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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回顧一下
• 前置作業-權限說明
• 開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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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1/9)
• 2010/6 秘書室導入，由阿發
長主講，全行政人員考取認
證(SPPA; SharePoint 
Project Assistant)。

• 目的是希望同仁能以協同的
方式，達到減少工時且有效
率的完成作業。

• 重要目的=>校長指示：行政
單位去雲端撈資料，避免讓
導師重複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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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2/9)
• Microsoft Office SharePoint Server (MOSS) 2010-本校取名為:雲端協
同作業平台。

• 必須安裝OFFICE 2010(以上)。
• 請用IE9以上瀏覽器，不要用Google Chrome。
• 網址: http://moss.nt.just.edu.tw (學校首頁->教師職員->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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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3/9)
• 選”表單驗證”，再輸入CIP帳密即可登入。(限教職員
不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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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4/9)
• 登入成功的畫面

左
方
叫
快
速
啟
動
區

上方叫上方連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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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5/9)
• 迷路常用 => 按左上角” “ 回上層資料夾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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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6/9)

什麼叫容器?

就是各式各樣的功能裝置
EX:文件庫、表單、問卷、行事曆等。

具設計權限者，你可以製作容器供具有權限的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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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7/9)

SharePoint共有四大容器類型
各類型下有眾多容單器可製作

容器類型 容器
文件庫 Wiki頁面庫、文件庫、投影片庫、

表單庫、資產庫、圖片庫
頁面* 頁面、網頁組件頁面
清單 工作、問卷、行事曆、自訂清單...
網站 小組網站、空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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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8/9)

預設快速啟動區
有3個容器類型* (以藍色標示)

• 文件庫 <=今日重點
• 清單
• 討論區

*圖片、問卷會特別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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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9/9)

實際DEMO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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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權限說明(1/5)
• 預設每個網站有3個群組其權限如下

• 權限定義如下

群組 群組內人員(使用者) 權限

景大科技大學協同作業平台 訪客 所有經過認證的使用者 讀取

XX單位 成員 XX單位職員 (要自己維護) 參與

XX單位 擁有人 XX單位一、二級主管 (要自
己維護)

完全控制
(才有管理權限)

設計就是能設計容器

參與就只能讀寫別人設計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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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權限說明(2/5)
如何簡單判斷自己在各網站的權限? => 點左上方”網站動作”看列出數

完全控制(9項) 參與(3項)設計(7項)

讀取(1項)

13景文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前置作業-權限說明(3/5)

單位擁有人(一二級主管)

請把自己單位職員(使用者)
利用首頁的CIP查詢加入至[XX單位成員]
群組內。人員異動，要隨時人工維護，
至少每學期一次。

記住!!
請將權限授予群
組，不要直接授
予使用者。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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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權限說明(4/5)

瞭解要幹啥用?

因為權限沒用好，別人無法寫資料，故
協同失敗!!

因為權限沒用好，別人看不到資料，故
讀取/下載失敗!!

因為權限沒用好，個資外洩給不該看到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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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權限說明(5/5)

實際DEMO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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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1/14)

簡單範例1：

建立共享文件庫，供其它同仁下載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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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2/14)
單位擁有人登入

1. 按網站動作
2. 按”新增文件庫”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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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3/14)

3. 輸入名稱
(EX: 學務資料共
享文件)

4. 描述打一下
在別人瀏覽時
可看到內容

5. 按建立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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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4/14)

6

7

8

6. 在文件庫出現
7. 其名稱也會出現在頁籤上
8. 點文件庫
9. 點文件庫權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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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5/14)

10

10. 查看訪客群組是否有存在且為讀取
=>讓本校職人員可以下載。

11. 查看成員群組是否有存在且為參與
=>讓同單位同仁可上傳文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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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6/14)

之後,單位成員登入
12. 同單位同仁，至新建的文件庫
13. 按新增文件，上載欲共享的文件
由於文件權限預設繼承文件庫，所以就O.K了

但是!! 若文件有多項個資內容請再
調整權限!!不要讓不該下載的人下載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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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7/14)

14 15 請單位擁有人協助調整

14. 勾選有多項個資內容
的文件

15. 按下拉
16. 選管理權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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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8/14)
17

18

17. 注意確認要改變的文件!
再按
18. 按停止繼承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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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9/14)
20

19

19. 勾選訪客這個組
20. 再確認文件名稱一次
21. 再按除使用者,完成只有單位同仁可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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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10/14)

23

若要授權給其
它單位成員:
22. 按”授與權限”
23. 按“通訊錄”圖示
24. 輸入成員
25. 選好要授與的單位成
員, EX: 教務處成員，研
究發展處成員.
26. 按新增.

22

24

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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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11/14)
27. 所選的陳列在此
28. 給予”讀取“權限
29. 將勾選去除，不
要傳送歡迎電子郵件
給新使用者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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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12/14)
30

31

30. 查看一下
31. 查看成員完成權限設定

O.K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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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13/14)

簡單範例2：

建立共享文件庫，供其它同仁協同作業。

=>原理雷同，給予參與權限，就可以線上同
時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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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業(14/14)

實際DEMO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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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祝大家使用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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