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首頁管理委員會 

第 24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5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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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列席名單(附件一) 

五、紀錄：王憶琪 

六、主席報告： 

今年本校國際識別系統推出後，希望能在國際品牌上有不一樣的視野呈現。這兩年本校

不論是學術、活動或校園方面都有不錯的成績，也希望在首頁上能有不一樣的呈現方

式，本次會議我們將討論國內與國際方面的呈現方式及權責劃分與協同製作的可能性。 

七、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附件二。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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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個單位網站，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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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是否同意尖端材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只提供英文網頁？ 

擬辦：本學期可改善之單位，追蹤至完成，本學期無法完成改善之單位，下學期再行

檢核。 

決議： 

一、 同意尖端材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只提供英文網頁，未來若有其他事項要求必須

提供中文，則另考量。 

二、 機械工廠昨日（5月 25日）已修正，請計網中心會後檢核是否符合？ 

（計網中心 5月 27日已確認該單位中英文皆已新增「最後更新日期」。） 

三、 腫瘤醫學科及高齡醫學科網頁，須於今年 9月開學前建置完成，請醫學院協

助，並請計網中心檢核是否符合要求。 

第２案  提案單位：策略發展整合室 

案由：為提升國際受眾瀏覽成大首頁之數位體驗，擬於英文版首頁中，新增連結至新

版 NCKU microsite，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發展本校國際學術特色定位，以利未來宣傳推廣及提升國際能見度，本校於

2021年下半年度開始進行成大 international microsite微型網頁設計與製

作。 



  

二、 International microsite 以櫥窗的概念，將內容分成 Homepage, Innovation, 

Research, Partnership, Learning, About 等頁面，簡潔呈現出國際受眾常用

的資訊，提供更友善的數位體驗。 

三、 規劃於英文版首頁新增按鈕，以連至 international microsite。 

四、 介面設計，請參考：https://xd.adobe.com/view/86ef0084-de5d-40cb-83ca-

25cd32c2d977-d3bc/。 

擬辦：於成大英文版官網新增路徑，連至 international microsite。 

決議：同意於本校英文首頁新增 NCKU microsite之連結，連結方式授權策略發展整

合室及計網中心討論確定後執行。 

九、臨時動議： 

案由：提議另組工作小組討論校首頁調整事宜。（主席提案） 

說明： 

一、 為有效討論首頁內容調整方向及時程，建議由主席另組工作小組討論。 

二、 將討論中文首頁、英文首頁、英文 microsite及社群網站 4 項之維運方式。 

三、 邀請策略發展整合室、新聞中心及藝術中心參與討論。 

決議： 

一、 同意主席另組工作小組討論校首頁調整方向。 

二、 校首頁目前版型很好，將不更動，故暫不需藝術中心支援。 

三、 工作小組主要討論內容調整方向及維運方式，故邀請策略發展整合室、新聞中

心及未來智慧工場參與討論。 

十、散會（下午 3:00） 

https://xd.adobe.com/view/86ef0084-de5d-40cb-83ca-25cd32c2d977-d3bc/
https://xd.adobe.com/view/86ef0084-de5d-40cb-83ca-25cd32c2d977-d3bc/


  

［附件一］首頁管理委員會第 24次會議出列席名單 
No. 單位名稱 出列席人員 

1.  秘書室 張世琳小姐 

2.  教務處 廖浡淙先生 

3.  學生事務處 鄭進財專員 

4.  總務處 劉俊志技正 

5.  研究發展處 吳政璋先生 

6.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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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郁閔小姐 

10.  主計室 陳文英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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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羿宏先生 

14.    
藝術中心 

陳明惠組長 

林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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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重儀器設備組 李駿楓先生 

19.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李栴滌小姐 

20.  文學院 陳柏霖先生 

21.  理學院 林雪意小姐 

22.  工學院 沈明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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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庭瑋先生 

27.  社會科學院 蕭富仁院長 

28.  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林達人先生 

29.  通識教育中心 陳以婷小姐 

30.  策略發展整合室 吳秉聲副主任 

31.  秘書室新聞中心 陳意安小姐 

32.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33.  尖端材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蘇修平先生 

34.  機械工廠 蔡旻融先生 

35.  腫瘤醫學科  

36.  高齡醫學科  

37.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 蔡文祥先生 

38.  貴重儀器設備組 李駿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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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一 【110.9.30.第 23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1案】 

本學期各單位網頁檢視作業執行結果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檢核異常者，繼續追踪。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截至 110年 12月，檢核異常者，

除腫瘤醫學科與廠商洽談規劃中，

及高齡醫學科剛成立網頁建置中

外，問題皆已修正完成。 

繼續列管。 

此二單位網頁，

務必於今(111)年

9月開學前完成。 

二 【110.9.30.第 23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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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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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中心： 

依國立成功大學首頁管理委員會第

23次會議記錄，決議有關現行官

網首頁排版調整規劃，由新聞中心

進行改版規劃，依決議之調整方

向， 

目前設計出兩款版型，並經呂佩融

主秘（兼新聞中心主任）核可，於

3月 29日請藝術中心及規劃設計

學院協助提供版面設計意見。 

後續將視回覆意見再行調整。 

並將與計網中心討論技術可行性後

再行提出規劃方案。 

繼續列管。 

併同本次會議另

一提案一起討

論，確定方向後  

再訂時程。 



  

［附件三］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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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4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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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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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 3 

24. 電機資訊學院 11 0 0 

25. 管理學院 1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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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29. 醫學院 48 0 2 

30. 跨院之學位學程 2 0 0 

合計單位數 184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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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完成 

改善日期 

教學

單位 

1. 系統及船舶機電

工程學系 

[中文/英文]: 未填自評

表，已於 3/2通知二周內

至單位網頁檢視平台補

填。 

因處理公務，忘記填報。

將持續更新網頁內容，列

為日常追蹤事項。 

4月 22日 

教學

單位 

2. 尖端材料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中文]: 單位表示該學程

為外國學生所使用，並無

中文網頁。 

尖端材料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本來就以國際生為招生

對象，以目的與功能而

言，應以英文版為主。 

 

教學

單位 

3. 機械工廠 [中文/英文]: 由於無法從

貴單位網站得知網站最後

更新日期，建議使用

Rpage最後更新日期模

組，或在最新消息公告標

題旁加註公告日期。 

參考建議使用 Rpage 最後

更新日期模組，或在最新

消息公告標題旁加註公告

日期。 

4月 15日 

教學

單位 

4. 腫瘤醫學科 [中文/英文]: 由於自評單

位網站有多個項目不符合

規定，自評單位表示目前

已與網頁製作公司研擬合

約建置中。 

與網頁公司合約研擬中 12月 31

日 

教學

單位 

5. 高齡醫學科 [中文/英文]: 自評單位表

示甫剛成立，資料尚在籌

劃中。 

學科目前沒有承辦人可建

置網站，故暫用醫院高齡

醫學部之網頁。 

無法確定 

研究

單位 

6. 航空太空科技研

究中心 

[英文]: 尚需補上申請表

之 ODF文件 

檔案內容修正完畢已上傳

成功 

4月 6日 

研究

單位 

7. 核心設施中心 [英文]: 規畫建置中 英文網站尚未完善。 5月 2日 

研究

單位 

8. 貴重儀器設備組 [英文]: 規畫建置中 因貴儀組網站之前為專案

網站，因此未建置英文版

網站，近期剛搬移至核心

設施中心下轄，因此英文

版網站尚未建立完成。 

5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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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