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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入方式： 

1、專任老師登入方式：由 校園入口網站 輸入帳號密碼認證後，請在【資訊系統】分類下選擇 >>  

教務系統 >> 學術資源網 >> 即會登入到老師個人學術資源網後台【教師編輯管理介面】。為因應

資訊安全需求，若在後台【教師編輯管理介面】停滯超過 30 分鐘無任何存取動作，系統會自動登出

煩請重新登入。 

2、第二管理者帳號：教師可增設第二管理者帳號協助更新維護資料，僅限有登入校園入口權限帳號

者，第二管理者不得重複，若該員已被設定則會跳出視窗告知，請設定其他學號或員編。第二管理

者亦透過校園單一入口帳密認證登入後，選擇>> 資訊系統分類 >> 教務系統 >> 學術資源網，即

會登入到被設定老師的【教師編輯管理介面】以下簡稱後台。 

二、  功能簡介與說明： 

學術資源網 Academic Resource (http://ar.ntut.edu.tw)為呈現教師歷程的網站（以下簡稱 AR），分成兩

大部分，A. 教師資料管理，老師可經由後台【教師編輯管理介面】進行編修歷程資料。B. 實驗室網

站空間，提供教師快速建置實驗室網站基本模組化功能。 

有關學術資源網（AR）簡單介紹如下， 

1、教師資料管理，資料來源有二種，第一類來自介接校務資料庫，第二類為老師自行在學術資源網

後台【教師編輯管理介面】輸入上傳資料。歷程網頁預設是第一類介接校務資料（教師輸入到教評

系統內的資料）來源為主；老師可於後台【教師編輯管理介面】自行新增資料、編輯、上傳附件、

URL、選擇每筆資料顯示/隱藏或刪除資料。在此 AR 網站平台所做的任何編修都不會回寫至校務資

料庫，所編修的資料僅限於學術資源網站呈現，即老師若在學術資源網後台修改了介接過來的校務

資料，其修正後的資料並不會再同步回寫至校務資料(教師評鑑系統)內。網頁上呈現的各項歷程資

料介接校內系統的部分，將會於固定時間去同步更新。 

https://nportal.ntut.edu.tw/
http://ar.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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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術資源網的後台【教師編輯管理介面】亦可讓老師建置個人實驗室（研究室）網站，以簡單模

組功能快速製作介紹研究領域及與研究生互動、相簿、檔案分享等功能。 

3、只要編修或上傳了任何資料可馬上點擊左側<<前台瀏覽>>，即可確認前台網頁資料的正確性。 

4、瀏覽器選擇：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或是 Firefox 瀏覽器操作後台管理介面，因 IE 瀏覽器版

本更新常有相容性問題，可能會造成某些功能操作上無法正常呈現等困擾。 

後台【教師編輯管理介面】功能區塊介紹，請參閱下方<圖 1>，

 
<圖 1> 

教師資料編輯主要分成左邊 2 大主選單教師資料管理和實驗室管理，每一主選單下又有不同的分類

選項，以下將依序先說明教師資料管理下，各分類選項的操作方式和功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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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教師資料管理 

主要功能是編輯專任教師個人資料與發表或參與的各項研究歷程資料。點擊左邊【教師資料管理】

功能列表展開後，分為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基本資料、相關學歷、經歷；另一部分則為研究歷程資

料，後者為節省教師不需重複輸入之故，採介接校務資料庫（教評系統內老師自行輸入的資料，共

分成 11 項研究發表的成果資料）。 

但若希望能在學術資源網個人頁上更完整的呈現自己的相關歷程，本系統後台除了採介接《校務資

料庫介接》外，也可讓教師《自行輸入新增》，系統會區分列出兩種不同來源的資料，也可個別編修

每項研究成果分類網頁前台資料的呈現，如選擇單一筆或研究計畫分項的資料網頁都不顯示（隱

藏）、資料內容修改、刪除、上傳 URL 或附件檔。下表為教師歷程資料來源圖示解釋，分成二類： 

 

 

 

 

 

 

 

 

 

 

 

老師可在左邊【教師資料管理】功能列表展開後，依發表的不同研究分項資料，細分成 18 個控制選

單，協助老師編修個人歷程網頁內容的呈現。 

以下針對後台教師編輯管理介面操作功能選單：【後台 A.教師資料管理】子選單(1) 基本資料的操

作說明，請參閱下方<圖 2>。 

左側標註橘色框內為 A 教師資料管理選單的位置，有 18 個選單，可針對相關的成果著作編輯管

理，透過 <<前台瀏覽>> (綠色框標示出的按鍵) 即可連結到學術資源網老師個人歷程網頁，編輯後

教師資料來源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研究計畫 專書論文 專書著作 學術活動  

作品展覽 榮譽獎項   技術移轉 技術報告 專利資料  

指導學生論文 

基本資料 主要學歷 精通專長 相關經歷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研究計畫 專書論文 專書著作 學術活動 作品展覽 榮譽獎項  

技術移轉 技術報告 專利資料 自行新增（非屬上述的研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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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立即確認網頁資料更新後的正確性。(在已開啟連結的歷程資料網頁，可按快速鍵【Ctrl+F5】重新

整理，便可於同一視窗瀏覽編修後的資料，不會重複新開視窗)

 

<圖 2> 

 【個人照片】：瀏覽選擇檔案上傳 / 刪除已上傳檔案 (上傳尺寸寬高約為 3.5x4 公分，超過該尺

寸會自動縮放成此比例)。 

 【聯絡方式】：包含四個欄位。可於此處輸入聯絡電話、傳真、個人網頁和實驗室網址。網頁前

台顯示的 Email 信箱、現職、授課資訊是介接於教務系統，無須另行輸入。另因學術資源網平台有

提供建置實驗室的網頁空間，教師只要在此編輯管理後台開啟學術資源網提供的實驗室空間後，則

會自動在前台網頁顯示老師的實驗室網址，惟老師有自行於後台該欄位輸入實驗室網址，則個人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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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網頁前台實驗室連結的網址會以老師自行輸入的為主。 

 【新增第二管理者帳號】：可輸入有校園入口網站權限的帳號（員工編號/或學號），協助維護教

師的歷程資料，同一帳號不可重複設定，若老師在輸入第二管理者帳號時，該帳號已被設定，會跳

出視窗告知該帳號已被設定。 

【後台 A.教師資料管理】子選單 (2) 主要學歷、(3) 精通專長、(4) 相關經歷： 

由於目前校務資料介接來源中並無每位教師的【主要學歷】、【精通專長】、【相關經歷】的資訊，所

以老師可在後台自行輸入，前台網頁才會呈現相關的資料（此部份資料來源即屬於”自行新增”）。

這三大項的資料操作方式相同，以下用【主要學歷】為範例說明，請參閱下方<圖 3>。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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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自行新增資料，點擊右上角按鍵 新增資料，點選後會跳出相關輸入欄位。 

【主要學歷】相關欄位：就學期間(請依格式：西元年-月份-日期輸入)、就 讀學校國別、畢

業的學校、主修學科、學位。 

 輸入完畢後請點擊 更新資料，資料儲存後，立即會顯示在下方粉紅色區塊。 

 為求謹慎，暫不會顯示在網頁上，要請老師再次確認資料正確性後，點擊 編輯：控制輸入的

【主要學歷】資料是否公開或是不公開。如下<圖 3-1>，所有的欄位都可重新輸入編修。確認資料

正確後，不要勾選”資訊不公開”欄位，點擊按鍵 更新資料，則網頁前台即會顯示該筆資訊。 

 

<圖 3-1> 

【資料不公開】：四方框指該筆資料不公開，新增資料後預設是不公開，表示此筆資料不會顯示

在前台網頁，請確認輸入資料正確後，再依步驟 點擊 編輯後儲存，網頁才會顯示該筆資料。 

 <<前台瀏覽>>：左選單點擊此按鍵可立即瀏覽前台網頁的個人歷程資料。 

【後台 A.教師資料管理】子選單 (5) 期刊論文、(6) 研討會論文、(7) 專書論文 (8) 專書著作、

(9) 研究計畫、(10) 專利、(11) 技術報告 (12) 技術移轉、(13) 作品展覽、(14) 榮譽獎項 (15) 

學術活動、(17) 自行新增： 

教師發表的研究資料操作方式都相同，僅以【期刊論文】為範例，操作圖示請參閱<圖 4>說明。 

另其中第(16) 指導學生論文的資料來源是圖書館的電子學位論文系統，學術資源網每年會定期去更

新資料(1、4、8、11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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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關鍵字搜尋】：針對後台已建立的資料可以藉由關鍵字搜尋篩選，方便老師編修。 

【資料來源：自行新增】可點擊右上角 新增資料 即可自行新增期刊論文的歷程資料。 

【資料來源：校務系統】只要老師於教師評鑑系統有填相關資料，資料即會介接過來顯示在該來

源下面。老師可以針對單筆資料做編輯。在本系統後台更新後的資料並不會回存到教評系統，所有

的編修限於學術資源網網頁顯示。老師若發現校務介接資料有誤，煩請登入教師評鑑系統做修正，

學術資源網會每星期一定時同步更新資料以確保正確性。 

【資訊不公開】每一列資料若沒有打勾表示資料公開會顯示在前台網頁；反之若表該筆資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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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需點擊【編輯】會開啟新視窗<如圖 3-1>。（四方框沒有打勾 ，點擊【更新資料】，則資

料才會於歷程網頁前台顯示） 

 於每筆資料後方有一欄位【附件/網址】，即每一筆資料都可以上傳相關附件與網頁連結 URL，點

擊    檔案上傳 按鍵。即會彈跳出一新視窗，如下方<圖 4-1>。上傳的檔案需符合檔案限制 5MB

以下，只能上傳存取限定檔案格式。 

 上傳檔案與輸入網頁連結 URL 操作說明： 

如<圖 4>在欲增加附件或網址的該筆資料後方點擊   圖示。即彈跳出檔案上傳視窗，如<圖 4-1> 

 

<圖 4-1> 

a、【目前檔案】：會顯示該筆資料是否有已經上傳過附件檔名。 

b、【上傳檔案】：Choose File 選擇欲上傳檔案的位置，再點擊 上傳檔案，則會立即告知上傳

成功，或檔案格式不符上傳失敗。 

c、【相關網址】：可輸入( http://....)，介紹期刊、著作的網頁連結，或輸入已上傳到本校 IR(臺北

科大機構典藏系統)內的連結。輸入完畢後可先點擊 連到網址 確認網址正確；若要重新輸入更

改網址，請再次輸入網址，完後按 更新 鍵，該檔案上傳視窗就會自動關閉，回到編輯後台。 

 刪除上傳檔案與更新連結操作說明：  

針對上述操作已有上傳附件檔或是網址，該如何編修，請參閱下方操作說明<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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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 【目前檔案】：橘色底線標示出已有上傳過的檔案，可先點擊檔名瀏覽確認要刪除附件檔，再按

檔名後方的圖示  刪除上傳的檔案。 

» 【上傳檔案】：若要更新檔案請選擇檔案位置，點擊上傳檔案即會直接取代舊檔。 

» 【相關網址】：於欄位輸入新的網址，點擊 更新，輸入後也可先點 連到網址 確認是否為有效

連結，請記得要點擊 更新 按鍵，才會執行網址更新。 

 若要編修單筆文字內容(如圖 4-4 藍色部分)，請點擊後方 編輯 ，則會跳出新視窗如<圖 4-5> 

 

<圖 4-4> 

 

<圖 4-5> 

a、可在顯示資料欄位內插入游標修正後，點擊 更新資料 。 

b、若要取消更新修改資料，可點擊右上角的 關閉視窗，或點擊 更新資料 亦可。 

c、若您決定不要公開此筆資料，請在【資訊不公開】框格打勾，然後 更新資料。 

 下方有 FAQ 相關說明，若您的問題未列在其中，歡迎 Email 或致電分機#3236 與我們聯絡。 

mailto:jillwcw@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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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 A.教師資料管理】子選單 (16) 指導學生論文： 

這裡會介接圖書館的電子學位論文系統，有關教師指導過的學生論文以列表方式顯示，包含學生的

姓名、畢業年度、論文名稱並連結到圖書館的機構典藏平台該篇論文的詳目頁。在老師歷程的網頁

前台則可點擊摘要，即可快速瀏覽學生該篇論文的摘要。如下<圖 5>所示

 

<圖 5> 

【摘要】：點擊 ⊞ 則可顯示該篇論文的摘要；點擊 ⊟ 則可關閉”摘要”文字。 

 瀏覽者若想知道更多資訊，可以點擊連結圖示  則會連結到學生該篇論文的機構典藏網頁。 

【後台 A.教師資料管理】子選單 (18) 資訊公開 / 隱藏，請參閱下方<圖 6>。 

 在左下角藍色選單【資訊公開 / 隱藏】可針對教師各項研究資料是否在網頁前台公開或是隱藏

作設定。 

老師在『自行輸入』和『校務系統』兩個資料來源，若看到對應的研究資料分類項有出現，

即表示教師可以控制個人網頁上這些研究資料的顯示或隱藏。 

 以下圖<圖 6>為例，中間粉紅色框區塊『自行新增』下，教師有新增『主要學歷』、『精通專

長』、『相關經歷』、『期刊論文』和『研討會輪文』資料，所以老師可自行選擇是否在內打勾，隱

藏這一大項的資料。下方例子為老師有自行新增學歷，但目前選擇隱藏『主要學歷』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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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藍色框隔內，老師有自行新增『期刊論文』，同時『校務系統』也有介接資料，故有兩個，目

前<圖 6>例子是選擇兩個資料來源的資料都顯示。反之，若勾選『自行新增』，則表示只顯示『校

務系統』的【期刊論文】資料。 

 資料來源『校務系統』內的【研究計畫】框內勾選即表示設定不顯示該分類項資料，勾選完畢

後請點擊右上角的 確定 才會儲存設定，前台網頁就不會顯示【研究計畫】的資料。 

 

B. 實驗室管理 

主要是提供老師建置自己實驗室的網站，當老師在後台管理介面『實驗室基本設定』啟用實驗室

後，則網頁前台就會自動設定實驗室網址連結；一旦老師於其他平台建置了自己的實驗室網站，可

去『教師資料管理』>【基本資料】>《聯絡方式》>實驗室網頁 輸入網址，則個人歷程網頁前臺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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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就會以老師自行輸入的網址為主。 

在此實驗室平台除了可快速建置實驗室的相關資訊外，還包含實驗室內成員的簡介、相簿、檔案上

傳分享等功能。以下就一一介紹相關功能的操作，在左邊『實驗室管理』選單下，除了編修後立即

瀏覽的【前臺瀏覽】功能外，尚分成【基本設定】、【首頁資訊】、【簡介設定】、【成員設定】、【相簿

設定】、【檔案管理】選單。每位專任老師皆有 200MB 的空間可供編輯上傳檔案使用。 

【後台 B.實驗室管理】子選單(1) 基本設定，請參閱< Lab 圖 1>。

 

<Lab 圖 1> 

 系統預設為關閉實驗室，老師可自由選擇是否開啟實驗室。開啟後前台教師歷程網頁會自動顯示

老師的實驗室連結與實驗室相關資訊。(若老師於 A. 教師資料管理 >【基本資料】內自己輸入已建

置的實驗室網址，則網頁前台以老師自行輸入的網址為主。若老師希望網頁同時顯示 AR 提供的實

驗室空間和自己建置的網站一併呈現，建議可將在其他平台建置的實驗室網址輸入到【個人網頁】

欄位內，即會並列顯示。) 

【實驗室名稱】與【實驗室描述】藍色框的 2 個欄位皆有輸入字數的限制，另於<Lab 圖 1>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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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個人實驗室的上方大圖 banner，尺寸大小建議使用長 900px，寬 184px 之圖片以符合網站比

例，您可透過左邊選單<<前台瀏覽>>確認實驗室網頁效果。示意圖如<Lab 圖 1-1>

 
<Lab 圖 1-1> 

 【實驗室位置】、【實驗室研究方向】、【實驗室設備】：如< Lab 圖 1>所示，紫色框內的欄位輸入

相關資料，會呈現在學術資源網網站內，老師所屬系所下實驗室列表內，如範例<Lab 圖 1-2>。

 

<Lab 圖 1-2> 

 可上傳 900 x 184 pixle 的圖片大小做為個人實驗室的 banner 圖示。 

 基本設定輸入完成後請點擊下方 儲存設定。即可透過 <<前台瀏覽>> 隨時檢視網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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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 B.實驗室管理】子選單(2) 首頁資訊，請參閱下圖示< Lab 圖 2>，新增首頁內容操作範例。 

 

< Lab 圖 2> 

 點擊左邊子選單『首頁資訊』即可編輯您的首頁要呈現的標題。 

 在綠色內容編輯區可以用簡易的網頁編輯器，有類似 word 的文字編輯介面，可設連結、選擇字

型、顏色等，亦可直接點左上角的原始碼編輯 html。 

 編輯完請點擊確認鍵上傳，然後點擊左邊子選單<<前台瀏覽>>檢視網頁。網頁圖例<Lab 圖 2-1> 

快速建置網站，實驗室的主選單皆預設固定，

包含 7 個主選單【實驗室首頁】、【實驗室簡

介】、【成員簡介】、【成果簡介】、【設備簡介】、

【檔案分享】和【相簿集】。 

 

<Lab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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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實驗室管理】子選單(3) 簡介設定，操作介面如下圖< Lab 圖 3>。 

此平台提供快速建站功能，預設簡介模組，包括【實驗室簡介】、【成果簡介】、【設備簡介】。建立了

實驗室簡介內容後，可以透過後台管理網頁是否顯示該簡介、編修內容與刪除簡介功能。簡介管理

的畫面截圖如下圖<Lab 圖 3>。 

 

< Lab 圖 3> 

 實驗室網站內有設的簡介模組可透過【簡介列表】顯示，或是直接點選上方頁籤也可看到同類簡

介模組下所有相關標題的資訊；若要新增簡介，則點擊【建立簡介】在下拉選擇屬於這三類模組的

那一類。其編輯操作介面如<Lab 圖 5>。 

 若於發現簡介歸屬類型不正確，請點選圖示  進去該簡介做修改；若欲刪除請點擊；若資訊

暫不公開，可進入 修改功能，如<Lab 圖 5>，可選擇【存為草稿】則網頁前台不會顯示此簡介模

組。網頁前台顯示範例如下<Lab 圖 4> 

 

 

 

 

 

 

 

 

 

<Lab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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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簡介、編輯操作介面 

 

< Lab 圖 5> 

 可新增實驗室的簡介，或是檢視已經建立的簡介；簡介模組分 3 類『實驗室簡介』、『成果簡

介』、『設備簡介』。 

 簡介的【標題】請自行輸入，為必填欄位並請確認在 50 個字元內。  

 依簡介內容分成實驗室簡介、成果簡介、設備簡介，請用下拉選單選擇文章所屬的模組。同時上

圖<Lab 圖 3>紫色框的部分是利用簡易網頁編輯器建立網頁內容，『本文摘要』限制 2000 字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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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若簡介內容較長超過預設字元長度，則請輸入到『詳細內容』編輯區，當在網頁前台瀏覽簡介

時，文章最後一行會有顯示/隱藏更多內容...字樣，可點擊後詳讀更多內容。 

 輸入完簡介內容後，在文章狀態下，可選擇公開發表或是存成草稿（存成草稿則表示網頁上看 

不到輸入的內容）。 

 點擊 確認鍵，儲存上傳內容，再利用<<前台瀏覽>>檢視網頁的效果。 

若在簡介內使用照片，則需先將圖片上傳到老師的個人網頁空間，不能從本機端的資料夾選取插入

檔案。(此因考量計算使用空間之故，系統預設每位老師有 200MB 空間)，操作步驟請參考【B.實驗

室管理】子選單(6) 檔案管理。 

【B.實驗室管理】子選單(4) 成員介紹，這功能主要是介紹實驗室的成員與指導教授，可上傳照片

編輯興趣等個人資訊。 

有關【成員設定】> 【實驗室成員：教授資料設定】操作說明如下<Lab 圖 6>

 

<Lab 圖 6> 

 實驗室成員設定分為：教授與學生的個人簡介，新增 教授資料。 

 上傳代表教授的照片/圖像，點擊 Browse… 從個人主機資料夾選取圖檔，其最佳尺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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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x 37 pixels。下方可輸入【個人簡介】與【興趣】特色介紹，因網頁版面呈現之故，請勿超過 600

個字元。 

 輸入完後請記得點擊 儲存設定 。 

有關【成員設定】> 【實驗室成員：學生資料設定】操作說明如下<Lab 圖 7> 

新增學生成員資料，學生依身分別分成碩士、博士、博士後研究生、專題生。

 

<Lab 圖 7> 

 點擊 學生資料 即可新增成員基本資料學生姓名、Email。 

【學位】：可下拉選單選取學生的身分別。建立完的學生資料會出現在 下方學生列表內。 

 每位實驗室成員可照片圖示上傳，最佳呈現尺寸 50 x 37pixels，並輸入個人特色介紹，最後請記

得點擊 新增 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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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學生頁籤列表，可點擊不同身分類別查看實驗室成員。 

 以<Lab 圖 7>為例，點選『碩士』，可看到學生姓名 wwww，若名字輸入錯誤，可在【功能】選

項，可點擊 編輯修改已上傳的個人資料，亦可  刪除實驗室成員資料。 

【後台編輯操作- 實驗室管理】(5) 相簿設定，為更豐富實驗室的內容和成果展發表等，可利用相

簿本管理的方式讓老師建立各類相簿集上傳相關照片。同樣的可透過簡單操作公開/隱藏相簿集、新

增/刪除相簿內的照片，並可選取相簿集內的任一照片做為該相簿集的封面等功能。 

【相簿基本設定】a.先建立相簿主題，請參閱下圖<Lab 圖 8> 需先新增不同主題的相簿，然後才能

上傳照片到相簿內，功能類似”檔案夾”的意思。 

 

<Lab 圖 8> 

 輸入【相簿主題】。 

【相簿狀態】選擇『顯示/隱藏』表示是否要公開在實驗室網頁公開瀏覽。 

 輸入完畢就會於下方出現新增後的相簿集(或已經新增不同名稱的相簿集會排列一併出現於下

方)，再點擊相簿主題，就可新增照片到該相簿內 (請參考步驟 b 照片上傳說明<Lab 圖 9>)。欲繼

續新增其他相簿集可再點擊 新增相簿。 

新增相片到相簿後，需點擊左邊主選單【相簿設定】即可回到相簿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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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簿基本設定】b. 新增照片至相簿集內，請參閱下圖<Lab 圖 9>  

 

<Lab 圖 9> 

 點擊 Browse… 選取照片所在的位置，選取後該照片的檔名會顯示於後方，前面欄位【照片

的描述】即是顯示在網頁上的名稱，需在欄位內自行輸入網頁上才會顯示檔名。 

 照片檔案可單張上傳或是幾張選取好後一次上傳，再點擊 上傳檔案 ，上傳完成後照片就會出現

在下方。 

 針對每張照片可點下方  編輯：會跳出一個視窗，可輸入相片簡介(照片描述)或設定該張照片

為相簿封面；因為只能設定一張照片為相簿封面，所以要更換相簿封面時，須先將現有封面照片取

消打勾，再去設定勾選另一張照片為封面。操作介面如下圖<Lab 圖 10> 

 
<Lab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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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編輯操作- 實驗室管理】(6) 檔案管理，這裡的檔案管理功能主要分為兩部分，將分別操作

說明如下，功能一：是讓老師上傳檔案(上傳的檔案不得超過 5MB)，上傳的方式同相簿照片上傳，

上傳後檔案預設隱藏所以網頁上看不到，需教師再去設定開放瀏覽，才可在實驗室網站主選單【檔

案分享】下看到分享檔案，其操作步驟如下。 

 後台【檔案管理】可由本機上傳點擊 Browse… 選取檔案，選取完後點擊 上傳檔案 上傳的檔

案列表在上方，您可點擊  編輯去修改。 

 

<Lab 圖 11> 

 每個上傳的檔案預設為不顯示在網頁前台，點擊  編輯 後可修改【檔案描述】：自訂檔案名

稱，若要顯示於網頁前台則需要取消勾選【資訊不公開】後再 更新資料。如下圖<Lab 圖 12> 

 
<Lab 圖 12> 

 設定網頁公開分享檔案後，您可再個人實驗室網頁前台，在主選單【檔案分享】下看到檔案列

表，瀏覽網站的可點選文件圖示  去下載檔案，如下圖<Lab 圖 13> 

 



25 
 

學術資源網操作手冊 v3 

 

<Lab 圖 13> 

另一功能：是在編輯實驗室首頁或簡介網頁時，可透過網頁編輯器插入圖片，讓網頁內容更為豐

富，若要插入圖檔或檔案，可先將檔案上傳到【檔案管理】下，然後可點擊 檔案名 ，則會在新網

頁開啓圖檔，這時請複製網址列 URL (即複製圖片/檔案網址)。操作方式如下： 

 後台【檔案管理】可由本機上傳點擊 Browse… 選取檔案，選取完後點擊 上傳檔案 ，上傳後

的檔案列表在上方。 

 點擊您上傳後的 檔案 則會開啓檔案在新視窗。 

 

<Lab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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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複製(Ctrl+C)開啓圖檔/檔案新網頁視窗的網址，下圖<Lab 圖 15>網頁紅色框住的部份。 

 

<Lab 圖 15> 

 在下方網頁編輯器<Lab 圖 16>，可點選【圖檔】Icon，會跳出新視窗如<Lab 圖 17>。 

 

<Lab 圖 16> 

 在新視窗內將之前在【檔案管理】內複製的圖片/檔案網址，輸入到 URL 的欄位內，您就會看到

上傳的圖片出現在預覽畫面，在點擊下方 確定 鍵圖片就會出現在您的網頁內，截圖說明如下圖

<Lab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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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圖 17> 

 

 

三、  操作疑難與聯絡方式： 

學術資源網為提供給本校專任教師呈現研究成果的歷程空間，若老師對操作上有任何問題、建議或

是系統出現異常訊息時，可透過網頁 F.A.Q. 的問題集、聯絡信箱或校內計網中心分機 #3236，我們

在收到您的問題後會盡快與您聯絡，謝謝!! 

 

http://ar.ntut.edu.tw/FAQ.aspx
mailto:jillwcw@ntu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