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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多語網站語言 

路徑：登入後台參數設定軟體功能設定語言 

勾選欲製作的語言，如圖 1 所示。 

 

圖 1 

*註：需先開啟後台有效語言，才能設定前台有效語言。 

於後台重新整理後，可看見編輯區塊右上角多語版切換功能顯示，如圖 2 紅框所示。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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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語版網站基本資料設定 

平台提供多語版網站可擁有不同的網站資料與風格，以下介紹如何設定基本資料。 

路徑：登入後台參數設定學校資料 

 

圖 3 

依序上傳 Logo 與小圖標，在此的 Logo 指的即是「橫幅 banner」，中英文之 logo 與

banner 可至此網頁下載：http://web.cc.ncku.edu.tw/files/11-1006-2405.php?Lang=zh-tw。 

logo 的顯示地方會隨著選擇的樣式不同而略有差異，如圖 4 前端示意圖所示，logo 即為

最上方的橫幅藍底圖像，小圖標即為瀏覽器的分頁頁籤所顯示的圖案。 

 

圖 4 

 圖片上傳成功後，請記得填寫「學校名稱」、「網站名稱」、「網站標語」、「服務 mail」等

欄位，「服務 mail」請務必更改為貴單位的專屬 mail。確認編輯後，請務必點選「修改」，方

算是成功編輯與儲存，如圖 5 紅框所示。 

 

http://web.cc.ncku.edu.tw/files/11-1006-240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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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繁體中文版本編輯完後，請切換到英文版本做編輯，如圖 6 紅框所示。 

 

圖 6  切換為英文網站版本進行編輯 

英文版本的編輯方式同中文版本，請依序上傳相對應的圖片與填寫資料，圖片部分請務

必選擇英文版本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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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頁面樣示變更 

多語版的頁面樣式屬於分別管理，故可以使多個語言網站擁有各自的樣式背景，但這裡

建議樣式與風格一致，在使用者瀏覽網站而言較方便做對應。 

路徑：登入後台頁面樣式頁面樣式變更 

選擇欲套用的樣式，學校有提供自定版型，或可以選用其他系統的版型，如圖 7 所示。

點選後，請記得再點選「修改」儲存更改。 

繁體中文版本更改樣式後，請切換到英文版本進行編輯。(建議樣式選擇同樣的)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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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頁畫面設定 

首頁的畫面是由多個模組建立而成，需於前端顯示什麼內容模組可以由此設定。 

路徑：登入後台頁面樣式首頁畫面設定 

 

圖 8 

如欲加入模組塊，點選「模組列表」頁籤，左方會出現目前網站所有的模組名稱，請選

擇欲放置在首頁的模組，直接點擊滑鼠左鍵，將會顯示如圖 8 紅框所示的選項，依照網站的

需求，選擇置放在畫面的「左邊欄」、「中間欄」、「右邊欄」；將模組從模組列表拉進畫面

後，如欲調整模組的相對位置，可以直接以拖曳的方式移動。而編輯後，切記要點選「儲

存」方算完成。 

如圖 9 所示，依序置放分類模組等模組並儲存後，可以在前端的首頁看到如圖 10 所示的

畫面，左邊顯示的是分類模組、中間顯示的是最新消息模組、右方顯示的是相關連結模組

等。 

 

圖 9 編輯完後，記得「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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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前端顯示的首頁 

 圖 9 所設定的頁面布局為「三欄式」的布局，如欲改變欄位方式，可以點選「頁面布

局」標籤，根據需求選擇需要的欄位切割方式，如圖 11 所示。欄位切割的比例如果不照預

設設定的話，可以自行輸入想要的百分比。選擇並編輯後，同樣務必「儲存」。 

 

圖 11 

 中文版本的首頁畫面編輯完畢後，再切換至英文版本進行編輯，在此建議中英文版本顯

示的內容一致，盡量讓首頁畫面的模組可以相對應。 

5. 頁首連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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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語版的頁首連結屬於分別管理，故可以使多個語言網站擁有各自的頁首連結，且為了

提升建置方便性，當使用連結者新增頁首時，系統將同步複製一份資料至其它語言版本中，

網站管理者只需將其它語言的連結名稱稍作修改，並選擇「有效」顯示即可。  

路徑：登入後台頁面樣式頁首連結設定 

新增一個頁首連結如「語言切換」，平台提供同步新增英文版本中，操作如圖 12 所示。 

 

圖 12 

先於繁體中文版本編輯完後，再切換到英文版本，可以看到有一份資料同步新增了(僅新

增時，會同步新增；如先於中文版本新增後，中文版本又進行修改，則中文版本的修改資料

並不會同步於英文版本修改)，如圖 13 所示。 

 

圖 13  英文版本同步有一份新增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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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再修改英文版本所顯示的名稱與連結即可，如圖 14 所示。 

 

圖 14 

 中文版本新增時，雖然會複製一份到英文版本，但須注意其預設是「無效」資料，如圖

14 的紅框所示，如欲在前端也顯示，務必選擇「Valid」，將此筆資料設為「有效」資料，英

文版本的前端才會顯示。 

而另外要補述的是英文網址的部分，在連結網址的最後面，必須加註語系，以避免切換

之間，因為瀏覽器暫存語系的關係，而無法顯示欲顯示的語系。如欲連結的網址是中文版

本，需在網址後面加上「?Lang=zh-tw」；若連結網址是英文版本，需在網址後面加上

「?Lang=en」，如：「http://******.ncku.edu.tw/bin/home.php?Lang=en」。 

而雖然前台有多語版切換功能，但不建議開啟語言導航列，因為會隨著所用的樣式設定

不同，而無法顯示，如目前學校所提供的版型，皆是沒有顯示語言導航的區塊。在此僅簡單

說明語言導行列的設定。 

路徑:登入後台頁面樣式首頁畫面設定頁面頭部設定 

語言導航選項選擇「顯示」，如圖 15 所示紅框。 

http://******.ncku.edu.tw/bin/home.ph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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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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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內容管理 

內容管理部分，須注意分類與內容的語言切換，如圖 16 紅框所示。 

 

圖 16 

 編輯的概念類似上一節的連結設定，建議先在繁體中文版本建立分類架構與新增內容。

點選「新增分類」，如圖 17 所示，依序選擇分類層級、填寫分類名稱等，並儲存新增後，英

文版本會同步出現一份相同的資料。 

 

圖 17 

 在繁體中文新增分類時，預設的「資料有效與否」為「是」，同樣架構的英文版本因此

也為「是」。網站建置時，建議中英文相對應，如果網站的架構英文資料難以比對，可以將

「資料有效與否」選擇為「否」，則前端就不會看到。 

 編輯完中文版本，切換到英文版本將分類名稱、說明等欄位由中文更改為英文，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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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所示。 

 

圖 18 

 分類建立完成後，可以開始建立資料。點擊右邊所有資訊的「新增資訊」按鈕，如圖

19 所示。 

 

圖 19 

 編輯的內容有很多頁籤，首先編輯「基本資料」頁籤。點選「基本資料」頁籤，依序輸

入內容標題、內文等，並在右方的「分類」頁籤中，選擇所屬的分類，可以選擇多個分類；

如果已有建立公告模組，也可以於「公告」頁籤中，選擇公告模組(如：最新消息、新聞

等)；資料於前端顯示於否，則於「資料狀態」選項選擇有效或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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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上傳圖檔，可於上方的「資訊圖檔」頁籤中進行編輯，此功能可見於成大首頁的新

聞內容，即是這樣的編輯方式。 

「頁面布局」頁籤則是選擇文章內容的顯示順序，是標題在上、圖片在中、內容在下等

表現方式。其他頁籤較不常使用，這裡不做說明。 

 中文版本的內容新增完後，英文版本也會同步擁有一份資料，但其預設的顯示狀態為無

效，故可以在後台看到，其底色為灰底；底色為白底的標題，則代表其資料顯示狀態是「有

效」，如圖 20 所示。 

 

圖 20 

 因此，如英文版本的前端欲顯示，則需編輯英文版本的內容，如圖 21 所示，將中文內

容更改為英文內容，並需注意將「Validity」改選為「Valid 」。 

 

圖 21 

  



成功大學 ePage 網站管理平台如何搬移英文網頁內容至多語版網站(2015/10/20) ～14～ 

7. 模組管理 

模組管理部分，亦須注意分類與內容的語言切換，如圖 22 紅框所示。 

 

圖 22 

模組管理是提供網站除了主要架構與內容外，能建立出各種不同性質且豐富的資訊。與

內容管理相同，大部分的模組會在繁體建立後，再至其他語言狀態下修改即可，唯「表單模

組」與「問卷模組」之功能性質較不屬於多語網站下所使用，因此屬於多語網站之共通可使

用模組，即表單模組與問卷模組沒有多語，所以建議新增時，能同時輸入有中文與英文，如

圖 23 所示。 

 

圖 23 

 其他模組多語的編輯方式大同小異，唯須注意中英文切換即可。 

 

在多語網站中，刪除資料有兩個選項，一個是「刪除」，一個是「刪除多語」，以下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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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介紹。 

 

圖 24 

如圖 24 所示，在中文版本中，「刪除」了一筆資料，而結果顯示「一共 1 筆資料已經刪

除」，由此可知，「刪除」按鈕僅是刪除該語言版本的那筆資料，若英文版本的資訊已有編輯

的話，則不會刪除(即代表：若相對應的英文版本未編輯，則將會刪除)。 

如欲同步刪除其他語系版本的資料，則點選「刪除多語」按鈕，則同筆資訊將會一併刪

除。資料刪除後，將無法在救回已刪除的資料，刪除時需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