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task - 使用手冊_討論中心

不論是公司內部的部門討論，還是專案產品的執行、甚至是員工互動是知識

的分享，都能夠藉由討論中心來累積知識，減少相同工作的摸索時間與錯

誤。 

 

 

第十一章 討論中心 - 功能說明

討論中心介面一進入後，畫面區分成兩塊，上

方的是工具選單，下方是討論區的呈現區。

上方的工具選單

 

 

各功能說明如下： 

 

討論中心首頁 點選後會將頁面轉回討論中心的首頁。

發表主題 點選後即會開啟一頁面供使用者發表主題。

尋找 點選後即會開啟一頁面供使用者對討論中心的文章做搜尋的動作。

新增討論區 新增一個討論區供大家討論。

重新整理 點選即可更新你所檢視的頁面。

下方的討論區呈現區

 

  

此區呈現使用者所參與的討論區，將討論區以列表的方式呈現。 

由於使用者並非每一個討論區都能夠檢視，所以會發生每個使用者看到的討論區頁面不盡相

同，有的多，有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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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方會顯示目前使用者所參與的討論區數及所有的文章數，如「目前總共有 6 個討論中

心共發表了 42 篇文章」。 下方為各欄位的說明：  

 

討論區 顯示討論區的名稱及相關描述，點選討論區名稱後即可檢視討論區內容。

主題 目前發表的主題數。

文章 目前發表的文章數。(主題數與文章數不同，通常一個主題可能有多個文章的回

覆)

最後發表 此討論區最後一個發表文章者的姓名及發表時間。(點選後可直接進入該發表文

章)

版主 此討論區的建立者，若使用者就是該版主的話，則會在此區出現兩個按鈕，分

別是「管理文章」「編輯討論區」 

管理文章：點選後可進入刪除文章。其頁面與檢視討論區內容相同，但多了一

個刪除按鈕。 

編輯討論區：點選後可對此討論區做內容設定的動作。 其頁面與新增討論區相

同。但右上角多了一個「刪除」的功能，點選後可刪除整個討論區，連裏面的

討論文章都刪除，在刪除前會跳出一詢問視窗：「確定要刪除所選擇的討論

區？所有討論區的內容會一併被刪除！」 

註：若該討論區是與專案搭配而建立的討論區，則不可以刪除，就算按下刪

除，也只是不再顯示出來給使用者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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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討論中心 - 新增討論區

新增討論區

 

點選工具選單上的「新增討論區」後

即會開啟一頁面供使用者新增討論

區。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右上方有「刪除」「關閉此討論區」 兩個按鈕。(若使用者自己就是此討論區的

新增者，才可以對此事項做關閉此討論區及刪除的動作) 

 

右上方功能按鈕說明：  

 

按鈕說明： 

 

討論區名稱 填寫討論區的名稱。(限制為50 個中文字) 

討論區描述 填寫討論區的相關描述。 (限制為5000 個中文字) 

分享對象 可下拉選擇"所有組織部門" "所有組織成員"，並在成員列表區裡

選擇所要分享的成員或部門。

刪除 點選後，系統會跳出一詢問視窗：「確定要刪除嗎？」，點選

「是」後才會執行刪除的動作。

關閉此討論區 點選後，系統會跳出一詢問視窗：「 關閉此討論區後將不能再

發表或編輯文章，確定嗎？」，點選「是」後才會執行關閉的

動作。當討論區關閉後，未來將不能再做發言及編輯的動作，

但是仍可以檢視。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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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討論中心 - 檢視討論區內容

 檢視討論區內容 

 

點選討論區名稱後即可檢視討論區內容。上方會顯示目前所位於的討論區名稱，若要回首

頁，則可點選工具選單上的「回到首頁」按鈕。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其中，在文章主題後面會有「Hot」「New」兩種圖示，意義說明如下： 

Hot：超過15 篇以上的文章回覆，則會出現 圖示。 

New： 若使用者未曾檢視過該主題，則會出現 圖示。 

頁面一次呈現50 筆，超過50 筆才會出現「上一頁」「下一頁」等跳頁連結。  

主題 目前發表的主題名稱。(點選發表主題後即可檢視文章內容)

發表人 此文章發表者的姓名。

回覆 目前回覆的文章數。

觀看 目前被觀看的次數。

最後發表 此文章最後一個發表者的姓名及發表時間。(點選後可直接進入該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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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討論中心 - 檢視文章內容

檢視文章內容

 

點選任一主題後即可檢視文章內容。

上方會顯示目前所位於的討論區名

稱，若要回首頁，則可點選工具選單

上的「回到首頁」按鈕。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頁面一次呈現20 筆，超過20 筆才會出現「上一頁」「下一頁」等跳頁連結。  

發表人 此文章發表者的姓名，及該發表者目前發表的總文章數。

內容 呈現文章的內容，第一篇文章為此主題的發表者，其後的每一篇文章

都是其它使用者的回應，而文章內容欄位說明如下： 

文章標題：此篇文章的標題。 

發表時間：發表此文章的時間 

發表內容：此文章的內容。 

在每一篇的文章右上角都會有一個「回覆此文章」，供觀看文章者若

有需要，可針對特別的文章做回覆的動作，點選後會進入一「回覆主

題的頁面」  

第 1 頁，共 1 頁世成科技 -「Netask網路世紀」企業e化EIP管理系統

2004/6/29http://www.netask.com.tw/tw/help/train_web_fc_read.htm

http://www.netask.com.tw/tw/help/train_web_fc_read.htm


 

 

第十一章 討論中心 - 發表 / 回覆主題

發表主題

 

點選工具選單上的「發表主題」後即

會開啟一頁面供使用者發表主題。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發表人 此文章發表者的姓名，系統預設自動帶上名字。

發表主題 填寫發表的主題。(限制為50 個中文字) 

發表討論區 使用者需選擇討論區來決定此主題欲發表的位置。 

發表內容 填寫發表的內容，可使用Html 語法。(限制為5000 個中文字)

附加檔案 點選即可附加網路硬碟的檔案。 

確定 填寫完畢，確定送出。(點選後會跳至檢視文章內容頁，可立即看到你所

發表的文章)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回覆主題

 

在每一篇的文章右上角都會有一個

「回覆此文章」，供觀看文章者若有

需要，可針對特別的文章做回覆的動

作，點選後會進入一「回覆主題的頁

面」。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發表人 此文章發表者的姓名，系統預設自動帶上名字。

發表主題 填寫發表的主題。(限制為50 個中文字) 

發表內容 填寫發表的內容，可使用Html 語法。(限制為5000 個中文字)

附加檔案 點選即可附加網路硬碟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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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 填寫完畢，確定送出。(點選後會跳至檢視文章內容頁，可立即看到你所

發表的文章)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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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討論中心 - 尋找文章

尋找文章

 

尋找文章的頁面有五個選項供使用者

點選方便尋找到文章。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標題關鍵字 輸入欲查詢的關鍵字。

發表人 下拉選擇欲搜尋的發表人姓名。

討論中心 下拉選擇欲搜尋的討論中心。 

時間範圍 選擇文章的時間範圍，共有「所有文章 1 天內 7 天內 2 星期內 1 

個月內 3 個月內 6 個月內 1 年內」。

結果顯示 決定欲呈現的筆數，共有「所有的 10 20 50 100」可供選擇。

開始查詢 點選後開始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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