完成註冊】。 

 

步驟４》直接進入公會線上作業，點選【登出】，回技師公會個人化登

入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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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會基本資料 

步驟１》 進入公會基本資料，系統自動帶出註冊時預先填寫過的資

料。 

 

步驟２》點選【確認】。 

 

步驟３》點選【取消】，回技師公會個人化線上作業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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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課程作業 

步驟１》點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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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點選【儲存】，即完成課程申請。 

 

步驟３》 輸入[課程名稱]、[課程日期區間]、[主辦單位]、[核備文

號] 、[核准狀態]下拉式選單，點選【查詢】，即可依條件範圍過濾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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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訓技師上傳 

步驟１》登入受訓技師上傳作業後，輸入[核備文號]、[課程名稱]、[課

程日期區間]並點選【查詢】。 

 步驟２》進入查詢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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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選擇【下載範例】。 

步驟４》選擇[課程]後，將 excel檔上傳，並點選【匯入上課名單】。 

倘若上傳資料有誤，系統會將錯誤訊息於檔案中揭示；倘若資料正確

即匯入成功。 

步驟５》資料正確即匯入成功。 

步驟６》點選【確定】，回到 步驟２》畫面，於 步驟２》按下【送出】

即完成上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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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會會員名冊 

步驟１》 系統自動帶出該公會會員資料或輸入[姓名]、[身分證字號]，

點選【查詢】。 

 

步驟２》點選【下載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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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點選選擇檔案上傳 excel檔，執行【匯入名冊】則資料匯入

完成。 

 

步驟４》輸入[姓名]、[身分證字號]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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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顧問公司個人化 

(一)註冊 

步驟１》於首頁點選左下方顧問公司個人化介面。 

步驟２》進入顧問公司個人化登入畫面後，點選【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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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輸入資料後，點選【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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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直接進入顧問公司線上作業，點選【登出】，回顧問公司個人

化登入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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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資料 

步驟１》 進入公司基本資料，系統自動帶出註冊時預先填寫過的資

料。 

步驟２》點選【確認】。 

 

步驟３》點選【取消】，回顧問公司個人化線上作業主畫面。 

 

  



「第 2代技師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資訊系統規劃、建置與維護」系統操作手冊 

36 

(三)許可/登記證 

步驟１》若是已申請過的顧問公司進入許可/登記證作業，系統會自動

帶出之前已申請過的資料。 

步驟２》若是未申請過的顧問公司進入許可/登記證作業，系統會顯示

【新申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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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 點選【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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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 點選【送出】可進入以下畫面，點選【取消】回主畫面。 

步驟５》 點選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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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６》 點選 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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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申請作業 

步驟１》登入課程申請作業後，輸入[課程名稱]、[課程日期區間]、[主

辦單位]、[核備文號]及[核准狀態]下拉式選單並點選【查詢】，若是

點選【建立】，進入步驟３》。 

步驟２》進入查詢列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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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點選【建立】時畫面。 

步驟４》點選【儲存】，回到步驟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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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訓技師上傳 

步驟１》 登入受訓技師上傳作業後，輸入[核備文號]、[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區間]並點選【查詢】。 

步驟２》進入查詢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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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選擇【下載範例】。 

步驟４》選擇[課程]後，將 excel檔上傳，並點選【匯入上課名單】。 

倘若上傳資料有誤，系統會將錯誤訊息於檔案中揭示；倘若資料正確

即匯入成功。 

步驟５》資料正確即匯入成功。 

步驟６》點選【確定】，回到 步驟２》畫面，於 步驟２》按下【送出】

即完成上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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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年度業務報告 

步驟１》登入公司年度業務報告作業後，於資料列表中會帶出該公司

填報過之資料或可自行選擇[年度]下拉選單後點選【查詢】。 

 

步驟２》點入[年度]連結後會有 6個頁籤[公司基本資料]、[執業技師

人員名冊]、[年度異動核備情形]、[年度服務案件統計]、[健康保險

投保名冊]、[公司調查表]、[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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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進入[公司基本資料]畫面，輸入完資料後，點選【送出】即

完成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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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進入[執業技師人員名冊]畫面，輸入完資料後，點選【送出】

即完成資料儲存。 

 

步驟５》進入[年度異動核備情形]畫面，輸入完資料後，點選【送出】

即完成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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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６》進入[年度服務案件統計]畫面，輸入完資料後，點選【送出】

即完成資料儲存；點選<新增案件>可新增資料，點選細項閱覽可修改

資料，點選移除則刪除該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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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７》進入[新增案件]或[細項閱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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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８》進入[健康保險投保名冊]畫面，可將 excel檔匯入，點選【送

出】即完成資料儲存。 

 

步驟９》點選新增，可新增資料，點選移除則刪除該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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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１０》進入[公司調查表]畫面，點選【送出】即完成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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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１１》進入[總覽]畫面，點選【返回】回到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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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簽證案件維護(決標案/BOT) 

步驟１》登入簽證案件維護(決標案/BOT)作業後，輸入[案件類型]下

拉式選單、[簽證項目]可複選、[工程種類]下拉式選單、[案件編號]、

[案件名稱]、[承辦日期區間]、[決標日期區間]、[技師]並點選【查

詢】。 

步驟２》進入查詢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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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選擇【建立】，點選【儲存】即完成資料填寫。 

 

步驟４》點選【返回列表】，回到 步驟１》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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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檢視技師簽證內容 

步驟１》登入檢視技師簽證內容作業後，輸入[案件編號]、[案件名稱]、

[得標機構]、[技師姓名]、[技師身分證]、[承辦日期區間]、勾選[顯

示逾期登錄]、[顯示逾期未填]並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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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聘用技師名冊 

步驟１》系統自動帶出該公司聘用之技師資料或輸入[姓名]、[身分證

字號]，點選【查詢】。 

 

步驟２》點選 姓名 連結，可修改資料，點選【儲存】即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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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負責經理人名冊 

步驟１》系統自動帶出該公司負責經理人資料或輸入[姓名]、[身分證

字號]，點選【查詢】。 

 

步驟２》點選姓名連結，修改完資料後點選【儲存】即完成修改。 

 

步驟３》點選刪除連結，則會刪除該筆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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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董事或執行業務股東名冊 

步驟１》 系統自動帶出該公司董事或執行業務股東資料或輸入[姓名]、

[身分證字號]，點選【查詢】。 

步驟２》點選姓名連結，修改完資料後點選【儲存】即完成修改。 

步驟３》點選刪除連結，則會刪除該筆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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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師個人化 

(一)註冊 

步驟１》於首頁點選左下方技師個人化介面。 

步驟２》進入個人技師個人化登入畫面後，點選【註冊】。 

 

步驟３》輸入資料後，點選【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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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直接進入個人技師線上作業，點選【登出】，回個人技師個人

化登入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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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基本資料 

步驟１》 進入個人基本資料，系統自動帶出註冊時預先填寫過的資

料。 

 

步驟２》點選【確認】。 

 

步驟３》點選【取消】，回技師個人化線上作業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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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經歷 

步驟１》進入個人經歷，點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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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輸入資料後，點選【送出】完成資料填寫，帶出<畫面 1>，若

是點選 加入，帶出<畫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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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 <畫面 1> 點選【編輯】可進入 步驟２》畫面，點選【回選

單】回個人技師線上作業主畫面。 

<畫面 1> 

 

步驟４》<畫面 2> 點選【送出】可進入 步驟３》畫面，點選【離開】

回主畫面。 

<畫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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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師證書 

步驟１》點選【新申請】，帶出證書明細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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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輸入資料後，點選【送出】完成資料填寫。 

步驟３》點選【檢視】，帶出資料，點選【編輯】可進入修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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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 點選【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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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師執照 

步驟１》點選【新申請】，帶出執業執照明細資料畫面。 



「第 2代技師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資訊系統規劃、建置與維護」系統操作手冊 

68 

步驟２》輸入資料後，點選【送出】完成資料填寫。 

步驟３》點選【檢視】，帶出資料，點選【編輯】可進入修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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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 點選【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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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簽證案件管理 

步驟１》登入簽證案件管理後，系統自動帶出案件資訊內容;或輸入查

詢條件，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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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點選 案件編號 連結進入編輯畫面。 

步驟３》點選【儲存】，即完成資料異動存檔，回到 步驟１ 畫面。 

步驟４》點選 步驟１畫面中的【建立】功能，帶出之畫面同 步驟２ 的

空白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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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簽證案件作業 

步驟１》登入簽證案件作業後，系統自動帶出案件資訊內容;或輸入承

辦日期區間，點選【查詢】。 

步驟２》點選 序號 連結進入編輯畫面。 

步驟３》點選【儲存】，即完成資料異動存檔，回到 步驟１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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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事務所年度業務報告 

步驟１》登入事務所年度報告後，系統自動帶出應填報之資訊內容;或 

可依查詢年度，點選【查詢】。 

 

步驟２》點選 年度 連結進入填報編輯畫面，事務所年度業務報告須

填寫 3份資料。 

 

步驟３》點選【執業機構基本資料】，於畫面中編輯完成後按下【送出】

鍵，即完成資料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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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點選【年度服務案件統計】，於畫面中可選擇編輯【新增國內

案件】【新增海外案件】之內容，完成後按下【送出】鍵，即完成資料

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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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５》點選【新增國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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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６》已新增過案件資料畫面。 

 

步驟７》點選【執業機構調查表】，編輯完成後按下【送出】鍵，即完

成資料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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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８》點選【總覽】，可檢視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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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師訓練積分查詢 

步驟１》登入技師訓練積分查詢作業後，系統自動帶出技師各科訓練

積分內容。 

步驟２》點選 檢視明細 連結進入查詢畫面。 

步驟３》點選【離開】，即關閉目前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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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技師訓練活動查詢 

步驟１》登入技師訓練活動查詢作業後，輸入[課程名稱]、[課程日期

區間]、[科別] 點選【查詢】。 

 

步驟２》進入查詢後畫面。 

 

步驟３》點選【回選單】，即回個人技師線上作業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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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首頁公告資訊 

(一)最新消息 

步驟１》於首頁最上方區塊顯示最新消息。 

步驟２》點選連結進入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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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技師<線上資訊> 

步驟１》於首頁中間區塊左方顯示個人技師<線上資訊>。 

步驟２》 「相關法規及解釋函」、「證書書表下載」、「執照書表下載」、

「技師分階段考試實務經歷及專業研習登錄管理資訊系統」以上連

結會連至公共工程網站首頁與第一代系統相同。 

步驟３》於步驟１畫面中點選公告資訊。 

步驟４》進入 技師執業執照查詢 功能，於查詢條件中輸入資料後點

選【查詢】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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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５》進入 技師個人訓練積分查詢 功能，於查詢條件中輸入資料

後點選【查詢】按鍵。 

 



「第 2代技師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資訊系統規劃、建置與維護」系統操作手冊 

84 

步驟６》進入 技師執業執照查詢 功能，於查詢條件中輸入資料後點

選【查詢】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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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７》進入 查詢即時各科技師執業人數 功能，直接帶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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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８》進入 技師公會通訊錄 功能，直接帶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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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問公司<線上資訊> 

步驟１》於首頁中間區塊右方顯示顧問公司<線上資訊>。 

 

步驟２》 「相關法規及解釋函」、「公司登記書表下載」、「技術服務廠

商參與公共工程履約紀錄查詢」以上連結會連至公共工程網站首頁

與第一代系統相同。 

步驟３》於步驟１畫面中點選公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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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４》進入 營業現況查詢 功能，於查詢條件中輸入資料後點選【查

詢】按鍵。 

步驟５》點選 統一編號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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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６》進入 登記分縣市統計表(簡表) 功能。 

步驟７》點選 公司數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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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８》進入 技術服務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履約紀錄查詢，輸入查詢條

件[公司名稱]、[統一編號] 、[科別]，點選【查詢】。 

 

步驟９》點選 公司名稱 連結帶入 步驟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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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１０》帶出履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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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１１》進入 明細 連結後帶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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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公告資訊 

步驟１》於首頁下方區塊右方顯示 其他公告資訊。 

 

步驟２》於步驟１畫面中點選課程查詢後輸入查詢條件[課程名稱]、

[課程日期區間] 、[科別]，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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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於步驟 2畫面中點選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