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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般使用 

1. 瀏覽法規 

    進入法規彚編系統首頁(http://www.cc.ncku.edu.tw/rule/)，所有法規依照各單

位順序列出，可瀏覽所有法規，如圖 1-1-1所示。 

 

圖 1-1-1 瀏覽所有法規 

 

    於左側「單位選擇」區域，可點選欲查詢法規的所屬單位連結，即可詳見該單位

所有已登錄之法規，如圖 1-1-2紅框標示處所示。 

 

圖 1-1-2 選擇單位瀏覽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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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瀏覽法規詳細內容，點選法規名稱連結，即可瀏覽法規內容；如欲下載或列

印法規內容，點選右上方「下載法規原始檔」連結，即可下載該法規內容檔案，如圖

1-1-3紅框標示處所示。 

 

圖 1-1-3 瀏覽法規內容與下載法規原始檔 

 

    左側區域中，依序列有所屬單位、通過/修訂會議、最後修訂日期與聯絡方式等資

訊，點選所屬單位，可連結至該單位首頁，聯絡方式為該法規所屬單位之分機及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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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規查詢 

2.1 查詢功能 

    於左側的「單位選擇」下方的「法規查詢區」，點選「法規查詢」連結，如圖 1-2-1

紅框標示處所示。 

 
圖 1-2-1 點選「法規查詢」 

 

    法規查詢介面如圖 1-2-2所示。分別可輸入關鍵字、法規單位、法規修訂日期、修

訂會議等欄位搜尋目前已登錄在本網站的法規。可以單一條件查詢，也可輸入多項條件

來查詢。 

 

圖 1-2-2 查詢功能(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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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出查詢條件後，會列出所有包含此條件的法規，查詢後得到的結果如圖 1-2-3。 

 

圖 1-2-3 查詢結果 

 

    欲瀏覽內容，請點選法規名稱，即可見法規詳細內容（如圖 1-2-4），若有輸入關鍵

字，則會以黃底加以標註。 

 

圖 1-2-4 查詢後瀏覽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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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查詢標記功能 

    查詢後瀏覽某一則法規內容時，可以再利用標記功能，快速找到相關的文字，是以

黃底外加陰影來標註。 

 

圖 1-2-5 標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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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區使用 

1. 管理者登入 

    單位法規負責人，欲維護自己單位的法規，可由左側的管理區之「法規登錄」進入

法規管理區，如圖 2-1-1紅框標示處所示。 

        

圖 2-1-1法規登錄                 圖 2-1-2 忘記密碼之連結 

 

    分別依序輸入帳號及密碼後點選「登入」按鈕，如帳號與密碼輸入無誤即可成功登

入管理區；如忘記密碼，可點選下方「忘記密碼?」之連結，如圖 2-1-2紅框標示處所

示。進入「忘記密碼」查詢頁面後，依序填入帳號與系統上之信箱，將會寄送新密碼通

知信至信箱，，如圖 2-1-3所示。收到密碼通知信後，請以信件上給予的新密碼重新登

入管理區，並請立即重新更改密碼，如更改密碼完成，請以此組新密碼重新登入，即可

使用管理區之功能，如圖 2-1-4所示。 

 

 

 

      圖 2-1-3 忘記密碼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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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以新密碼登入後，請立即變更密碼。 

 

 

2. 新增法規 

    進入管理區介面後，點選左方的法規管理區塊中的「新增法規」，即可新增法規，

如圖 2-2-1標示處所示。 

 
圖 2-2-1 新增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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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序輸入「法規名稱」等欄位，其中「*」標示處之欄位，為必填欄位，依序填寫

必填欄位，如圖 2-2-2所示。 

 

圖 2-2-2 填寫欄位新增法規 

 

    若無填寫必填欄位將會出現提醒，得輸入內容方能提送出表單，如圖 2-2-3 所示；

如輸入之法規名稱已存在，將會以紅框提醒，並需重新輸入法規名稱，如圖 2-2-4所示。 

    「沿革」欄，請填該法規歷次變更的紀錄，如：「X 年 X月 X日 XXX會議修訂通過」。 

    法規原始檔必須為 pdf檔(為符合 ODF規範)，提供原始檔是為了列印時有較佳的排

版，故原始檔一定要上傳！ 

 

 
圖 2-2-3 如無填寫必填欄位則無法送出表單 

 

 

圖 2-2-4 法規名稱不可重複(跨單位也不能重覆) 



成功大學法規彚編系統使用說明  10 

 

    法規內容，請從您的原始檔案（以 word檔為例，如圖 2-2-5所示）複製到系統上，

如圖 2-2-6，此時所有條目都是靠左對齊的，請逐步調整所有次項目為縮排。 

 

圖 2-2-5 從法規原始檔（以 word檔為例）複製內容 

 

 

圖 2-2-6 複製到系統上的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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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選取要縮排的次項目（如圖 2-2-7），再按上方工具列中的縮排功能即可，但此縮

排無法如原 word檔一樣，所以請務必上傳原始檔供需要的人下載或列印。 

 

圖 2-2-7 法規內容縮排處理方式 

 

3. 修改法規 

    如圖 2-3-1紅框標示處所示，點選法規名稱旁的「修改」按鈕即可編修法規內容。 

 
圖 2-3-1 點選修改按鈕修改法規內容 

 

    修改法規操作，與新增法規相似，依序填入必填欄位後，即可成功修正法規內容，

惟如欲重新上傳法規原始檔，請先刪除先前上傳的法規原始檔，方能上傳更新之原始檔，

如圖 2-3-2紅框標示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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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修改法規內容 

 

 

4. 刪除法規 

  如欲刪除法規，點選法規名稱旁的「刪除」按鈕，如圖 2-4-1紅框標示處。 

 
圖 2-4-1 點選刪除按鈕刪除法規 

 

    點擊按鈕，即顯示欲刪除的資訊，確認無誤後，點選「確定刪除」按鈕刪除此筆法

規資料，如圖 2-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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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刪除法規 

 

注意！一旦刪除該法規資料後，將無法再讀取或復原該法規相關內容。 

 

5. 排序管理 

    如欲將法規排序，點選「法規管理」區域中的「排序管理」進行排序，如圖 2-5-1

紅框標示處。 

 
圖 2-5-1 排序管理 

 

    排序管理的方式有手動排序管理、依法規名稱排序、依最後修訂日排序等，如欲以

法規名稱自動排序，可點選「依法規名稱排序」連結，點選後，如確認無誤，請點選「儲

存此排序」，方能成功修改排序；如欲以最後修訂日排序，可點選「依最後修訂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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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以此類推；如欲以手動排序，可直接拖拉法規名稱進行排序，排序完成後，請記

得點選「儲存此排序」儲存調整過後的排序位置，如圖 2-5-2紅框標示處所示。 

 

圖 2-5-2 排序後，務必點選「儲存此排序」 

 

6. 如何引用單位法規 

  法規彚編系統改版後，各單位須將法規內容直接建置在本系統上，為了方便各單位

只維護一份法規內容，因此增設此功能，讓各單位網頁上的法規項目可直接擷取本系統

上已登錄之單位法規內容。 

  如欲使用「引用單位法規」功能，請點選「如何引用單位法規」之連結，如圖 2-6-1

紅框標示處所示。 

 
圖 2-6-1 引用單位法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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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2-6-2所示，可依照欄位修改欲呈現之單位法規介面。分別可自訂標題名稱、

字體、顏色、大小等選項，亦可調整法規之項目符號、法規名稱字體與大小等選項，更

動介面呈現選項時，下方「預覽畫面」區塊可同步預覽更改設定之情況。 

 

圖 2-6-2 依照需求更改設定，下方可同步預覽畫面 

 

    確定引用排版後，可於「引用語法」欄位中，點選「產生嵌入語法」，並配合「選

取語法」可快速圈選嵌入語法，將此語法複製至其他網頁之 HTML編輯器原始碼中，即

可成功嵌入法規至其他網頁。如僅需引用連結網址，點選「產生連結網址」，並配合「選

取網址」即可快速全選連結網址，複製貼上即可。 

 

7. 帳號資料維護 

  帳號資料維護主要是單位法規負責人的基本資料及所屬單位的相關資料（在瀏覽法

規時會出現的聯絡資料），請點選「帳號資料維護」進入，如圖 2-7-1紅框標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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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 帳號資料維護功能 

 

    依照維護需求，修正帳號資料後，確定送出表單，即可成功更新，如圖 2-7-2所示。 

 

圖 2-7-2 帳戶資料之維護 

 

8. 變更密碼 

    首次登入之帳號，尚未能使用其他功能，請先點選「變更密碼」，更改預設密碼，

如圖 2-8-1紅框標示處。 

 
圖 2-8-1 變更密碼功能 

 

 

    之後如欲變更密碼，同樣點選此連結，輸入舊密碼與新密碼，若舊密碼輸入正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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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碼符合要求，即可成功變更，如圖 2-8-2所示。 

 

圖 2-8-2 變更密碼 

 

9. 問題反應 

    如有任何操作之問題，且閱覽本使用說明後仍無法解決，請點選「問題反應」連結，

並將您於使用上所遇到之問題描述，我們將盡快回覆您的問題，如圖 2-9-1所示。 

 
圖 2-9-1 問題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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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登出 

    管理區功能使用完畢，請記得點選「登出」，以防帳號被誤用或法規遭修改，如圖

2-10-1紅框標示處所示。 

 
圖 2-10-1 使用完畢，務必點選「登出」，結束帳號之使用 

 

    若登出成功，將自動跳轉至網站首頁，如欲再次使用新增法規等功能，請於管理區

登入帳號密碼重新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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