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首頁管理委員會 

第 23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9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10:00 

二、地點：雲平大樓西棟第 2會議室 

三、主席：呂佩融主任秘書 

四、出席人員：如出席名單(附件一) 

五、紀錄：王憶琪 

六、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附件二。 

七、討論事項： 

第１案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案由：本學期各單位網頁檢視作業執行結果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次共檢核 182個單位網站，14個單位檢核異常，檢核結果統計如附件三。 

二、 檢核異常單位之異常原因及回覆說明，如附件四。 

擬辦：檢核結果送各單位主管參閱。  

決議：照案通過。檢核異常者，繼續追踪。 

 

第２案  提案單位：新聞中心 

案由：為簡潔呈現校務重點方向，提請調整官網首頁現有排版，提請討論。 

說明：現行官網首頁排版設有 13塊內容呈現，內容豐富多元，挑戰閱讀耐性。為更

簡潔呈現校務發展重點，建立鮮明成大意象，並提供使用者更為直覺的使用體

驗，建議調整現有排版方式與各欄位名稱。（調整方向請詳參附件五）。 

擬辦：通過後即日推行。 

決議： 

一、 請新聞中心開始進行改版規劃，可請藝術中心及規劃與設計學院協助提供版面

設計意見。 

二、 此次調整方向，包含以下： 

1. 參考 Stanford大學網頁，首頁大圖不放置新聞，改放置代表成大意象之校

景圖，可搭配季節，不定期更換。 

2. 「重大訊息區」，原位於成大快訊下方，無法突顯重要訊息，將調升位置至

首頁大圖下方。 

3. 「故事.觀點」，現行資訊太雜，沒有主軸，改以「研發」相關新聞報導優

先，並增加一欄以影音播放呈現，以行銷成大 youtube頻道。 

4. 「成大快訊」，現行排版(8格)內容繁雜，照片品質不一，將改為兩層式，

第一層保留圖文格式，由教務處/學務處、產創總中心、國際處、研發處提

供資訊，每月至少更新一次。第二層以條例式文字呈現，以校級訊息優先。 



  

5. 分眾入口現行類別太多，部份功能重疊，將取消未來學生及學生家長，保留

在校學生、教職員工、畢業校友、國際學人及一般民眾。 

6. 電腦版網頁版型確定後，再調整手機版呈現方式。 

八、散會 

   



  

［附件一］110.9.30.首頁管理委員會第 23次會議出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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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事務處  

4.  總務處 劉俊志技正 

5.  研究發展處  

6.  
國際事務處 

黃筱勻副組長 

林思吟小姐 

7.  財務處 凌昀瑄小姐 

8.  圖書館 狄文傑先生 

9.  人事室 張婷琇小姐 

10.  
主計室 

陳文英組長 

蔡佳欣小姐 

11.  產學創新總中心 莊榮坤先生 

12.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鄧維光組長 

王憶琪小姐 

13.  校友聯絡中心 李俊翰先生 

14.    藝術中心 楊碧雯小姐 

15.  博物館 李柏霖先生 

16.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吳尚穎先生 

17.  生物科技中心 邱莉凱小姐 

18.  核心設施中心 陳盈良先生 

19.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徐珊惠副主任 

20.  文學院 陳柏霖先生 

21.  理學院 林雪意小姐 

22.  工學院  

23.  電機資訊學院 何菀欣小姐 

24.  規劃與設計學院 沈容卉小姐 

25.  管理學院 林彥廷先生 

26.  
醫學院 

黃宣雅先生 

胡庭瑋先生 

27.  社會科學院 胡中凡副院長 

28.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林維君小姐 

29.  通識教育中心 陳以婷小姐 

30.  秘書室新聞中心 彭淑卿執行長 

羊正鈺經理 

劉姿佑小姐 



  

［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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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次決議與執行情形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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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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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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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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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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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7]決議：本案須於下次會議前完

成。 

產學創新總中心： 

1. 創新網頁部分經由計網中心協

助版型調整，已完成中英文網

頁並上架到學校首頁。 

2. 研究網頁於創新網頁上架後， 

產學新創專欄會改到創新網

頁，並開始調整版型。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1. 已依產學創新總中心需求，調

整好「創新」之頁面，並將維

護權限交予該單位。 

2. 校首頁主選單新增「創新」大

項，移除行事曆連結，同時

email通知全校教職員生，已

於 110年 9月 24日完成。 

解除列管 



  

項

次 

決議事項摘要 歷次決議與執行情形摘要 目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二 【110.4.27.第 22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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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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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1. 已將原學務處管理「在校學

生」內提供新生訊息之所有連

結，移轉至「新生入口網」。 

2. 已更新及新增教務處內各處室

網址。 

3. 已協助教務處內各處室需求調

整。 

4. 已建置 110版「新生入口網」

(即與 109版本不同)。 

5. 提供 Rpage技術上支援。 

 

學務處： 

1. 本處於 110年 6月 8日已發文

各單位於 110年 6月 28日前

檢視並更新 110學年度網頁內

容。 

2. 本處新生注意事項內容已於

110年 6月 30日完成整併至新

生入口網。 

3. 本校首頁各入口已於 110年 7

月 30日同步取消本處新生注

意事項連結。 

解除列管 



  

［附件三］110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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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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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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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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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6. 博物館 1 0 0 

17. 生物科技中心 1 0 0 

18. 核心設施中心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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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 2 

24. 電機資訊學院 11 0 0 

25. 管理學院 12 1 1 

26. 規劃與設計學院 6 0 0 

27. 社會科學院 6 1 1 

28.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5 0 1 

29. 醫學院 48 0 5 

30. 跨院之學位學程 2 1 1 

合計單位數 182 5 14 



  

［附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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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

單位 

1. 化學工程學系 中文:缺少更新日期 

英文:缺少更新日期 

中英文版皆已新增更新日期 

教學

單位 

2. 機械工廠 中文:未填報自評 

英文:未填報自評 

由於自行檢核過後尚在修改階

段，因此未填寫自評表 

教學

單位 

3. 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

與解剖學研究所 

英文:缺最新消息 顧及英文公告之正確性，稍遲

上架。已補正。 

教學

單位 

4. 影像醫學科 英文:缺最新消息 目前舊英文網頁維護廠商已倒

閉，且英文網頁模板固定，無

法由單位自行新增最新消息。

已進行新網頁設計規劃，預計

於年底前上線。 

教學

單位 

5. 腫瘤醫學科 均未符合所有規定。自評單

位說明：本學科為新單位，

網頁需與臨床醫療部門(科部

整併)網頁做結合架構，目前

網頁架構已完成，積極與多

家網頁公司進行功能性及價

格比價，目前已洽談合約

中 。 

本學科為新單位，網頁需與臨

床醫療部門(科部整併)網頁做

結合架構，目前網頁架構已完

成，積極與多家網頁公司進行

功能性及價格比價，目前已洽

談合約中。 

教學

單位 

6. 高齡醫學科 均未符合所有規定。自評單

位說明：單位於 110年 8月

甫剛成立，目前沒有網站，

主管已決議申請新的帳號新

的網站，已填寫"成功大學單

位網站管理平臺申請表"，將

於近幾日送達計網中心，網

站預計明年或是後年前應該

會上架 

單位於 110年 8月甫剛成立，

目前沒有網站，主管已決議申

請新的帳號新的網站，已填寫"

成功大學單位網站管理平臺申

請表"，將於近幾日送達計網中

心，網站預計明年或是後年前

應該會上架 

教學

單位 

7. 老年學研究所 英文:經檢核貴單位英文版網

站，最新消息皆為中文。 

已補正。 

教學

單位 

8. 經濟學系 中文:未填報自評 

英文:未填報自評 

 

教學

單位 

9.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

位學程 

英文:缺少網站地圖 將於 10月 10日前補上英文網

站地圖。 

教學

單位 

10.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暨資訊管理研究所  

中文:未填報自評 

英文:未填報自評 

為因應 8月份校方要求更替強

化使用者瀏覽網站之資安問

題，將原設定(www網域名稱)及

(http:)協定置換為(https)安

全協定，因而導致本系網址無

法於知名的大廠瀏覽器被搜尋

之難題，本系誤以為此問題屬

於網頁自評之一部份而未回

覆，待改善完成後才能補送完

整的自評表，而本系自評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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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部分檢核皆早於規定期限

內完成。 

曾嘗試下列幾種處理方式，但

未見其效果，請惠予提供相關

技術協助。 

 

1.而改善此問題需要提昇大量

累積曝光率方能羅列搜尋排行

榜名單，其曝光率無法於短期

內見效。 

2.已將系上網址提供使用者自

動瀏覽全球資訊網搜尋索引擎

技術，通過爬蟲軟體(web 

crawler）更新自身的網站內

容，經由數十日測試後，還是

無法於瀏覽器上順利讓使用者

搜尋到本系網址。 

3.曾更改 Rpage中的搜尋至最

佳化設定，但依然搜尋不到網

頁之困難。 

 

以上本系已盡力運用可能解決

的相關技術要克服此難題並詢

問相關技術單位，但答案皆非

短期內可見效，並非蓄意不執

行該任務，懇請鈞長諒察。 

教學

單位 

11. 人工智慧機器人碩士

學位學程 

中文:未填報自評 

英文:未填報自評 

人工智慧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

今年為第一年正式成立，不了

解有自評程序，下次將改善。 

研究

單位 

12.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

心 

中文:缺最後更新日期 

英文:缺最新消息 

 

研究

單位 

13. 微奈米科技組 中文:未填報自評 

英文:未填報自評 

 

研究

單位 

14. 貴重儀器設備組 英文:請更新英文版"最新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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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