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首頁管理委員會 

內容規劃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年 4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2:30-4:00 

二、地點：光復校區雲平大樓東棟第 5會議室 

三、主席：楊永年主任秘書 

四、出席人員：秘書室張世琳、教務處李蕙年小姐、學務處鄭進財專員、 

總務處劉俊志技正、國際事務處黃元永先生、國際事務處巫苑瑩小姐、 

財務處凌昀瑄小姐、圖書館狄文傑先生、主計室王薇之小姐、 

人事室康碧秋組長、人事室蘇靜惠小姐、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陳敬組長、 

藝術中心廖又儀小姐、博物館黃勝裕先生、研究總中心莊榮坤先生 

五、列席人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傅柏樺先生 

六、紀錄：王憶琪 

 

七、主席報告：校長一直對本校網頁很關心，今年 3月成立一個網頁專責小組來討論各單位

網頁的問題，已有較具體的規劃。 

八、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報告： 

（一） 因應本校首頁已改用多語版平台，本中心自去年起推動各單位網頁（使用 ePage

平台建置網頁者）改用多語版平台，才能順利發布英文訊息至本校英文首頁，

原訂 3月底前完成搬移，但目前還有超過半數單位尚未完成，請各單位撥空處

理，完成後，請通知相關權責單位變更本校英文首頁之單位連結網址。 

（二） 各單位網頁負責人已填報者，本中心已整理置於「成大首頁暨各單位網頁管

理」之網站（http://web.cc.ncku.edu.tw）上，若單位網頁有任何問題，可透

過此窗口聯繫，負責人若有異動，可隨時更新。 

九、討論事項： 

第 1案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案由：本校英文首頁之活動資訊(Events)及公布欄(Bulletin)，是否保留，請討論。 

說明：依 105年 1 月 15日第 2次內容規劃小組會議決議，計網中心已於 1月 21、22

、26三日，舉辦了 3場活動行事曆及公布欄使用說明會，請各單位踴躍發布

中英文之公告及活動訊息，目前訊息已有明顯增加，但英文訊息尚有努力空

間。 

擬辦：建議英文首頁之活動資訊及公布欄保留，未來繼續請各單位踴躍發布訊息。 

決議： 

一、 英文首頁之活動資訊及公布欄繼續保留。 

二、 請國際處檢視各單位是否適當的發布英文訊息至本校英文首頁（以中文首頁上

的訊息為主要檢視依據），並請思考如何增加英文訊息數量之策略。 

第 2案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案由：各單位網頁檢視作業要點，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5年 1 月 15日首頁管理委員會之內容規劃小組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教學單位、行政單位及研究單位之網頁內容必要及建議項目，分別由教務處、

研發處及研究總中心提供。 

三、 105年 3月 10日主任秘書召開第 1次網頁專責小組會議，會中已初步討論各

單位網頁檢視作業要點。 

擬辦：討論決議後，送首頁管理委員會討論。 

決議：各單位網頁檢視作業要點修改如附件，本要點先送秘書室法制組檢視後，再至

首頁管理委員會提案討論。 

第 3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成立成員較精簡的網頁專責小組，討論本校首頁及各單位網頁管理作業，請討

論。 

說明： 

一、 為較即時地討論及執行有關本校首頁及各單位網頁的管理作業，主任秘書特成

立網頁專責小組，成員由秘書室、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

務處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組成。 

二、 依首頁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內容規劃小組成員包含 17 個單位，召開較不

易。 

三、 網頁專責小組目前試運作，初期每個月開會一次，運作順利後每二個月開會一

次。 

擬辦：網頁專責小組擬試運作一年後，再討論是否取代原來之內容規劃小組。 

決議： 

一、 同意依擬辦辦理。 

二、 網頁專責小組分工如下：  

(一)  秘書室：檢視行政單位網頁。 

(二)  研發處：檢視研究單位網頁。 

(三)  教務處：檢視教學單位網頁。 

(四)  學務處：檢視與學生相關之資訊是否發布至校首頁公布欄或活動行事

曆。 

(五)  國際處：檢視校首頁英文網頁之公布欄和活動行事曆。 

三、 附帶決議：教學單位數量太多，教務處每次可在每個學院抽一個單位檢測即

可。 

十、臨時動議 

(一)  首頁分眾入口目前由不同權責單位負責維護，權責單位承辦人若不在，則維護

有困難，可否改由較專業的計網中心代為處理？（人事室康碧秋組長提案） 

決議：首頁內容由各權責單位直接維護，處理效率較佳，若權責單位操作上有問題，

請計網中心設計一申請表格，由各權責單位審核後，再送計網中心執行修改。 

(二)  活動行事曆及公布欄的發佈作業，目前需分２次製作，是否可簡化？ (國際事

務處黃元永先生提案) 

決議：目前本校首頁及大部份單位網頁所使用的 ePage平台，係一商用套裝軟體，功

能很強大，但無法直接修改其內部功能，我們只是運用它的一些功能來達成我



  

們要的內容，因此造成要做２次的狀況，是否可另行客製整合之功能，請計網

中心進行內部評估後，於下次會議中報告。 

十一、散會 



  

［附件］ 

國立成功大學各單位網頁檢視作業要點 

 

一、 本要點之目的在提升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各單位網頁中英文內容之正確性
及豐富性，特依據本校「網頁管理辦法」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辦法所稱本校各單位，以本校編制內之一、二級行政、教學及研究單位為原則。 

三、 各單位應指派專人負責管理及維護所屬單位網站，並將網頁管理人名單提供予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以利網頁相關事宜之聯繫。網頁管理人異動時，亦須主動提供新管理人
資料。 

四、 單位網頁管理人應隨時更新網站資訊，並定期檢視單位網頁是否有過期或不合宜之資

訊，包含全校性或跨單位相關的訊息，應依不同性質，主動發佈至本校首頁公布欄或
活動行事曆。本校若開辦網頁相關教育訓練或說明會，網頁管理人應積極參與，以瞭
解本校網頁相關資訊。 

五、 各單位須於每季檢視其單位之網頁，包括超連結的正確性和資料的即時性，並彙整相
關資料，每季檢視結果應回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再彚整呈報首頁管理委員會。 

六、 各單位網頁依不同屬性，應包含以下內容： 
(一)  行政單位網頁應包含以下內容： 

網頁內容 中文網頁 英文網頁 

必要內容 1. 最新消息 

2. 單位介紹（沿革、組織架構、組織成

員、業務職掌） 

3. 相關規章 

4. 表單下載 

5. 相關連結 

6. 連絡資訊（單位電話、傳真、電子信

箱） 

7. 更新日期 

1. News 

2. People & Services 

3. Resources 

4. Contact 

5. Links 

6. Last updated 

建議內容 1. 單位願景 

2. 交通資訊 (地理位置/位置圖) 

3. 成果專區 

4. Q & A (常見問題/答客問) 

1. Vision 

2. Transportation 

3. Achievement 

4. Q & A 

 
(二)  教學單位網頁應包含以下內容： 

網頁內容 中文網頁 英文網頁 

必要內容 1. 課程地圖連結(含校

教育目標、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2. 課程查詢連結 

3. 教師課程大綱上傳連

結 

4. 在學生以各入學學年

度區分之畢業學分數

及必、選修課程列表 

5. 師資專長 

6. 活動訊息(公布欄,行

1. Curriculum Map (Goal, principle 

literacy and competence) 

2. Course Catalog 

3. Syllabus upload for instructors 

4. Enrolled students’ graduation 

credits (Sort by entrance 

academic semesters) and lists 

for required and selected 

courses. 

5. Teacher expertise 

6. Activity information (Bulletin, 



  

事曆) Calendar) 

 

(三)  研究單位網頁應包含以下內容： 

網頁內容 中文網頁 英文網頁 

必要內容 1. 單位簡介 

2. 組織成員 

3. 聯絡方式 

4. 最新消息 

1. Organization 

2. Member list 

3. Contact 

建議內容 1. 研究成果 

2. 相關連結 

3. 表單下載 

4. 實驗設備 

5. 技術服務 

6. 檢測服務 

1. Research 

2. Links 

 

七、 本要點經首頁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