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管理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12 年 9 月 25 日 14:00 
會議地點：雲平大樓 4 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蘇副校長慧貞     紀錄：盧韻如 
出席： 
陳主任秘書進成、林教務長清河(李嘉勳代)、林學務長啟禎(鄭進財代)、黃總務

長正亮(胡振揚代)、黃研發長文星(陳引幹代)、博物館楊館長瑞珍(周正偉代)、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陳主任響亮、校友聯絡中心蕭主任世裕(周儀欣代)、新聞中心湯

主任堯、工設系謝教授孟達、秘書室林碧珠小姐、教務處李嘉勳先生、學務處陳

琦安小姐(李怡慧代)、總務處劉俊志組長、研發處吳政璋先生、國際處黃元永先

生、圖書館狄文傑先生、醫圖林意晴小姐、計網中心網作組王憶琪小姐、計網中

心校資組林沄萱、藝術中心楊碧雯小姐、藝術中心郭耀仁先生、博物館黃勝裕先

生、研究總中心莊榮坤先生、校友聯絡中心歐蓉蓉小姐(陳宜彣代)、外語中心陳

佳霙小姐、財務處凌昀瑄小姐、學生會會長林忠毅 
 
 

壹、 報告事項 

一、長時間未維護網站清單 
主席裁示： 
(1) 一週內通知各行政與教學單位，將網頁負責人名單與主管名單回報給新聞中

心。 
(2) 聘請工讀生協助中英文網頁維護，在本校已行之有年，請教務處幫忙確認聘

僱工讀生維護網頁內容之合法性，若許可則繼續依原制度執行網頁之更新與

維護。 
(3) 教學單位的中英文網頁更新管理，將統計資料呈遞校長後，建議由教務處與

研發處來處理，以圖儀費用金額之加減為獎懲辦法。 
(4) 請各系所單位自行把關網路內容之更新，每半年至少檢查一次，計網中心將

視情況施以鎖住 IP 作業以示警告。 
(5) 各單位網頁之後續更新情形，由計網中心主任與新聞中心主任商議運用工讀

金的分配方式，安排工讀生進行檢視、評量各單位(行政、學院、系所)的網

頁是否齊備。工讀金的發放以及施行單位則由蘇副校長裁示後，再進行後續

作業 
 
二、邁入新學年，若各單位首頁管理之負責人如有異動，請聯繫新聞中心

以利更新連絡人名單。 
 



三、各單位網站首頁無標示更新日期與網站瀏覽計數器者，建議可增加「最

後更新日期」之顯示欄位，以及網站瀏覽計數器。 
 

貳、 提案討論事項 

提案                                          提案單位：計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首頁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網頁管理試行辦法」（第四條）辦理。 
二、前首頁管理委員會運作方式為所有代表（不分組）皆一起開會討論，

對於整體規劃之功能，無法有效發揮，建議落實分組之運作方式。 
 * 參考附件：首頁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附件二)、成功大學網頁

管理試行辦法(附件三)、參考圖表(附件四) 

決議： 
(1) 設置要點之草案擬定，經會議討論後，修訂版本如(附件五)所呈。 
(2) 未來首頁管理委員會運作方式，將依內容規畫小組、翻譯小組、網路與

資訊小組，三個小組分頭依業務需要展開運作。內容規劃小組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至二次會議來進行相關業務，俾利於各單位正視網頁資訊之正

確性。 
(3) 本次之會議紀錄由新聞中心負責，設置要點經計網中心修訂後，提主管

會報。 
 

參、 臨時動議 

一、                                         提案單位：計網中心 
案由：因應個人資料法的施行，本校宜制訂一套制度以維護個人資料隱私

的權益。 
說明：個資法將於 10 月 1 日上路，如何隱藏個資，並又能適實提供相關訊息，

需有通盤的考量，在不觸及法律刑責問題下，讓網站發揮資訊效益。 
決議： 
 
(1) 請各單位於一週內將網頁負責人及主管名單，回報給秘書室。 
(2) 請秘書室法制秘書，協助（以正、負面表述之方式）整理適宜網頁刊載之內

容項目。 
(3) 請秘書室羅列項目提供各單位參考，並由計網中心發文至各單位，並於主管

會報以及系所主管會議時提出。 
(4) 所提供之範本僅供參考，各單位可視需求予以彈性調整。 
 



二、                                         提案單位：外語中心 
案由：外語中心完成之譯稿，是否制訂流程與手續作業，以確保訊息之正

確性。 
說明：外語中心完成之譯稿，送回各單位後，譯者、單位負責人與單位主

管之意見不一致時，難以達成決議。而若發布之訊息涉及法律刑責，譯者

將難承擔責任。 
決議： 

(1) 各單位在稿件譯畢後，由翻譯小組召集人先行把關。 
(2) 訊息傳至各單位後，應由單位承辦人與單位主管簽署確認內容無誤後，

簽署通過，始可發布消息。 
(3) 譯文最後，宜加註「以中文為主」之聲明。 
(4) 請外語中心規劃時程，為校內各單位進行網頁資訊之翻譯。並以行政單

位為優先執行，再逐步執行教學單位。 
 

三、                     提案單位：計網中心 
案由：為促使各單位網頁內容齊備，將提供範本樣式給各單位參考 
說明：為確保各單位網頁資訊完整齊備，宜以正、負面表述之方式，提供

網頁資訊刊載項目給各單位參考，俾利後續查核檢視工作。 
決議： 
(1) 由計網中心與新聞中心討論後，羅列檢視項目樣本，並與教務處達成共

識後，發布訊息給各單位參考。 
(2) 所提供之項目僅供參考，各單位可視業務需求與以彈性調整。 
 
四、                                         提案單位：新聞中心 
案由：網頁內容更新時程安排 
說明：為利網頁更新後續作業，新聞中心擬定網頁更新時程安排，請各單

位負責人協助將此訊息告知各單位，並循序更新網頁內容。 
決議： 
(1) 請各單位於 10 月 5 日前，回報計網中心與新聞中心單位網頁負責人與

主管名單。 
(2) 10 月 12 日前公布行政、學院、教學單位的網路檢核點。 
(3) 10 月 19 日前請秘書室法制秘書與各單位商討，召開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事項說明之會議，如有需要再擇期召開說明會。 
(4) 10 月 26 日起，開始全面展開網頁資訊更新狀況查核。 
(5) 11 月 2 日，計網中心與新聞中心將公告各單位網頁訊息更新檢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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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單位】網頁更新列表 

查核時間：2012/9/21 

行政單位名稱 最後更新日期 

中文 英文 

校長室 2012/09/05 2012/09/05 

顏副校長室 2012/09/19 2012/09/19 

蘇副校長室 2012/08/29 2012/03/21 

何副校長室 2012/09/14 2012/08/29 

秘書室 2012/09/17 2012/09/04 

新聞中心 2012/09/17 2012/09/17 

教務處 2012/09/18 2012/09/18 

招生組 2012/08/30  2012/08/28 
註冊組 2012/09/18 2012/09/18 
課務組 2012/09/18 2012/09/18 
學服組 2012/09/17 2012/09/19 
體育組 2012/09/18 2012/09/11 
進推中心 2012/09/17 2012/09/09 
師培中心 2012/09/17 2012/09/04 

學生事務處 2012/09/18 2012/09/18 

學輔組 2012/09/20 2012/09/13 
生輔組 2012/09/18 2012/09/16 
住服組 2012/09/18 2012/09/16 
課指組 2012/09/14 2012/09/20 
衛保組 2012/09/10 2012/05/17 
僑輔組 2012/09/18 2012/09/12 
生涯組 2012/09/18 2012/09/19 
軍訓室 2012/09/18 2012/09/20 

附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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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2012/09/17 2012/03/16 

文書組 2012/09/12 2012/09/12 
事務組 2012/09/17 2012/09/14 
採購組 2012/08/30 2012/08/27 
資產組 2012/09/18 2012/09/12 
營繕組 2012/09/12 2012/09/10 
駐警隊 2012/09/06 2012/09/06 

圖書館 2012/09/17 2012/09/17 

人事室 2012/09/18 2012/09/19 

會計室 2012/09/13 2012/08/27 

研究發展處 2012/09/13 2012/09/13 

企劃組 2012/09/18 2012/09/12 
建教組 2012/09/12 2012/09/06 
儀設中心 2012/09/12 2012/09/12 
研發處 2012/09/13 2012/09/13 

國際事務處 2012/09/17 2012/09/21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2012/09/18 2012/09/11 

校友聯絡中心 2012/09/14 2012/03/29 

藝術中心 2012/09/17 2012/09/12 

博物館 2012/09/18 2012/08/20  

財務處 2012/09/18 2012/09/17  

出納組 2012/09/14 201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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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網頁更新列表 

查核時間：2012/9/21 

                                                        

教學單位名稱 「最新消息」登錄日期 

中文 英文 

文學院 2012/09/15 2012/09/17 

中文系 2012/09/18 2012/06/04 
外文系 2012/09/14 2012/05/10 
歷史系 2012/09/18 2012/09/11 
藝術研究所 2012/09/11 無日期 
台灣文學系 2012/09/17 2012/03/19 
華語中心 2012/09/17 無日期 
外語中心 2012/08/09 無日期 

理學院 2012/05/09 2012/09/14 

數學系 2012/09/18 2011/12/20 
物理系 2012/09/18 無日期 
化學系 2012/08/24 2011/12/21 
地球科學系 約 2012/9/18 無日期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2012/9/18 2012/8/15 
太空天文與電漿科學研究所 2012/9/17 2011/4/26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約 2012/9/17 約 2012/9/17 

醫學院 2012/9/12 2012/09/16 

醫學系 2012/9/17 2012/03/06 
護理學系 2012/9/17 2012/9/8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2012/8/25 2012/3/14 
物理治療學系 2012/9/17 2012/9/17 
職能治療學系 2012/8/22 無日期 
臨床藥學研究所 2012/9/18 2012/03/13 
基礎藥學研究所 2012/9/18 無日期 
行為醫學研究所 2012/9/18 2012/9/18 
臨床醫學研究所 2012/8/31 2012/3/13 
分子醫學研究所 2012/9/11 20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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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醫學研究所 2012/9/18 2012/9/11 
健康照護研究所 2012/9/14 2012/9/11 
藥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2012/9/18 2012/5/22 
老年學研究所 2012/9/17 2012/9/17 

工學院 2012/9/14 2012/9/14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2012/9/18 無日期 
機械工程學系 2012/9/17 2011/06/27 
化學工程學系 2012/9/18 2012/8/8 
資源工程學系 2012/9/18 無日期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2012/9/18 2012/9/10 
土木工程學系 2012/9/18 2012/4/10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無 無日期 
工程科學系 2012/9/16 2010/11/12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2012/9/7 無日期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2012/9/7 2011/3/29 
環境工程學系 2012/9/6 無日期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2012/9/11 2012/9/18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2011/11/23 2011/3/31 
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 2012/8/13 2011/9/27 

電機資訊學院 2012/9/7 2012/9/7 

資訊工程學系 2012/9/18 無日期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2012/5/21 2009/2/24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2012/9/14 無日期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2012/9/14 2012/3/7 
醫學資訊研究所 2012/8/15 無日期 
電機工程學系 2012/9/14 2012/3/7 

規劃與設計學院 2012/6/4 無日期 

建築系 2012/9/11 2012/3/12 
都市計畫系 2012/8/5 2012/8/27 
工業設計系 2012/9/17 2011/12/2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2012/9/18 2012/9/13 

管理學院 2012/9/11 無日期 

工業與資訊管理系 2012/9/20 無日期 



3 
 

交通管理科學系 2012/5/28 無日期 
電信管理研究所 無日期 無日期 
企業管理系國際企業研究所 2012/6/13 無日期 
統計系 2012/9/19 無日期 
會計系 2012/9/17 2011/11/10 
財務金融研究所 2012/9/17 2012/9/17 
資訊管理研究所 2012/9/8 2012/8/7 
EMBA 2012/6/1 2012/6/1 
IMBA 無日期 2012/9/17 
AMBA 2012/9/10 2011/12/16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2011/11/16 無日期 

社會科學院 2012/7/11 無日期 

政治系 2012/9/18 2010/4/29 
經濟系 2012/9/18 2012/5/2 
心理系 2012/9/18 2012/8/24 
政經所 2012/9/14 2011/10/27 
法律系 無日期 無日期 
教育所 2010/3/31 2008/1/11 
認知所 2012/9/13 2012/6/21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2012/9/14 2012/8/1 

生命科學系 2012/8/24 無日期 
生物科技研究所 2012/9/13 無日期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無日期 無日期 
生物資訊與訊息傳遞研究所 2012/1/19 無日期 
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 2012/8/21 無日期 

學士學程 2012/04/29 無日期 

 
 



 
國立成功大學網頁管理試行辦法 

101 年 5 月 30 日第 727 次主管會報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本校網頁服務功能與管理機制，提供正確與 
即時之公開資訊，特依據教育部「臺灣學術網路管理規範」訂定本試行辦法。 

 

第二條   本試行辦法所稱本校網頁，泛指使用本校資源所建立之網頁，包括： 
一、 註冊於本校網域名稱（ncku.edu.tw）以下之網頁。 
二、 使用本校 IP 位址之網頁。 
三、 使用本校提供之主機或網站管理平臺所建置之網頁。 
四、 使用本校經費或以本校名義取得之補助或計畫經費設立之網頁。 

 

第三條 本校網頁之內容應符合臺灣學術網路支援教學與學術研究活動及教育行政應用服務 
之目的為原則。 

第四條   本校網頁管理單位與權責： 
一、 本校首頁之版面與內容（含相關連結）由本校「首頁管理委員會」管理。 

(一) 首頁管理委員會得依需要將首頁分項內容授權相關權責單位維護。 
(二) 首頁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由計算機與網路中心另訂，送本校主管會報 

核定之。 
二、 各級行政、教學、研究單位及各類非編制單位、組織或社團等網頁，由該單位 

負責建置、維護與管理。 
(一) 各單位應指派專人管理網頁，並於網頁提供聯絡資訊。 
(二) 各單位應定期檢視網頁內容之正確性與適切性，並注意個人資料之保護。 

三、 非屬單位架設之網頁，由該網頁負責人所屬單位為管理單位。 
 

管理單位如有管理不善或不作為情形，其上級單位（含指導單位或核准其成立之單 
位）應予糾正；經通知改正，逾期仍未改正時，上級單位或計算機與網路中心得依 
本辦法第六條逕為處理。 

第五條   本校網頁之內容不得有下列各情形： 
一、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二、 涉及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有違反教育基本法中立原則之虞者。 
三、 涉及散布謠言或有誹謗、侮辱、騷擾、威脅及人身攻擊者。 
四、 違反教育部「臺灣學術網路管理規範」或本校「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者。 
五、 其他嚴重影響校園秩序或有破壞校譽之虞者。 

第六條   違規處理： 
一、 違規事實明確者，為處理時效需要，管理單位應阻絕其連線或刪除違規內容。 
二、 阻絕或刪除措施得請計算機與網路中心或網頁主機管理單位協助。 

 

第七條 違規事實有待認定者，管理單位得請本校「網頁內容爭議處理小組」評議認定。網 
頁內容爭議處理小組由首頁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計 
算機與網路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指定相關院系主管及法律專長教授各 2 
人，合計 9 人組成，由首頁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經 5 人以上同意始得 
作成決議。小組開會可採書面或線上審查，表決得採不計名方式，會議紀錄由秘書 
室存檔。 

第八條   本試行辦法經主管會報通過後，試行一年，再提行政會議審議。 

附件 三 



 成功大學首頁管理委員會任務及運作方式 

首頁管理 
委員會 

任務：核定本校首頁管理流程、 
   相關作業規範、 
   工作小組建議事項及 
   其他與首頁相關事項。 

主任委員：副校長 
委員：主任秘書、 
   教務長、 
   學務長、 
   總務長、 
   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 
   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 
   研究總中心主任、 
   校友聯絡中心主任， 
   新聞中心主任，共11人。 

內容規劃小組 

翻譯小組 

技術小組 

•本校首頁主網站內
容規劃及職掌分派 

•推動各單位網頁內
容定期更新 

決
議
事
項
送
技
術
小
組
執
行 

•依照內容規劃小組
決議建置首頁內容 

•建置網頁管理平台
供各單位使用 

小組召集人：主任秘書 
成員：秘書室代表、 
   教務處代表、 
   學務處代表、 
   總務處代表、 
   研發處代表、 
   國際事務處代表、 
   財務處代表、 
   圖書館代表、 
   人事室代表、 
   會計室代表、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代表、 
   藝術中心代表、 
   博物館代表、 
   研究總中心代表、 
   校友聯絡中心代表、 
   頂尖大學推動總中心代表， 
   共16人。 

小組召集人：計網中心主任 
成員：工設系代表、 
   網路作業組代表、 
   校務資訊組代表 

附件  四 



國立成功大學首頁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草案) 

97年 10月 8 日第 663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及維護本校首頁資訊，提升首

頁品質與國際能見度，特依本校「網頁管理試行辦法」設置首頁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任務為核定本校首頁管理流程、相關規範、工作小組建議事項及其他與首頁相關

事項。 

三、 本會置主任委員 1人，由副校長兼之。委員 11人，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研究總中心主任、

校友聯絡中心主任及新聞中心主任擔任。 

四、 本會下設三個工作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內容規劃小組：本校首頁主網站內容規劃、職掌分派及配置異動，推動各單位網

頁內容定期更新。本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檢討本校現行首

頁是否需異動、各單位網頁是否須增加內容等，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決議事項送本會備查後由網路與資訊小組執行。 

（二）翻譯小組：負責中文網頁內容翻譯成英文或其他外國語文，及現有英文網頁內容

潤飾。 

（三）網路與資訊小組：負責將內容規劃小組所交付之首頁內容與項目建置成網頁，並

建置管理平臺供各項目負責人員及各單位網頁維護人員使用。 

五、本會工作小組組成方式： 

（一）內容規劃小組：由秘書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事務處、財

務處、圖書館、人事室、會計室、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藝術中心、

博物館、研究總中心、校友聯絡中心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

中心等單位代表組成，召集人由主任秘書擔任，行政業務由新聞

中心負責。 

（二）翻譯小組：由外語中心老師及其委託之校內外譯者數名組成，召集人由外語中心

主任擔任。 

（三）網路與資訊小組：由工業設計學系與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等單位代表組成，召集人

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擔任。 

六、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得指派委員一人代理。 

七、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並得視業務推動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 

八、為提升本校首頁維護效率，首頁分項內容授權各權責單位維護，分工如附表。本表得由

本會依需要機動調整。 

由於首頁版面空間有限，首頁之「快速連結」與「活動訊息」限本校組織規程所列之編

制內一、二級單位申請。非編制單位如有使用需求，應先簽請 校長核定。 

「快速連結」與「活動訊息」之申請程序、審查原則與在首頁上之顯示順序，由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依權責辦理。 

九、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五 



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首頁權責分工表 

101年 5月 10日 

總網分類 子項內容 權責單位 

1. 成大總覽 

  ─即首頁主選單 

關於成大 秘書室 

教學單位 教務處 

行政單位 研究發展處 

研究單位 研究總中心 

附設醫院（僅連結） 計網中心 

其他單位 秘書室 

校園資訊 總務處 

招生資訊（中文版） 教務處 

招生資訊（英文版） 國際事務處 

校園 GIS（僅連結） 計網中心 

2. 分眾資訊 

在校學生 學生事務處 

教職員工 人事室 

畢業校友 校友聯絡中心 

未來學生 教務處 

學生家長 學生事務處 

一般民眾 新聞中心 

外國學生（英文版） 國際事務處 

3. 校園焦點   新聞中心 

4. 研發快訊   研究發展處 

5. 影音新聞   新聞中心 

6. 快速連結   計網中心 

7. 活動訊息   計網中心 

8. 頁首連結   計網中心 

9. 頁尾資訊   計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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