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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有效管理本校網站（包括英文網頁）資料，並建立資料維護機制，以確 

保網頁上資料之正確性與時效性，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規範所稱之網站資料以建置於本校網際網路伺服主機上之資料為限，至 

於各單位因業務需要自行架設或連結網路伺服器者不在本規範內。   

三、  本校網站網頁資料維護分工原則：  

(一) 本校各單位所設置之網站應指派專人管理，對於網頁資料及表格內

容應經常檢視，資料新增或異動時應依照作業程序辦理，並隨時保持

最新資料，以免提供過期或錯誤資訊。  

(二) 資料提供單位(參閱附件一)：由各單位專人負責原始資料之蒐集、更

新及彙整，並有關網頁製作完成後之檢視與校對。  

(三) 網頁製作單位：負責網頁之製作及上網。  

四、 資料上∕下網之作業程序：  

(一) 資料提供：由資料提供單位負責將原始資料(含書面資料及電子檔)

蒐集、彙整並檢核資料之正確性，供製作網頁之用。  

(二) 網頁內容更新：由資料提供單位負責將欲更新資料（含書面資料及

電子檔）彙整，並檢核資料之正確性，供製作網頁之用；另欲刪除資

料，辦理下網作業時亦同。  

(三) 網頁製作：新增網頁由各單位自行負責。  

(四) 資料校對：網頁內容由資料提供單位線上檢視或列印校對。  

(五) 網頁上∕下網：網頁內容經檢視、校對無誤後由電算中心協同上網；

下網時亦同。  

(六) 本規範中各單位提供之電子檔，若為文字或表格資料應以 word 或

html 檔案相容格式提供。  

 五、 網站維護系統管理  

(一) 基於系統管理及安全考量，各單位分配一組帳號及密碼。  

(二) 為確保資料安全，請各單位請定時跟電算中心更換密碼。 

  

 

 

 

 

 

 

 



 

本網站首頁之基本內容及權責單位如下 

台北校區中文網頁 

      

主項目 次項目 維護單位 

首頁 校園消息   

特別企劃 放全校性連結   

關於實踐  本校沿革 秘書室 

  創辦人 秘書室 

  董事長 秘書室 

  校長 秘書室 

  謝副校長 謝副校長室 

  丁副校長 高雄校區秘書室 

  地理位置圖   

  校園平面圖 總務處營繕組 

  分機表 總務處營繕組 

  行事曆   

學術單位 學院、系所、通識中心簡介 各學院系所通識中心 

行政單位 行政單位簡介 各行政單位 

招生資訊 招生資訊網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考古題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高中生服務網 教務處註冊組 

  新鮮人 教務處註冊組 

圖書館   圖書館 

資訊服務 學生資訊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學生電子郵件系統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宿舍網路公告系統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印表機列印系統操作說明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學生網頁主機 1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學生網頁主機 2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教師資訊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導師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教職員電子郵件系統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訊息公佈系統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行政資訊系統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系所資訊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網路學園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行政單位電腦教室維修申報系統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 圖書館 

  AntiSARS 資訊網 學務處軍訓室 

  全校課程表查詢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場地租借管理系統(管理單位用)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場地租借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實踐大學遺失物資訊系統 學務處軍訓室 

  實踐大學租屋資訊系統 學務處軍訓室 

  影音服務站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線上自我學習課程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留言版 各系所 

  網路資源   

  政策規範   

  全校法規彙編   

未來學生 認識實踐 教務處註冊組 

  考試資訊 電算中心 

  系所簡介 各系所 

  財務資訊-獎學金 學務處-課指組 

  財務資訊-學雜費收費標準 會計室 

  財務資訊-學雜費減免 學務處-生輔組 

  財務資訊-工讀機會 學務處-就輔室 

  財務資訊-就學貸款 學務處-生輔組 

  校園生活-宿舍資訊 學務處-軍訓室 

  校園生活-校園景觀 電算中心 

  校園生活-校內運動設施 學務處-體育室 

  校園生活-學生社團 學務處-課指組 

  校園生活-校內汽機車停放辦法 總務處-事務組 

  兵役-學生兵役業務 學務處-軍訓室 

  兵役-男生兵役常見問題與解答 學務處-軍訓室 

在校學生 校務系統-網路學園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校務系統-實踐大學遺失物資訊系統 學務處-軍訓室 

  校務系統-學生資訊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考試試程查詢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全校課程表查詢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日間部新生資訊服務網 教務處註冊組 



  校務系統-學生電子郵件系統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校務系統-宿舍網路公告系統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校務系統-場地租借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 圖書館 

  校務系統-實踐大學租屋資訊系統 學務處-軍訓室 

  校務系統-學生網頁主機 1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校務系統-學生網頁主機 2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校務系統-電腦教室維修申報系統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校務系統-印表機列印系統說明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校務系統-線上自我學習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財務資訊-日間部獎學金資訊 學務處-課指組 

  財務資訊-進修部獎學金資訊 進修部-學務組 

  財務資訊-日間部學雜費減免 學務處-生輔組 

  財務資訊-學雜費收費標準 會計室 

  財務資訊-進修部學雜費減免 進修部-學務組 

  財務資訊-日間部就學貸款資訊 學務處-生輔組 

  財務資訊-進修部就學貸款資訊 進修部-學務組 

  財務資訊-就學貸款辦理作業 學務處-生輔組 

  財務資訊-進修部就學貸款時間 進修部-學務組 

  財務資訊-退選退費公告 總務處-出納組 

  財務資訊-補繳費公告 會計室 

  財務資訊-工讀機會 學務處-就輔組 

  兵役 學務處-軍訓室 

  學生活動-學生社團 學術處-課指組 

  學生活動-畢聯會 畢聯會 

  學生活動-學生會 學生會 

  學生活動-進修部學生活動中心 進修部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活動-進修部畢聯會 進修部畢聯會 

  學生活動-進修部學會社團 進修部學會社團 

  學生活動-申請中英文成績單 教務處-註冊組 

  留言版 各系所 

  教務資訊-加退選作業 教務處-課務組 

  教務資訊-名次證明書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資訊-集中考試相關資訊 教務處-課務組 

  教務資訊-學生證補發/換發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資訊-輔系、雙主修學位申請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資訊-轉系輔系互換校區資訊 教務處-註冊組 

  其他-國際交流 研發處 

  其他-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其他-AntiSARS 資訊網 學務處-軍訓室 

  其他-語言中心英語學習網 語言中心 

  其他-每日一字 語言中心 

  其他-MIC 情報顧問服務 圖書館 

進修人士 推廣教育部 推廣教育部 

教職員工 校務系統-教師資訊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網路學園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校務系統-行政資訊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訊息公佈系統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校務系統-教職員電子郵件系統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校務系統-電子表單系統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校務系統-全校課程表查詢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導師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系所資訊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場地租借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行政單位電腦教室報修系

統 
電算中心-行政管理組 

  校務系統-場地租借管理系統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組 

  校務系統-線上自我學習課程 電算中心-網路教學組 

  本校法規-人事綜合法規 人力資源室 

  本校法規-會計相關法規 會計室 

  本校法規-教師相關法規 人力資源室 

  本校法規-國科會專案 會計室 

  本校法規-職員工友相關法規 人力資源室 

  本校法規-學術研究案 會計室 

  本校法規-轉摘部分 人力資源室 

  本校法規-校內汽機車停放辦法 總務處-事務組 

  學術服務-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 圖書館 

  學術服務-資訊檢索服務 圖書館 

  學術服務-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 圖書館 

  學術服務-MIC 情報顧問服務 圖書館 

  學術服務-圖書館讀者個人服務區 圖書館 

  研究發展-學術研究進修補助 研發處 



  研究發展-研究計畫徵求 研發處 

  
研究發展-紡織業製商整合研究計畫

成果 
  

  
研究發展-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相關

法規 
會計室 

畢業校友   
學務處就業輔導暨校友服

務 

      

      

台北校區英文網頁 

About USC     

Academics     

Admin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