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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官校全球資訊網站維運管理計畫 
壹、依據  

一、國防部 91 年 5 月 13 日(91)廣唐字第 1288 號「國軍各級單位連接

國際網際網路(Internet)管理作業規定。 
二、國防部 95 年 7 月 5 日捷拓字第 0950001601 號令頒「國軍網際網

路單一閘口管理作業規定(草案)暨實施計畫」。 
三、空軍軍官學校 96 年 2 月 14 日窌維字第 0960000651 號令頒「本軍

軍(民)網網站管理作業規定」。 
四、國防部 96 年 6 月 7 日綜紀字第 0950002548 號令頒「國軍民網網

站內容營運管理作業規定」。 
五、國防部 98 年 9 月 2 日國部文檔字第 0980004518 號令頒「全球資

訊網網站資料管理實施計畫」。 
六、空軍軍官學校 98 年 9 月 18 日國空通資字第 0980003171 號令頒「空

軍全球資訊網作業規定」。 
七、本校 99 年 8 月 31 日空官校資字第 0990005798 號「空軍官校全球

資訊網作業規定」。 
八、空軍軍官學校 102 年 6 月 26 日國空通資字第 1020001594 號令辦

理。 
九、國防部 102 年 9 月 14 日國辦文檔字第 1020005522 號令頒「推動

全球資訊網站互動服務躍升實施計畫」。 
十、空軍軍官學校 103 年 7 月 8 日國空通資字第 1030001441 號令辦理

「空軍全球資訊網作業規定」。 

貳、目的  

一、配合政府「電子化政府」政策，協助、鼓勵本校各單位利用網際

網路提供學校政策、新聞、活動訊息、公告、文宣等各項便民服

務之中、英文公開資訊，建立本校專業優質形象並在網站服務內

容上不斷推陳出新，提供更加多元的使用服務，符合民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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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本校網站國際能見度，以建立本校專業優質形象。 
二、為提升本校全球資訊網站整體互動服務，本計畫依國防部要求導

入 Web2.0 功能，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下建置「臉書 Facebook」 專
頁(以下簡稱臉書專頁)及「YouTube」等社群網站專頁，藉社群網

站交流機制，增進與民互動，擴大政策宣導，逐步提升網站服務

品質與管理機制，以達行政機關網站服務品質提升之要求。 
三、律定本校各單位網頁資料上網權責範圍、程序、更新頻率等管制

規定，確立各單維護分層負責，俾利本校網頁業務之推行。 

參、適用範圍 

本校各單位於空軍官校全球資訊網（網址：www.cafa.edu.tw，以下

簡稱學網網站）之中、英、兒童網站、PDA、 APP版及社群網站(臉
書專頁及YouTube)提供資訊者均適用之。 

肆、作業權責 

一、資圖中心： 
(一)督導本校學網網站全般事宜，擬定管理及維護作業權責。 
(二)本校全球資訊網作業規定之定(修)頒。 
(三)各單位網頁單元異動申請審核及設定作業。 
(四)網站資安防護監控及稽核作業。 
(五)網站伺服器管理及備份、備援及復原作業。 
(六)配合學務處（保防官）對各單位網頁作業產生洩（違）密事件時

之查處事宜。 
(七)負責本校學網網站入口網頁、版型、框架及首頁本校資訊，「網

站導覽」、「隱私權宣告」、「資訊安全宣告」、「資訊服務」、「網站

連結」，網站系統管理與後端上稿系統帳號建置及管理作業。 
(八)負責資圖中心網頁內「中心簡介」、「圖書服務說明」、「服務項

目」、「網路資源」、「航空圖書館」、「相關法規」及「活動花絮」

等單元項目維護。 

http://www.cafa.edu.tw/
http://www.cafa.edu.tw/form/index.asp?m=2&m1=16&m2=38&gp=36
http://library.cafa.edu.tw/cgi-bin/spydus?PG_NAME=NEWS&UMODE=SHOW&ULG=CHI&UCODE=BIG5&PG_LINE=10&PG_NO=1
http://library.cafa.edu.tw/cgi-bin/spydus?PG_NAME=NEWS&UMODE=SHOW&ULG=CHI&UCODE=BIG5&PG_LINE=10&PG_NO=1
http://www.cafa.edu.tw/links/index.asp?m=11&m1=16&m2=40&gp=36
http://www.cafa.edu.tw/links/index.asp?m=11&m1=16&m2=40&g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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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對各單位網頁更新情況實施稽核，針對未於律定週期內更新之單

位實施稽催。 
(十)配合政策導入 IPV6 通訊協定，加強所屬單位資安防護指導及執

行。 
(十一)建置「臉書專頁」 及「YouTube」等平台，督導各業管單位定

期蒐整並上傳各種紀實影片、照片。 
(十二)推動行動化政府 Web2.0 政策，提供各單位導入「臉書專頁」

及「YouTube」諮詢服務，並提供臉書專頁相關規範辦理，俾維

資訊安全。 
二、學務處： 
(一)負責各單位網頁內容保密安全及機敏資料複審事宜。 
(二)負責洩(違)密案件查察。 
(三)執行各單位網頁作業產生洩（違）密事件時之查處事宜。 
(四)負責本校學網網站「政府公開資訊」、「學務處」等單元維護。 
(五)提供業管所負責政策、活動訊息等影音圖片，納入本軍臉書專頁

及「YouTube」等社群網站專頁運用。 
三、督察室： 
(一)負責網站中「為民服務」及「電子化政府」之督導。 
(二)本校全球資訊網網站軍事學術刊物政策指導及執行。 
(三)協助本校全球資訊網網站行動化政府推動 Web2.0 政策之指導。 
(四)提供本校「為民服務」、「服務品質」及「電子化政府」相關資料

紀實影片、照片納入本校臉書專頁運用。 
四、總務處： 
(一)本校全球資訊網網站民意信箱政策指導及執行。 
(二)負責網站個資管理及防護維運之指導審核。 
(三)提供各類招募新聞及業管所負責活動行程之圖文及影音資料，納

入本軍臉書專頁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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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建置網頁單位：（含本校及飛指部各單位） 
(一)主動提供各項施政及為民服務之公開資訊，供大眾查詢，並納入

本校臉書專頁運用。 
(二)負責單位網頁內容之提供、製作、更新、維護及網頁內容安全初

步審查及修正等事宜。 
(三)各單位英文網頁之英文譯審定稿。 
(四)執行網頁維護（後端上稿系統）作業人員帳號申請管理事宜。 
(五)依本校學網網頁維護權責及更新週期項目表(如附件 1)，負責維

護單位權責之網頁單元。 
(六)網頁上稿資料由使用單位定期自我檢查，以強化網站個人資料保

護。 
(七)請各單位於每次活動舉辦前，將相關訊息公布於「最新消息」，

俟活動結束後再將相關資訊置放於「活動花絮」項目並同時發佈

於本校臉書專頁運用，以增加網頁之新穎性及即時性。 
(八)網站資安事件處置及回報。 
(九)依各單位業管於網站發言並提供民眾各項諮詢。 

伍、作業要求 

一、本校學網網頁維運方式採分權維護、集中管理。 
二、各單位「功能單元」網頁，由各業務管理單位負責資料更新、維

護、審稿及定稿，並將資料自行以單位帳號透過本校學網網頁後

端上稿系統(以下簡稱上稿系統)公布至網站，資圖中心負責提供

上稿系統之操作技術諮詢。 
三、各單位登載於網站之資料，須經單位及學務處（保防官）機密等

級審查確屬公開性資料，並經權責長官（教育長[含]以上）核定

後，始可登載於網站，國防機敏資訊不得置放於本校(學網)網站，

以免造成洩(違)密事件。 
四、各單位對網站「功能單元」增刪、異動發布之資料，均應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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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資料更新作業流程」(如附件 2)，填製「全球資訊網

網頁資料異動更新申請表」(如附件 3)，會請學務處（保防官）及

資圖中心協助審查（公布欄最新消息不需加會資圖中心），經權責

長官（教育長[含]以上）核定後，由各單位自行使用上稿系統上

網發布（「功能單元」由資圖中心協助增刪、異動），呈核文件應

歸檔備查，並保存 1 年以上。 
五、各單位應依本校學網「網頁維護權責及更新週期項目表」，檢查公

布資訊之正確性及即時性，更新頻率區分如下： 
(一)日：各單位承辦人每日應於 1000 時前完成更新。 
(二)週：各單位承辦人每週於週五 1000 時前至少更新或檢視網頁內容

乙次。。 
(三)月：每月 30 日 1000 時前應完成更新。 
(四)季：每年 1、4、7、9 月應完成更新。 
(五)半年：每 6、12 月應完成更新。 
(六)年：每年 12 月應完成更新。 
(七)不定期：依業管範圍及項目適時反應資訊為原則及異動資訊。 
六、各單位應隨時檢查所屬網頁，以避免無效或錯誤連結、不符合網

頁無障礙規範等，如發現網頁資料有疏漏、錯誤或逾期情事，應

立即修正。 
七、各單位網頁維護承辦人異動時，應立即通知資圖中心辦理上稿系

統密碼變更，未辦理異動之單位，若經國防部或司令部舉證未按

時更新網頁及洩密等情事，將依情節輕重，檢討議處。 
八、各網頁維護單位應由主官(管)督導，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屬於該單

位提供之網頁資料，以確保資料之正確性及時效性。 
九、由資圖中心定時執行網頁系統及資料備份、伺服器備援及復原作

業，並負責網站之資安防護監控、風險稽核、無障礙檢測作業。 
十、為確保資訊安全，本校全球資訊網開放各單位網頁更新時間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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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地於校內核定網段內，且嚴禁私自於自家住宅利用網際網路執

行上稿作業，經查屬實者依相關資安規定嚴懲。 

陸、注意事項 

ㄧ、各項服務民眾專區、政策、公告、活動訊息及文宣資訊，應使用

網頁後端上稿系統，配合活動時程適時公布活動資訊。 
二、各項便民服務及活動之網頁資訊，應載明聯絡方式、承辦人及電

話，以供民眾聯繫，各網頁公告之各項資料均應註明資料最後更

新日期。 
三、各單位上網之出版品(如各式書籍、刋物)、各項活動廣告文宣或

印刷品(申辦表格)均應上網，並於出版品適當處註明網址以利民

眾查詢及網站(頁)推廣。 
四、網站(頁)如引用其他網站(頁)資料，應以另開新網頁方式處理，洽

得原作者同意，並於網站(頁)中註明資料來源；另網站(頁)所使用

之圖檔、影音、元件及程式等均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法

等相關之法令規範。 
五、網頁提供下載之附件除有特殊用途外，為便利閱讀應以網頁格式

或可攜式(pdf)文件製作(上稿格式規範參考如附件 4)。 
六、網頁圖檔之大小及內容項目應注意不影響傳輸速度。 
七、所有檔案應先確經防毒程式掃瞄，證實無病毒後，再上傳至主機

資料庫。 
八、各欄位資料輸入，請勿直接複製已格式化的文章及表格(如Word、

Excel、FrontPage、Dream weaver)等，請到後端上稿系統編輯框

頁編輯，並須使用後端上稿系統提供之無障礙網頁檢測通過後始

可定稿上傳，以符合「行政院研考會無障礙網頁設計規範A+」。 
九、網頁資料異動應作成紀錄，包括網頁單元、網頁項目、更新檔案

名稱、更改人姓名與日期以利查核。 
十、不得在本校學網網站私自架設聊天室、個人網站與部落格(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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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校學網網站中，不得討論軍中事務，尤其不應論及單位駐地

變更、人事與職務調動等公務，違反者依相關規定論處。 
十二、各單位網站連結應避免連結商業或私人網站，以免引發爭議，

影響本校形象(連結網站位置應時常檢測，避免無效或錯誤連

結)。 
十三、單位網頁有風險或內容有誤或不當者，應於接獲通知後，依行

政程序完成緊急處置，以維護國軍或單位形象。 
十四、各單位網頁中如有提供民眾意見反映電子郵件信箱者(請按本校

學術網路電子郵件申請規定申請專用信箱)，需指派專人負責收

件及回應民眾意見，以避免造成民怨，如有信箱閒置或民眾意

見未回應者將予提報長官裁處。 
十五、線上申辦項目由本校網站各單位提供，逕由資圖中心彙整各單

位提供之線上申辦項目，設置連結於「民眾專區」單元中以利

民眾查詢使用。 
十六、有關各單位自軍聞社、青年日報、教育部、司令部及國防部網

站擷取有關空軍新聞資料更新至本校首頁最新消息區，無須提

供網頁異動申請單。 
十七、服務場所便利性，藉由 720 度拍攝與各式場景上線處理，讓使

用者透過網路可一窺軍機展示場、軍史館的面貌，更可經由互

動式介面進行速度與遠近的操作，讓民眾更便利體驗實體場景。 
十八、建置英文網頁最新消息，並將部分重要中文網站訊息轉譯英文

網頁最新消息，爾後請公告於中文版網頁最新消息之使用者同

時轉譯至英文最新消息，以維資料之新穎。 
十九、為提供便民措施，各網頁均已提供相關業務申請書下載及友善

列印等相關功能。 
二十、新增獨立網站、網址與功能服務者，應依網際網路新增（網站、

網址及服務功能）計畫書內容要項由需求單位呈報本中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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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轉呈司令部及國防部核定(如附件 5、6)。 

二十一、網址註冊原則：學校單位為 edu，機關(單位)、醫院為 gov，

機關團體(財團法人、基金會、公協會)為 org，不得註冊為 com

網址或直接使用 IP 為網址。 

二十二、民網網站為國軍與民間溝通管道，惟易造成不法言論或資安

事件，奉准設立後，應指派專人管理，若發現違反行政中立原

則、影響國軍形象等不當言論及色情圖文等，應立即刪除討論

內容與留存紀錄，並依相關規定懲處失職人員。 

二十三、各維護單位維護臉書專頁作業時，以本校全球資訊網作業發

布正式訊息的主要管道；經營網路社群時，應注重回應速度，

並採開放溝通模式，提升民眾的參與度及滿意度。 
二十四、各網站維護單位可透過社群網站確認瀏覽族群及需求，並配

合調整網站版面及資訊內容，逐步提升民眾交流意願。 
二十五、為區隔本校官方網站，臉書專頁申設參照國防部「國防部發

言人臉書專頁」模式，以「軟性訴求」為原則，提供網友發聲、

反映及雙向溝通管道。 
二十六、臉書專頁自申請設置後，初期試行半年，爾後視其辦況，再

評估其續辦之可行性。 
二十七、臉書專頁參照國防部發言人室作法，不受理民眾陳情議題，

並於專頁顯示相關訊息（版規如附件 7）；當專頁出現陳情議題

時，依陳情內容通知各業管單位適處，並由各業管單位自行留

言引導至本校民意信箱進行陳情案件處理。 

柒、保密要求 

一、各單位所提供之網頁資訊，應遵守「檔案法」、「行政程序法」、「個

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法規，不得違反「國

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軍事機密與國防秘密種類範圍等

級劃分準則」所列事項，並先經學務處（保防官）審查過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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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資訊內容保密安全。 
二、網頁資料不得涉及業務機密或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並避免連結

非正式組織網站。 
三、網頁初稿應由各產製單位完成初審後，經單位保密軍官審查副署

後，協請學務處（保防官）複審，並提供保密諮詢意見。 
四、各單位用於網頁維護之後端上稿系統帳號，由資圖中心賦予後須

妥適保管使用，並應注意帳號保密，以防止帳號外洩造成之危害。 
五、保密督導官(資安長)，對登載網頁之資料，將審查情形，記錄於

「保密督導官工作日誌」，每週呈請主官(管)核閱。 

捌、督導與考核 

一、國防部將透過自動化系統稽核方式，對本校網站每月定期產出網

頁資料更新統計報表，統計結果將納入國防部年度網站評鑑成績

考核。 
二、司令部通資處將依國防部每月定期自動化系統稽核產出網頁資料

更新統計報表，於次月將統計結果彙送本校，以定期稽核執行情

況，並配合國防部督導考核要項及評鑑指標查核各單位網站管理

與資料維護情形。 
三、各單位須每月統計所屬權責公布欄最新消息及網頁更新或檢視次

數，並於次月本校行政會報中提報上月網頁執行情況。 
四、資圖中心將針對各單位網頁執行上網公布及異動情形統計實施稽

核，並於行政會報中提報缺失單位改正。 
五、若經新聞媒體報導或民眾反映網頁內容有誤或不適當時，網頁負

責維護單位應即刻更正，依行政程序呈報長官及緊急處置，並立

即通知資圖中心管制備查。 
六、網站訊息發布呈核文件，應保存 1 年以上，本項列為國防部及司

令部網站督檢重點查核項目。 
七、國防部將依行政院網站評獎要求項目及網站評鑑指標，實施年度



第 10 頁，共 22 頁 

全軍網站評鑑作業，以提昇整體網站品質。 

玖、獎懲 

一、凡因網站(頁)內容造成洩密事件，視情節輕重，依「國軍保密實

施規定」、「國軍人員違犯保密規定行政懲處標準表」及「國軍通

資保密規定違規違紀處分規定」等相關法令辦理懲處。 
二、因網頁權責單位疏於維護(更新)網頁內容者，由資圖中心於行政

會報中提報，如經二次稽核提報未改善者，第三次將建議請單位

自行議處。 
三、本校如經國防部評鑑為年度網站績優單位，將依國防部年度評鑑

計畫辦理獎勵事宜。 

拾、問題反映及諮詢 

本校學網網站(全球資訊網)相關問題反映及政策計畫、操作技術諮詢

等請洽資圖中心，承參少校資分官徐小雅，軍線 977171~2。 
拾壹、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另令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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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空軍官校全球資訊網 www.cafa.edu.tw 網頁維護權責及更新週期項目表 

項 次 網 頁 項 目 本 校 負 責 
維 護 單 位 協辦單位 維 護 週 期 備 考 

1 政府資訊公開 - 法
律、法規命令 各單位  每月  

2 政府資訊公開-行政

規則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軍史館 

每月 

1.行政院/國
防部規範 
2.校園事務 
3.教務學制 
4.人事作業 

3 政府資訊公開-機關

組織及地址 總務處  不定期  

4 政府資訊公開-行政

指導有關文書 
總務處、教務

處  每月  

5 政府資訊公開-施政

計畫 教務處  不定期  

6 政府資訊公開-業務

統計及研究報告 教務處 各單位 不定期  

7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

及決算書 主計室 各單位 不定期  

8 
政府資訊公開-請願

之處理結果及訴願

之決定 
學務處  不定期  

9 
政府資訊公開-書面

之公共工程及採購

契約 
總務處 各單位 不定期  

10 政府資訊公開-支付

或接受之補助 
教務處 
學務處 各單位 不定期 

政府補助 
專業學會補

助 
基金會補助 
獎學金補助 

11 表單下載 

教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 
主計室 

各單位 每月  

http://www.caf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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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處 
資圖中心 

12 熱門網頁- 資圖中心 各單位 每月  

13 關於我們-校長的話 總務處  不定期  

14 關於我們-空軍官校

簡介 教務處  不定期  

15 
關於我們-課程教育 教務處  不定期 同 35 

16 
學術單位-總教官室 總教官室  每週  

17 
學術單位-教學部 教學部  每週  

18 
學術單位-通識中心 通識中心  每週  

19 
學術單位-飛安中心 飛安中心  每週  

20 
行政單位-教務處 教務處  每週  

21 
行政單位-總務處 總務處  每週  

22 

行政單位-資圖中心 資圖中心(圖
書館)  每週 

中心簡介、服

務項目、館務

公告、網路資

源、航空圖書

館 
23 

行政單位-學務處 學務處  每週  

24 
行政單位-軍史館 軍史館  每週  

25 
行政單位-學指部 學指部  每週  

26 
行政單位-主計室 主計室  每週  

27 行政單位-醫務所 醫務所  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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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飛行部落-飛指部 飛指部  每週  

29 學生園地-課程教育 教務處  不定期 同 18 

30 學生園地-精彩生活 學指部  每週  

31 學生園地-好書分享 資圖中心(圖
書館)  每週  

32 學生園地-師生人數

比 教務處  每月  

33 學生園地-錄取分數 教務處  每月  

34 學生園地-就讀研究

所發展 教務處  不定期  

35 學生園地-赴國外就

讀學生 教務處  每月  

36 招生資訊 教務處  每月  

37 光榮傳統 軍史館  不定期  

38 公布欄-最新消息 各單位  每週  

39 公布欄-資訊服務 資圖中心  每月  

40 公布欄-線上問卷 資圖中心 各單位 不定期  

41 網站檢索 各單位  每月  

42 雙語詞彙 資圖中心  每月  

43 網站導覽 資圖中心  每月  

44 隱私權宣告 資圖中心  不定期  

45 資訊安全宣告 資圖中心  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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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網站連結 資圖中心  不定期  

47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 

教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 

 每月  

48 
教育評鑑區(校務) 
教育評鑑區(教務) 
評鑑專區 

教務處 各單位 不定期  

49 檔案開放應用 總務處  不定期  

50 軍史館參觀申請 軍史館  不定期  

51 心理諮商線上服務 飛安中心  不定期  

52 休假回報系統 學指部  不定期  

53 畢業校友辦理各類

學籍 教務處  不定期  

54 檔案專區 總務處  每月  

55 網站系統管理 資圖中心  不定期 

網站入口

頁、版型、框

架、意象動

畫、網頁單元

架構增修

訂、本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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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產製單位初稿

保防安全部門複審

退回修正或不宜上網

涉及機密資訊

退回修正或不
宜上網

是

是

否

否

涉及機密資訊

資料上網公告

資

料

審

查

階

段

定

稿

階

段

資

料

上

網

階

段
正式上線

教育長(含)以上核定

網頁後端上稿系統
網頁編輯及無障礙檢測

單位保密軍官
審查副署

空軍官校全球資訊網站及臉書專頁資料更新作業流程

產制單位主官
審核

資圖中心審查
(網頁資料異動/更新、
網頁單元項目新增/異動)公布最新消息

是

否

 全球資訊網及臉

書專頁動態網頁 

上稿型式為「後端上稿」各單
位使用藉由後端管理系統上網
刊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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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單位全銜)全球資訊網網頁資料異動更新申請表 

資料時間：  年  月  日 
□ 網頁資料異動/更新。 
□ 網頁單元項目新增/異動。 
□ 公布欄最新消息。 
 
 
 
 
1. 請說明網頁資料異動/更新或網頁單元項目新增/異動概

述，若有不足部份請以附件方式補充說明。 
2. 公布欄最新消息不須加會資圖中心審核。 

主 官 批 示 
 
 
 
 
 
 
 
 
 
 
 
 
 
 
 
 
 
 
由申請單位呈本校教育長(含)以
上長官批示。 

申請單位 
呈核簽章  

單位保密

軍官副署  

學務處(保防)審查意見： 
 
 
 
 
由保防官針對網頁資料內容審查是否確屬公開不具機敏性質
資料。 
學務處保

防官簽章  

資圖中心

審查意見 

□ 同意 □核退 

 

 

 
由資圖中心針對網頁資料內容審查是否有資安風險、不符網站架構或不符網頁無障
礙規範、網頁上稿系統功能不支援等情況。 

資圖中心

簽     章 
 

網頁上稿人員 網頁上稿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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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檔案上稿格式規範 
項 次 類 型 副 檔 名 副 檔 說 明 檔案大小 充許/不充

許 使 用 

1.  文件檔 *.pdf Adobe Acrobat 可導出文
檔格式文件 5MB  

2.   *.doc 一般文字檔或是 MS-Word
的文件檔 5MB  

3.   *.xls MS-Excel 的資料檔 5MB  
4.   *.ppt MS-Power Point 的簡報檔 5MB  
5.   *.dat 文字檔或是二進位資料檔   
6.   *.dot MS-Word 的巨集檔   
7.   *.txt 一般文字檔   

8.  圖片檔 *.jpg 全彩及灰階圖形資料標準
壓縮檔 5MB  

9.   *.gif 壓縮圖形格式 5MB  
10.   *.bmp 點陣圖形檔   

11.  多媒體 
影音檔 *.wav Windows 音訊檔 10MB  

12.   *.avi Windows 視訊檔   
13.   *.mpg 電影檔 10MB  
14.   *.mp3 第三層 MPEG 音訊文件 10MB  
15.   *.swf Shockwave Flash 對像 10MB  

16.   *.mov Apple 制定 Quick Time 的
多媒體檔   

17.  壓縮檔 *.zip PKZIP.EXE 的壓縮檔   
18.   *.rar RAR.EXE 的壓縮檔   
19.  程式檔 *.htm WWW 用的標準格式   
20.   *.html WWW 用的標準格式   
21.   *.asp 動態網頁文件   
22.   *.aspx 動態網頁文件   
23.   *.cgi 網頁共同閘道介面   
24.   *.bat 批次檔   
25.   *.exe 執行檔   

※禁止使用中文檔名,檔案命名請用英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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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單位全銜)網際網路新增（網站、網址）計畫書(格式範例) 

壹、依據 

貳、目的（如針對特定目的） 

參、網站架構圖（含軟硬體、作業系統、網址與網站服務承商） 

肆、管理權責（含軍事安全、通資安全等） 

伍、作業管制（含設備管制、作業管制及要求等） 

陸、督導與考核（含稽核管制等） 

柒、其他（含編組人員及承辦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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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單位全銜)網際網路新增（服務功能）計畫書(格式範例) 

一、依據 

二、目的（如針對特定目的） 

三、網站地圖（預劃網站放置位置） 

四、文案企劃（文件內容，呈現方式，資料來源） 

五、維運方式（資料審核更新、服務對象、服務方式、時間等） 

六、預算（金額及來源） 

七、其他（含編組人員及承辦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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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臉書專頁相關規則（版規） 

1. 定位： 

「空軍軍官學校臉書專頁」為一般性意見交流的溝通管道，我們歡迎大家對本軍

提出建議。此專頁屬本軍與臉書網友的「軟性」溝通平台，但考量網路環境及臉

書平台的安全顧慮，本軍不會透過此專頁，發布任何與國軍有關的重大訊息或決

定，倘若本專頁出現大量內容異常等狀況，請與本軍相關單位反映（網址：

http://www.caf.mil.tw）。 

 

2. 陳情狀況處置： 

「空軍軍官學校臉書專頁」平台的設計原意為方便社群之間的交流，較不適於接

受陳情；為確保您的權益，國防部備有系統的追蹤管考機制、對陳情人完善的隱

私保護機制，因此若有陳情及個案需求，倘若本專頁出現大量內容異常等狀況，

請與本校相關位「民意信箱」 

 (網址：http://www.cafa.edu.tw/pmail/index.asp?Parser=99,6,479,67)。 

 

3. 隱私權政策： 

在遵守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臉書隱私權規定的前提下，本粉絲頁部分服務內容、

掛載的應用程式服務可能請您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為了提供服務而紀錄、使用

您的隱私資料。建議您瀏覽「Facebook 隱私導覽與說明」以瞭解、保護您的權

利。我們將不時修訂隱私權政策，當我們在使用個人資料的規定上作出大修改



第 21 頁，共 22 頁 

時，我們會在本粉絲專頁上張貼公告。 

 

4. 臉書規範： 

大家都希望，「空軍軍官學校臉書專頁」是一個友善、良性的理性互動空間。我

們呼籲所有加入本校臉書專業的網友遵守臉書的規範（連結 FB 權利宣告等），

並謹守網際網路的自律習慣，例如在言語上尊重自己、尊重他人，若您遭遇不當

言論或網路行為的干擾，建議您可適當使用臉書的檢舉功能（附臉書「網路安全

中心」中文連結 http://www.facebook.com/?ref=logo#!/help/?safety ）。此外，我們

仍保留在必要情形下刪除留言及採取其他管理措施的權利。 

 

5. 其他： 

所有發言及行為，不應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規、一切使用網際網路之國際慣例、

臉書規範，或有下列情形，我們再次提醒：違者需自負包括法律責任在內的後果： 

 出現人身攻擊、詆譭謾罵、粗鄙不雅、揭人隱私或其他不法之文字、圖片

或任何形式的檔案。 

  侵害他人名譽、隱私權、營業秘密、商標權、著作權等其他智慧財產權及

其他權利。 

  違反依法律或契約所應負之保密義務。 

  留言人姓名指涉有影射或不雅之意涵。 

  張貼廣告、重複性張貼言論。 

  為情緒性、侮辱性、挑釁、無事實根據之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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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未經合理查證的報導（可能會涉及誹謗）。 

  傳輸或散佈電腦病毒。 

 版規若有增刪，會在此處更新。感謝大家的協助配合，祝大家玩得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