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光新網站後台編輯說明 

一、 網站架構概念說明 

新的網站編輯內容的方式需要登入「後台」，就是進入編輯模式，這個模式畫面與網站完

全不同，因此必須先了解網站的架構和原理，在後台編輯時才會知道「前台」會有什麼變化。

所謂前台就是學校網站對外呈現的樣貌。 

以首頁上方的連結為例，當選擇了【行政單位/教務處】後， 

 

教務處的內容會顯示在網頁的中央，此時已經從首頁進入教務處，教務處的內容就是五

個選項。 

 

  



以後台的觀點來看，這時已經進入「教務處」這個公告模組，這個模組內有五個項目，

分別為教務主任、教學組…和資訊組。這五個項目就是教務處公告模組中的資訊。 

 

現在我們進入後台看這些連結的架構，在首頁最上方的連結，屬於「首頁連結設定」，最

上層就是「行政單位」，當按下「行政單位」時，底下就會出現各處室選項，這些選項就屬於

「行政單位」的下級連結。 

 

「首頁連結設定」只是設定超連結，當使用者選擇了「教務處」下級連結之後，就會依

「教務處」的連結到指定的目的地。所以連結只是只到某一個網址，並沒有包含任何內容。 

而「教務處」的連結目的地，就是【教務處】這個公告模組。(公告模組是後台許多模組

的其中一個種類，與各處室公告欄沒有關係) 

  



「公告模組」只是一個空殼，裡面可以放一個或很多「資訊」，「資訊」才是真正有內容

的東西。 

 

當按下教學組(資料)的選項後，就會顯示教學組(資料)的內容，如下圖： 

 

至於教學組的內容在後台的樣子如下圖，這是教學組【資訊】的編輯介面，而這個資訊

是屬於「教務處」這個公告模組。 

 

  



瞭解了網站的架構後，我們就要開始來建立網頁的內容。好消息是，行政人員或各領

域網頁負責人，最基本的做法只要建立【資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用一個頁面，來

顯示所有的資料，可能會讓某個組或某個領域的內容變得冗長或不易觀看。 

因此我們會使用【公告模組】內含資訊的方式，來製作每個行政人員自己負責的網頁，

另外為了讓網頁更容易操作，我們會使用【選單模組】，至於網頁內容資料量多的行政人

員，我們可以使用【頁籤模組】來顯示內容。 

至於需要顯示大量相片的項目，我們會在後面介紹如何建立 Google 相簿，然後利用

【Google相簿模組】顯示相片。也就是說，每個人最多只要學會這五個模組的使用就行了。 

二、 動手編輯網站內容 

以下我們以教務處的教學組為例，要如何建立一個組的網頁內容。如果是一個處室或領

域，製作方式也是完全相同。 

1. 登入網站後台，在網頁上方的首頁連結最右邊，按下「登入」，就會出現登入帳密的

畫面。 

 

2. 輸入各處室或各領域的帳密，就可以進入網站後台。 

 
3. 目前登入後只能編修「資訊」、「文檔」及「模組」三項功能。「資訊」可以在公告模

組內建立，「文檔」可以上傳檔案，「模組」中包含五個比較會用到的模組功能 

 

  



4. 目前各處室的公告模組都已經完成，各組的資訊也已經建立，只是還沒有內容。當使

用者按下【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學組】時，其實是要開啟教學組這個資訊，因此我們

現在就按教學組資訊該列最右邊的「筆圖示」進入教學組資訊的編輯畫面。 

 

5. 只要把要顯示的內容輸入在詳細說明的方框即可。 

 

6. 不過，如果所有的內容都在同一個頁面呈現，那網頁內容將變得非常長，而且不容易

閱讀。因此我們將在「教學組資訊」內做自己的選單，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利用【選單

模組】做一個「教學組選單」。 

7. 在建立選單模組之前，先來看一下教學組加入選單模組後的介面。按了教學組後，教

學組想要呈現的項目會以選單方式一直顯示在左邊，按了項目後內容會顯示在右邊。 

 

  



8. 首先在左邊選項選擇「選單模組」，接著按「+新增」。 

 

9. 輸入選單的名稱，再按下底下的「新增並返回」。(其實只要命名為”教學組”即可，但

是因為「教務處公告模組」中的教學組資訊也叫做「教學組」，為了容易區分，我們

把選單模組命名為『教學組選單』) 

 
10. 在教學組選單下，按下「+新增選單項」，一一建立教學組選單中的選項。 

 
  



11. 每一個選項，只要輸入連結名稱即可，所屬分類當然是「教學組選單」，最後按下「儲

存並返回」。 

 

12. 接下來，我們要瞭解教學組資訊中如何加入選單。首先要進入資訊的編輯模式。 

要編輯資訊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從「資訊管理」中，選擇「教務處」，就會在右邊看

到教務處的所有資訊，按下「教學組」資訊最右邊的「筆圖示」，就可以進入編輯。 

 
13. 另一個方式是從「公告模組」的「教務處」模組，裡面也會有「教學組」資訊，一樣

按最邊的「筆圖示」，進入編輯畫面。 

 

  



14. 不過我們首先要做的，是進入教學組的「個別頁面設定」模式，設定教學組資訊顯示

的佈局。按下最右邊的「個別頁面設定圖示」，會進入頁面設定模式。在「個別頁面

設定」畫面中，選擇「頁面佈局」。 

 

15. 選擇「二欄式-1」後按儲存。 

 

16. 教學組資訊會分割為左右兩個欄位，類似 Word 裡面的分欄設定。左邊欄位目前是空

白，右邊欄位會顯示資訊內容。 

 



17. 現在我們要在空白的左邊欄中，放入教學組選單。先按上面的「模組列表」，然後在

左邊點選「常用模組」，選擇「選單項目」，底下會出現網站所有的選單模組(包括別

人建立的)。請按一下「教學組選單」，會出現「新增[選單]教學組選單到:」這個清單，

請選擇「左邊欄」。 

 
18. 這時候左邊欄位就會出現教學組選單，最後請記得按左上角的「儲存」，完成整個芬

欄及建立選單的操作。 

 

19. 現在如果在網頁中按了教務處/教學組，會顯示出下圖的畫面，也就是教學組資訊的

內容，而且按下左邊的選單項目，並不會出現任何反應。這是因為選單只是一個空殼

選單，至於按下選單項目後，要顯示的內容，我們並沒有建立。 

例如，按下選單中的「業務職掌」項目後，應該要在右邊出現業務職掌的內容。

這個內容就是需要建立一個「業務職掌」的資訊。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建立四個資訊(業

務職掌、課程計畫、課發會記錄、相關表單下載)。 

 



20. 首先到「資訊管理」功能，看到的是網站中全部的資訊。因為資訊數量會愈來愈多，

因此我們會建立分類來區別所有的資訊。畫面中間的分類就像電腦中的資料夾，而右

邊的資訊就像是檔案。 

 

21. 現在我們先來建立一個叫做「教學組項目」的分類，按中間上面的「新增」，分類名

稱輸入「教學組項目」，然後按「新增並返回」。 

 

22. 接著選擇「教學組項目」這個分類，按右邊上面的「新增」『建立四個教學組的資訊。 

 

  



23. 先輸入資訊名稱，在底下的空白欄位，輸入資訊的內容。如果是像「表單下載」或「會

議記錄」這類提供下載內容，則直接以附件方式上傳即可。(請參閱下一步說明) 

 
24. 選擇上排的「附件」，在上傳附件：按下「選擇檔案」鈕上傳檔案，若要繼續上傳則

按中間的「上傳更多附件」，陸續上傳檔案。若檔案很多，可以先將所有檔案壓縮成

一個 zip 的壓縮檔，在右邊的「批量上傳」：選擇壓縮檔上傳，就可以一次上傳多的附

件檔案。 

 

25. 如果是使用壓縮檔一次上傳，上傳後檔案會自動解開如下圖，按「儲存並返回」，回

到資訊管理下。 

 



26. 在「資訊管理中」可以按「課發會記錄」項目右邊的瀏覽小圖示，看一下在網頁顯示

的樣子。 

 

27. 下圖是「課發會記錄」的資訊內容，會顯示出所有附件。 

 

28.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建立好的這四個教學組的資訊，與教學組選單做個連結。 

選單模組就像是空房間，必須指定每個選項的連結目標，這裡我們要把選單的四個選

項指定為教學組的四個資訊。\ 

首先進入選單模組，選擇教學組選單，按「業務執掌」列最右邊的「筆圖示」，

進入編輯模式。 

 



29. 在「業務職掌」選單中的「相關連結」欄位，填入「業務職掌」資訊的網址，最後記

得按「儲存並返回」。至於這個網址要怎麼得到呢？請看下一個步驟說明。 

 

30. 進入「資訊管理」模組的教學組項目，在「業務職掌」資訊項目名稱的右下角有個小

圖示，按一下後可以瀏覽這個資訊的外觀。 

 

31. 在瀏覽器上方的網址列，將網址複製起來。 

可以複製全部的網址，但是也可以從學校網址後的「/」開始複製就可以了。在這個

例子中，我們要複製「/p/404-1115-17101.php」。這個網址要貼在「業務職掌選單」

項目中的相關連結欄位。(請參考前兩個步驟，以此類推，將教學組的四個選單都填

入相關的資訊的網址連結) 

 



32. 進行到這裡，如果在網站前台來測試結果，當按下教學組的業務職後，會出現業務職

掌的內容，可是業務職掌的呈現方式會是一整頁，這時教學組選單就不見了。 

 
33. 這是因為業務職掌資訊的頁面預設是一欄，所以我們要將教學組內的四個項目，頁面

顯示都改為二欄，設定方式和前面提到的「教學組」資訊設為二欄是一樣的。將教學

組這四個資訊設為兩欄後，就可以在左欄設定要顯示「教學組」選單，這樣按下任何

選單項目，左邊都會保留這選單，而資訊會顯示在右邊欄位。 

 

 

如果有哪個行政組別或領域，想要使用 Google 協作平台製作網頁內容，或已經有 Google

協作平台，例如教學組已經有一個協作平台，那只要參考步驟 4及 5，將協作平台的網址，

貼在「教學組」資訊的「連結網址」欄位中即可。(請參考步驟 4圖) 

這樣的話，從步驟 6 之後都完全不必理會，所以教學組中的文字內容、圖片、超連結或

檔案下載…等功能，全部都在協作平台完成即可。 

 

  



Google 相簿模組 

如果處室、組或領域要有一個地方張貼相片，那就要用到新網站的 Google 相簿模組，

要使用這個模組，前提是要先建立 Google 相簿。Google 相簿可以用任何 Google 帳號建立，

建議可以使用公務帳號(教育局帳密)，即 XXX@tc.edu.tw 或 Gsuite 帳號(之前線上教學用的

那個帳號)XXX@st.tc.edu.tw。 

34. 首先進入 Google 相簿。(以下我們會以學務處為例，在學務處模組中增加一個「活動

相片」的選項。) 

 

35. 點選左邊的相簿，再從右上角選擇「建立相簿」。 

 
36. 首先輸入相簿名稱，再按中間的「新增相片」按鈕來加入相片。(其實在這個畫面中，

就可以直接將相片檔案拖曳到畫面中，來加入相片) 

 
  



37. 加入相片有兩種方法，一個是按右上角的「從電腦中選取」，另一個方法是直接將相

片檔案拖曳到相簿中間放開即可。 

 

38. 如果是選擇「從電腦中選取」，可以在相片資料夾中按 Crtl + A 全部選取，也可以按

住 Crtl 鍵，一一選取要加入的相片，再按底下的「開啟舊檔」紐，將相片加入相簿。 

 
39. 完成後的相簿如下，按左上角的「←」可以回到 Google 相簿首頁，繼續建立其他的

相簿。 

 
  



40. 依照相同的方式，我們建立了五個相簿。接下來，我們就來練習如何將這些相簿顯示

在網站上。 

 

41. 首先請到模組管理中的 Google 相簿，新增一個「Google 相簿」模組，在這裡我們將

模組命名為「學務處活動相片」。請注意，一個模組內可以放入許多自建的 Google 相

簿，而這個模組名稱也就是網站上會顯示的名稱。 

 
42. 接著選擇剛建立好的「學務處活動相片」模組，按下「+新增」開始加入已經建立的

的 Google 相簿， 

 

  



43. 在「新增相簿」的視窗中，我們只需要填入 Google 相簿的連結網址即可，至於連結

網址怎麼來，請繼續看後面步驟的說明。 

 
44. 到 Google 相簿中，選擇你要連結的相簿。這裡我們先選擇「109 年舞動青春」這個相

簿，在右上角有一個分享的圖示，按下後會出現一些說明，直接按底下的「建立連結」。 

 

45. 接著出現「建立共享連結」的畫面，再按下「建立連結」按鈕。 

 

  



46. 接下來會出現相簿的連結網址，按一下「複製」鈕，複製這段網址。準備貼到剛才

Google 相簿模組內的新增相簿中。(註：如果自己的 Google 相簿想要分享給其他人的

話，也是把這個連結網址寄給要分享的對象即可。) 

 

47. 就是在這個「相簿網址」的欄位中，貼上這段網址。 

 
48. 餘此類推，我們把五個相簿都加到「學務處活動相片」的模組中，結果如下： 

 
 

如果相簿很多，想要再建立其他分類，就再增加其他的「Google相簿」模組，一個模組

可以當作一個分類，而每個模組都可以放非常多的相簿。 

  



接下來，我們要如何將 Google 相簿模組放到學務處的項目之中呢？ 

49. 首先，在學務處的公告模組中新增一個「活動相片」資訊。 

 

50. 接下來，按「活動相片」資訊最右邊的「頁面編輯」圖示。 

 

51. 先將「活動相片」這個資訊的版面改為二欄式。(這些步驟和之前建立處室公告模組

中的項目相同。) 

 

  



52. 接著將「學務處選單」選單模組，加入到「活動相片」左邊的欄位。(操作步驟前面

已經有說明，請往前參閱或參考下圖中的說明) 

 

53. 然後再將「學務處活動相片」頁籤模組加入到右邊欄位。(操作步驟前面已經有說明，

請往前參閱或參考下圖中的說明) 

 

54. 完成後的結果如下圖： 

 

 



55. 可是我們應該希望相簿長的像下圖這個樣子。 

 

56. 要改變相簿的顯示方式，請進入相簿的編輯畫面，選擇中間的「模組布局」，依下圖

的說明設定參數。( 

(1) 選擇「自定義佈局」，顯示方式勾選「標題」與「圖形」。 

(2) 最右邊的標題顯示方式可以設定標題在相片的上方或下方。 

(3) 圖形樣式可以自行設定。 

(4) 相簿每列顯示四個相簿，每頁呈現八個相簿。 

(5) 如果相簿超過八個以上，可以在「全部內容」欄位內填入文字，例如常見的[more…]

或[更多相簿…]，這樣就會在底下出現這個文字，按下後會出現所有的相簿。 

 

57. 相簿顯示的圖形(相片)，是 Google 相簿的封面相片，而封面相片要在自己的 Google

相簿中設定。而標題文字就是 Google 相簿的相簿名稱，如果有更改過封面或相簿名

稱，就到該 Google 相簿模組內的相簿編輯畫面中 (參考步驟 47 圖)，不必更改連結網

址，直接按一次「儲存並返回」即可。 

 
  



58. 如果相簿的類別要分得比較細，也沒有問題。接下來我們把學務處的活動相片再做分

類，分為「學生活動」、「校外教學」、「防疫」、「創藝」..，那我們就要為這幾個分類

分別建立「Google 相簿模組」。 

除了現有的「學務處活動相片」外，我們另外增加「學務處-防疫」、「學務處-校外教

學」及「學務處-創藝」至這三個相簿。同時把「學務處活動相片」改名為「學務處-

學生活動」。 

 
 

「Google相簿模組」的名稱最好加上各處室或領域名稱，至於網頁上顯示的相簿名

稱稍後可以另外取一個不同的名稱。 

 

59. 完成後，會有四個屬於學務處的 Google 相簿模組，每個相簿模組內都要新增屬於自

己的 Google 相簿連結，如下圖。 

 
 

註：如果是一開始就建立不同的 Google相簿模組，就依之前的說明加入 Google 相簿的連結

網址，但是在目前這個範例，始將現有的相簿模組中的相簿連結轉移到不同的相簿模組，

所以可以用下一個步驟方式，直接更改相簿連結的所屬分類。 

  



60. 現在我們就來把現有的 Google 相簿連結更改它的所屬分類。所屬分類就是指 Google

相簿模組。下圖就是把「109 學年畢業旅行」改變它的所屬分類到「學務處-校外教學」

中。 

 

61. 接下來，我們要在「學務處活動相片」這個頁籤模組中加入剛才的四個「Google 相簿

模組」，請進入「學務處活動相片」頁籤模組中，按「新增」按鈕，加入這四個 Google

相簿模組， 

 

62. 在頁籤模組中，可以自己命名要在網頁中顯示的相簿名稱，也可以調整相簿在頁籤中

的順序。 

 



前面介紹的頁籤模組是用來顯示不同主題的 Google 相簿，接下來要介紹使用頁籤模組顯

示多個選項內容，我們先看一下完成的樣子。 

下圖以【科技領域/資訊科技】為例，按下資訊科技後，會有四個單元，分別是「資訊科

技課程介紹」，「資訊科技教學資源」、「資訊教學剪影」及「資訊科技新知」。 

 

63. 首先來看一下，原本「資訊科技」這個資訊的內容。如果資訊科技中有四個單元，每

個單元還有自己的內容。那就必須再分別建立這四個單元的公告模組(包含資訊)及選

單，類似前面提到的教學組的例子。這樣要花很多的時間，因此我們改以「頁籤模組」

來處理。 

 

  



64. 頁籤模組本身是一個空殼，它可以新增其他的模組，做為一個頁籤(類似 Excel 的工作

表)，因此我們就把資訊科技的四個單元，分別用公告、連結及 Google 相簿等模組來

製作。 

 

65. 首先建立一個公告模組「資訊科技課程介紹」，然後在其下建立每個課程的資訊。 

 
  



66. 建立連結模組「資訊科技教學資源」，先新增一個連結模組的分類，名稱就叫做「資

訊科技教學資源」 

 

67. 再按右邊的「+新增」鈕，一個一個建立分類中的每個連結。 

 

68. 完成後的連結內容如下圖。 

 
  



69. 建立 Google 相簿模組「資訊科技教學相片」，並在模組內新增相簿連結。 

 

70. 再建立一個連結模組「資訊科技新知」，這個模組的內容就是一些網站的連結。 

 

71. 完成四個單元的模組後，新增一個頁籤模組，名稱就叫「資訊科技頁籤」，在這個頁

籤模組中新增剛才建立的四個單元模組，頁籤名稱可以更改，頁籤名稱才是網頁中顯

示的名稱。 

 

  



72. 接下來要把這個頁籤，做為「資訊科技」資訊的顯示內容。請進入「資訊科技」的個

別頁面編輯。 

 

73. 原來的資訊科技資訊已經是「二欄式」，左邊欄示「科技領域選單」。而我們要把剛才

的「資訊科技」頁籤模組加入到「中間欄」，也就是顯示內容的欄位。 

 

74. 把右邊的「資訊科技」頁籤模組拖曳到最上面，記得按儲存鈕。 

 

  



在這個「資訊科技」的例子中，頁籤之一的「資訊科技課程介紹」的公告模組，其中的

每一個資訊，都要把頁面設為「二欄式」，同時也要建立一個「資訊科技課程介紹」的選單….。

(這些步驟在前面都有詳細的說明了) 

以下做個整理： 

1. 任何一個公告模組，都會搭配一個選單模組。 

2. 這個選單模組的選項與公告模組的資訊相同，而選單的連結網址就是相對

資訊的網址。 

3. 這個公告模組中的每個資訊，都要將頁面設為「二欄式」。 

然後將步驟 1 的選單模組顯示在頁面的左邊欄。 

 

 

資訊內容的編輯 

在這個網站編輯後台中，資訊的內容視窗中並沒有文字編輯的功能，因此

只能輸入文字，沒辦法更改文字大小、顏色、樣式..等等。不過我們可以利用其

他方法來編輯文字內容。 

75. 下圖是資訊科技課程介紹中的一個資訊：「程式設計-KODU」，原本顯示的內容如下

圖： 

 

  



76. 在後台的資訊編輯視窗如下圖，一般我們是在「純文字」的欄位中輸入文字內容。其

實我們也可以用「HTML」的方式，輸入 HTML 語法。 

 

77. 在網路上有很多免費的線上 HTML 編輯網站，在校網的教職員專區下也有提供一個連

結。 

 

78. 下圖是線上 HTML 編輯網站的畫面。 

  



79. 下圖已經將文字編輯完成，也插入圖片，還建立了一個程式下載的超連結。 

(插入的圖片必須先由文檔管理上傳到後台，詳細編輯作法稍後會再製作說明) 

 

80. 編輯完畢後，按一下「原始碼」按鈕，所有的內容會轉成 HTML 語法。將這些語法全

部都複製起來。 

 

 

  



81. 回到資訊的編輯視窗，先選點「HTML」，再將剛才複製的 HTML 語法，貼到欄位中，

按「儲存並返回」。注意：「純文字」欄位中如果有資料要先刪除。 

 

82. 再到前台重新整理後，看到的畫面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