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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參數設定 

(一)發文組態設定：主要在於設定各單位收文取號等相關資訊。 

1. 點選【基本資料】─【單位管理】─【發文組態設定】，如「圖 1-1」、「圖 1-2」所

示。 

「圖 1-1」 

 

「圖 1-2」 

 

2. 系統顯示目前已經設定好的各個單位的預設發文組態，如果您要新增發文組態，請

點選畫面上方的 圖示；若是您要修改已經建置的發文組態，請點選發文組態

名稱進入修改畫面，可調整發文組態等相關資料。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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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點選 按鈕，可建置一筆新的發文組態，進入資料新增畫面，請將相

關資料設定完成後，點選存檔，如「圖 1-4」。 

 

「圖 1-4」 

【欄位說明】： 

(1). 組態名稱：輸入是機關發文或單位發文，區分公文的抬頭。 

(2). 組態類別：請選擇發文設定。 

(3). 使用單位：發文組態的使用單位。 

(4). 發文組態類別：請選機關稿或是單位稿。 

(5). 機關名稱：發文組態的預設公文抬頭。 

(6). 機關代碼：輸入機關名稱的交換代碼。 

(7). 機關發文代字：輸入發文組態在發文時的發文代字。 

(8). 機關地址：輸入發文組態預設的機關地址。 

(9). 機關傳真：輸入機關的傳真。 

(10). 機關網址：輸入機關的代表網址。 

(11). 機關首長頭銜：輸入首長頭銜，顯示於公文屬名。 

(12). 機關首長姓名：輸入機關首長的姓名。 

(13). 組態狀態：選擇該狀態的使用狀況。 

 



雲林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 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系統管理作業』使用者手冊                

                                                                                                            

帝緯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Page 5 

(二)檔案伺服器參數設定：主要用於設定各個模組上傳的伺服器主機及目錄。 

「圖 1-5」 

 
「圖 1-6」 

備註：如非必要，建議不要任意更動，否則會影響到資料上下傳之功能。 

 

「圖 1-7」 

【欄位說明】： 

(1). 目錄代碼：檔案存放的目錄代碼名稱，識別該目錄功能。 

(2). 使用單位：有些為共用、有些需特別設定專用單位。 

(3). 功能代號：可區分為數位內容封裝(DCP、DCPOE)、收文掃描(RcvImg)、

電子收文(OF)、公文製作(OE)、發文(OEDECRYPT、SNDDI、INTDI)、

歸檔掃描(OI)。 

(4). OI 上下傳 WS：所使用之 Web Service。 

(5). OP 上下傳 WS：所使用之 Web Service。 

(6). FS 實體路徑：檔案實際擺放路徑。 

(7). 浮水印檔名：啟用浮水印的檔名。 

(8). 是否啟用：該目錄服務是否啟用。 

(9). 備註說明：輔助說明。 



雲林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 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系統管理作業』使用者手冊                

                                                                                                            

帝緯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Page 6 

(三) 自動取號設定：設定各單位取號的規則。 

1. 點選【基本資料】─【單位管理】。 

「圖 1-8」 

 

「圖 1-9」 

2. 點選代碼後，可設定公文取號時的第三、四碼規則，達到文號由電腦管理。 

 

「圖 1-10」 

【欄位說明】： 

(1). 組室代碼：單位代碼編號。 

(2). 組室名稱：單位名稱。 

(3). 單位層級：單位屬於一級單位或二級單位。 

(4). 單位群組：屬機關本身或是所屬機關。 

(5). 單位性質：一般單位或是其他特殊性質單位。 

(6). 是否稽催：是否需要顯示於機關的稽催報表。 

(7). 取號中間值：文號的第四、五碼設定。 

(8). 最大號：目前已經使用到的文號最大號。 

點選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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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設定作業： 

點選【日常管理】─【系統設定作業】，此為重要的系統參數，主要為系統登入前

的參數規則。 

「圖 1-11」 

 
「圖 1-12」 

(五) 程式清單： 

點選【日常管理】─【程式清單】，即可瀏覽目前系統已建置的程式資料。 

「圖 1-13」 

 

「圖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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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使用者群組設定： 

點選【日常管理】─【使用者群組設定】，可設定公文系統各個角色的權限(可以使

用的程式)。 

「圖 1-15」 

 

「圖 1-16」 

 

 

1.點選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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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3.點選存檔 

2.將程式功能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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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製作範本維護：點選【日常管理】─【製作範本維護】，可維護公文範本資料。 

「圖 1-18」 

 

「圖 1-19」 

 

「圖 1-20」 

1.點選編號 

2.修改完成後，點選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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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資料維護 

(一) 處理狀態管理：用在設定流程可選擇之處理狀態及適用單位。 

1. 點選【基本資料】─【處理狀態管理】。 

「圖 2-1」 

 

「圖 2-2」 

2. 點選處理狀態代號後，可設定該處理狀態適用的單位和傳遞目的對象。 

 

「圖 2-3」 

備註：1.基本資料的部份建議由帝緯公司來設定，避免與其它狀態產生衝突情形。 

   2.可自行維護流程可用單位(表示該流程可傳遞到哪些單位)，以及哪些單位可使用

此流程。 

點選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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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來受文者維護：建立來受文者之對應代號，以減少重複繕打相同資料之時間。 

1. 點選【基本資料】─【來受文者維護】。 

「圖 2-4」 

2. 如果您要新增群組，請先點選來受文者群組再點選畫面上方的新增圖示；若是要新

增機關名稱，請先點選來受文者機關再點選新增圖示。若是您要修改所建置的資

料，請直接點選代碼進入修改。 

 

「圖 2-5」 

【欄位說明】： 

(1). 匯入 CSV：匯入 G2B2C 公文交換地址簿匯入檔.CSV 檔。 

 

3. 相關資料修改完成後，請點選儲存即完成。 

 

「圖 2-6」 

1.點選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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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日管理： 

每年年底需設定下一年度的工作日，否則會影響限辦日期的計算及收文作業。 

1. 點選【基本資料】─【工作日管理】。 

「圖 2-7」 

 

「圖 2-8」 

2. 改變設定值之方法：以滑鼠左鍵在想要設定之日期點一下，下方會出現設定狀態的

方框，點選全天\半天\假日，輸入設定理由，點存檔，即可改變該日期設定值。 

 

「圖 2-9」 

1.點選日期 

2.點選全天\

半天\假日 3.輸入設定理由 4.點選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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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至右上方，點選限辦日期調整，設定放假日調整，按存檔，限辦日期即調整完

成。 

 
「圖 2-10」 

「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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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文性質設定：建立公文性質，供收文時，依不同類別細算應辦理的天數。 

1. 點選【基本資料】─【基本資料管理】。 

「圖 2-12」 

2. 點選公文性質的代號。 

 

「圖 2-13」 

3. 可設定各類公文性質。 

 

「圖 2-14」 

備註：系統已內建公文性質，請勿修改代碼順序，以免影響報表統計作業。 

點選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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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者異動設定 

(一) 人員離職： 

1. 首先先確認該員身上是否有待處理公文，可使用管理者身份變更身份至該員，並

確認待處理公文件數為 0，若有公文請先移交給其它同仁辦理或存查結案。 

 

「圖 3-1」 

2. 點選【日常管理】─【使用者設定】，將該員設為離職。 

「圖 3-2」 

 

「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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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員職務調動： 

1. 首先先確認該員身上是否有待處理公文，可使用管理者身份變更身份至該員，並

確認待處理公文件數為 0，若有公文請先移交給其它同仁辦理或存查結案；或是

保留原本身份，待處理完畢後，再行移除該角色身份。 

2. 於日常管理\使用者設定，新增該員新的角色身份。(若原本身份需保留就暫不異

動，若原本身份需移除只需把該角色按刪除即可)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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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進同仁設定： 

說明：系統有整合入口網，若新進人員須有入口網帳號才可登入系統，代表會人

員須請管理者 

1. 於【日常管理】-【使用者設定】中，點選新增，如「圖 3-5」，依序輸入該員的基

本資料，基本資料輸入完成後，點選右下方的新增，如「圖 3-6」，下拉選擇該員

所屬單位、群組、主管、職稱，點存檔即完成。 

 

「圖 3-5」 

 

「圖 3-6」 

 

(四) 業務授權查詢設定： 

可針對因業務異動所造成的人員職務異動，公文調閱權限調整，職務異動後的人員帳

號可查詢職務異動前的公文。 

1. 點選【日常管理】─【業務授權查詢設定】。 

「圖 3-7」 

2. 點選畫面上方的 圖示。 

2.點選新增 

3.填寫完成後，按存檔 

1.依序輸入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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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3. 「申請單位」、「申請人員」欄位請選擇被授權可查詢公文人員，「授權單位」、「授

權人員」欄位請選擇可被查詢之人員；「可查詢收創日期」請選擇被授權可查詢之

公文區間，輸入完畢後請點選「儲存」按鈕即完成授權查詢作業。 

 

「圖 3-9」 

4. 如欲刪除該筆資料，請點選「刪除」按鈕即可。 

 

「圖 3-10」 


