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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大學形象識別系統使用規範 

98年 6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1月 19日 98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3月 31日 98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 2月 25日 103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 

 

南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大學形象識別系統使用規範」

（以下簡稱：本規範）敘明本校識別系統作為的各項規範，對內使本

校全體教職員生產生對本校高度的認同感及歸屬感，對外用以塑造本

校整體形象，促成與社會之良好關係，提升聲望，期有助於本校之永

續經營及發展。 

 

 

二、定義 

 

學校識別系統是代表學校的精神表徵與經營理念。一套完整的大

學形象識別系統（University Identity & Image System, UI
2
S）是一套展

現教育理念、傳承主軸價值和顯現重點特色的各方面作為，使全校教

職員生能由內心的高度認同後，形成一種思維體系和一種特徵風範，

經發展成為對學校的歸屬感和榮譽感，最後對外形成一種無可取代的

整體形象。 

 

 

三、範圍 

 

（一） 完整的識別系統包括：理念識別、行為識別、視覺識別三個

層面的作為，三種作為系統在實施時，互相交織，展現多重

內外效果。 

（二） 理念識別（Mind Identity, MI)：包括了校訓、校歌、校呼、教

育理念等。 

（三） 行為識別（Behavior Identity, BI）：包括了環境改善、品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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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公關活動、校友服務、校友聯繫等。 

（四） 視覺識別（Visual Identity, VI）：校徽標誌、標準字體、標準

色系、象徵圖案等。 

（五） 經由強化內部理念的建立、發展視覺識別及展現外部行為，

學校的識別或認同（Identification）的意涵，即可轉化為學校

的特色形象（Image）。認同和形象在本系統中不可分割，故

以上三個層面之內涵，不論其單獨運用、重複顯現或重疊交

織皆是本系統的範圍。 

（六） 對於各項作為之推展方式，本校全體教職員生必須依本規範

確實施行，或導入於各項活動、儀式、傳媒發布中；未依本

規範實施者，業管單位應提出改善建議，於相關會議中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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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容 

 

（一）校訓 

1. 本校校訓為：「勤、篤、儉、樸」四字，為本校建校之精神，及

全體教職員生行事作為之準繩。故本校全體教職員生皆應熟記。 

 

2. 本校校訓逐字釋意如下： 

(1) 「勤」：即勤勞、勤勉、勤奮的意思，因為任何人做事，不能

偷懶，必須持之以恆，努力不懈。唐朝韓愈有云：「業精於勤

而荒於嬉」，俗語又說：「勤能補拙」、「學海無涯，惟勤是岸」。

我們的勤字，是要教師平時教學，應該勤於傳道、勤於授業、

勤於解惑；學生日常讀書，更應勤於進德、勤於修業、勤於養

生，也是要我們大家隨時隨地，非勤勞、勤勉不可，否則懶惰

一事無成。 

(2) 「篤」：純也、厚也，希望大家不要投機、不取巧、不苟且，

讀書要努力，工作要認真，切切實實去下功夫；所謂「篤行不

倦」，就是教我們為人為學，必須意志堅定，純誠忠厚，篤實

不懈，切勿虛妄浮誇，必可無往不利，左右逢源。 

(3) 「儉」：儉，約也，也就是節儉省約的意思。物慾足以矇心，

奢侈足以喪志，所以揮霍無度的糜爛生活，是社會禍亂的根

源。因此凡事不可浪費，必須恆念物力維艱，必須謹身節用，

刻苦耐勞，知足始能「常樂」，節儉方可「養廉」，是青年學子

和從事教育工作者，必備的品德修養，故應處處節省用度，克

勤克儉，如此定能成為操守廉潔、品德高尚之正人君子。 

(4) 「樸」：即樸實、樸素，毫無矯揉造作的意思，亦即孟子所謂

「良知、良能」，希望本校師生，皆能「致良知」，以發揮「正

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的大胸襟、大氣度，適

應自然，淡泊虛名，表現出「真我與本我」，以消除功利之私。 

 



 

6 

3. 實施作為： 

(1) 適當地於行政及學術單位辦公室懸掛校訓宣揚告示牌； 

(2) 於學校公共場所張貼校訓宣揚海報； 

(3) 於校務系統首頁中必須出現，其設定得為本校校訓為登入之預

設驗證碼，各單位辦公室適當處所得懸掛校訓字樣； 

(4) 每學年開學後 3 個月內舉辦校訓宣導相關活動，彰顯及闡述其

深刻內涵。 

 

（二）教育理念 

1. 本校教育理念為：「務實、創新、宏觀、通識」，為本校期望受教

之學員生必須達致的素養，施教教師之教學內容必須掌握之內

涵，以及行政作業之職技人員必須努力營造配合之方向。其實施

將表現於各年度教育計畫、申請補助計畫及本校之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等中落實。 

(1) 「務實」，乃反應技職人應追求技術能力之培養與提昇，並結

合至實務操作面； 

(2) 「創新」，乃於知識經濟時代中，南開人應保持知識之追求與

更新，不斷突破現狀，追求持續之成長； 

(3) 「宏觀」，乃傳達在地球村的今日，期待南開人應該培養語言

之溝通能力，立足台灣、放眼國際； 

(4) 「通識」，乃期盼在資訊發達而傳統倫理道德卻為人忽略之

際，南開人能培養資訊科技應用之能力，且注重服務、誠信、

關懷、倫理與道德等傳統美德之實踐。 

 

2. 實施作為： 

(1) 全體教職員生必須熟記，時時灌注於各項工作中； 

(2) 適當地各單位辦公室適當地點懸掛治校理念，提醒告示； 

(3) 每學年開學後 3 個月內舉辦治校理念宣導相關活動； 

(4) 於適當申請補助計畫或校務發展相關計畫中，必須闡述治校理

念在其中的精神指導性和原則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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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呼 

1. 本校校呼為需要以集體共同聲音提振士氣，或以簡要文字突出本

校精要特質之描述時，使用之口號（Slogan）。為配合學校動態發

展，校呼得因時地而彈性增減調變之。對於校呼，本校教職員生

平時應耳熟能詳，銘記在心，並隨口吟誦，各項實施作為均據此

方向發展。現暫訂為以下四句，四句可任取用一句或數句： 

 

「南開科大，就在南投」； 

「技職典範，就是南開」； 

「福祉特色，關懷世界」； 

「永續經營，還是南開」。 

 

「南開科大在南投」； 

「技職典範是南開」； 

「福祉特色看世界」； 

「永續經營為南開」。 

2. 實施作為： 

(1) 本校對外公開之各項團隊活動，領隊者必須帶領團隊，配以適

當之道具及節奏，以校呼激勵士氣； 

(2) 本校對內之重點慶典活動，如有需要以校呼呼叫，提振士氣、

凝聚團隊精神及顯現活力時，由適當帶隊人員施為之； 

(3) 本校文宣資料，需使用簡單明確字句以顯現本校特質時，可使

用之，但為求一致性，非必要不宜任意修改校呼次序和內容。

長期使用、重複出現和一致展示，亦為強化認同和形象之作為

方式。 

(4) 對校呼之推動除以上四句可供參考外，可利用各種活動，以學

生為主體發揮創意，產出新句運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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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歌 

1. 本校校歌始自民國六十年本校最早前身「南開工業專科學校」，

本校雖已晉級為科技大學，校歌迄今未異動一字，有非常重要的

傳承和歷史意義。本校校歌曲風優雅，旋律自由，詞簡意賅，寓

意深遠，實為南開精神之象徵。校歌作詞者為本校創辦人顧念先

先生，譜曲者多方查詢，惜已不可考。歌詞及五線譜如下： 

 

偉哉南開 地處中台  

山水明秀 風物優美 

攷工講藝 力求精備  

窮格致奧秘 育科技長才 

德術兼賅 崇禮尚義  

有敎無類 化雨廣被 

建設國家 貢獻社會  

南開青年 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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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作為： 

(1) 校歌代表學校的聲音識別，為具嚴肅意義之音樂，除特殊狀況

外，演唱及聆聽者均應持恭謹之態度。 

(2) 正式唱校歌之時機為： 

a. 校慶慶祝活動典禮結束式（開始式時唱國歌） 

b. 運動會開（閉）幕式升（降）大會會旗式 

c. 期末教職員會議開始式（校長致詞式後） 

d. 其它全校性重要慶祝活動之閉幕式 

(3) 唱校歌式時機之原則：如活動開始式唱國歌，則結束式唱校

歌。如開始式中無唱國歌式，則得以唱校歌式取代；如無特殊

升降校旗或會旗之歌曲時，則亦得以唱校歌取代之。 

(4) 屬本校特殊性質活動，為激起活動特殊氣氛時，得播放校歌做

為背景音樂，用以助興。 

(5) 為使新生均能唱校歌，本校新生入學之相關訓練活動中，必須

排入校歌教唱項目。另，為增加教職員生對校歌唱能力，業管

單位得視狀況，自辦或促其它單位舉辦校歌演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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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禮儀天使 

1. 運用及培訓具備外語與國際禮儀能力之學員學生（借用「國際禮

儀天使」名稱之），接待外賓，不但可助益學生文化素養及應對

能力之發展，對提昇本校形象亦有極佳之助益。 

 

2. 實施作為： 

(1) 培訓「國際禮儀天使」雖具特定目的，但培訓之課程仍期全校

學員生自由參與。獲選天使固對本項活動有益，但因接受培訓

而提昇學員生之一般技能，亦為本項活動之目的之一。 

(2) 本項培訓課程，業管單位必須特別考量。課程結束後，對甄選

膺任學員生，必須謹慎顧及素質之整齊。 

(3) 國際禮儀天使，不分男女，皆須由業管單位應辦理活動單位需

求，召集適當員額支援。國際禮儀天使擔任任務時，服裝穿著，

業管單位負責設計、製發及維護。 

(4) 國際禮儀天使之任務為： 

a. 接待外賓。 

b. 陪同外賓參訪本校校園，並擔任解說員。 

c. 視狀況，擔任本校行銷或形象有關之活動之接待工作。 

d. 赴國外接受精進培訓，為種籽助教人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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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徽 

1. 本校校徽為學校之表徵圖騰，其使用有其嚴肅性，故須嚴謹訂定

其使用時機、色調、方式等，以符其形象意義。同時，對其圖騰

設計，今亦重新詮釋，以強化其認同意義。 

 

2. 涵義及規格：（如圖） 

 

 

(1) 南開正式校徽於民國六十年創校以來，沿用至今。校徽中的齒

輪造型即代表本校是以工業專科學校立校；齒輪表徵工業之

意。 

(2) 校徽中齒輪總數共為 12 齒，象徵本校ㄧ年四季 12 個月，齒輪

常轉，生生不息，擔負著孕育國家社會所需工程中堅人才之重

責大任。 

(3) 齒輪中的黃色色彩，象徵創校精神，如旭日東昇，展現出光明、

活力及新希望。 

(4) 校徽中的橙色雙手，又形似幼苗，象徵本校肩負起培育具有熱

情朝氣與快樂學習之國家幼苗。另，左右雙手，象徵應用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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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寓雙手創造之意，更表示本校的務實精神。 

(5) 校徽中的綠色，象徵本校位於青山綠水、風光明媚的南投。綠

色代表全球化、遠見、理想和永續經營。 

(6) 校徽中的盾牌造型，象徵本校孕育的學生具有強健體魄和堅強

的意志，充滿勇氣與信心的特質，足以面對新時代的挑戰。 

(7) 創設於民國六十年，依大學之國際慣例，加註創校年代 1971。 

(8)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為本校英文名稱。 

(9) 校徽口訣： 

齒輪常轉，自強新生， 

雙手萬能，開物啟蒙； 

迎接挑戰，求善求精， 

光明熱情，永續經營。 

(10) 規格區分： 

a. 本校校徽分為：正式校徽、常用校徽及輔助校徽 

b. 本校三種校徽不可同時於同一平面上出現 

c. 本校正式校徽只允許三種版本出現：正式校徽映彩版、正式

校徽黑白版及正式校徽單色版 

d. 正式校徽映彩版之規格為：（如上圖） 

標準比例—長寬比為 1：1；綠地部份佔總長度之 1 / 7；橘

紅底白字橫牌長寬比為 1：7； 

標準顏色—盾牌範圍內之底色限白色；「南開科技大學」字

體顏色為純白色；下方齒輪為黑色，共 12 齒（含雙手圖樣

擋住部分）；字體及其餘色調規格如上圖所示。 

標準字體—數字與英文字皆為 Times New Roman，大小為

16pt，筆畫為 1pt；其餘字體規格如上圖所示。 

e. 正式校徽黑白版之規格為： 

標準比例及字體與映彩相同不變； 

標準顏色—盾牌範圍內之底色為白色；「南開科技大學」字

體顏色為純白色；下方齒輪為黑色，共 12 齒（含雙手圖樣

擋住部分）；其餘色調及規格如下圖： 



 

13 

 
 

f. 正式校徽單色版之規格為： 

標準比例及字體與映彩版相同不變； 

標準顏色—盾牌範圍內之底色為白色；「南開科技大學」字

體顏色為黑色；下方齒輪及其餘部份皆僅餘框線，如下圖所

示： 

 
 

g. 正式校徽中之「南開科技大學」字樣為書法家柯耀東大師之

大作，以慶祝本校於 97 學年度正式改名為科技大學。 

h. 本校常用校徽只允許三種版本出現：常用校徽映彩版；常用

校徽黑白版；常用校徽單色版 

i. 常用校徽映彩版之規格為： 

標準比例—長寬比為 1：1；標準顏色—齒輪為黑色，共 12

個齒輪（含雙手圖樣擋住部分）；輪軸中心「南開」字體顏

色為黑色；字體及其餘色調規格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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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常用校徽黑白版之規格為： 

標準比例及字體不變；標準顏色—底色為白色齒輪為黑色，

共 12 個齒輪（含雙手圖樣擋住部分）；輪軸中心「南開」字

體顏色為黑色；其餘色調如下圖所示： 

 

    

k. 常用校徽單色版之規格為： 

標準比例及字體不變；標準顏色—齒輪、「南開」字樣及其

餘部份皆僅剩框線，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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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本校輔助校徽只允許二種版本出現：輔助校徽映彩版；輔助

校徽黑白版。 

m. 輔助校徽映彩版之規格為： 

標準比例—長寬比為 1：1；標準字體—南開印章字樣，如

下圖所示；標準顏色—底色為白色，印章為橙色；輔助校徽

中之「南開」字樣為沿用本校正式校徽中之書法字樣；色調

及規格如下圖所示： 

 
 

n. 輔助校徽黑白版之規格為： 

標準比例及標準字體不變標準顏色—底色為白色，章印為黑

色；色調及規格如下圖所示： 

 
 

3. 實施作為： 

(1) 本校校徽為本校精神表徵，全體教職員生均應予以尊重，對已

製成圖樣及放置定位之校徽，即為公物，有維護之責任，並不

得任意變更或損毀。違反此項要求者情節重大者，業管單位提

相關會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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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式校徽應用於辦理對外事務活動，如：對外正式信箋、教職

員正式名片、大小正式錦旗、本校簡介、看板、公開活動宣傳

海報、文宣（台灣區或國際性質）、各式聘書及證書、本校中

英文網頁首頁等。 

(3) 常用校徽應用於辦理校內事務活動，如：校內活動宣傳海報、

校內活動文宣、停車證、職員證、教職員桌上名牌、會議室名

牌等。 

(4) 輔助校徽應用於本校一般系列商品（含贈禮），如：便條紙、

公文封、禮品提袋、禮品盒、馬克杯、資料袋、資料夾（L 型、

U 型等）、貼紙、桌曆、扇子、連續印章等。 

(5) 各式校徽，運用於各式場合或文宣品時，除以上所訂定之規格

外，不得任意變更色彩、線條粗細、線條直曲、大小比例及任

意切割等。如印製不符或不良，印製單位應重新製作。 

(6) 校徽若有增減變動，業管單位應提行政會議通過後，併本規範

全面一次修改。 

(7) 本規範通過後，不一致之校徽使用處所，除歷史資料外，均應

一次修改，以維校徽之圖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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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旗 

校旗代表學校，為最高精神與形象表徵。本校校旗分為正旗與副

旗兩款；正旗靜態懸掛，具傳承意義，除特殊場合，不對外使用；副

旗為正旗之複製旗，供各種場合動態運用。 

1. 校旗正旗規格： 

(1) 校旗標準尺寸長 96 公分、寬 144 公分，比例為 2：3，其餘規

格如下圖所示。 

(2) 校旗中右方之本校校名比照正式校徽中「南開科技大學」字

樣，如本規範（六）校徽規格說明，英文校名以 Times New 

Roman 為使用之標準字體，下方為本校教育理念，以標楷體

為使用之標準字體；中、英文校名及教育理念之顏色皆同左

方蝙蝠圖騰。 

(3) 黑色蝙蝠形狀之圖騰，中央為本校正式校徽映彩版，顏色與

規格皆依本規範（六）校徽規格與下圖所示；蝙蝠圖騰上鑲

嵌本校校訓，自四方東、南、西、北順時針各為勤、篤、儉、

樸，以標楷體為使用之標準字體。 

(4) 校旗正旗計兩幅，為雙面精美縫製、不透光之細緻絨布材質。 

(5) 校旗正旗為顯莊重，僅恆一原色呈現，不另設其它變化格式。 

                 

                 

                 

                 

                 

                 

                 

                 

                 

                 

                 

                 

 3單位 

2 

單
位 

黃 
C 7 

M 4 

Y 86 

K 0 

黑 
C 79 

M 81 

Y 83 

K 67 

橙 
C 9 

M 29 

Y 89 

K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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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旗釋義： 

中國古建築、瓷器等，皆見蝙蝠圖騰，用以代表「福」祿壽喜，

象徵「長壽幸福」。校徽包覆其中，隨著蝙蝠翅膀的擺動，帶動校

訓「勤篤儉樸」的精神，環繞延伸，南開人得其庇祐，更知加倍努

力以創造未來。 

又，人類從蝙蝠的獨特構造得到啟發，從而發明科技產品，造

福人群，正對應南開人「務實、創新、宏觀、通識」的理念。底色

襯以尊貴橙黃，象徵南開福祉科技，閃亮耀眼，金牌奪冠，歷久不

衰。 

 

3. 校旗使用規範： 

(1) 校旗的地位： 

a. 校旗有其最高性，全校師生同仁對校旗應當尊重和保護，不

得展示或使用破損、污損、毀壞、褪色之校旗，更不得有焚

燒、塗劃、玷污、踐踏校旗之情事，以維護學校尊嚴與整體

形象。 

b. 升掛校旗，須將校旗置於一顯著之固定吊掛處（左、右上角

同時穩固掛起或固定於適當旗桿），不得隨意歪懸插立。 

c. 舉持國旗和校旗行進時，國旗須在校旗之前；舉持校旗和本

校其他旗幟行進時，校旗須在其他旗幟之前。 

d. 國旗與校旗同處升掛時，須先升掛國旗於最尊貴位置，再升

掛校旗於適當位置；校旗與其他旗幟同處升掛時，須先升掛

校旗於最尊貴位置，再升掛其他旗幟於適當位置。 

 

(2) 升降校旗： 

在直立的旗桿上升降校旗時，應當隨唱和或伴奏之校歌徐

徐升降。升起時，必須將校旗升主桿頂；降下時，不得使校旗

落地。若與國旗同處懸掛時，國旗若因重大事件須降半旗時，

校旗亦需降半旗；唯校旗可因本校重大事件單獨降半旗。校旗

與其他旗幟同處懸掛時，校旗因重大事件須降半旗時，其他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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幟亦須降半旗。 

(3) 校旗懸掛日： 

a. 校慶日 

b. 運動會 

c. 舉辦全校性活動 

d. 其他重要會議需升掛校旗以表彰其重要性時 

 

(4) 校旗懸掛場所： 

a. 校史室 

b. 學校運動會司令台或旗桿台 

c. 學校禮堂 

d.  (3)所指重要會議之適當場所 

e. 其他用茲代表本校出席之重要場所 

 

(5) 校旗正旗懸掛位置： 

a. 校旗正旗僅一幅，存掛於校史室 

b. 校旗詳細異動史料亦存於校史室 

 

(6) 校旗副旗及其使用原則： 

a. 副旗之顏色、各項內含表徵及其相對比例等，均與正旗相同，

不得任意變更，唯旗面大小可因使用狀況予以等比例縮放。 

b. 除正旗懸掛位置外，皆懸掛副旗。 

c. 為辦理須校旗展現之活動或文宣資料時，均使用複製副旗。 

d. 副旗可視狀況採單、雙面印製；彩印須明顯完整，不得闕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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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權杖 

權杖為表徴本校知識殿堂的聖潔及學術管理的權力之手持柱杖

物，具嚴肅與隆重之意義。權杖置存校史室。 

 

1. 權杖規格： 

(1)本校權杖為立體柱狀，自杖頭尖至杖身底部之總長（高）為

100 公分，外觀以平面略分為三部份：杖頭尖、杖柄及杖身，

如下圖。 

(2)自杖頭尖至杖炳頂端（本校校徽銅製部分）為 15.5 公分，杖

炳總長（自杖炳頂端自杖身頂端）為 7.6 公分，杖身總長為 74.9

公分。  

 

a. 本校校徽銅製部分長（高）為 15.5 公分，寬為 13.7 公分；校

徽外圓外直徑 12.8 公分，內直徑為 11.5 公分；中央齒輪外直

徑為 8.15 公分，內直徑為 6.5 公分；齒輪共含 12 齒，每齒等

分圓周長各為 1 公分；校徽中雙手狀部份左右寬度為 10.5 公

分，高度為 6.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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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校校徽下之綠球直徑為 4.8 公分。 

c. 杖柄部份（不含連接處）長度為 7.6 公分。 

d. 杖柄部份上、下連接處左右寬度約各為 7.8 公分與 6.3 公分，

厚（高）度各皆為 1 公分。 

e. 杖身（不含與杖柄連接處）為 74.9 公分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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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杖組成元素釋義： 

  本校權杖之設計保留校徽中具代表性之象徵，另以呈現”全球

化”及”綠色福祉”為主軸。 

 

項目 材質、顏色 說明 

 
翡翠綠球體，使用色澤

具有流動性的玉石或

琉璃珠 

沿用校徽象徵本校位於青山綠

水、風光明媚的南投。綠色代

表全球化、遠見、理想和永續

經營 

 
銅製校徽之雙手狀部

分與翡翠綠球體 

雙手形似幼苗，綠色之球體就

如青山綠水使之滋養大地、生

生不息，有培育國家幼苗之意 

 

銅製校徽外框（包含蝙

蝠狀底部） 

蝙蝠意像圖，「蝠」與「福」

同音，在傳統文化中為福氣與

幸福的吉祥動物。 

「蝠」代表本校重點發展特色

的「福祉科技與照顧服務」，

圓形外框則有全球化之意涵 

 

銅製校徽外框與翡翠

綠球體結合 

綠色福祉之意，代表全球化、

綠色環保、福祉科技和服務學

習 

 杖柄，為木質（上鑲嵌

有黑色雕刻字體，字型

為標楷體，大小為26，

共四面360度） 

本校以「務實、創新、宏觀、

通識」作為教育標竿 

 

杖身，為木質（上鑲嵌

有菱格紋刻花，交織四

面360度） 

菱格紋如同鑽石般閃耀，在此

象徵本校與全校師生環環相

扣、緊緊相連的情感，而培育

的莘莘學子如鑽石的光芒散射

各處，齊力為學校爭取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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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權杖使用規範： 

(1)全校師生同仁對權杖應予尊重和保護。權杖為本校資產，須列

入財產項目列管。 

(2)持用者僅限於校長本人，以及代表校長表彰為執行學術管理權

力之代理者；後者，在本校為教務長。權杖僅限校內使用；使

用前，依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取用，用畢歸還。 

(3)學術管理權力之表彰行使時機，為學生畢（結）業及學位頒授

典禮。典禮時，權杖由教務長執持權杖，依核定典禮儀式程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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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網頁管理 

本校網頁為對外訊息發佈之窗口，亦為形成本校形象之重要媒

介，其架構、美觀、訊息之正確性、便利性、及時性、及回覆速率等，

均足以影響本校形象，故其維護非常重要。唯網頁管理有其專業技術

性，故本節特由專業單位圖資處研擬「南開科技大學網頁管理辦法」

納入本規範，於本規範奉核後一併實施。 

 

【南開科技大學網頁管理辦法】 

 

第一條  南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網頁得以適時、適

切地表達本校及各部門應有之訊息，並使本校網頁管理有所

依據，特訂定南開科技大學網頁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各行政部門及教學單位之院、系、所、中心等部門均需指定

專人負責網頁之製作與維護，各部門需將負責人之姓名、職

稱、電話及 E-mail信箱地址提報本校圖書資訊服務處系統發

展組及秘書室綜合業務組建檔，以利相關事宜之聯繫。 

第三條 本校網頁資訊系統由圖書資訊服務處系統發展組負責系統

管理與教育訓練，由秘書室綜合業務組不定期稽核與提報各

單位網頁負責人績效。 

第四條 本校網頁內容之製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網頁主架構（即南開科技大學首頁），其架構由圖書資訊

服務處負責建置及維護，網頁內容依性質分由各部門專

人負責建置及維護。 

二、 各行政部門之網頁應涵蓋之項目如下： 

(一)最新消息(一級單位維護) 

(二)組織簡介：含人員姓名、職稱、電話、工作執掌等 

(三)申請表單下載 

(四)規章制度/辦法 

(五)意見信箱/問與答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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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單位機制項（依單位功能機制性自行增加，如：總務

處之全校最新電話表、交通班次表等）。 

三、 各教學單位之網頁應涵蓋之項目如下： 

(一)目標 

(二)特色 

(三)師資 

(五)設備 

(四)課程及課程大綱 

(六)修業規定 

(七)學會及系友會 

(八)意見信箱/問與答專區 

四、 各單位網頁內容製作與更新，需經單位主管核定。 

五、 因應全校性文宣需要，招生主管單位可直接將需求及資

料，經副校長審批後，請相關單位於網頁中適當位置立

即異動，以爭取時效。 

六、 網頁內容不得含有具威脅性、猥褻性、攻擊性、毀謗性

之資料。 

七、 網頁內容不得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 

八、 各單位應隨時保持網頁內容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九、 最新消息應於確認訊息及新聞後三天內更新。 

十、 網頁主架構應每學年至少檢討更新一次。 

第五條 本辦法併「南開科技大學大學形象識別系統使用規範」經行

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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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關活動 

1. 為使本校努力之成果分享於社會，型塑本校形象，促進教育行

銷，定期或擇特殊意義日期舉辦活動，邀請外賓、相關人士及記

者來訪，節令致意，或主動派本校教職員生參加校外相關活動，

產生校內外良性互動，概稱為公關活動。 

   

2. 實施作為： 

(1) 媒體活動：本校校長、副校長、各一級主管，分區定期與教育

線媒體餐敘或座談會，由本校將累計成果藉簡報方式說明，分

享於與會媒體。若逢本校有重大成果、重大獎勵、申獲補助或

評鑑績優等，亦可臨時辦理相關媒體活動，主動提供參訪安

排、新聞稿件或數位簡訊，說明成果之內容及意義。 

(2) 節慶致候：佳節時令，以賀卡或訊息致送本校諮議委員、顧問、

國內外合作專家學者等，表達關懷謝忱。 

(3) 敬老樂活：為符本校福祉特色，各單位應主動辦理敬老樂活或

參與地方特色活動，如：九九重陽、親子佳節、組織或接待國

內外福祉老人觀光休閒活動等，以突顯本校發展特點，增進社

會人士、潛在顧客對本校之了解，助益教育行銷。 

(4) 服務志工：本校、他校或社會上舉辦之各類公益活動，各單位

主管應主動發動同仁及學員生參與，濟弱扶傾及愛心關懷之

外，參與者本身亦可自省成長，一舉多功。如：安養送餐、育

幼照顧、訪談獨居老人等。 

(5) 其它公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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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校友聯繫及服務 

1. 校友為曾是本校直接顧客現為間接顧客的一群南開人。校友為本

校教育理念和主軸價值的延長，對校友加強聯繫和加強對校友的

服務關懷，在推廣識別認同和提增形象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本規範校友泛指畢業生校友及正式社團法人校友會。 

 

2. 實施作為： 

(1) 畢業生校友、社團法人校友會之聯繫及服務，業管單位為學生

事務處。現在各學系之學生會（未來的校友聯繫主幹架構）由

各學系透過行政系統聯繫。 

(2) 為促進聯繫和加強服務機會，本校相關單位應辦理各類活動，

如： 

a. 傑出校友選拔活動：應訂定選拔辦法，由相關單位戮力定

期熱烈舉辦之； 

b. 校友回娘家活動：校慶或特殊慶典時，邀請校友回校參加，

或為特殊議題辦理校友座談會，廣徵卓見； 

c. 刊物寄送：定期寄送本校發行之簡訊刊物； 

d. 專闢校友會辦公室：（已設立） 

e. 校友資料庫及網頁：為本校顧客資本之重要來源，應儘早

完成，展現成效，服務校友；服務項目，宜包含：校友活

動訊息、校友資料庫、校友總會申請書、傑出校友選拔及

校友意見信箱等。已架設成功之校友服務網頁網址如下： 

http://163.22.228.71/nkc_alumnus/  

http://163.22.228.71/nkc_alum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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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績效評鑑及改善 

（一）評鑑 

1. 本規範之執行施為仍整合於整體校務發展中，為提昇其品質，各

項對品質之符合性檢驗，亦自應比照辦理。 

 

2. 實施作為： 

(1) 普遍性評鑑： 

a. 問卷調查或面對面訪談以得知相關措施滿意度。 

b. 統計媒體本校曝光率。 

c. 公開票選/甄選特定主題之活動，以達評鑑激勵效果。 

 

(2) 網頁管理評鑑： 

a. 由秘書室不定時抽測各單位發布最新消息是否保持及時性、

正確性及對顧客諮詢之處理情形；中英版併測，英文版加檢

視英文文法及詞意表達。 

b. 邀請外校、校友或社會人士點擊本校網站，給予評鑑意見。 

c. 標竿學習：選擇性質相似學校網站，自我評鑑檢討。 

 

 

（二）持續改善： 

抽測、評鑑及檢討結果，定期及不定期由業管單位於適當會議中

呈報，奉校長核示後，共策改善。 

 

 

 

五、業管單位 

本規範提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業

務主管單位為秘書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