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首頁管理委員會 

第 22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4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1:20 

二、地點：雲平大樓西棟第 1會議室 

三、主席：呂佩融主任秘書 

四、出列席人員：如出列席名單(附件四) 

五、紀錄：王佳龍 

六、主席報告：（略） 

七、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及確認結果，如附件一。 

2. 計網中心報告： 

(1) 本學期單位網頁檢核情形報告： 

① 第一階段自評填報：1月 19日～2月 21日，以公文系統正式發文通知各單

位，並於網頁公告及透過單位網頁檢視平臺以 mail通知單位網頁管理人。 

② 第二階段檢核作業：2月 22日～3月 12日。（此期間自評重新開放） 

2月 22日檢核單位優先 email通知未自評單位。 

2月 26日初次檢核完成，檢核通過或異常皆發出 email通知。 

3月 15日前異常單位可修改自評，檢核單位於 3月 17日做最後確認。 

(2) 檢核結果統計如附件二，檢核異常單位回覆說明如附件三。 

(3) Rpage平臺已加裝安全憑證，請各單位改用加密新網址，並請各單位留意網站內

的其他單位之連結。 

(4) 本中心將於 5 月起辦理 Rpage平臺之各項課程，歡迎各單位網頁管理人報名參

加。 

主席裁示： 

(1) 影像醫學科：學科和醫院科部是一起的，其網頁資訊以病患需求為主並無不可，

中英文皆需要，若有問題可與醫學院協調。 

(2) 病理學科與臨床病理學科，在組織規程上為二個單位，請醫學院確認，此二單位

是否為完全相同？若是，則可合併為一個單位辦理檢核。 

(3) 智慧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及腫瘤醫學科為新單位，申請檢視平臺帳號後即可進

行自評，給予緩衝期完成檢核。 

(4) 每學期皆會進行一次單位網頁檢視作業，故本次檢核異常之單位（如附件三），

最遲須於 8月 31日前完成，請承辦單位追蹤，醫學院各單位請醫學院協助。 

(5) 各單位網址異動(使用加密新網址)，請各單位依計網中心 3月 30日發布之公文

辦理，於 8月 31日前完成檢查所有連結是否正常。 

(6) 計網中心將於 5月 4日及 27日舉辦兩場 Rpage教學課程，需要的單位請至「全

校活動資訊系統」報名。 

八、討論事項： 



  

第１案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案由：關於新生的資訊，目前有二個網頁，為避免混淆，是否整併，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新生注意事項：學務處建置，置於未來學生和招生資訊裡， 

網址：http://osa.ncku.edu.tw/p/412-1026-19812.php?Lang=zh-tw。 

二、 新生入口網：教務處招生組建置，置於在校學生裡， 

網址：http://adms.acad.ncku.edu.tw/p/412-1044-25304.php?Lang=zh-tw。  

擬辦：決議後擬由各大項之權責單位自行調整連結。  

決議：同意二項內容整併為新生入口網，由教務處負責，學務處協助提供內容。整併

後，「未來學生」、「在校學生」及「招生資訊」裡之連結，皆改為新生入口

網。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14:00) 

http://osa.ncku.edu.tw/p/412-1026-19812.php?Lang=zh-tw
http://adms.acad.ncku.edu.tw/p/412-1044-25304.php?Lang=zh-tw


  

［附件一］首頁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項次 決議事項摘要 上次執行情形 目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一 【109.7.20.第 20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1案】 

擬於本校首頁主選單，增設「創新」項目，並將「行

事曆」移除，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國際產學聯盟) 

決議： 

一、 同意校首頁主選單新增「創新」大項，置於「研

究」大項旁邊，「行事曆」從 主選單移除。 

二、 請研究總中心會後與研究發展處協調，確認此二

大項是否皆由研究總中心擔任權責單位？(7月

27日已回覆，確認皆由研究總中心擔任權責單

位。) 

三、 內容及版面設計由權責單位負責規劃，部份與新

聞中心相關之內容，請新聞中心協助確認建置方

式。權責單位規劃完成後，計網中心可協助上

架。 

四、 未來主選單移除「行事曆」項目時，請以彈出視

窗方式提醒異動，並請計網中心發全校通知信通

知本校教職員生。 

五、 請成功入口系統新增行事曆之連結。 

產學創新總中心： 

研究與創新網頁經計網中心協助

Rpage版型設計完成，經呈校長

後，校長指示由工設系林主任派

員協助進行修改，現今已完成修

改，將擇期再呈校長確認。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1. 109年 8月 11日已依權責單

位規劃，依校首頁版型設計網

頁完成，並已於校首頁初步建

立網頁，待權責單位進一步確

認。 

2. 成功入口已於右上角新增行事

曆之連結。 

產學創新總中心： 

重新設計的版型經由計網中心

協助中文版的創新網頁已經完

成，接下來調整英文版型與放

置英文版內容。 

研究的網頁亦將重新調整並已

經與研發處協調，共同提供網

頁新聞或報導的內容。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110年 3月產學創新總中心重

新提出「創新」版面之調整需

求，本中心已於 3月 24日依

需求調整好中文版面，英文版

則待產創總中心確認內容後即

可協助調整。 

繼續列管，

本案須於下

次會議前完

成。 

二 【109.10.20.第 21次會議臨時動議第 2案】 

因產學創新總中心與研究發展處業務相關，提議校首

頁之「行政」大項中，將此二單位並排顯示。 

決議：建議排列調整如下，請「行政」大項之權責單

位研究發展處確認後修改。 

校長室 教務處 

學務處 國際事務處 

研究發展處 產學創新總中心 

總務處 財務處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行政中心與各處室 

 研究發展處： 

經研發處內主管會議討論，依

首頁管理委員會建議之排列順

序調整並完成。 

 

解除列管。 



  

［附件二］109學年度第 2學期 各單位網頁檢視作業檢核結果統計 

［說明］： 

1. 統計日期：110年 4 月 7日。 

2. 應檢核單位為正式編制之一二級單位，部份單位一二級合併製作一個網站，則以一個單位

為統計數。 

單位名稱 應檢核單位 未完成自評 檢核異常 

1. 秘書室 4 0 0 

2. 教務處 8 0 0 

3. 學生事務處 7 0 0 

4. 總務處 6 0 0 

5. 研究發展處 5 0 0 

6. 國際事務處 5 0 0 

7. 財務處 2 0 0 

8. 人事室 1 0 0 

9. 主計室 1 0 0 

10. 圖書館 1 0 0 

11. 產學創新總中心 4 1 1 

12.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2 0 0 

13.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1 0 0 

14. 校友聯絡中心 1 0 0 

15. 藝術中心 1 0 1 

16. 博物館 1 0 0 

17. 生物科技中心 1 0 0 

18. 核心設施中心 1 0 0 

19.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1 0 0 

20. 通識教育中心 1 0 0 

21. 文學院 10 0 0 

22. 理學院 7 0 0 

23. 工學院 19 1 1 

24. 電機資訊學院 11 0 0 

25. 管理學院 12 1 3 

26. 規劃與設計學院 6 0 0 

27. 社會科學院 6 0 0 

28.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5 2 2 

29. 醫學院 48 6 12 

30.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1 0 0 

合計單位數 179 11 20 



  

［附件三］檢核異常單位回覆說明： 

分類 檢核異常之單位 異常原因 

(由檢核單位提供) 

檢核異常單位 

回覆說明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行政

單位 

1. 藝術中心 英文版缺少必要項目最新

消息 

更新補上資訊 4月 19日 

行政

單位 

2. 醫學院 英文版缺少必要項目：3.

業務職掌或服務內容、4.

相關規章、5.表單下載、

7.常見問題 

已於 4月 16日改善所有缺

失. 

4月 16日 

行政

單位 

3. 生物科學與科

技學院 

未填報英文版 下次會注意填報英文自評表 9月 30日 

教學

單位 

4. 智慧製造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中文:填報單位自評表 

英文:填報單位自評表 

  

教學

單位 

5. 統計學系 中文:沒有更新日期 

英文:沒有更新日期 

已補上 中文/英文 網頁 更

新日期 

3月 19日 

教學

單位 

6. 國際經營管理

研究所 IMBA  

中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英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因之前負責該業務的職員未

於規定時間內確切完成此

案，未來將會規範每位職員

確定職行自己的業務並檢視

是否有完成. 

4月 20日 

教學

單位 

7. 數據科學研究

所 

中文:沒有更新日期 

英文:沒有更新日期 

已補上 中文/英文 網頁 更

新日期 

3月 19日 

教學

單位 

8. 微生物學科暨

微生物及免疫

學研究所 

英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教學

單位 

9. 寄生蟲學科 英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教學

單位 

10. 小兒學科 英文:所有項目均不符規範 網頁內容規劃中。 

已指派專責醫師協助。 

12月 31

日 

教學

單位 

11. 骨科學科 中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英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下次會於期限內填報 4月 30日 

教學

單位 

12. 精神學科 英文:沒有最新消息 增加最新消息 5月 31日 

教學

單位 

13. 眼科學科 中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英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注意填報時間,及時完成填報

單位自評表. 

5月 3日 

教學

單位 

14. 影像醫學科 英文:沒有最新消息   

教學

單位 

15. 臨床病理學科 中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英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教學

單位 

16. 急診學科 中文:沒有符合 ODF要求、

課程資訊、軟硬體資源介

紹 

英文:沒有單位介紹、課程

資訊、師資介紹、軟硬體

資源介紹 

針對英文檢核項目[單位介

紹] 1、確定單位介紹內容。 

2、尋找或確定中文介紹翻譯

成英文人員或撰寫英文介紹

人員。 針對英文檢核項目

[師資介紹] 1、確定各單位

人員英文姓名與英文學歷。 

12月 31

日 



  

分類 檢核異常之單位 異常原因 

(由檢核單位提供) 

檢核異常單位 

回覆說明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2、確認師資資料後更新。 

針對中文/英文檢核項目[課

程資訊/軟硬體資源介紹] 1

、每周持續提醒未填寫的課

程講師補充教學的課程資訊

與軟硬體說明。 2、確定後

更新。 

教學

單位 

17. 腫瘤醫學科 中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英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已了解填報時程，下次改

進。 

4月 15日 

教學

單位 

18. 分子醫學研究

所 

英文:沒有相關規章 本所英文規章的部分目前連

結到校部『法規彙編』網

頁，其中學生大部分需要的

法規都有中英文，若有需要

再依規定全部法規翻譯成英

文。 

4月 12日 

教學

單位 

19. 轉譯農業科學

博士學位學程 

中文:沒有網站地圖 

英文:沒有填報單位自評表 

盡速完成網站地圖 下次會注

意填報英文自評表 

6月 4日 

研究

單位 

20. 新創加速中心 中文:尚未自檢，網站無法

聯結 

英文:尚未自檢，網站無法

聯結 

此站台為 3 月申請新申請站

台, 目前進度為建置中 

5月 17日 

註：行政單位由秘書室檢核、教學單位由教務處檢核、研究單位由研發處檢核。 

  



  

［附件四］ 110年 4月 27日首頁管理委員會第 22次會議出列席名單 

No. 出席單位 出席人員 

1.  秘書室 張世琳小姐 

2.  
教務處 

廖浡淙先生 

李芳儀小姐 

3.  學生事務處 鄭進財專員 

4.  總務處 劉俊志技正 

5.  人事室 張婷琇小姐 

6.  主計室 王薇之小姐 

7.  圖書館  

8.  研究發展處 吳政璋先生 

9.  國際事務處 徐郁涵小姐 

10.  財務處 凌昀瑄小姐 

11.  產學創新總中心 莊榮坤先生 

12.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中心 

吳尚穎先生 

13.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鄧維光組長 

王憶琪小姐 

14.  校友聯絡中心 李俊翰先生 

15.    藝術中心 楊碧雯小姐 

16.  博物館 李柏霖先生 

17.  文學院 陳柏霖先生 

18.  理學院 游思賢小姐 

19.  工學院 沈明芳小姐 

20.  電機資訊學院 何菀欣小姐 

21.  規劃與設計學院 沈容卉小姐 

22.  管理學院 林彥廷先生 

23.  醫學院 黃宣雅先生 

24.  社會科學院 蕭富仁院長 

25.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李宜蓉小姐 

26.  通識教育中心 陳以婷小姐 

27.  秘書室新聞中心 彭淑卿執行長 

 

 

 

 

No. 列席單位 列席人員 

1.  藝術中心 楊碧雯 

2.  醫學院 黃宣雅 

3.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李宜蓉 

4.  智慧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 

侯淑蓉 

5.  統計學系 蔡昌銘 

6.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 IMBA  洪妤儒 

7.  數據科學研究所 蔡昌銘 

8.  微生物學科暨微生物及免

疫學研究所  

 

9.  寄生蟲學科   

10.  小兒學科  蘇品嘉 

11.  骨科學科  吳玲馨 

12.  精神學科  陳岩秀 

13.  眼科學科  王珍珍 

14.  影像醫學科  賴政詩 

15.  臨床病理學科   

16.  急診學科  林千治 

盧炫欽 

17.  腫瘤醫學科  蔡靖卉 

18.  分子醫學研究所  王宥甯 

19.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

程  

李宜蓉 

20.  新創加速中心  莊榮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