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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本院「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資料通報暨補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系

統」（以下簡稱「本系統」），提供通報機關團體進行公職人員資料、年度

迴避情形彙報以及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等資料之通報。 

1.1. 手冊查閱說明 

表 1-1 手冊查閱說明 

項次 項目 說明 

1.  〔〕 代表畫面輸入/查詢結果欄位。 

2.  【】 代表畫面上的按鍵。 

3.  ｛｝ 代表下拉選單、選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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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統需求 

本系統使用網頁瀏覽器操作，可支援使用以下： 

 Chrome v.58(含)以上版本。 

 IE v.11(含)以上版本。 

 Edge v.20(含)以上版本。 

 Firefox v.52(含)以上版本。 

 Safari v.10(含)以上版本。 

本系統只接受以憑證方式登入，使用以下憑證： 

 政府機關憑證（GCA）。 

 組織及團體憑證（XCA）。 

 工商憑證（MOEACA）。 

 自然人憑證（MOICA）。 

除自然人憑證外，其餘憑證之正、附卡均可使用，附卡申辦方式請自

行洽各憑證申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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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前置準備 

 安裝讀卡機 

請安裝讀卡機並確認讀卡機運作正常。 

 關閉瀏覽器的快顯發送設定 

因本系統有彈出式訊息設計，因此在使用前要先將瀏覽器的

「快顯封鎖」設定關閉，各網頁瀏覽器之設定如下。 

 Chrome 瀏覽器 

設定  進階  「隱私權與安全性」區塊  內容設

定  彈出式視窗  「已封鎖(建議)」切換到｛允

許｝。 

 IE瀏覽器 

設定  網際網路選項  「隱私權」頁籤  取消勾

選「開啟快顯封鎖程式」。 

 Edge瀏覽器 

設定  隱私權與安全性  「安全性」項目  「封

鎖快顯」切換到｛關閉｝。 

 Firefox瀏覽器 

設定  內容  取消「封鎖彈出型視窗」勾選。 

 Safari瀏覽器 

設定  「安全性」標籤  在「網頁內容」項目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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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阻擋彈出式視窗」。 

 安裝本院 ServiSign元件 

要使用本系統的電腦每一台都需要安裝本院 ServiSign元

件，連線到本系統時會進行檢查，檢查到尚未安裝者會顯示

警示訊息。 

 

圖 1-1 未安裝 ServiSign 元件的警示訊息 

請按【確定】後進入本系統登入頁面，點擊「使用憑證相關

注意事項」，開啟後依您所使用的瀏覽器種類點選「6.使用

IE瀏覽器無法登入」或「7.使用非 IE瀏覽器無法登入」，開

啟相關說明畫面後按步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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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登入與登出 

通報機關團體首次使用須先以政府機關憑證、工商憑證、組織及團體

憑證登入，先建立該通報機關團體的基本資料，並進行通報機關團體聯絡

人授權，相關通報作業再由各機關團體聯絡人以自然人憑證登入進行通

報。 

本系統可由以下任一方式進入： 

 經本院「陽光法令主題網」（https://sunshine.cy.gov.tw/）

中「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區塊內的「利益衝突迴

避資料通報平臺」連結進入。 

 連結 https://cfcmweb.cy.gov.tw/cfcmcert/ 進入。 

2.1. 通報機關團體登入 

通報機關團體使用政府機關憑證、工商憑證、組織及團體憑證登

入，目的在建立該通報機關團體的聯絡人資料，讓該通報機關團體的聯

絡人可以登入本系統進行通報作業。 

https://sunshine.cy.gov.tw/
https://cfcmweb.cy.gov.tw/cfcm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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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登入頁面 

 請先選擇使用的憑證種類，政府機關憑證、工商憑證或

組織及團體憑證。 

 請輸入該憑證的 PIN CODE碼。 

 按【登入】。 

 經驗證通過後，系統會檢查該通報機關是否為首次登

入，首次登入者要進行基本資料建檔，如下圖，非首次

登入者則進入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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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基本資料建檔 

 資料輸入完畢後按【確定】，進入系統首頁。 

 

圖 2-3 通報機關團體的系統首頁 

 點選畫面左邊功能表「10 系統管理作業」/「10.1 使用

者資料」/「10.1.6 機關團體聯絡人」，建立該機關團體

聯絡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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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報機關團體聯絡人登入 

本系統各項通報作業都是由該通報機關團體聯絡人進行通報，所以

需要先以該通報機關團體憑證登入，並建立被授權的聯絡人資料後，通

報機關團體聯絡人才能登入本系統。 

 

圖 2-4 登入頁面 

 請先選擇｛自然人憑證｝。 

 輸入該憑證的 PIN CODE碼。 

 輸入該憑證的身分證字號。 

 按【登入】。 

 經驗證通過者，進入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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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通報機關團體聯絡人的登入頁面 

2.3. 如何結束系統 

在本系統功能表點選「登出」，可結束系統作業並回到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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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作業流程與功能架構 

3.1. 系統作業流程 

 通報機關團體 

 

圖 3-1 通報機關團體作業流程 

  

本院多憑證驗證
系統

本系統登入頁

進入首頁

執行10.1.6功能
建立聯絡人

通報機關團體
憑證登入

驗證通過，首次登入者
機關團體

基本資料建檔

驗證通過，非首次登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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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報機關團體聯絡人 

 

圖 3-2 通報機關團體聯絡人作業流程 

  

本院多憑證驗證
系統

本系統登入頁

進入首頁

執行1.x功能
進行通報

上傳本院或
公開查詢平臺

編輯或補正
資料

通報機關團體聯絡人
憑證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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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功能架構 

本系統會依據使用對象配置不同的功能，功能表顯示在畫面左方。 

 

圖 3-3 系統功能架構 

  

通報作業
1.1

公職人員基本資料
通報

1.2
年度迴避情形彙報

1.3
補助或交易身分關

係公開

操作手冊
9.1

操作手冊下載

共用及管理模組
登入頁面 應用系統首頁

使用者資料異動 頁面參數設定機關團體基本資料 機關團體聯絡人

權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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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何操作系統各項作業 

3.3.1. 系統功能畫面說明 

 

圖 3-4 版面說明 

 Banner區（A） 

位於畫面上方，顯示本系統版權宣告、登入使用者的機關團

體及名稱，點擊 Banner圖片可快速切換到系統首頁。 

本區可手動展開/收合，以增加作業區塊版面。 

提供以下快捷功能： 

 字型 

系統提供「大」、「中」、「小」三種字級尺寸，可立即變

化畫面上的文字大小。 

再次登入本系統後字體大小會回復為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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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式 

系統提供三種顏色切換，可立即變化畫面上的版面顏色

配置。 

再次登入本系統後系統配色會回復為預設值。 

 功能表區（B） 

位於畫面左方，登入後會依據該使用者所加入的功能群組列

出被授權使用的功能，點擊選單圖示可啟動所選功能，被啟

動的功能會以其他顏色標示。 

本區可手動展開/收合，以增加作業區塊版面。 

 功能操作區（C） 

本系統各項功能均在此區操作，依據所選功能顯示其操作畫

面，當「Banner區」、「功能表區」區收合時，本區高度及寬

度會自動擴展。 

在查詢結果清單中： 

 可快速切換頁次及每頁顯示資料筆數。 

 點擊查詢結果中的標題欄位，可就該欄位的畫面資料做

升/降冪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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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操作欄位說明 

表 3-1 相關操作欄位說明 

項次 畫面欄位 說明 

1.   表示該欄位在資料輸入

時為必要輸入欄位。 

2.   
資料輸入欄位，可輸入

資料。 

3.   
資料顯示欄位，無法修

改。 

4.   日期資料欄位，可輸入

日期資料（例：

1081005）或點選 選

取日期。 

5.   資料選取欄位，採下拉

方式 選取資料項目。 

6.   檔案上傳欄位，按

選擇要上傳的檔

案，輸入檔案說明後按

將檔案加入到上

傳清單中，在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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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畫面欄位 說明 

輸入完成後按 完

成檔案上傳及資料儲存

動作。 

7.   資料勾選欄位，可複

選。 

8.   表示可進入資料編輯模

式。 

9.   資料分頁顯示，可點選

頁數直接翻頁至選定頁

碼，或點擊 、

進行上下頁翻頁

動作，或點擊 、

翻到第一頁或最末

頁，並可指定每頁資料

顯示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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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項功能操作說明 

本章節依據使用以下對象說明相關功能： 

 通報機關團體 

相關功能操作說明請參閱章節「通報機關團體功能」及「共

通功能」。 

 通報機關團體聯絡人 

相關功能操作說明請參閱章節「通報機關團體聯絡人功能」

及「共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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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通報機關團體功能 

4.1.1. 機關團體聯絡人 

本功能提供機關團體維護自己及代通報機關團體的聯絡人資料。 

執行「10 系統管理作業」/「10.1 使用者資料」/「10.1.6 機關團

體聯絡人」。 

 查詢模式 

 

圖 4-1 機關團體聯絡人-查詢模式 

 【新增】：進入新增資料畫面。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輸入查詢條件後按【查詢】，系統依據查詢條件找出符

合的資料顯示於畫面上。 

 【列印】：以 PDF格式輸出查詢結果資料。 

 「查詢結果」區： 

(1) 選取要刪除的資料，也可以用【全選】/【取消選

取】來選取全部或取消所選資料，然後按【刪除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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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會將所選資料刪除。 

(2) 點擊【編】後進入該筆資料的編輯畫面。 

 新增模式 

在查詢畫面中按【新增】後進入新增模式。 

 

圖 4-2 機關團體聯絡人-新增模式 

 【存檔】：系統將資料儲存，畫面回到查詢模式。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回查詢頁】：回到查詢模式。 

 編輯模式 

在查詢結果清單中點擊【編】後進入編輯模式。 

 

圖 4-3 機關團體聯絡人-編輯模式 

 【存檔】：系統將資料儲存，畫面回到查詢模式。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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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查詢頁】：回到查詢模式。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資料通報暨補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系統操作手冊 

 

4-5 

4.1.2. 機關團體基本資料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維護自己及代通報機關團體的基本資料。 

執行「10 系統管理作業」/「10.1 使用者資料」/「10.1.1 機關團

體基本資料」。 

 查詢模式 

 

圖 4-4 機關團體基本資料-查詢模式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輸入查詢條件後按【查詢】，系統依據查詢條件找出符

合的資料顯示於畫面上。 

 【列印】：以 PDF格式輸出查詢結果資料。 

 「查詢結果」區： 

(1) 選取要停用的資料，也可以用【全選】/【取消選

取】來選取全部或取消所選資料，然後按【停用選

取】，會將所選資料停用。 

(2) 點擊【編】後進入該筆資料的編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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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模式 

在查詢畫面中點擊【編】後進入編輯模式。 

 

圖 4-5 機關團體基本資料-編輯模式 

 【存檔】：系統將資料儲存，畫面回到查詢模式。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回查詢頁】：回到查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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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報機關團體聯絡人功能 

4.2.1. 公職人員基本資料通報 

本功能提供通報機關團體維護和通報受利衝法規範且受監察院管

轄之公職人員資料。(如同時具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義務，請至本院

「財產申報人資料通報平臺」辦理通報即可，無須於本系統重複通

報。) 

執行「1 通報作業」/「1.1 公職人員基本資料通報」。 

 開啓本功能後先顯示使用規範宣告。 

 

圖 4-6 公職人員基本資料通報使用宣告 

 按【我已完全閱讀】後進入本功能。 

 查詢模式 

進入後自動顯示待辦清單，列出該通報機關「未上傳」、「待

補正」的通報資料。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資料通報暨補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系統操作手冊 

 

4-8 

 

圖 4-7 公職人員基本資料通報-查詢模式 

 【待辦清單】：快速顯示資料狀態為「未上傳」、「待補

正」的資料。 

 【新增】：進入新增資料畫面。 

 【整批匯入】：整批匯入公職人員資料，匯入的資料均

為新增。 

(1) 按下【整批匯入】後開啟匯入作業畫面。 

 

圖 4-8 公職人員基本資料通報-整批匯入 

(2) 點擊左上方的【範本檔案下載】可下載匯入範本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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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公職人員基本資料通報-下載的匯入範本檔 

(3) 匯入範本檔上有填寫範例，填寫要通報的資料後存

檔，選擇該檔案後按【整批匯入】將通報資料匯

入。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輸入查詢條件後按【查詢】，系統依據查詢條件找出符

合的資料顯示於畫面上。 

 【列印】：以 PDF格式輸出查詢結果資料。 

 【匯出】：以 CSV格式輸出查詢結果資料。 

 「查詢結果」區： 

(1) 查詢結果的所有資料會以燈號標示狀態： 

表 4-1 公職人員基本資料通報-資料處理權限 

燈號 狀態 資料處理權限 

編輯 刪除 檢視 上傳監察院 

 

灰色 

未上傳 Yes Yes No Yes 

 

黃色 

已上傳 Yes No No No 

 已簽收 No No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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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號 狀態 資料處理權限 

編輯 刪除 檢視 上傳監察院 

藍色 

 

紅色 

待補正 Yes No No Yes 

 

綠色 

備查 No No Yes No 

 

(2) 選取要上傳監察院的資料，也可以用【全選】/【取

消選取】來選取全部或取消所選資料，然後按【上

傳監察院】，會將所選資料上傳監察院。 

(3) 選取要刪除的資料，也可以用【全選】/【取消選

取】來選取全部或取消所選資料，然後按【刪除選

取】，會將所選資料刪除。 

(4) 點擊【編】、【詳】後進入該筆資料的編輯畫面。 

 新增/編輯模式 

按【新增】、【編】、【詳】進入，在新增或編輯模式時可維護

資料，檢視模式時僅能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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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公職人員基本資料通報-公職人員資料 

 在新增模式時「修正意見」區塊不顯示；在編輯、檢視

模式時，「修正意見」區塊只顯示最後一次裁定的修正

意見。 

 【上傳監察院】：將該筆資料上傳監察院。 

 【回查詢頁】：回到查詢模式。 

 「公職人員資料」頁籤： 

(1) 【存檔】：系統將資料儲存。 

(2)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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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年度迴避情形彙報 

本功能提供通報機關團體維護和彙報前一年度受監察院管轄公職

人員利衝迴避情形資料。 

執行「1 通報作業」/「1.2 年度迴避情形彙報」。 

 查詢模式 

進入後自動顯示待辦清單，列出該通報機關「未上傳」、「待

補正」的通報資料。 

 

圖 4-11 年度迴避情形彙報-查詢模式 

 【待辦清單】：快速顯示資料狀態為「未上傳」、「待補

正」的資料。 

 【新增】：進入新增資料畫面。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輸入查詢條件後按【查詢】，系統依據查詢條件找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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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資料顯示於畫面上。 

 【列印】：以 PDF格式輸出查詢結果資料。 

 【匯出】：以 CSV格式輸出查詢結果資料。 

 「查詢結果」區： 

(1) 查詢結果的所有資料會以燈號標示狀態： 

表 4-2 年度迴避情形彙報-資料處理權限 

燈號 狀態 資料處理權限 

編輯 刪除 檢視 上傳監察院 

 

灰色 

未上傳 Yes Yes No Yes 

 

黃色 

已上傳 Yes No No No 

 

藍色 

已簽收 No No Yes No 

 

紅色 

待補正 Yes No No Yes 

 

綠色 

備查 No No Yes No 

 

(2) 選取要上傳監察院的資料，也可以用【全選】/【取

消選取】來選取全部或取消所選資料，然後按【上

傳監察院】，會將所選資料上傳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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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要刪除的資料，也可以用【全選】/【取消選

取】來選取全部或取消所選資料，然後按【刪除選

取】，會將所選資料刪除。 

(4) 點擊【編】、【詳】後進入該筆資料的編輯畫面。 

 新增/編輯模式 

按【新增】、【編】、【詳】進入，在新增或編輯模式時可維護

資料，檢視模式時僅能讀取。 

 

圖 4-12 年度迴避情形彙報-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彙報表 

 在新增模式時「修正意見」區塊不顯示；在編輯、檢視

模式時，「修正意見」區塊只顯示最後一次裁定的修正

意見。 

 【上傳監察院】：將該批資料上傳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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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查詢頁】：回到查詢模式。 

 「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彙報表」頁籤/「利衝迴避案件彙報

主檔」區： 

(1) 【暫存】：系統將「利衝迴避案件彙報主檔」區的資

料儲存。 

(2) 【清除】：清除「利衝迴避案件彙報主檔」區的所有

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彙報表」頁籤/「利衝迴避案件彙報

明細」區： 

(1) 【新增】：系統將輸入的資料新增。 

(2) 【取消】：清除「利衝迴避案件彙報明細」區的所有

輸入欄位資料。 

(3) 【匯入】：整批匯入利衝迴避案件彙報資料，匯入時

會先刪除該機關團體在該通報年度的現有利衝迴避

案件彙報資料。 

A. 按下【匯入】後開啟匯入作業畫面。 

 

圖 4-13 年度迴避情形彙報-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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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點擊左上方的【範本檔案下載】可下載匯入範本

檔。 

 

圖 4-14 年度迴避情形彙報-下載的匯入範本檔 

C. 匯入範本檔上有填寫範例，填寫要通報的資料後

存檔，選擇該檔案後按【整批匯入】將通報資料

匯入。 

(4) 選取要刪除的資料，也可以用【全選】/【取消選

取】來選取全部或取消所選資料，然後按【刪除選

取】，會將所選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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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 

本功能提供通報機關團體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維護和公開

其補助或交易行為身分關係，並供一般大衆在「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補

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及查詢平臺」(https://cfcmweb.cy.gov.tw/cfcm_w/)

中查閱。 

須先建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之後進入

每 1筆「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後，可再建立其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資料。 

執行「1 通報作業」/「1.3 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 

 開啓本功能後先顯示使用規範宣告。 

 

圖 4-15 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使用宣告 

 按【我已完全閱讀】後進入本功能。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資料通報暨補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系統操作手冊 

 

4-18 

4.2.3.1.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 

 查詢模式 

進入後自動顯示待辦清單，列出該通報機關公開的身分關係

公開表或身分關係揭露表未上傳的資料。 

 

圖 4-16 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查詢模式 

 【待辦清單】：快速顯示該通報機關通報的身分關係公

開表或身分關係揭露表未上傳的資料。 

 【新增】：進入身分關係公開表的新增資料畫面。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輸入查詢條件後按【查詢】，系統依據查詢條件找出符

合的資料顯示於畫面上。 

 【列印】：以 PDF格式輸出查詢結果資料。 

 【匯出】：以 CSV格式輸出查詢結果資料。 

 身分關係公開表的「查詢結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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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詢結果的所有資料會以燈號標示狀態： 

表 4-3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處理權限 

燈號 狀態 資料處理權限 

編輯 刪除 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 

 

灰色 

未上傳 Yes Yes Yes 

 

黃色 

已上傳 Yes No No 

 

(2) 若該筆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中有全部或

部分的身分關係揭露表資料尚未上傳至公開查詢平

臺時，在查詢結果的〔揭露表〕欄位中會顯示「有

未上傳」字樣提示，請針對該筆補助或交易身分關

係公開表資料再執行【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可將

其所有未上傳的身分關係揭露表資料上傳至公開查

詢平臺。 

(3) 【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 

D. 將勾選的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及其身分關係揭露

表資料整批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網站。 

E. 上傳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時，會自動將其下所有

未上傳的身分關係揭露表資料一併上傳。 

F. 資料上傳到公開查詢平臺的時間就是資料公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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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G. 若已上傳的資料再重複上傳時，上傳到公開查詢

平臺的時間仍記錄爲第 1次上傳的時間。 

H. 已上傳到公開查詢平臺的資料，通報機關團體不

能下架。 

(4) 選取要刪除的資料，也可以用【全選】/【取消選

取】來選取全部或取消所選資料，然後按【刪除選

取】，會將所選資料刪除，在刪除身分關係公開表資

料時，會自動將其下所有的身分關係揭露表資料一

併刪除。 

(5) 點擊【編】、【詳】後進入該筆身分關係公開表的編

輯畫面。 

 新增/編輯模式 

按【新增】、【編】、【詳】進入，在新增或編輯模式時可維護

資料，檢視模式時僅能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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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明細資料 

 新增模式時僅顯示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編輯模式時會

顯示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以及其身分關係揭露表資料清

單。 

 【存檔】：系統將資料儲存。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新增揭露表】：進入身分關係揭露表的新增資料畫

面。 

 【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 

(1) 將該筆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及其身分關係揭露表資

料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網站。 

(2) 上傳身分關係公開表資料時，會自動將其下所有未

上傳的身分關係揭露表資料一併上傳。 

(3) 資料上傳到公開查詢平臺的時間就是資料公開時

間。 

(4) 若已上傳的資料再重複上傳時，上傳到公開查詢平

臺的時間仍記錄為第 1次上傳的時間。 

(5) 已上傳到公開查詢平臺的資料，通報機關團體不能

下架。 

 【回查詢頁】：回到查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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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在身分關係公開表的編輯模式畫面下方，會列出其所有身分關

係揭露表清單。 

 查詢模式 

 

圖 4-18 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查詢模式 

 在查詢結果清單中，所有資料會以燈號標示狀態： 

表 4-4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資料處理權限 

燈號 狀態 資料處理權限 

編輯 刪除 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 

 

灰色 

未上傳 Yes Yes Yes 

 

黃色 

已上傳 Yes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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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該筆身分關係公開資料中有全部或部分的身分關係揭

露表資料尚未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時，可對該筆身分關

係公開資料再執行【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將其所有

的身分關係揭露表資料上傳至公開查詢平臺。 

 選取要刪除的資料，也可以用【全選】/【取消選取】來

選取全部或取消所選資料，然後按【刪除選取】，會將

所選資料刪除。 

 點擊【編】、【詳】後進入該筆身分關係揭露表的編輯畫

面。 

 新增/編輯模式 

在身分關係公開表的編輯模式中，按【新增揭露表】、

【編】、【詳】進入，可維護其身分關係揭露資料。 

 

圖 4-19 補助或交易身分關係公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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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檔】：系統將資料儲存。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回上頁】：回前頁，即回到其身分關係公開表的編輯

模式。 

 【回查詢頁】：回到其身分關係公開表的查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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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共通功能 

4.3.1. 操作手冊下載 

本功能提供下載操作手冊或系統輔助教學資料的服務，並提供關

鍵字查詢機制以協助使用者快速查找資料。 

1. 執行「9 操作手冊」/「9.1 操作手冊下載」。 

 

圖 4-20 操作手冊下載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輸入查詢條件後按【查詢】，系統依據查詢條件找出符

合的資料顯示於畫面上，可用關鍵字進行查詢。 

 在「查詢結果」區按【下載】，可下載該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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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使用者資料異動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維護自己的基本資料，包含姓名、密碼、

Email、連絡電話等相關資料。 

執行「10 系統管理作業」/「10.1 使用者資料」/「10.1.3 使用者

資料異動」。 

 

圖 4-21 使用者資料異動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存檔】：系統將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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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頁面參數設定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維護登入後使用的字體大小、顏色樣式及查詢

結果的分頁筆數。 

執行「10 系統管理作業」/「10.1 使用者資料」/「10.1.4 頁面參

數設定」。 

 

圖 4-22 頁面參數設定 

 【清除】：清除所有輸入欄位資料並回復為預設值。 

 【存檔】：系統將資料儲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