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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令/校規/規範依據：無。

2.0 權責單位：參照 4.3 & 4.4  作業內容

相關配合單位：參照 4.3 & 4.4 作業內容

3.0 作業流程圖：無。

4.0 作業內容 (注意事項)：

4.1 目標：本室網頁維護及彙整全校校級與院級法規。

4.2 日期：不定期更新，另統一於 11 月發文請法規彙編所列內容之單位檢視法規是

否為最新版及連結是否正確。

4.3 網頁內容與行政單位之法規彙編配合辦理事項：

項目 內容說明 完成日

1. 業務承辦人提供更新

後的檔案

依照各業務需要提供不同格式之檔案，例 pdf,

excel, ods 等。

新法規沿用原本檔名，並於舊法規之 pdf 檔後加註

其修正日期

  法規內容格式

 中文字均為標楷體，英文字為 Arial 字體

 標題：18 級加粗，單行間距，與下段空 0.5

行，居中

 條文內容：14 級，固定行高(22pt)，條次之第

1 行與前段空 0.5 行，字元間距標準，左右對

齊。

 若條次下有項次等較低位階文字，則為 14

級，固定行高(22pt)，第 1 行與前段不空行，

字元間距標準，左右對齊。

 修正歷程：12 級，單行間距，靠右對齊。

 發布時間：插入文字方塊，12 級字，無線條、

無填滿。發布日期為檔案收件日

不定期

2. 秘書室網頁更新

中英文網站製作平台

 上版日期：文件更新日期；法定編修日期

 附加檔案名稱不變

 檔案描述：法規名稱

 自訂網址編輯

 發布

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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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站打包  主網站：秘書室

 副網站：Secretariat of NTU

 解壓縮至 sec2019

更新

完成後

4. FTP 上傳 打包完

成後

5. 通知業務承辦人

6. 法規盤點 請法規彙編所列內容之單位檢視法規是否為最新

版及連結是否正確

11 月

4.4 法規彙編學術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項目 內容說明 完成日

1. 提供單位之業務承辦

人之計中帳號

 Email 或電話通知秘書室網管 不定期

2. 請計中開設權限 請計中教學研究組同仁協助開設權限給該單位承辦

人

計中教學研究組窗口：黃淑玲 Ms.  

#65047，huangsl@ntu.edu.tw

不定期

3. 秘書室網頁更新

中英文網站製作平台

 各單位之業務承辦人自行至秘書室網站_法規彙

編_院級法規維護更新

不定期

4. 通知秘書室網管打包

上傳

 更新後，電話或 email 通知秘書室網管

5. 網站打包

FTP 上傳

 更新

完成後

6. 通知業務承辦人  Email 通知業務承辦人法規已更新

7. 法規盤點 請法規彙編所列內容之單位檢視法規是否為最新版

及連結是否正確

11 月

4.5 各學院網管名單：(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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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帳號 聯絡人 電話 授權範圍 授權網站名稱

wudingyuan 吳定遠 33663982 秘書室網頁／文學院法規

wenchinhuang 黃文瑾 33664186 秘書室網頁／理學院法規

julia 葉玉珠 33668430 秘書室網頁／社科院法規

lcchang 張玲娟 秘書室網頁／醫學院法規 秘書組

yichenchu 朱怡貞 23123456-

88132

秘書室網頁／醫學院法規 人事組

chengyc 鄭嬿甄 88502 秘書室網頁／醫學院法規 研究發展分處

shlanhsieh 謝順蘭 88045 秘書室網頁／醫學院法規 學務分處

shinjye 章心潔 88081 秘書室網頁／醫學院法規 總務分處

tclin28 林翠淳 88742 秘書室網頁／醫學院法規 共同教育及教師培

訓中心

mclac 劉秀文 88511 秘書室網頁／醫學院法規 實驗動物中心

hsinyun 鍾欣勻 88475 秘書室網頁／醫學院法規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

yijing 邱怡菁 33663272 秘書室網頁／工學院法規

chikobabychan 詹采儒 33664207 秘書室網頁／生農學院法規

jy02lee 李俊毅 33665403 秘書室網頁／管理學院法規

cjliao 廖君蓉 33668004 秘書室網頁／公衛學院法規

violetchang 張慧如 33668006 秘書室網頁／公衛學院法規

eecs 李依芸 33663501 秘書室網頁／電資學院法規

law 潘素珍 33668807 秘書室網頁／法律學院法規

taomingliu 劉道明 33665924 秘書室網頁／生科院的法規

5.0 相關表單：

1. 「法規彙編」網頁更新內容表單(如 QP-SE20-01-WI16-QR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